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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創會委員
何啟 (Hon. Sir Kai Ho Kai, Kt.,
C.M.G., J.P., M.B., C.M., M.R.C.S.)

何啟(1859-1914)，原籍南海西樵，家族曾
於馬六甲生活，香港出生，父親為香港倫
敦傳道會牧師何福堂，也是香港首位華人
牧師。1870年，何啟就讀中央書院（皇仁
書院前身）第四班，根據學校記錄，一年
後已升上第一班，除了才智過人外，亦說
明他讀書異常勤勉。後何啟負笈英國，進
Palmer House School，後畢業於鴨巴甸大
學(Aberdeen University)、聖托馬斯醫學院
(St. Thomas’Medical and Surgical College)
及林肯法律學院 (Lincoln’
s Inn)，先後取得
醫學及法律學位，並娶英籍女士雅麗氏為
妻。
1882年何啟返港，不久即獲港府委任為太
平紳士，四年後再出任潔淨局（市政局前
身）委員。回港初期，何啟一度以香港首
位華人執業醫生身份掛牌行醫，不過由於
當時一般華人仍相當抗拒西方醫學，何遂
投身律師業務。
1884年，雅麗氏不幸病逝，為紀念亡妻，
何啟籌辦雅麗氏紀念醫院（那打素醫院前
身）。1887年，醫院落成，並附設香港西

醫書院（1912年合併入香港大學），孫中
山成為首批十八名學生之一，何啟因而成
為孫中山的師長。這段時期，因有感於清
廷腐敗無能，何啟曾與好友胡禮垣發表一
系列文章，鼓吹政治改革，這對包括孫中
山在內的晚清知識份子影響很大。1909
年，何啟任香港大學助捐董事會主席，香
港大學的創校，何啟可說功不可沒。

20世紀初何啟(前排右五)與香港西醫書院師生合照。

1890年，何啟以三十一歲之齡，出任立法
局議員，前後凡二十四年之久，並先後出
任保良局、團防局、東華醫院等機構的總
理或顧問之職。1892年，何啟獲C M G勳
銜，1912年更獲封為爵士，成為香港首位
華人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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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啟對香港醫療及教育貢獻良多，卻因籌
辦雅麗氏紀念醫院，幾乎用盡家財。為改
善經濟困境，何啟於1912年向友人提出九
龍灣填海計劃，得友人區德、張心湖和曹
善允三人大力支持，惟計劃尚未實現，何
啟卻不幸於1914年去世，不過何啟的名字
自此與“啟德營業有限公司”及後來的啟
德機場聯繫起來。（有關該公司的發展，
可參閱後述區德生平一項。）
基於基督徒身份及對香港的貢獻，何啟去
世後葬於紅毛墳場。

韋玉 (H o n.
Sir Boshan
Wei Yuk, Kt.,
C.M.G., J.P.)

韋玉(18491921)，字寶
珊，祖籍香山
（今中山），香
港出生，父親韋
光為香港有利銀行買辦*。韋玉早年入讀
中央書院，十八歲負笈英國，在蘇格蘭著
名的大來書院(Dollar Institution)畢業，成為
最早留學歐洲的華人之一。1872年韋玉回
港，加入有利銀行協助父親發展業務，並
娶立法局第二位華人議員黃勝長女為妻。
1879年父親去世，韋玉繼承父業，成為有
利銀行的買辦。
從十九世紀後期起，韋玉已積極參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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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倡辦保良局和團防局。1883年，韋
玉被委任為太平紳士，四年後更被推舉為
東華醫院主席。1894年鼠疫期間，華人普
遍對港府的措施不滿，韋玉不辭勞苦，向
華人解說措施的目的，以釋華人之慮，這
也是韋玉投身公職以來最艱鉅的工作。
1896年，港府在立法局增加兩個議席，韋玉
被委任為非官守議員，任職至1917年。韋玉
於立法局的年資雖然較何啟為短，不過因其
較年長及思想上與傳統華人較接近，故不論
在立法局內外，韋玉與何啟同樣受人尊重。
1908年，韋玉獲封C M G勳銜，1919年再
獲封爵，成為香港第二位華人爵士。
早自1890年，韋玉已自費調查並建議由
九龍築鐵路至廣州，再由廣州直達北京，
惟建議不獲清廷接納。不過後來九廣鐵路
的興建，實與韋玉早年提出的計劃部分相
近。辛亥革命後，韋玉曾出任廣東軍政府
及省政府的顧問，可見當地對他的重視。
1921年韋玉去世，棺柩停放東華義莊，至
1930年安葬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今天的寶珊道，就是為紀念韋玉而命名
的，這也反映了港府對韋玉的尊崇。其實
香港以華人命名的道路屈指可數，除寶珊
道外，大概只有旭龢道39、李陞街及何東道
而已。由於李陛街及何東道都是以附近物
業主人的名字得來，這使寶珊道及旭龢道
的命名格外顯得意義重大。

旭龢道的名字源自羅旭龢，羅氏原為混血兒，不過與何東一樣，大半生都以華人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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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辦是指受僱於在華外資公司（包括洋
行、銀行或其他公司）的華籍代理人，既
是僱員、代理商，也是承包商，基本是這
些公司的全權代表。他們的收入中，薪金
只是其中一部份，其主要收入其實是佣
金。此外，買辦還可利用往來的資金拆借
給銀號或錢莊，收取利息。有些買辦更以
外資公司的名義，經營自己的業務。

劉鑄伯 (Hon. Mr. Lau Chu Pak,
C.M.G., J.P.)        

劉鑄伯(1867-1922)，原籍新安（今寶安）
平湖，香港出生。少年家貧，曾就讀西營
盤馮富義學，成績優異。十二歲時父親逝
世，仍刻苦耐勞，並考入中央書院，1885
年更成為首位考獲史釗域40獎學金的學生。
畢業後，劉鑄伯於1885年先供職於天文
台，三年後進入商界，成為西環貨倉公司
(West Point Godown Company)的買辦。次
年，應臺灣巡撫劉銘傳之聘，劉鑄伯任淡
水西學教席兼洋務委員、總教員等職。後
因國勢險危加上地方財力緊絀，遂辭職返
回香港重入商界，出任多間公司的要職，
並成為屈臣氏公司 (Messrs. A. S. Watson &
Co) 中國部門的主管。
劉鑄伯熱心社會教育事業，曾設孔聖會，附
設義學三十餘所，還與嘉道理集資興辦育才
書社，並倡建廣州公立學校。1904年出任
東華醫院總理，籌建廣華醫院期間，出力甚
大。1909年，劉鑄伯被舉為東華醫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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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擔任潔淨局委員。香港大學初建時，他
曾給予很大的資助。除香港外，劉氏在其家
鄉平湖亦大力支持公益事業，興建學校、醫
院，更重新規劃街市，並爭取九廣鐵路在當
地建設車站，以利鄉民往返香港及廣州。
1913年至1922年間，劉鑄伯出任立法局議
員，努力為華人謀取福利。1913年劉氏把
華商公會改組為香港華商總會，更被推舉
為首任主席，並連任三屆，達九年之久。
該會顯示了華商的團結，對往後香港的發
展貢獻甚大。
出任公職期間，劉鑄伯一直致力於公共福
利事業，對港府的擾民及不公政策，往往
加以抨擊，因而深得本地居民敬重。華人
永遠墳場的設立，與劉鑄伯的極力爭取關
係極大。1918年馬場大火，他又申請於咖
啡園建築公墓。中、英政府先後向劉鑄伯
頒贈多種榮譽勳章，以表彰他的貢獻。

1910年劉鑄伯(本圖中央)與一眾訪港滿清官員及港府人員攝
於港督府外。中排左端為何啟，前排右二為港督盧押爵士。

史釗域（Frederick  Stewart 1836-1889）為中央書院第一任校長，去世前官至港府輔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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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鑄伯雖然多年來一直向港府爭取在香港
設立華人永遠墳場，不過去世後卻歸葬其
祖籍平湖鄉。其子劉德譜一年後(1923)創
辦香港油麻地小輪有限公司，與天星小輪
分庭抗禮。

何福 (Hon. Mr. Ho Fook, J.P.)

       

何福(18631926)，香港
出生，為何東
之弟。就讀中
央書院期間，
何 福 成 績 優
異，1878年港
督軒尼詩爵士
首次到訪中央
書院，港督曾
親自頒發獎賞
給何福以作鼓勵。畢業後，何福先後在華
民政務司以及律師事務所任翻譯員。1885
年，加入怡和公司成為何東的助手（何東
當時為怡和公司的總買辦），1900年何東
離職，何福升任為總買辦。除怡和公司的
工作外，何福亦參與棉花貿易，並於馬來
亞開設製革廠及橡膠園，同時亦是《士蔑
西報》(Hongkong Telegraph)的董事總經
理。
與兄長何東一樣，何福多年來都積極參與
公共事務，熱心提倡教育，1917年協助
香港大學成立生理學系，更為學生設置多
項獎學金。何福出任的公職包括團防局、
保良局、東華醫院、廣華醫院及華商總會
等機構的總理或委員，並獲委任為太平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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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亦是嘉道理教育機構育才書社的副主
席。在當時華人社會裡，何福無疑是一位
德高望眾的領袖人物。自十九世紀末起，
不論在商界或華人圈子裡，何氏三兄弟可
說叱吒一時，惟只有何福出任立法局非官
守議員(1917-1921)一職，成為該家族直接
參與香港政治的重要人物。
1926年，何福因腸臟疼痛離世，出殯之
日，港督金文泰及一眾政府官員均親臨致
祭，中外政界及商界賢達如康有為、唐繼
堯、梁士詒、羅旭龢、賴際熙、利希慎、
鄧志昂、葉蘭泉、陳廉伯等，或是親往致
祭、或是送上花牌，可見何福與不少本地
乃致內地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有交往。何福
其後下葬昭遠墳場，曾任中華民國總統及
總理的黎元洪和段祺瑞，分別為其墓碑題
寫“義惠宣風”及“常善救人”，這是本
地居民中所僅見的，同時亦反映了何家與
內地政界密切的關係。

何甘棠 (Mr. Ho Kom Tong, C.B.E,
O.B.E., J.P.)

何甘堂(18661950)，香港
出生，為何東
及何福之弟。
與兩位兄長一
樣，何甘堂畢
業 於 中 央 書
院，二十歲加
入怡和公司的
保險部門，四
年後成為何東的助手。1901年，何甘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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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任為副買辦（何福為總買辦），並先後
在內地、澳門及東南亞遍設商號，經營金
融、糖業、花紗、煤炭、雜貨，以及當時
還可作合法買賣鴉片等業務。
1904年，何甘棠與馮華川、劉鑄伯等倡
議政府創辦公立醫局，為居民免費診症。
兩年後，何甘棠被推舉為東華醫院主席，
其後更積極參與創設廣華醫院。其實早自
1898年出任東華醫院總理期間，為籌募
經費建設新院，何甘棠曾親自向華人店舖
沿門勸捐，這一善舉當時曾傳為佳話。何
甘棠為太平局紳，除東華及廣華醫院外，
亦歷任太平局、保良局、潔淨局、團防局
等機構的總理或委員等職。任職潔淨局委
員期間，何更極力為華人爭取自治自理
權。
1911年，何甘棠辭去怡和公司職務，十
年後更結束各地商號，以便專注參與公益
事業，並多次出資襄助建設學校和醫院。
1915年，何甘棠創立聖約翰救傷隊香港分
會。為表揚對香港聖約翰救傷隊的貢獻，
何甘棠於1925年獲英皇頒授聖約翰爵士勳
銜(Knight of Grace, The Venerable Order
of St John of Jerusalem)。1922年及1924
年，港府兩度擬委任何甘棠為立法局議
員，均遭何婉謝。
香港賽馬會為英國人所創立，長期拒絕華人
參與。1926年，何甘棠成為馬會的首名華
人馬主；次年，更與港督金文泰爵士協商，
容許華人成為會員，為華人爭取參賽資格。
何甘棠一生曾四次獲國民政府嘉禾勳章，並
於1928年獲英皇授予OBE勳銜。1941年，

何再獲受CBE勳銜，當時《南華早報》把何
甘棠形容為香港的 “顯赫老人”(Grand Old
Man)，以表揚他對香港的貢獻。
何甘棠逝世後，卜葬於半個世紀前由他及
乃兄何東開闢的昭遠墳場。

伍漢墀 (Hon. Mr. Ng Hon Tsz, J.P.)           
伍漢墀(18751923)，香港
出生，皇仁書
院畢業後，加
入執南北行貿
易牛耳的元發
行，出任該商
號的英文秘書
及經理，後成
為中華匯理銀
行及著名英資貿易公司Shewan, Tomes &
C o.的買辦 ，同時自組公司，從事中西貿
易。
從1909年起，伍漢墀開始積極參與公共事
務，先後受任潔淨局委員、太平紳士、團
防局委員、東華醫院及保良局總理、公立
醫局委員、華商會委員、香港大學董事會
成員等職位，並參與創設贊育醫院。1922
年劉鑄伯去世，伍漢墀隨即被委任為立法
局議員，填補前者在立法局的職位，代
表居港華人，這也是其公職生涯的最高成
就。可惜一年後，伍漢墀卻因急病辭世，
享年四十七歲。行政、立法局議員普樂爵
士於伍氏去世後公開稱讚他是一位“賢
明、合理及可靠”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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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漢墀出殯當日，中外送殯人士極多，警
察甚至需要封閉車輛進出堅道（伍漢墀寓
所）達兩小時之久，港督司徒拔爵士及
英軍駐港司令富勒少將(Major General Sir
John Fowler)亦親臨致祭。儀仗行列中除本
地樂隊沿途奏樂外，英軍軍樂團亦自石塘
咀至堅尼地城“一別亭”之間的一段路途
演奏蕭邦著名的《送葬曲》，送別這位於
任上去世的華人立法局議員，對當時的華
人來說，這可是一項殊榮。

周少岐 (Mr. Chau Siu Ki, J.P.)
周少岐(18641925)，又名
周文輝，原籍
東莞，香港出
生。周氏就讀
中央書院，畢
業初期留校
任教，不久
加入Brelerton,
Wotton &
Deacon律師事務所。其後國家醫院招募書
記，周氏投考並以優異成績獲聘。一年後
轉往船政署，前後供職八年之久，深得航
運相關知識。離職後周少岐銳意營商，加
入萬安洋行保險公司擔任司理之職，先後
創辦全安保火險公司、香港九龍置業按揭
公司，還發展航運、金融及股票業務，創
設元安、兆安兩家輪船公司，以及泰新銀
號，並成為多家公司的股東，包括省港澳
輪船公司、香港九龍汽車公司及香港興業
儲蓄公司等。周氏在商界長袖善舞，家族
亦成為香港赫赫有名的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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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成功的同時，周少岐獲委任為太平紳
士、團防局及潔淨局委員，並兩度出任
東華醫院主席(1903、1914)，以及保良
局總理等職。及後更三度署任立法局議
員(1921、1923及1924)之職。周氏亦
大力支持教育發展，為香港大學及多所義
學的董事會成員或委員。此外，因嘗捐米
糧賑荒，周少岐獲清政府授朝議大夫知府
銜。
1925年7月香港下了一場暴雨，周少岐位
於上環普慶坊的住所給瀉下的山泥掩蓋，
周氏不幸遇難。出殯當日，港督司徒拔爵
士、英軍司令盧押少將(Major General C.C.
Luard)、輔政司施勳爵士(Sir Claude Severn)
均往致祭。周氏其後下葬香港仔華人永遠
墳場。
周少岐去世後，兒子周埈年（後獲封爵
士）亦先後成為立法及行政局議員。

袁金華 (Mr. Un Kam Wa)

          

袁金華(?-1918)，又名袁英山，1912年出
任東華醫院主席，六年後工作期間於廣州
逝世，卜葬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容翼廷 (Mr. Yung
Yik Ting, J.P.)       
容翼廷(?-1913)，又名
容憲邦，原籍香山（今
中山），香港出生，父
親為渣打銀行買辦。中
央書院畢業後，容氏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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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協助父親打理商務，十年後更繼父親之
後升任渣打銀行買辦之職。
與不少華人永遠墳場創會委員及其他成
功商人一樣，容翼廷曾獲推舉為保良局
及東華醫院總理，並受港府委任為太平
紳士。

非常熱心公益，受港府委任為太平紳士，出
任的公職包括東華醫院主席(1910)、保良
局總理、潔淨局及團防局委員、香港大學董
事會成員、華商總會副主席等，更一度署任
立法局議員。他對教育一直非常重視，除為
兩所母校設立獎學金外，亦為香港大學及一
些教育機構作巨額捐獻。

1913年容翼廷去世，長子容子名承繼渣打
銀行買辦一職，一家三代供職同一機構，
充分反映該銀行對容家的信任。

陳啟明 (Mr. Chan Kai Ming, J.P.)
陳啟明 (18591919) 41 ，先後就
讀拔萃男書室和中
央書院，在學時成
績非常優異，考取
了當時最具威望的
馬禮遜獎學金並成
為學生導師。畢業
初期，先進司法
部門工作，後進入商界。與當時大部分
進取的中外商人一樣，陳啟明早年曾從
事鴉片貿易（當時還可作合法買賣），
至逝世時，已是多家華人商號的董事或
東主，包括大有銀行及東亞銀行。由於
商業上的成功，陳啟明被當時的報章形
容為“點石成金”。
與其他華人永遠墳場的締造者一樣，陳啟明

41

1911年廣華醫院開幕，港督盧押爵士(中間戴帽者)到場致賀，其
旁為華民政務司蒲魯賢(A.W. Brewin)及東華醫院當年主席陳啟明。
另站於港督後面為劉鑄伯(穿白衣者)，前排可見何甘棠及何啟。

陳啟明逝世後，長眠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
場。《華字日報》稱陳啟明“對公益事頗
見義勇為，故一聞其作古人多惜之”，其
出殯當日，多位政府官員包括輔政司施勳
爵士都出席致哀，而剛上任的港督司徒拔
爵士則派了副官作代表。參加葬禮的人士
包括當時社會各界領袖，送葬行列的規模
更被當時報章形容為“前所未有”，致送
的花圈竟超過一千五百之數，可見陳啟明
在社會上非常德高望眾。

陳啟明父親為美國商人George Tyson，不過與何東一樣，他大半生都以中國人自居。陳的英文全名為George Barton Ty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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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葆葵 (Mr. Li Po Kwai, M.B.E., J.P.)

陳洛川 (Mr. Chan Lok Chuen)

李葆葵(1872-1963)，原籍新會，香港出
生。李氏先後創辦寶興泰米行、寶順輪
船有限公司、益泰輪船有限公司、中華
藥房，並經營雲南錫礦，出任廣東銀行董
事。

陳洛川（生卒年不詳），又名陳藻芬，曾
出任東華醫院首總理(1907)及保良局主席
(1913)。根據東華三院紀錄，陳洛川代表
的機構為敬和行。敬和行屬“九八行”，一
般是指經銷傳統藥材及食品（例如人參、燕
窩、鹿茸、海味、京果及果仁）的商號，因
代理商通常收取金額中百份之二作佣金，因
此俗稱 “九八行”，因南北行均屬 “九八
行”，故相信陳洛川為南北行商人。

1904年，李葆葵任東華醫院總理，三年
後復任保良局總理。1909年創辦孔聖
會，任會長，設義學三十餘間，於1924
年更出任位於荷李活道孔聖會中華書院
內、以中、英文及科學為主要教學目標的
孔聖會中學校長一職。1910年，李參與
籌辦香港大學，又創辦華商總會、僑港新
會商會，並擔任上述兩會會長。1914年
獲委任為香港西藥公立醫局主席。1915
年委為保良局永遠顧問，1916年被委任
為太平紳士及團防局委員。1919年歐戰
結束初期，被委任為維持米糧會襄理，充
裕糧食，平抑米價，使市民免受饑荒。多
次主持對內地及國外的賑災工作。1922
年出任華商總會主席。1925年負責統制
糧食任務。1937年被委任為華人核數師
考試委員會主考委員，1948年任香港紳
士法庭法官。
1963年李葆葵以九十一高齡在港身故，下
葬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這一年離政府撥
地設立華人永遠墳場剛好半個世紀，李氏
亦成為創會委員中最後離世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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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綽卿 (Mr. Chan Cheuk Hing)   
陳綽卿，又名伯祥，東華醫院丁未年
(1907)總理，任職千祥號出入口洋貨行。

黃金福 (Mr. Wong Kam Fuk, J.P.)
黃金福(18701931)，香港出
生，中央書院畢業
後隨即加入九龍倉
（全名為Hongkong
and Kowloon
Wharf and Godown
C o, L t d.，香港九
龍碼頭貨倉有限公
司）的保險部門，後升任買辦，負責管理
該公司的數百名華籍員工。從十九歲起，
黃金福共服務九龍倉達四十二年之久。此
外，黃氏亦是多間商業機構（包括輪船公
司、織造廠、啤酒廠等）的創辦人或董事
局成員。黃氏於九龍倉工作不久，即由何
東作媒，迎娶其七妹瑞婷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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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買辦。1906年辭任後，仍以擔保人身份
與銀行保持關係，至1929年買辦（當時已
改稱華經理）一職始由兒子郭贊接任。

1920年代繁忙的九龍倉及碼頭。

公職方面，黃氏曾出任團防局委員、東華
醫院及保良局總理、香港大學校董會委
員、拔萃男書室（書院）校董會成員，以
及中華遊樂會會長等職。除了獲港府委任
為太平紳士外，黃金福更於1930年獲英皇
授予榮譽勳章(Certificate of Honour)，表揚
他多年來服務社會。
黃金福去世後，下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
場。根據當時的報章報導，出殯當日往致
祭人數超過五千。

郭少流 (Mr. Kwok Siu Lau, J.P.)
郭少流（鎏）
(1859-1936)，又
名郭守怡，廣東
三水人，於香港
受中英教育。後
在廣州及菲律賓
經商。1894年，
法國東方匯理銀
行在港設分行，
郭氏成為該銀行

郭少流曾任東華醫院總理及保良局主席
(1920、1923)、香港大學董事會成員、基
督教聯校校董會成員、雅麗氏醫院值理、
華商總會顧問、旅港三水商會永遠顧問等
職，更協助香港大學創設生理學系；獲港
府委任為太平紳士及授予榮譽獎章。
郭氏生前熱心公益及教育，去世出殯當日
往致祭者達數千人，致祭花圈數目更以萬
計。除官紳外，香港大學校長韓尼路爵士
(Sir William Hornell)更聯同數十教授向郭氏道
別，當時報章形容出殯場面 “如郭紳者，
堪稱生榮死哀矣”。

李炳 (Mr. Li Ping, J.P.)
李炳（生卒年不
詳），又名李
瑞琴，原籍五
華（今屬梅州
市）。年少時隨
父李玉山來港並
接受教育，稍長
經營建築工程，
建水塘、修公
路，對九龍的開發貢獻尤大。
在促進社會發展和慈善事業方面，李氏可
說不遺餘力，除倡辦深水埗公立醫局外，
更捐地建設深水埗街市，以及開辦九龍四
約輪船公司，置輪船往返深水埗，以利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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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李炳熱心教育，如香港大學創建、廣
州中山大學遷建，均慨捐巨款。李炳先後
出任保良局及東華醫院總理。為表功勳，
港府於1921年授李氏太平紳士銜。不過為
時人津津樂道的，卻是積極保護宋皇臺古
蹟之舉。

由李炳捐建的宋皇臺牌樓、磴道及石欄，攝於1920年代。

十九世紀末，在港府雖通過保留宋皇臺條
例，惟到了1910年代，卻招標開發宋皇臺
所在的聖山。寓港前清太史陳伯陶及賴際熙
從李炳口中得知有關計劃，即聯同香港大學
校長伊理雅爵士(Sir Charles Eliot)，籲請政府
永遠保存古蹟，最後港督准予保留宋皇臺。
李炳隨即捐建圍繞宋皇臺巨石的石欄，並築
牌樓及磴道，直通山上。可惜李氏的美意，
卻於大戰期間遭日軍破壞。為擴建啟德機
場，日人幾乎把聖山夷平，幸好刻有“宋皇
臺”大字的巨石沒有受到重大損害，戰後得
以在今天的宋皇臺公園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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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善允博士 (Hon. Dr. Tso Seen
Wan, C.B.E., O.B.E., J.P., LLD.)
曹善允博士(18681953)，原籍香山，
生於澳門。父渭泉，
在澳門營商，熱心公
益，為華僑授葡皇勳
章之第一人，亦獲清
廷頒二品銜。曹氏於
上海及英國接受教
育，留英期間一直受
韋玉協助，故韋玉對曹氏可說亦師亦友。
1896年曹善允在英國取得律師資格，次年
來港執業，成為當時香港唯一的華人執業
律師。其後曹氏參與創辦啟德公司，並一
直擔任該公司的法律代表，從事九龍灣填
海計劃。何啟去世後，曹善允更直接負責
與港府磋商該地的發展。
曹氏對香港的政治、教育及社會貢獻良
多，他是多間院校的創辦或協辦人，包括
香港大學、聖士提反男校、聖士提反女
校、聖保羅男書院和民生書院等，亦協辦
多間醫院如贊育醫院。曹氏分別於1918
及1929年被港府委任為潔淨局及立法局
議員（分別於1929及1937年辭任），
並於1928年獲Ｏ.Ｂ.Ｅ.勳銜、1937年獲
Ｃ.Ｂ.Ｅ.勳銜。同年5月，代表香港華人前
往倫敦出席英皇喬治六世加冕典禮。
曹善允去世後，卜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
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