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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生春的文化保育是否可持續發展？ 

     組員：  組長： 

     陳悅雯  甄芷棋 

     倪娉婷 

     陳美華        

     陳琦 

 

 

http://eclass.np2c.edu.hk/home/imail_gamma/compose_email.php?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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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這次專題研究我們以【法定古跡保育】為主題，文化保育 (Heritage 

Conservation) 意指因應實際情況，對具有歷史、文化或建築價值的地點

及建築物，以保護、保存和活化更新等措施來保存，包括保存並展示文

物美學與歷史價值的保護措施、對只能重修不能重建的文物進行修復、

保留文物現存功能並建立新功能的活化更新。一直以來，文化保育都是

受人關注且至關重要的問題，在許多國家，許多城市，文化的歷史結晶

尤為重要，那是年代的長存，歲月的痕跡，文化軟實力的較量。由此可

見，保育是香港以往，現今，未來一項必不可少的工程，那麼，對於這

次專題研究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了，經過了組員的細心調查，耐心的

探討，我們決定以【雷生春】作為研究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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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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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生春位於香港九龍旺角荔枝角道及塘尾道交界，是具有古典義大利建

築特色的唐樓，建築物的名字源於一對對聯，寓意雷生春所生產的藥品

能夠妙手回春。業權原本由九龍巴士創辦人之一雷亮所持有。                  

1929 年，雷 氏 向 政 府 購 入 荔 枝 角 道 119 號 土地，並 聘 請 



 6 

擅 長 設 計鋪居的本地建築師布爾設計雷生春。建築物約於 1931 年 

落 成，地 下 為 一 間 名 為「 雷 生 春 」的 跌 打藥 店，樓 上 各 

層 則用作雷氏家人居所。雷氏的藥品當年在本地和海外均極具口碑。

雷亮先生於 1944 年逝世，「雷生春」亦於數年後結業。建築物 地下

其後曾出租作洋服店。六十年代後 期，雷氏後人相繼遷出，樓房上層

及後由親友住用。2000 年，其後人捐贈給港府，後被香港特區政府列為

一級歷史建築，2003 年 10 月 7 日，港府正式接收雷生春。2004 年，雷

生春開始修葺，工程於 2005 年中完成。之後香港政府研究雷生春未來

用途，計畫邀請私人發展商提交方案，將其發展為結合文化與商機的新

地標，可惜具體用途遲遲未有落實。2008 年，雷生春成為首批「活化歷

史建築夥伴計畫」下的 7 幢建築物之一。2009 年 2 月 17 日港府宣佈香

港浸會大學從 30 份遞交的申請書中，成功獲選參與活化雷生春計畫，

獲得政府資助 2 千 8 百萬港元，將雷生春發展為集中醫藥保健服務、公

共健康教育、歷史文化展覽於一身的「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保健中心──

雷生春堂」，設有 5 間診症室、1 間售賣中藥及涼茶的店鋪、展覽場地

和一間屋頂草藥花園，活化後將提供內科，骨傷及跌打科，推拿科和針

灸科的中醫門診服務，並會定期舉辦義診，為區內弱勢社群服務，預留

每日兩成的門診名額予綜援人士。此外，中心亦會提供教學、實習機會

和培訓課程，並舉辦中醫藥展覽、健康講座，也會連結浸大現有的孔憲

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和中國銀行中藥標本中心發展成為中醫藥展

覽系列，並為參觀團體提供導賞服務。2012 年 4 月更活化成為非牟利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香港浸會大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香港浸會大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內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跌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推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針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針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中國銀行中藥標本中心&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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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經營的中醫診所。  

由上可知，香港政府在雷生春保育活化問題上做出許多的貢獻與努力， 

那麼香港做出這一些，保育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根據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的保育目的， 

第一，保存歷史建築，並以創新的方法，予以善用，在不破壞古跡的情

況下，讓古跡沉澱的文化加以流傳，發揚光大； 

第二，把歷史建築改建成為獨一無二的文化地標，成為文化的象徵，文

化軟實力的指南針； 

第三，推動市民積極參與保育歷史建築，讓保育文化活躍在社會中； 

第四，創造就業機會，特別是在地區層面方面。用有限的資源，創造更

多的價值與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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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著我們這次的課題，我們更是為了進一步的研究和探索作為法定古

跡，香港是否真正的貫徹實施好這些目的，是否實現了文化的可持續發

展，如何把這些濃厚的文化和韻味傳承，而在這一個過程當中有怎樣的

問題與盲點，也就是接下來我們將要為大家所闡述的。  

          

 

 

 

 

 

 

 

 

實地考察 

帶著種種困惑與問題我們一同前往雷生春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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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雷生春在活化後表現出嶄新的面貌和新的生命力，佈滿古色古香

的建築風格，一眼便難以忘卻，讓人回味。 

與舊時相比，這棟建築物真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不僅是歲月滄桑的痕跡，更是香港政府，浸會大學歷

年付出的結果。 

 

 

 

 

雷生春樓高 4 層，以鋼筋混凝土築建，位處荔枝角道

與塘尾道交 界一隅。雷生春依所在地段的三角形狀而建，沿兩條主要

道路建 設主牆，位於塘尾道的側門入口設有後院。 1、 2、 3 樓均建

有寬闊的外廊，伸延出行人道之上。大堂陳列了一些介紹雷生春以及雷

亮先生的書籍，一旁是賣涼茶的櫃檯，導賞團一開始由二樓開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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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有一些有關雷生春的歷史和活化工程的展板。雷生春內裏也有不少

制藥用具的展品，旁邊玻璃箱裏陳列了雷生春昔日的建築風格如牌匾，

紅地磚的碎片和棟樑上的復古花紋。

 

現今的建築設計能把雷生春的走馬騎樓（以石柱支撐樓宇，雷生春原有

的外廊）的特色展現，接著導賞團來到種植中草藥的天臺，雷生春種植

的中草藥有檸檬和蘆薈等。

 

導遊亦介紹到建築外的新加建的樓梯，這是為了活化標準而建造的。樓

梯上有以玻璃裝置，顯得有種通透的感覺，使整棟建築明亮而寬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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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臺上還有太陽能設施，是環保的表現，而天臺的地板更是別有用心，

導遊介紹，那是有兩層的石磚打造而成，目的是為了散熱。天臺上的植

物更是數不勝數，令人眼花繚亂，每一種植物都有它特別的功效，在導

遊的解說中，使我們充分地體會到大自然的活力與在這些神奇植物裝飾

下，雷生春煥發的嶄新面貌。而在下層，我們看見有幾間裝修精細的隔

間，有的是病房，有的是看診所，內有的設施十分齊全，不時有病人等

待的身影，最下層的小花園，有著兩個銅像，一個長胡男子穿在長褂，

腰間掛著一個大葫蘆，手請放在另一個人的手腕，印證了中醫中【望聞

問切】的傳統，推開由玻璃鏤空的木門，就有幾個閃爍著耀眼光輝由金

箔裝飾的藥葫蘆，真是所謂【葫蘆裏到底買什麼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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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壁畫上精彩的內容，從分展現了古時人們做藥的情景，活靈活現，

十分引人入勝。 

 

 

 

 



 13 

經過了三次的實地調查後，我們不僅對建築物的本身有了更深刻的瞭

解，還就著這棟立地而起的建築，對居住在這周圍的民眾進行了問卷調

查。結果如下。 

 

問卷調查 

   為了瞭解市民對雷生春的認知度以及人們對它的保育建議，我們設計

了一份有關雷生春認知度及意見調查的問卷，並於雷生春附近訪問了一

百名當地居民和遊客，希望藉此得知人們對雷生春的瞭解 

 問卷中共有 8 條題目。 

 

受訪者年齡分佈 

 

     本次問卷調查中，收集 100 名受訪者的問卷，其中 10%有受訪者年

齡介於 10 至 19 歲；有 40%受訪者年齡介於 20 至 29 歲；有 50%受訪者

年齡在 30 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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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雷生春認知度 

 

 

   本次問卷調查中，收集 100 名受訪者的問卷，其中有 60%受訪者對

雷生春表示不了解，；有 40%受訪者表示認識。 

   由此可見，大部分受訪者對雷生春不夠瞭解以及認知度不夠反映了

政府對其的宣傳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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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雷生春其他用途的建議（除了建立中醫館以外） 

 

   本次問卷調查中，收集 100 名受訪者的問卷，其中有 50%的受訪者

表示不清楚；有 40%的受訪者表示雷生春可以用來當博物館；有 5%的

受訪者表示雷生春可以用來賣中藥；有 5%的受訪者表示雷生春可以用

來當咖啡店，沒有受訪者認為雷生春可以當作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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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雷生春舉辦其他活動的建議（除了醫療服務） 

 

 

   本次問卷調查中，收集 100 名受訪者的問卷，其中有 47%的受訪者

表示雷生春可以增加認識中藥工作坊；有 11%的受訪者表示雷生春可以

增加館內定向活動；有 26%的受訪者表示不清楚；有 11%的受訪者表示

雷生春可以增加展板；有 5%的受訪者表示雷生春可以增加派對活動。 

  從中可見，大部分受訪者認為雷生春應該增加認識中藥工作坊，反應

在活化方面，雷生春應多舉辦有關人們對中醫藥的認識的活動，以此推

廣中國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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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雷生春的保育能否達成可持續發展的看法

 

  本次問卷調查中，收集 100 名受訪者的問卷，其中有 60%表示雷生春

能達成可持續發展；有 40%表示不清楚；沒有人表示雷生春不能達成可

持續發展。 

 

問卷調查分析 

在這次問卷調查中，對於市民對雷生春的認知度以及人們對它的保育建議等

問題上都有了結果。大部分市民都認為雷生春的保育能達成可持續發展的原

則，這證明了政府對雷生春保育與活化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很多市民對雷

生春的認知不足夠，有的市民即使住在雷生春附近也表示沒聽說過這棟建築

物，這表示了政府宣傳工作不夠完善可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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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什麼是法定古跡？如何評定法定古跡的級別？ 

「古跡」包含古與跡二字，「古」指過去的意，「跡」指行跡。這

兩個字都有濃厚的歷史的意味，連起來看，就是古人所留下的痕跡。 

 

 

   

香港有很多歷史古跡，需要我們的悉心保護。根據《古物及古跡條例》，

古物事務監督經諮詢古物諮詢委員會，並經行政長官批准後，藉憲報

公告宣佈個別地方、建築物、地點或構築物為法定古跡。隨後，古物

事務監督可阻止對古跡作任何改動，或酌情規定改動時必須遵守的條

件，以便保護有關古跡。到目前為止，本港共有一一四項法定古跡。 

雷生春屬於一級法定古跡，而同類型的法定古跡也有不少，例如：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Monument/form/DM_Mon_List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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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府                        魯班先師廟            堅尼地道 28 號主樓

                     

合一堂香港堂                   猶太教莉亞堂              聖公會聖保羅堂 

       

前準將官邸                       香港大會堂                些利街清真寺 

                       

 

香港大學明原堂儀禮堂      香港大學明原堂梅翼         砵甸乍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3%E7%9D%A3%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7%8F%AD%E5%85%88%E5%B8%AB%E5%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0%85%E5%B0%BC%E5%9C%B0%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8%E4%B8%80%E5%A0%82%E9%A6%99%E6%B8%AF%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C%B6%E5%A4%AA%E6%95%99%E8%8E%89%E4%BA%9E%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5%85%AC%E6%9C%83%E8%81%96%E4%BF%9D%E7%BE%85%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9%8D%E5%87%86%E5%B0%87%E5%AE%98%E9%82%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A4%A7%E6%9C%83%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B%E5%88%A9%E8%A1%97%E6%B8%85%E7%9C%9F%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0%B5%E7%94%B8%E4%B9%8D%E8%A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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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跡的類型 

 

  第一類型 

  可以包括一座城市，如同歐洲若干中世紀的城市，全部在

保存之內。可以指定城市中古老而稍美的一部分，或一條市街，

或市街的一部分，或一座廣場及其四周的建築物，可以是市街

建築的附屬物，如古代留下來的井座，噴水池，街道的鋪面、

碑記、石刻等。 

  第二類型 

  可以是陵墓、墓園、紀念碑及一切紀念亡者的固定造物。

在古代，紀念死者是最重要的大事，最能反映當時的信仰與習

俗。此外，古人所重視的是祭典與戰爭，這些大事多在野外進

行，這類的墓址，有些是事件發生下的遺跡，有些是事後的紀

念碑。 

  大體說來，時代較近的古跡以建築物與市街類較多，偏重

於人的活動與藝術價值的保存，遠古的遺物，建築物的遺留稀

少，則以紀念物與遺址類較多。至於史前的墓址，一般說來，

並不能認定為古跡，屬於自然史中古人類學範疇，其保存與維

護，就是博物館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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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跡的等級 

 

  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上，對古跡的定義是：『指古建

築物、遺址及其他文化遺產。』至於對古跡的指定可以分為三

級： 

  一、國定 

凡是一個古跡的歷史、文化的意義是有全國性重要性時，就列

為第一級。在這個級別的建築物，被認為具特別重要價值，而

可能的話須盡一切努力予以保存 

 

  二、省（市）定 

屬於具有歷史性的重要紀念物，就列為第二級。 

  三、縣（市） 

屬於地方性者就列為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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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雷生春現今結構平面圖： 

                      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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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側面 

 

           

古今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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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空間分配用途 

  地下層 雷生春堂地下原有的跌打藥水售賣

處將會活化為涼茶鋪及中成藥零售

和展覽區 

一樓 用作接待處、制藥房、藥材儲存及

預備室 

二至三樓 主要為 3 間診症室、兩間針灸及推

拿治療室，置有 8 張治療床位 

屋頂部份 設立具綠化建築物作用的中藥園

圃，種有 20 多種草藥作教學用途 

整體建築 一至三樓的騎樓位置為展覽廳；此

外，每層均設有不同主題的展示區 

  

我們對以上活化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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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生春的地理位置 

 

 

                       雷生春位置圖  

                 雷 生 春 地 址 ： 九 龍 旺 角 荔 枝 角 道 119 號  

雷生春坐落於一幅三角形地段——香港九龍旺角荔枝角道及塘尾道交

界。在這人口稠密的九龍中心地帶，融合商廈、工廈、酒店及新舊住宅

樓宇，整個區域新舊中外文化交織。雷生春在該兩條道路交界處的顯眼

位置，而附近主要是以食肆及批發商為主，平時人流量大，但因為雷生

春提供的服務關係，平時雷生春的客流量不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BA%E8%A7%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BA%E8%A7%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8%E5%B0%BE%E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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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特色 

雷生春樓高 4 層，以鋼筋混凝土築建，是香港典型的「走馬大騎樓」唐

樓。樓的正面設計精緻，充滿古典義大利的建築特色，如樓頂凹凸不平

的山牆。為了遷就道路交接的位置，雷生春沿兩條主要道路建設主牆，

位於塘尾道的側門入口設有後院。而雷勝春的外牆是用紅磚砌成再加上

灰泥批蕩，而橫樑和支柱就是鋼筋加水泥製造。雷生春表現了新古典建

築風格，這可從其方型框架及其上的欄杆裝飾得見其建築特色，1、2、

3 樓均建有寬闊的外廊，伸延出行人道之上，可以抵擋風雨和阻隔陽光

有助降低室內氣溫。建築物寬闊的露臺，加上頂層外牆嵌有家族中藥店 

號的石匾，可說是香港戰前騎樓式建築的代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B7%E5%87%9D%E5%9C%9F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o-Classical_style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o-Classical_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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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生春內部（一樓） 

 

    在雷亮的後人向古物古跡辦事處提出將雷生春捐贈給港府之前，雷

生春第一層為雷亮家庭成員的住所，而建築結合現代流線風格的橫線設

計與古典元素，設有小面積的露天地方作天然通風用途。 

  當雷亮的後人將雷生春捐贈給港府後，香港浸會大學獲選參與活化雷

生春計畫，一樓用作接待處、制藥房、藥材儲存及預備室，騎樓位置為

展覽廳，每一層都有不同的展板，如果想參觀雷生春，有導遊會帶遊客

遊覽，港府儘量保留了原有的建築設計和特色，但由於雷生春位於荔枝

角道和塘尾道交界，有嚴重噪音問題，而活化後最大的改造就是在不影

響建築物的原本外觀下安裝玻璃窗以解決問題。 

  港府的活化儘量保留和加固了雷生春原本的結構，而且也延續了雷生

春最初是用作醫館及葯店之用，也有經濟收入，所以我認為雷生春的持

續發展是很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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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生春內部（二樓）  

   由樓梯走到二樓，大堂的有一個櫃檯，中藥味瞬間撲面而來，原來隔

壁是研究中藥的藥房，由雷生春的側面可以看到裏面的工作人員在收拾

及量度草藥的劑量，工作人員身穿白色醫師服，樣貌年輕，大概是浸會

大學單位研究學生們，導賞員有介紹以前量度中草藥時用的器具，他們

沿用至今。 現今走廊有一些展示雷生春的建築特色的展板，靠窗的一

邊有幾個半人高的展示櫃。建築物過去是沒有這些的，門與門之間只有

牆，沒有展板，走廊十分空曠，這我們可以從舊雷生春的模型見到，但

活化後，使用者善用每一個地方，即使加建了不少東西走廊亦不至於擠

擁。建築物原有的寬闊的露臺，俗稱騎樓，亦在 2012 年前的活化了後

便加建了玻璃窗，使雷生春變為一個與世隔絕的城中小島。

 

二樓走廊的盡頭是一個收銀處，是給中藥藥費的地方，證明雷生春

的活化不但只是活化建築，也有經濟收入，在帶動經濟的同時，也能夠

在幫助人們解決病痛後，讓人們真正的體驗到雷生春中中醫文化的魅

力，在整體導賞過程略有沉悶，因為講者的介紹主要圍繞香港歷史以及

雷生春間的關係，所以對攜帶兒童以及主要目的為玩樂的家庭來說，這

邊不是好建議，我建議導賞團可以設立有獎問答遊戲，題目可圍繞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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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中草藥的例子，以及對雷生春中醫文化的認識程度為依據，在深

入認識雷生春的同時，也能夠在樂趣中，踏上探訪文化傳承的旅途，在

我們探訪當中，也很多在兒童和家人參觀，在觀看展品的同時，也被中

醫的文化吸引，換一個角度來說，這也是文化可持續發展的一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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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生春內部（三樓）  

雷生春的三樓曾經是雷亮家族成員的住所，經過活化後發展成為一

個展覽廳，由政府管理，展出一些港人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生活的照片、

日用品等，並為參觀團體提供導賞服務，籍此令參觀者瞭解當時的民生

情況。在三樓裏，你可以看到許多展品；為保留歷史特色，活化時儘量

保留地上的八角形棕色磁磚、牆上水管和木門等，連昔日店內的窗門、

棚窗也全都保留了下來，當年的場景彷彿就在眼前。這裏也曾經有廚房

和廁所,現在改為兩間診症室、一間針灸及推拿治療室，置有治療床位，

並以騎樓位置為展覽廳。增設診症室讓病人對雷生春的中醫文化有了更

全面的認識，提高雷生春中醫文化的專業水準度，增強了這古老治療方

法的魅力，讓更多人認識到雷生春的文化，促進可持續發展！ 

 

   騎樓也是以前就有的部分，現在用了玻璃圍封以擴大空間，可以隔

絕從街道傳來的噪音及空氣污染。讓病人在就診過程中有一個更安靜的

環境，更舒適的氛圍，這也是活化的成功之處。在這一層，你不但可以

瞭解到這座建築物在當時的面貌和用途，而且還可以從這一層的展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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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認識到中藥的歷史，診症和量度所需藥量的工具，歷代中醫方面的名

人和部分中國古代醫學名著，例如華佗，神農氏，本草綱目以及黃帝內

經等等，都是廣為人知的；

這些展覽都能令人們重新

認識中醫文化，並藉此推廣

中醫文化，讓它繼續發展下

去。 

    雖然這一層展覽廳的

內容非常吸引人，但遊廊雖

然闊大，但每層的室內面積只有五百方呎，部分樓面更被拆去用以安裝

升降機。大宅原有一條狹窄樓梯，但不足應付現今需要，因此要在建築

物後方搭建一條鐵樓梯以供上落。在此，活化建築也考慮到了人流量的問題，

並且以巧妙的方式解決了這一問題，並且沒有改變建築本身的特色，實屬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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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生春內部（天臺） 

   由樓梯走上去便是天臺——中藥園圃。 

是由矮石牆圍住的，分不同區域放置植物，一進門左手的是裝載柑的盆

栽，右手則是一些花朵和葉子如含羞草。走道走到盡頭就是一些蘆薈等

的有肉植物。這些植物不但可以讓遊客瞭解中草藥，推廣涼茶，更可以

美觀及在中草藥存貨不足時自給自足。無數的植物都有藥用價值，這更

體現了中醫取與自然，忠於自然，這難道不是它本身的魅力所在麼？相

比西醫，這種恰到好處的自然美，更是達到了傳播弘揚文化的最終航向

標，在神奇的自然綠色外衣下，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而且草藥旁邊加設雨水收集系統，還有太陽能發電器，供應整座雷

生春堂煎藥及照明使用，是將環保元素與傳統醫學的完美結合。不僅達

到了文化層面的可持續發展，在綠色環保方面也是設計巧妙，達到了環

境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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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的對比 

因為有不少組員是從國內長大，所以一下將會拿香港的歷史建築保育對

比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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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歷史文化建築保育，相比鄰近地區應較為好，香港政府投放大量

資源於歷史保育中，如三棟屋博物館，李鄭屋漢墓以及其他的活化，並

設立古物古跡辦事處，工作內容例如對歷史建築的立體 掃描工作，也

會根據歷史建築的文物價值及其受發展威脅的風險，制訂工作目標及進

行工作的先後次序。 

有以上資料可見政府對歷史建築保育十分關注，又例如一些碼頭保育事

件，又反映了香港人民對保育的關

注以及政府對此的協助。 

  對比內地現時情況，由於中國近

年經濟急速發展，無論城市

化或工業化都對文物保育構

成極大威脅。中國各大城市

積極進行城市重建，清拆舊

建築以發展商業區及住宅

區，例如北京就清拆大量四

合院（包括明清時代的古建

築）。工業及燃煤發電過程中排放大量有毒和污染性的氣體，此形成了

酸雨，這會對中國的一些古跡以及歷史建築會造成破壞，因為酸雨造成

了腐蝕。清拆 

其次，由於中國改革開方式更多旅客來到中國，另外在交通工具也變得

更加省時，更多的旅遊景點被發現，而當中便有發展文物旅遊的，但中

國官員及人民普遍缺乏對文物保護意識，而中國教科書內容對文物及古

跡保育相對漠視，使人民對保育意識不足，也可能有人認為與其保育不

如強拆左其他用途以獲取更好的生活。人民的漠視下文物可能得不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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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款待以及保護，例如旅客觀光時漠視「嚴禁拍照」、「不可觸摸」等

警告牌；據網上資料顯示，兵馬俑內部份碑文欠缺透明玻璃保護，遊人

可以隨便觸摸，手汗、體溫等都容易損害文物。 

  更有一些例子如雕塑被劃花或者在建築內被寫下到此一遊的句子，遊

客的增加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遊客的不當行為，以及政府部門的疏於

管理，往往造成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巨大破壞。而這種破壞更是文化

精髓的吞噬，是沉重的且應該深刻注意的，又例如長城出現不少被破壞

的痕跡，被刻上某人到此一遊的文字，也有磚塊被偷走，但是當地政府

卻疏於管理，忽視了歷史遺產被保育的重要性。導致這一中國的傳統瑰

寶遭到史無前例的傷害，這一結果終究蒙上了古代勞動人民的淚水！ 

   從上面種種現象可以知道，香港政府在文化保育方面的確比中國內

陸更為優秀，在保育過程中，不僅重視了經濟的效益，更加重視文化的

傳承與發揚，這也是歷來對歷史傳統的尊重，不僅難能可貴，也是至關

重要的。 

 

 

 

正文 

總結 

在以上種種介紹也分析當中，我們瞭解了很多關於雷生春的文化保育活

化的內容。 

 問卷：在接受調查的 100 人裏，對於數據的分析，我們知道了其實

在政府宣傳方面仍然存在著一些不足，本地居民對這棟建築的認識



 36 

欠佳，這也是在港府活化中應該要注意的問題，也是唯獨美中不足

的地方。 

 經濟層面：在雷生春的中醫藥房，診所我們可知，雷生春在活化之

後，帶來了許多的經濟效益，在傳承文化的同時，帶動了自身的經

濟價值，利用經濟效益，不斷的與時俱進，提高中醫的專業水準，

豐富傳統中醫的文化內涵。 

 文化層面：無論是建築特色，還是對於這棟建築的木門花窗等巧妙

的保留，展覽廳，壁畫，銅像，金葫蘆都是傳統中醫的魅力，而這

些，並沒有在保育中消失，而是不斷傳承，以中醫為核心，不斷延

伸意義，價值，不但解決病痛，還傳承中國歷史長河中一直珍貴的

寶藏，又如觀賞團，在導師的細心介紹下，讓我們更加瞭解歷史文

化，也明白到這棟建築經歷的滄桑，實屬不易。 

 可持續發展：太陽能的利用，中草藥的自給自足，隔熱磚的利用與

設計，都體現了綠色環保的概念，綠色經濟更是現今所追求的。 

  

 

   對照保育的標準（上文有提到），雷生春現在的用途和裏面的裝修

都將該建築物所包含的文化內涵傳承了下來。裏面的的騎樓、遊廊、甕

形扶欄、欄杆裝飾、花崗石門檻、木門及門框和頂層外牆嵌雷生春家族店

號的石匾等等，通通都保留下來，並且對一些殘破的地方進行修補，加建

走火後樓梯、升降機、冷氣、煙霧氣及火警鐘符合現代化的消防條例。這

些都是如上提到保育的目的；保育旨在傳承，不在改造。 

而且雷生春的中醫導賞團和中醫醫療服務會請很多相關專業人士，不僅可

以傳承中醫文化更為當地居民創造就業機會，帶動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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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整體來說，雷生春的文化保育是成功的，正如我們開始探討的問題：

雷生春的文化保育是否符合可持續發展？在這一個多月的探索中，我們

整個小組統一認為：雷生春的文化保育使其價值重新得到認同和肯定，

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但希望政府在文化的宣傳方面有所改善。例如，政府可以拍攝一些有

關雷生春的紀錄和宣傳片，增進市民對雷生春傳統文化精髓的瞭解；也

可以舉辦一些帶有文化特色的活動，市民在被活動吸引的同時，對雷生

春，對中醫的瞭解也會進一步加深。而在保證文化流傳的同時，更多人

的認識，更多人的瞭解，也是宣傳的主要目標，爭取將雷生春打造為獨

特的旅遊景點和歷史文化地標，成為香港又一獨一無二的特色，想必今

後政府在文化育方面會有更出色的成果！ 

 

 

組員感想 

陳悅雯 

在這次關於雷生春的專題研究中，我對

文化保育的重要性，對文化保育的瞭解，

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學習和探討中，

明白雷生春這棟古老建築最深沉的文

化，不只是中醫，還有那從古自

今代代相傳的古老文化的風味

情懷，無論的外形仿歐式的建築

風格，還是充滿古味的花窗，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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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佈滿滄桑的木痕，零零碎碎，都是這棟建築的價值所在。雖然我們在

考察中發現其實在政府歷史古跡宣傳方面仍有些欠缺，但是總體上來

說，這棟莊麗的建築，在保育方面還是比較成功的，每一個故事，每一

個時代的片段，都需要珍藏，精心雕琢，這才是文化本身的意義所在，

在探索文化，保育文化的過程中，也使我深刻意識到文化的保育，不僅

僅是物質層面，更是精神層面，就如雷生春，完好無損的建築如果沒有

中醫文化精髓的襯托，那麼也僅僅具有觀賞價值，真正的意義所在，是

在那淡淡的草本藥香中，在嫺熟的中醫“望聞問切”中漸漸體現生命力，

這有這樣，美好的精髓才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當然，這也是香港政府文化保育中應該要注意的方面，無論是宣傳，還

是貫徹，還是落實，文化的可持續發展都是所有行動的導航，只有真正

抓住重點，才能真正實現保育的目的，而我相信，在這新一代的潮流中，

在我們的探究中，這些美好的歷史一定不會被人所遺忘。 

組員感想 

 

甄芷棋 

 在這一次的專題研習中,我認識到故代建築的面貌和中醫藥的歷史以及

相關知識，而我亦對這些歷史和知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雷生春代表著

戰前本地華人典型的居住環境，不單見證了香港一個著名家族的發展

史，更展示了本地的歷史及傳統文化，是真正可以體現該棟建築當初以

醫療著名的歷史意義，極具再發展的潛力，所以當每次實地考察完後，

我回到家後都會立即對新發現的知識進行進一步的搜索，以滿足自己那

好奇心。而在保育那一方面，我個人認為雖然現在活化後的用途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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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區提供多元化中醫醫療保健服務，而且增進大眾的中醫藥知識和培

訓中醫藥人才並把雷生春打造為獨特的旅遊景點和歷史且文化地標；但

是改為圖書館或社區中心或許會更好。第一，圖書館能夠吸引更多遊客

來訪。因為如果把雷生春改為圖書館的話，濃厚的歷史氣氛加上大量的

書籍，會給人一種莊嚴和與眾不同的感覺。第二，改為社區服務中心能

夠更方便住在附近的居民。因為雷生春附近也住著不少居民，如果有更

大的社區中心能夠提供服務會更好，例如小朋友的功課輔導班；或者是

舉辦各種小組及社區工作活動，以促進居民的公民意識，使他們團結一

致，建立對社區的歸屬感。以上的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認為除了中醫

診所以外，以上兩個例子也是令雷生春可持續發展很好的活化用途。 

 

 

 

組員感想 

 

陳美華 

  在這次專題研習中我和其他組員通過從多個角度對雷生春研究。在我

的訪問技巧方面，我一改之前的膽小主動去與遊客溝通瞭解他們對這棟

建築物的看法。在訪問的過程中我深刻意識到了香港市民對保育知識的

認識不足，當我提到可持續發展的等辭彙的時候很多市民都不知道，我

認為政府應該多加給市民宣傳相關知識。 

  而我認為最讓我獲益良 多的

是增加了對雷生春這棟建 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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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從一開始只知道名字到後來瞭解透徹，它精巧的設計和古色古

香的建築風格深深的吸引著我，讓我感覺到保留歷史建築物不僅是保留

外殼，更是要保留它的文化內涵。然而現時在香港私人擁有而被評級的

文物建築約有二百多座，但這些建築在保育上都遇上一定的困難，很多

都被莫視其價值被高樓大廈所取代，又或者是只保留外表以取得最大的

利潤。萬幸的是雷生春這棟有 80 多年的歷史建築物是保育較為成功的

一座。在我心中活化和保育雷生春是一個明智的決定，這棟建築物不單

見證本港著名家族的發展史，而且亦展現出香港昔日的社區生活、經濟

活動和建築特色，是寶貴的歷史財產。 

    

 

 

 

     

  我認為政府對保育雷生春整體比較成功，大部分物件都被成功保留下

來，唯獨在宣傳方面美中不足，在專題研習之前我只知道雷生春這個名

字而不了解他的用途，甚至是我們採訪了相隔兩條街的住戶他們都表示

不認識這棟建築，我希望通過這次專題研習能給大家帶來更多雷生春的

資訊。希望將這「雷雨功深揚灑露，生民仰望藥回春」的精神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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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感想 

陳琦 

我覺得這次的專題讓我學到了很多，首先我更清楚文化遺產分的級數,

知道雷生春是原來是一級歷史建築，也知道如何跟組員分工，知道了雷

生春的歷史經過，也在參觀雷生時學到了很多有關中醫和古人如何利用

草藥等知識在第一次參觀完雷生春後，我上網查了很多有關雷生春和其

他在香港歷史建築的資料，因為我參觀完雷生春後，我對歷史建築的興

趣提升了很多, 我想知道多一些歷史建築，所以通過查資料, 來滿足自

己那對歷史的好奇心，看完那些資料後，真的讓我獲益良多。 

我覺得在這次專題研習期間遇到的第一個困難是，在做問卷與遊客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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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在街上問陌生人問題,當第一次我嘗試問遊客時，

他們不理我，我就覺得很尷尬，當時我差點放棄了，幸好有組員在我旁

邊鼓勵我，當我嘗試第二次時，終於有人理我了，訪問完第二位遊客後，

我的自信心也增加了，我很感謝我的組員，如果不是他們，我可能一個

人也訪問不了，我會試著多跟人溝通，希望下次在沒人鼓勵我時，也可

以流暢，自信，不害羞的問遊客問題。第二個困難是，在選擇什麼時候

實地考察時，統一不了每個組員的時間，因為老師給我們交第一次報告

的時間，是在假期後，很多組員要回家鄉，不在香港，所以時間很難合

得來，幸好最後在某些組員的犧牲下，終於有一天是全部組員都有空的

了，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解決全靠我們全組的互相配合，很高興有這班

好組員。在我和我們組遇到困難時，都會有組員站出來幫我們解決問題，

我覺得我們組很團結相處的很融洽。 

 雷生春在沒給香港政府前，因為雷亮的臺山同鄉兄弟雷瑞德是中醫師，

所以在地下開了醫館及葯店。而在雷氏後人把雷生春捐贈給香港政府

後，香港浸會大學從 30 份遞交的申請書中，成功獲選參與活化雷生春

計畫，把雷生春活化為集中醫藥保健服務、公共健康教育、歷史文化展

覽於一身的「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保健中心──雷生春堂」，保存了舊

時雷生春經營醫藥跌打的傳統，還於診所底層售賣浸大配方的涼茶，雖

然我沒喝過，但看那用鐵葫蘆裝著的涼茶，就有點興趣，如果有機會我

一定會去嘗嘗那涼茶是什麼味道。而且活化後的雷生春儘量保留原有的

建築設計和特色，除了一些穩固結構的改變，還加建了玻璃窗來隔斷噪

音，玻璃窗是透明的並不會影響外觀。在做問卷時，我們是訪問在雷生

春傍邊兩條街的遊客，其實大多遊客都說他們不知道這個建築，其實我

在做這個專題時，我也沒聽過雷生春這個歷史建築，這只可以說香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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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做的宣傳不夠。所以可以說雷生春的活化除了宣傳做的不是很好外，

其他的活化都成功。 

做這個專題在查資料時發現 2016 年美國超級英雄電影《奇異博士》

將雷生春拍攝為電影中的香港至聖所，由此可見，外國對雷生春這個建

築也十分重視和感興趣，有機會我一定會看看這部電影。而且還可以借

接著這次機會和朋友們一起外出參觀和逛街，有效地增加了朋友之間的

好感度，很高興有這次外出做專題的機會，可以學到知識的同時也可以

和朋友有更多的交流。雷生春之所以可以被外國人作為電影的場景，這

不但是因為雷生春在初期建築很特殊的原因，也是因為香港政府沒將雷

生春做出太大的改變，所以我們這次把雷生春作為研究對象，這個決定

是十分正確的，我們組把雷生春做研究對象的過程，我是不會忘記的，

這些美好的歷史一定不會被人所遺忘，我也會永遠記得和組員的這份回

憶。 

組員感想 

倪娉婷 

經過今次專題，我瞭解到一些有關香港歷史例如文化知識以及建築特

色。例如騎樓這種建築特色以往並沒有聽聞，但是不但在這次專題研習

瞭解到原來是空曠的建築外廊，並且沒有窗戶，比起現時每戶有自己獨

立窗戶相對有特色我認為騎樓在此可以使鄰里關係變好。我也沒有去過

我們專題的探討主題——雷生春，這次專題使我第一次去此地，但之後

派問卷時，問兩條街

外的街坊，竟有不知

道雷生春在哪里並用

http://eclass.np2c.edu.hk/home/imail_gamma/compose_email.php?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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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什麼的，我認為政府宣傳相對不足，現時的文化教育只能使新一代瞭

解更多，而在小學時——需要家長輔助的時期，不能使學生和學生家長

雙方瞭解更多香港議題，使真正在香港居住長久的人們反而不太清楚這

些建築物和保留他們的重要性。 

這次我也瞭解到有一些建築如要活化其實不需改變建築的使用範疇，如

前水警總部現時已變為商場，使遊客根本不能瞭解建築原用途從而瞭解

建築物的歷史以及從而瞭解香港歷史， 也不能從金碧輝煌的外觀研究

出從前香港水警們的工作內容，但是雷生春之前和現在都是用作中藥研

究和治理的，顯然更能把建築原本意義顯示，相對有教育意義的設計及

用途也比商業用途意義大。而且建築的天臺，大堂以及門的設計都和以

前分別不大，使這座建築更有它以前的味道。也可能有人覺得讓下一代

接觸香港的歷史沒有多大用途，但我認為對自己居住的地方有歸屬感及

認識，哪怕只是片面的都能讓自己更瞭解身處的這個地方，倘若說香港

大學內的教學大樓不但活化了傳統建築更有教育用途，那雷生春更是為

了附近的街坊的福利，讓他們擁有被中藥治理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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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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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問卷樣本 

雷生春的文化保育是否可持續發展？ 
性別: 

О女 
О男 

 

年齡: 

О10-19 

О20-29 

О30或以上 

 

請問你是當地居民嗎？ 
О是 
О不是 

 

請問你知道雷生春這棟歷史建築物嗎？ 
О知道 
О不知道 

 

你認為雷生春還有甚麽用途？(除了建立中醫館以外） 

О博物館 
О茶樓 
О咖啡店 
其他： 

 

 

 

你認為雷生春還能舉辦甚麼活動？(除了醫療服務和導賞團以外) 

О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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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認識中藥的工作坊 
О館內定向 
其他： 

 

 

 

你認為政府該如何資助雷生春？ 
О撥款 
О登廣告鼓勵市民捐款 
О在旁興建藥材庫 
其他： 

 

 

 

你認為雷生春的保育能否達成可持續發展？（環境，社會和經濟） 
О是 
О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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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組員分工表 

組員 組員負責工作 

陳悅雯 *總結 

*總體修改 

*雷生春現今結構平面圖 

*內部空間分配用途 

*古今對比 

*法定古跡定義與級別 

*法定古跡類型 

*法定古跡級別 

陳美華 *雷生春的地理位置 

*建築特色 

*總結 

*電腦技術 

*問卷調查/分析 

*雷生春內部（天臺） 

倪娉婷 

 

*雷生春內部（二樓） 

*雷生春內部（天臺） 

*與中國的對比 

*實地考察 

甄芷棋 

 

*雷生春內部（三樓） 

*製作問卷 

*前言/歷史背景 

http://eclass.np2c.edu.hk/home/imail_gamma/compose_email.php?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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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題目的設計心路 

陳琦 *前言/歷史背景 

*雷生春內部（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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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題目的設計心路 

在問卷的問題設計這一方面，我主要是圍繞著與雷生春相關的資料來思

考。因為這樣能夠測試一下受訪者對雷生春的認知度，並藉此知道受訪

者對雷生春活化後用途的滿意程度和引發受訪者對雷生春的其他用途，

活動或者是政府能夠資助雷生春的方法等方面做出思考。在設計問卷的

時候，我除了基本資料（性別，年齡）和是否這區居民等問題外，根本

想不出其他問題，這令我非常煩惱。於是，我看了一陣子書，希望可以

藉此得到啟發。最後，我轉了一個角度思考，讓自己代入居民的角度，

果真的想出很多問題來，這和我看書一樣，代入書中角色，讓自己能夠

緊貼故事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