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識專題研習 

組長:陳栢琳    

組員:林銘詩,蔡欣怡,劉慧賢 

題目:雷生春的保育能否提升香港市民的

生活素質? 
 
 
 
 
 

 
 
 
 

 



                            前言 
我們今次研究雷生春目的是探討雷生春的保

育能否提升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生活素質

對市民非常重要，因為能夠反映市民對生活

的滿意程度，即能反映出雷生春的活化是否

成功。 
 

當中我們會從四個科目去仔細探討雷生春，

當中包括歷史、地理、物理及通識。我們也

會從雷生春的歷史背景、建築特色、活化的

過程去探討雷生春。另外我們會以問卷形式

去了解雷生春的保留能否對巿民有益處及是

否能提升生活素質。 
 

最後這次的專題研習是想證明雷生春有沒有

做到文化承傳，活化後對市民有沒有益處和

能否提升市民的生活素質。 

 
                    



實地考察 
 

我們在 2 月 3 日前往雷生春考察。我們在 1:39

在九龍灣地鐵站集合，然後在 1:55 到達太子地

鐵站。接着我們大概用了 25 分鐘到達雷生春，

到達時間是 2:20，我們用了 1 小時來參觀雷生

春，最後我們在 3:30 離開雷生春。由於樓上的

樓層需要預約導賞團，而我們沒有預約，所以只

可以參觀地面。 

 
 

 
 

 



 

 

雷亮向香港政府購入雷生春的地契 
 
 

 

家居所有權登錄申請書 

                                                                                 

 
 



 

雷生春藥水盒及説明書 

雷生春內有售賣涼茶 
 



雷亮與家人的生活照 

 
 
 

 
        

 

 
 
 
 
 
 



事前的目標: 
1.尋找所有那些能夠保留的設施 

2.了解雷生春的建築設計，例如:是否依

着道路交界的窄角而建、是否糅合了裝飾

藝術風格和增建的部份是否配合 

3.觀察人流，雷生春是否受歡迎 
 
 

事前預期的異同: 
1.我們只能找到部份能夠保留的設施，例

如:幾何圖案彩色磁磚、嵌有「雷生春」

店號的石匾、門口的花崗石門檻等，其他

的就在上面的樓層。 

2 了解全部雷生春的建築設計 

3.當日人流稀少，間中有幾個巿民進來，

雷生春不算太受歡迎 

             
             



            問卷設計 

您好!我們是寧波第二中學的學生,現正為

通識專題研習進行問卷調查。 

目的是希望諮詢香港市民對雷生春被保育

後對市民的生活素質有没有影響，希望閣

下能花數分鐘來回答 

以下問卷的問題,並在對應選項的○填

滿。這次問卷只作研習用途，會絕對保

密，請放心填寫，謝謝! 

 

1.你有沒有到過雷生春？如果没有，請填第

2-4 題 

○有 

○沒有 

 

2 你對雷生春現時的用途有沒有認識？  

○有 

○沒有 



3 當你知道雷生春的用途後，會否考慮日後

到雷生春治癒？ 

○會 

○不會 

 

4 當你生病時，你會選擇甚麼方式治癒？ 

○到西醫診所 

○到中醫藥堂 

○到藥房配藥 

○其他 

 

5 開放題* 

總括而言，你認為雷生春的保育對你的生活

有沒有影響？ 

 
                    
                      
 



                      結果 
我們訪問了有３2 個回應者，從第一條問題看到有２

２人即７１％回應有到過雷生春，而９人即２９％回

應沒有到過雷生春，可以見到大部份人都知道雷生

春；第二條問題看到大約有１６人即５３.３％是對雷

生春有認識的，有１４人即４６.７％是對雷生春沒有

認識的，可見雷生春的用途人們沒有認知；第三條問

題看到有１９人即６３.３％不會考慮日後到雷生春治

療，有１１人即３６.７％是會考慮日後到雷生春治

療，這說明雷生春不能吸引人們到那裏治療；第四條

問題有２１人即７２.４％會選擇到西醫診所治療，有

２人即６.９％選擇到中醫藥堂，有５人即１７.２％

選擇到藥房配藥，則有１人即３.４％是選擇其他，可

見不是有很多人會選擇中醫治療。最後第五條問題有

很多人都回應雷生春對他們的生活沒有影響。 

*會有詳盡的結果分析在 p.40-41 



 



歷史背景 

雷生春的位置在九龍旺角荔枝角道及塘尾道交界，由九龍巴士創辦

人之一雷亮所擁有，1929 年，雷亮向政府買下荔枝角道 119 號，

找了外國建築師布爾（W. H. Bourne）興建。雷生春土地契約簽訂

於 1929 年 3 月 11 日。雷生春在 1931 年建成，由於當時這一帶大

多是兩至四層高的唐樓，而雷生春這座建築物外型出眾，加上

「 雷生春藥房」 的名聲，雷生春之名在區內遂不脛而走。 

雷生春樓高四層，上面三層為雷亮家庭成員的住所，地面層分為三

店鋪，雷亮將位於荔枝角道的兩間店鋪長期租予兩間洋服店，將街

角位置店鋪留為自用，開設藥房，是香港戰前騎樓式建築的佳作。

當年大樓地舖為雷亮的台山同鄉兄弟雷瑞德中醫師開設的雷生春醫

館及藥店，雷瑞德後來與雷亮及另外三人合作創辦九龍巴士。雷生

春這名字源於雷氏家族的對聯「雷雨功深揚灑露，生民仰望藥回

春」，寓意地舖所生產的藥品能妙手回春，當年的「八寶跌打刀傷

葯露」廣受市民歡迎，並且行銷海外。 

1941 至 1945 年，香港淪陷，雷生春藥房停業，雷亮在 1944 年去

世後，雷生春跌打藥店在幾年後也結業了，雷氏家人在 70 年代悉

數遷離，大宅後來成為雷氏鄕人來港居停之用，之後曾用作商住及

出租作洋服店等用途 。1980 年代開始，樓下住宅部分也開始荒

廢，只有地舖繼續營業。 

 

為保存這棟大樓，雷氏

後人在 90 年代時曾考慮

把大宅捐作慈善用途，

最後決定慷慨贈予政

府，是首個私人捐獻之

歷史建築。 

 
 



雷氏家族在 2000 年向古物古蹟辦事處提出捐贈雷生春給政

府的建議，辦事處在同年將雷生春列為一級歷史建築物。

經過三年磋商及研究，捐贈程序才完成，雷生春交由古物

古蹟辦事處管理。政府在 2003 年 10 月 7 日接收雷生春。 

2004 年，雷生春開始修葺，工程於 2005 年中完成。2008

年，雷生春成為首批「 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 下的 7 幢

建築物之一。2009 年香港政府宣佈， 將雷生春發展爲浸大

中醫藥保健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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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項活化計劃建

設成本約 2480 萬元，於 2012 年初投入服務。活化後的雷

生春，提供內科、 骨傷及跌打科和針灸科的中醫門診服

務，並會定期舉辦義診，爲區內弱勢社群服務 
 
 

 



                 特色建築 
雷生春位於兩條大道的交匯處，依地段的三角形狀而建。 

它具備中西建築元素，既保存傳統嶺南「 竹筒屋」 的平面

設計的影子，也帶西洋外廊式建築的特色。 大樓的弧形主

立面是順應道路交界的窄角特別設計，建築物糅合了裝飾藝

術風格與古典柱欄元素，頂層女兒牆嵌有雷氏家族店號的石

匾。 建築物由主樓、 僕舍、 內庭及圍牆組成，主要物料是

磚石及鋼筋混凝土，外牆為紅磚、 加灰泥批盪。地面層外

牆所蓋的水磨石是二十世紀唐樓常見裝飾外牆的物料。樓宇

用地面積約 123 平方米，總實用面積 598 平方米，樓高四

層，另設天台。  

 
 
 
 
 
 
 
 
 
 
 
 
 
 
 

雷生春地層平面圖，顯示原來開敞式設計，1942 年。 



 

雷生春的前外廊面積寬敞，光源充足，由廊柱承重，廊柱之

間有扶欄或矮牆，下方接連排水坑道。廊柱線條簡約，富西

方建築色彩，充滿二十世紀初裝飾藝術派風格; 廊上的托

架，甕形扶欄，古意盎然，帶新古典藝術情調。甕形扶欄及

矮牆都是鋼筋混凝土建造，上蓋花崗石。雨天時，外廊的雨

水不但可以由坑道排走，外牆的雨水還能從扶欄的隙間，矮

牆的排水口，滲流至外廊上的坑道洩去。 

 

 
 
 

甕形扶欄 

 
 

      
 
 
 
 
 
 
 
 
 

矮牆的排水口 



               雷生春內部建築特色 
昔日雷生春的空間分配方法反映當時社會與家庭的文化。室

內承襲唐樓的設計，沒有牆壁間隔，只用屏風板分隔房間，

廚廁安排在樓宇的後方。雷亮與兩妻共三代同住，華人大家

庭有同住分炊的習慣，雷生春每層住宅都有廚房，以柴火煮

食，設有煙囪。大樓兩側的前，後外廊有扇門與室內相通，

地面層有後庭院，上層外廊（俗稱「 騎樓」）為室內提供

充足的陽光與良好的通風系統。大宅外廊的後半部曾圍上玻

璃窗作起居之用。一樓外廊下方是公共行人通道，為途人遮

陽擋雨。地面層另設有樓梯直達上層住宅及天台，整座大宅

商住完全分隔。 

  室內沒有間隔，只用屏風，木櫃組合廳房。                     



 
照片攝於 2003 年樓宇空置時，可見仍保留

了屏風板。 
 

樓上層的柱子用混凝土建成，一律是具裝飾藝術

建築風格的矩形方柱。他們乍看平整如一，細觀

卻每層不同。柱冠上或刻有回形線條，這些回形

線條紋與地層的迴線紋如出一轍，不過許多紋飾

已經磨蝕。廊柱的外部用小方碑裝飾，長灰塑條

把一樓與二樓的廊柱相連，使兩層樓在視覺上渾

為一體。 

 
 
 



由於雷生春的建築設計帶來不少新元素，增

加建築設計的新鮮感，所以在雷生春附近的

建築都模仿雷生春，有部份設計都和雷生春

的建築設計有相似，提升了附近建築的美

感。 
  
          

圖片攝於約 1955 年，地點在雷生春附近，圖中

唐樓天台上的女兒牆、 商招石匾、 樓梯頂口式

樣，與雷生春相同。 

 



    與雷生春有關的歷史事件 
日本佔領香港後，1942 年 2 月宣布成立「 香港

占（ 佔） 領地總督部」，同年 10 月雷亮為雷生

春大宅向當局申請家屋所有權。雖然保存了雷生

春，但是雷亮其他的財產則被充公。淪陷時雷亮

已近 80 歳，是家裡經濟支柱， 終日待在家裡，

精神飽受刺激，憂心忡忡，結果得了憂鬱症，再

加患上腸痔疾病，於 1944 年在宅內逝世，下葬

何文田，翌年香港光復。 

 

1942 年雷亮向當時的「 香港占領地政府」 為大

宅申請登記家屋所有權。 
 
 



在雷生春背後的荔枝角道、 塘尾道與太子三路交

匯中心的夏巴倉庫，當時被日軍徵用為部隊儲存

物資，企圖藉民居掩護，免被盟軍空襲。戰爭後

期，盟軍戰機空襲香港的日軍據點。雷生春一帶

被襲擊，盟軍投擲的燃燒彈擊中雷生春，幸好燃

燒彈只掉進天台上菜圃的泥土裏，沒有爆破，讓

雷生春得以保存下來。 
 

1941 至 1945 年，香港淪陷，雷生春藥房自此停

業。50 年代，雷生春居住的人數已增至數十

人，空間不敷應用，雷亮家人亦步另擇他居，至

70 年代已悉數遷離，其後大宅成為雷氏鄉人來

港居停之所，新遷入的住户先後改動室內及外廊

間隔，內庭鋪設上蓋。直至 1996 年建築物空置

時，大宅外表雖然殘舊破爛，但樓宇大致保持原

貌。 室內設置與間隔雖經改動，部份門窗仍然完

整無缺，建築物的混凝土結構完整，大宅樓板、 

樑柱、 扶欄、 外牆等狀況良好。 

 
 

 
 



 
 
   部份前外廊曾裝上窗户作室。 

 
 

 
     



         活化雷生春的過程 
2000 年雷生春獲評為一級歷史建築，根

據古物諮詢委員會及古物古蹟辦事處對保

護歷史建築物的指引，一級歷史建築指

「特別重要價值而可能的話須盡一切努力

予以保存的建築物」。 
 

2003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正式接收雷

生春，翌年開始進行基本維修。其活化工

程的首要目標就是「保舊」，然後「添

新」。雷生春雖逾 80 年歷史，但相當堅

固，活化過程只需加入少數鋼樑和鋼柱，

以增負重力。工程局限於防止建築物惡化

而進行的結構修繕和防雨漏補等。雖然如

此，這個階段的工作也是保護古建築的一

個關鍵，當時的樓宇記錄、照片、調查資

料、建築構件的去除，對將來的活化工程

起指導作用。活化工程之前，政府建築署



已進行了基本維修，包括清拆樓宇早期改

建部份、回復本來內部開放式的設計、除

去天台蔓草、防止地面滲水、修補剝落的

牆壁、更換損毀的構件等。 
 
 
 

雷生春的主要活化工程包括加建走火樓

梯、增設適合傷健人士使用的升降機及洗

手間、復修及鞏固現有建築結構及構件、

裝置環繞外廊的清玻璃組件，加設排水、

消防、電力、冷氣系統等設施。在進行深

化設計時，設計團隊除了要確保大宅在復

修後必須符合現時的建築及消防條例，同

時要考慮到新增設施與大宅外貌及建築構

件的融合，故此無論在物料選擇或裝置安

排上，都花上不少心思。 
 
 



活化雷生春工程最大的難題是原有的樓宇

設計已不符合現時的建築及消防條例。 

雷生春內原本僅有一道樓梯，由於舊樓梯

具有當年唐樓建築的特色，不能改建加

濶，活化工程必須為大宅加建新樓梯，增

加逃生通道。為加建新樓梯，設計團隊建

議拆除地面層的僕舍，騰出空間興建擁有

獨立地基的室外樓梯。在深化設計時，工

程團隊運用了消防工程學，用電腦模擬火

警時逃生疏散的測試，以證明樓宇在活化

後，在其他附設的消防裝置配合下，能在

合理的時間內完成疏散。 此外，在管理

上，浸大亦承諾在診所正式運作時，為樓

宇在一樓及以上的總人數定下上限，以策

萬全。 設計最後獲得屋宇署消防安全委

員會審批通過，難題終於迎刃而解。 
 

     



 

     現代化的走火後樓梯 

 
 
 
 



活化雷生春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克服建築物

本身的局限條件; 它的外廊寬敞而室內面

積和可用空間有限，如何能充分利用外廊

是成功活化的一大關鍵。此外，雷生春座

落荔枝角道與塘尾道的交匯處，兩條街道

都是區內的主要通道，交通噪音與空氣污

染較為嚴重，阻隔噪音及確保室內空氣質

素成為活化工程的重要考慮。 
 

浸大團隊巧妙地在各層外廊扶欄內增設大

面積低反光度的清玻璃組件，以減低路面

噪音對診所的滋擾，但仍然保存大宅外觀

完整，當中所費的心思可真不少。 

活化時，在沿欄相距 450 毫米處安裝清

玻璃窗包圍外廊，於是廊柱、扶欄、去水

管俱在玻璃窗之外。圍封的玻璃並不影響

外廊本貌，而原有的排水系統仍舊運作。 
 



裝上圍廊玻璃組塊前的前外廊 

裝上圍廊玻璃組塊後的前外廊 
 
 



 
大樓的走馬騎樓則被圍上隔音玻璃，不失

其建築特色之餘，可增添室內空間。 
 
 
 
 
 
 



雷生春地面層外牆的物料是紅磚，外加灰

泥批盪，用水磨石裝飾，有紅、綠、黃三

色。水磨石是西式的仿石工藝，雷生春初

建時的水磨石摻雜黑石米及白赤兩色蠔

殼，表面磨光，陽光下閃爍生光。 

部分水磨石在基本維修時曾作修補，可惜

顏色參差，活化工程時重造修補效果欠佳

及損毀較大面積的水磨石。新造的水磨石

拌入貝殼及黑石米，由本地專業的文物復

修技工摻制。 

活化後地面層外牆 



門面上的石匾、 簷板和楣飾都是值得觀賞之

處。 門面最高點的女兒牆刻有雷氏家族的店

號石匾，天台臨荔枝角道一邊也有雷生春石

匾，兩者書體略有不同，上方昔日均豎立鋼

筋混凝土造旗杆。 兩石匾頂部原豎立的鋼筋

混凝土旗杆已失去; 活化後，在石匾後方裝上

金屬造旗杆以重現其建築特色。 

 

未裝上金屬造旗杆的雷生春家族店號的石匾 

 



 
裝上金屬造旗杆的雷生春家族店號的石匾 

 

雷生春還保留了原有的幾何圖案彩色磁磚 



雷生春工程團隊在活化雷生春時遇到不少難

題。例如在勘測樓宇時，發現原建築構件的

準繩參差，樓層之間的樑柱位置微有差距，

為安裝升降機貫穿各樓層的工程帶來不少煩

惱。安裝圍外廊的玻璃組件時，團隊也要小

心設定柱位和弧度。為樓宇加添通風設施，

亦是工程困難之處，建築師與承建商盡顯心

思，決定在牆壁上方隱藏通風系統，使組件

不影響樓宇的外觀。 

 
 

這些增建工程都沒有對雷生春的建築結構有

負面影響，反而對我們使用雷生春更加方

便，例如增建升降機對傷殘人士診症是有好

處，方便他們上落。雖然折除了原有的廚房

和洗手間，失去了部份原有的設施，但是活

化團隊已經盡量保存了大部份雷生春的原

貌，例如:幾何圖案彩色磁磚、嵌有「雷生

春」店號的石匾、所有門道的花崗石門檻

等。加上為了符合現今的建築及消防條例，



需要加建走火樓梯而拆除原本在地面的僕

舍。加建走火樓梯是非常重要，萬一發生意

外，就要逃生，這時走火樓梯發揮作用，把

我們逃離現場，避過危險的火場。另外，走

火樓梯加建在雷生春的後院，對外觀上影響

不大，能和雷生春作出融合。所以整體而

言，雷生春加建的升降機和走火樓梯是沒有

負面影響和有必要性的。 
 

 
             
 
             
 
 
 
 



            活化後的雷生春 
活化後的雷生春，地下設涼茶售賣處及展示

區，一樓作為接待處和中藥藥房，二至三樓

則主要為診療室及治療室;一至三樓的騎樓位

置作為展示區。堂內有不同的展示區，分佈

在地面層臨街沿窗處及樓上層的外廊候診

區，分別介紹雷氏家族歷史、 涼茶、 中醫

藥、 唐樓歷史及活化工程。天台則活化成中

藥園圃，除介紹中草藥外，更具綠化作用。  

 

雷生春內未活化前的牌匾 



             

雷生春內活化後的牌匾 

 

                 雷生春現時提供內科、骨傷及跌打

科、推拿科和針灸科等中醫門診服務 
 



 
 
 
 
 

在雷生春的後

門，放了兩尊銅

像，名為「大醫

精誠」。 
 
 

 

雷生

春內

展示

不同

的展

覽 



   

      雷生春內有售賣自家製涼茶 

天台則為中藥園圃，種有二十多種中草藥作

教學用途。 



雷生春每天有中醫師駐診，為區內外市民提

供中醫門診服務 ，包括中醫內科、 骨傷、 

推拿科、 針灸科、 中醫婦科等，並定期舉辦

義診和公眾講座。雷生春也為浸會大學中醫

藥學院及其他醫藥學院學生提供教學、 實習

機會及培訓課程。駐診醫師也會收集病例數

據作研究，推動本港中醫藥發展。 大學作為

一間非牟利機構，一向以服務社區為宗旨，

學院為回饋社會，雷生春啓用後，會為弱勢

社群贈醫施藥，每天診症名額之百分之二十

將預留給綜援人士，他們可獲豁免基本診金

及兩劑中藥藥費或享有半價優惠; 另外，所有

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亦可獲診金八折優

惠。日後雷生春若有盈餘或獲得捐款時，亦

將用於社會服務，使更多有需要人士受惠，

恪守浸大回饋社會的使命。此外，雷生春還

設展示區，市民可透過免費導賞服務參觀，

加強對中醫藥文化及雷生春活化項目之認

識。 
 



活化後的雷生春，不僅能充分反映出它的原

來用途，還體現了以往服務社會大眾的功

能，集保育、教育及醫療服務於一身。政府

免費開放讓市民參觀，推動大眾對歷史建築

的認識和欣賞。 
 

雷生春的設計中西合璧，例如方形框架及欄

桿，便是新古典主義的象徵；正門設計堂

皇，充滿氣勢，也瀰漫着意大利文藝復興的

色彩，亦具有古典意大利建築特色。加上寬

闊走廊和騎樓，以及刻有家族店號的石牌

匾，反映了本地戰前唐樓的典型建築風格，

也反映了 20 世紀初富有人家的生活，貧窮

家庭未能有這樣如此良好的居住環境，也成

為了當時一個富有人家的代表，成為了深水

埗及旺角地區的地標。 
 

而雷生春樓上作為住所，地下作為中醫藥

房，是叫作下舖上居。雷生春下舖上居也反

映了香港當時的經營手法，下舖指地下能用



作商舖，而上居指樓上能用作居住。無論是

小商户或是大富户 ，都是以這種經營模式去

經營一間公司，可見當時這種經營模式是非

常常見。 
 
 

活化後的雷生春有做到文化傳承，因為活化

前的雷生春是一間中醫藥房，為區內的居民

提供中醫診病服務，活化後的雷生春變成了

中醫藥保健服務中心，承傳了雷生春本身的

懸壺濟世精神，繼續弘揚中國的中醫文化，

造福市民。 
 

我們歸納出經濟發展與古蹟保存不能均衡並

存的原因分別是政府資源不足、民間意識相

對薄弱、人才技術不足及缺乏民間組織協

助。單憑政府一己之力是難以達致經濟發展

與古蹟保存均衡並存的，其中必須有市民的

參與和支持，從雷生春便可見一斑。   

 



雷生春的保育能否提升香港市

民的生活素質? 

 
活化是指把歷史建築物保留後並進行修

復，再給予其新的用途。生活素質是指人

民對其生活中各種範疇的滿意程度，藉此

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財富和人民的福

祉。生活素質能反映了市民對生活的滿意

程度，即是能反映出雷生春的活化是否成

功。首先我們根據問卷的調查情況來作出

分析。 

 
第 1-2 題主要的目的是雷生春受不受歡迎，

得不得到市民大眾的關注。結果是大部分都

沒有去過和沒有認知，反映出雷生春的保留

未能讓大眾了解。 
 
 
 



第 3 題是假設題，主要的目的是雷生春活化

後能否發揮用途，結果是大部分都不會到雷

生春治癒，反映出雷生春未能做到懸壺濟世

的精神。 
 

第 4 題主要的目的是了解人們的診症方式，

當中大部分的回應是到西醫診所治病，證明

香港的中醫文化發展不好。 
 

第 5 題是開放題，主要的目的是雷生春的保

留對市民是否有益處，結果大部分的回應是

沒有。情況非常不樂觀，令人深思是雷生春

到底有沒有存在價值。 
 

很多市民到雷生春診症或參觀，由雷生春

開業 2012 年直至 2015 年，診治及參觀

累計人次超過 15 萬，當中有 2 萬是求診

的弱勢社群，包括可免內科診金的低收入

長者和綜緩人士，65 歲或以上長者。開

業首兩個月提供內科診金及基本治療費六



折優惠作招徠，並提供浸大秘方涼茶。當

中三成更是獲診金優惠的弱勢社群，每年

4 次義診向基層提供更多資助。現時雷生

春每次內科診金 150 元，由校內專科中

醫師駐診，例如腎臟科及腫瘤科等。 

雷生春位於人口密集的旺角區，鄰近深水

埗，附近的居民主要以草根階層及長者居

多，中醫藥診療服務對老年及長期病患人

士非常合適。活化後的雷生春成為一間社

區中醫藥保健中心，切合區内居民的需

要，配合深水埗老年人口的增長趨勢。他

們可以獲得半價優惠來診症，比原有的診

症價錢便宜，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也體

現了雷生春惠澤社群的精神。加上活化後

的雷生春能成為一個旅遊景點，吸引大量

的旅客來雷生春，認識中國中醫文化，增

加他們對中醫藥文化的知識。最後雷生春

不但能夠懸壺濟世，而且也延續了雷生春

本身的用途，弘揚中國中醫文化。 



雷生春內需要有中醫師來為市民診症，為

市民服務。現在雷生春的中醫師主要是在

浸大裏培訓，這樣能提供就業機會給浸大

裏培訓的實習生。除此之外，雷生春的活

化能推動中醫文化，從而有更多人有興趣

投身中醫行業，促進中醫業發展，增加生

產力。 

總結 
雖然問卷裏有很多人不知道雷生春的存在

和現時的用途，而且不是有很多人到中醫

藥堂診症。但在資料中我們發現原來每年

有很多人到雷生春參觀或診症，大部分市

民到雷生春診症，當中有很多是弱勢社

群，雷生春提供不少資助給弱勢社群，令

到很多弱勢社群受惠。只要政府加强宣

傳，舉行不同的講座等，介紹雷生春的歷

史，使雷生春的聲名增加，推廣中醫文

化，就會有很多人到雷生春參觀和診症，



而且它見證了香港著名家族的發展史，更

反映了本地民生、經濟活動及建築等文化

與歷史，獨特的歷史意義和建築特色令雷

生春能保存下來，繼續延續它的使命，最

後雷生春能提升市民的生活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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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 ET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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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劉慧賢:經過這次的專題研習，我對雷生春了解多些，

例如:歷史背景、建築特色和活化過程等。雖然這次我

們選擇了雷生春來探討，增加了我對保育歷史建築的

意識, 思考歷史建築是否值得保存下來、對人們生活

和對香港發展有没有影響等，這些都是歷史建築能否

保存下來的因素，而且計劃活化歷史建築時，要考慮

活化後能否做到文化承傳、盡量保存原有的建築特色

和對人們有没有好處等。每個歷史建築背後都是有它

們的故事，都是見證了香港以前的發展，我們要努力

保存這些歷史建築，才能夠延續它們的歷史價值。 

 
陳栢琳: 做這份專題研習前，我們曾考慮過很多的題

目，最後在我們的負責老師的意見下，我們選擇了這

個題目。我在這次專題研習中，學到了很多東西，例

如﹕如何分工合作、團結一致、有效地搜集有用的資

料……這次專題研習，除了令我們了解到如何有效率

地分工合作，還令我明白到我們要團結一致才會成

功。果然，團結就是力量。另外，我們亦對雷生春這

個富有歷史意義的建築加深了認識，更了解到香港政

府對很多歷史建築的保育及推廣不足，希望及後能改

善，令更多香港市民對本港的歷史加深認識，並增加

對香港的歸屬感。 



林銘詩: 經過這次專題，我學到了怎樣去做好一份完

整的專題，更學會怎樣去和人相處，怎樣接納別人的

意見。大家在一番討論後，得出一個大家都認同的結

果，也花了不少時間。在老師的指導，我們的精心結

作完成了。而大家的關係也更加融合，友誼也添加不

少。另外，亦令我深入了解雷生春的歷史價值，增加

我對它的認識，活化前與活化後的變化，例如添加了

中醫院，可以入去參觀，雖然經過裝修，但仍盡量保

留原有的建築設計和特色，包括騎樓式的外觀、欄桿

裝飾、門窗、地磚⋯⋯最後讓我明白了團結的重要性和

增加對雷生春的認識。 

 
蔡欣怡: 在研習過程中，縱使我們遇到一些困難，但

憑著各組員的信念，我們分工合作，最後也能順利完

成工作。 透過今次專題研習，我對雷生春的見知加深

了，以前的我會以為它只是一棟普通的醫學館，想不

到背後竟然是有那麼多關於活化的爭議及歷史，令我

大開眼界。亦希望政府能夠投放更多資源在雷生春

上，它還有很多不同方面值得我們探究的:) 總而言

之，我很感謝我的組員、何老師及替我們完成問卷調

查的市民。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