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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雷生春堂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雷生春堂

● 地址 : 九龍旺角荔枝角道119號

● 開放日期 : 星期一至六 上午9時至下午6時

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1時

公眾假期休息

● 團體參觀 : 請將團體名稱、欲參觀之日期、時間、人
數及聯絡方法電郵至 lsccmc@hkbu.edu.hk

● 收到資料後，會以電話或電郵方式確認有關申請。

● 查詢電話 : 3411 0628 / 3411 0638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雷生春堂

雷生春堂，於1931年落成，樓高4層，原為雷亮先
生家族所有，上層為住所，地面為「雷生春」跌打藥
店，至上世紀70年代空置。香港浸會大學為本港首間大
學獲政府選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夥伴機構，
參與活化雷生春計劃，把建築物活化成一座集中醫藥保
健服務、健康教育及歷史文化展覽於一身的重要地標。

活化後的雷生春成為中醫藥診所，透過提供中醫門
診服務及地面層售賣各款涼茶，讓市民及遊客都感受當
年中醫藥店的氣氛和街坊鄰里間的情誼。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雷生春堂

● 地下售賣各款涼茶

● 雷氏家族與雷生春的
展示區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雷生春堂

● 香港涼茶業

● 香港在19世紀已有涼茶店，普
羅大眾遇上身體不適，決定就醫
前多會嘗試飲用涼茶治病。
1920至1950年代是本地涼茶業
的黃金時期，一般涼茶店都是小
舖經營，生草藥店多附售涼茶，
也有街頭小販售賣「崩大碗」。
涼茶商一般用各自家族配方煮製
涼茶出售，當時著名的店號有王
老吉、單眼佬 、卑巴桶、春回
堂等；常見的涼茶有廿四味和茅
根竹蔗水。



香港醫學博物館

● 地址 : 香港上環半山堅巷2號

(鄰近堅道及樓梯街交界)

● 開放時間 : 

星期二至六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下午1時至5時

星期一、聖誕日、元旦及農曆年初一至三休息

聖誕日前夕及農歷年前夕 上午10時至下午3時

● 入場費 : 成人 HK$20- 全日制學生 HK$10-

● 團體參觀 : 團體參觀人數如超過15人。申請者必須於參觀
日前最少四星期遞交申請。



香港醫學博物館（Hong Kong Museum of Medical Sciences，HKMMS）

● 以醫學為主題
● 位於香港島中西區上環及半山區之間一帶
● 成立於1996年
● 佔地一萬平方尺
● 館內介紹香港醫學發展史，並解說傳統中醫與西醫對診病治療的

不同見解。全面介紹香港醫科學術的發展歷史，包括11間各具特
色的展覽廳，另有太平山觀景廊，圖書室及演講室。

● 博物館展品詳細介紹了昔日疾病被撲滅的情況、目前發展，以至
醫學面對未來之挑戰，這無疑增進了社會人士對健康和疾病的認
識。

● 博物館亦探討中西醫藥的交流和提倡這方面的研究，它除了保存
有歷史價值的醫學文物外，更提供公眾教育的服務。這個建築物
原是舊病理學院，為愛德華式風格的設計，已被列為法定古蹟。



香港醫學博物館

● 中藥可分為植物性中藥、動物性中藥、礦物性中藥三大類。植物性
中藥，簡稱為「草藥」，帶有藥療作用。今天千百種的常用中藥配
方中，有大半數是由草藥組成，可見草藥在中醫學上的重要性。

● 香港醫學博物館草藥園的規劃概念，主要搜羅在香港種植或可種植
的草本藥品，並藉之反映草藥的基本醫學特性和功能、突顯中國草
藥的特點，並反映中西醫藥文化的同異。



香港醫學博物館

● 草藥堂展示傳統中醫如何提供醫
療服務。展品包括由不同動植物
或礦物分成的中藥材，和切割、
搗碎藥材成適合大小的器材。

● 草藥園於2003年開幕，當時種
植了中草藥。至2007年，草藥
園成為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學生
的中草藥實習基地。自 2010
年，園內亦選植了部份西醫曾經
使用及西藥藥物來源的植物。



香港醫學博物館

● 天欣園內種植的植物
介紹出藥用部位，例
如……



香港醫學博物館

桂花藥用部位
花、花蒸餾液、果實、根或根皮
長綠喬木或灌木
花/ 藥性：溫 藥味：辛
果/ 藥性：溫 藥味：辛、甘
根/ 藥性：平 藥味：甘

龍脷葉藥用部位
以花、葉
大戟科
藥性：平
藥味：甘

鳳仙花藥用部位
以花、葉、種子、
根、莖
一年生或多年生
的草本植物
藥性：溫
藥味：甘



香港浸會大學
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

「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佔地 472 平方米，分為：

接待區

● 「明代正統仿宋針灸銅人」複製品

● 太極24式壁畫
太極的陰陽五行與中醫的理念同出一轍，博物館左右兩邊高牆展示太極二
十四式招式，突出天人合一，身心均衡的理念。

歷代中醫藥展區

● 展示由遠古至清代中醫藥的發展概況。區內陳列多件由徐氏藝術基金會捐
贈、極具歷史價值的文物，當中包括戰國青銅蒸器、漢代各式陶器、遼代
銀質鎏金匙勺及宋代黑釉研碗等。

● 仿民初中醫藥館
展出一系列民初時期的中醫藥牌匾、診療用具及炮製器具，讓參觀者認識
當時的藥館。



香港浸會大學
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

近代至現代中醫藥展區

● 陳列多種珍貴之中醫藥書藉、涼茶盛器、手術器具、針灸用具；介紹中醫
藥學院近期的研究成果和創新發明等。

中醫藥文化長廊展區

● 展示中國傳統有關中醫藥的經典名言和成語典故，彰顯先賢醫者濟世為懷
的高尚醫德。

互動遊戲區

● 設有多款電腦互動遊戲，讓參觀者親身體驗中醫的精粹，包括脈診、舌診
及中醫經絡介紹。



香港浸會大學
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

展區平面圖



香港浸會大學
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

● 地址 : 香港九龍塘浸會大學道七號
賽馬會中醫藥學院大樓地下
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

● 開放時間 : 星期一至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門票 : 免費入場 因疫情影響暫停開放予公眾人士及團體，直至另行通知。

● 查詢熱線 : 3411 2938
傳 真 : 3411 2995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scm@hkbu.edu.hk
博物館網址: http://cmmuseum.hkbu.edu.hk

mailto:scm@hkbu.edu.hk
http://cmmuseum.hkbu.edu.hk/


鳴謝

香港浸會大學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
提供寶貴資料



香港浸會大學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
及中國銀行（香港）中藥標本中心

• 浸會大學中國銀行（香港） 中藥標本中心：於2003年成立

• 香港浸會大學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於2007年成立

• 博物館免費開放予大眾參觀。時至今天，累計超過150,000 名參觀者



• 在推動香港中醫藥發展方

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 社會各界及國際人士通過

參觀博物館，了解更多中

華民族傳統中醫藥學，從

而為提高中醫藥知識作出

重大貢獻

香港浸會大學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
及中國銀行（香港）中藥標本中心



特色館藏

黑熊標本

麝標本



「明代正統仿宋針灸銅人」複製品

身高170厘米，重約200公斤，此銅人為北宋

翰林醫官王惟一，受詔於天聖5年（1027年）

而設計鑄造，故名「天聖銅人」，體表共刻

657穴，是第一個針灸經穴國家標準。



明代鎏金五彩藥王孫思邈坐虎針龍石雕像

孫思邈（581年?－682年），是著名的醫師。他是中

國乃至世界史上著名的醫學家和藥物學家，被譽為藥

王。傳說，孫思邈為孫思邈用針灸和中藥治好了龍王

的頭痛病。

此件文物是以民間傳說為題材創作的神龕，生動形象

地展現藥王孫思邈坐在虎背上為龍王針灸療疾的情

景。此展品由「龍的文化慈善基金」捐贈。



綠釉瓷質涼茶桶（19世紀中葉）

於2011年入選「香港館藏選粹」特別郵票系
列的涼茶罐



人參壽星公

人參能大補元氣，強心固脫，安神

生津，是延年益壽、強身健體的佳

品。人參壽星公由2,374枝生曬參及

紅參組成，神態栩栩如生，被視為

標本中心標誌之一。此展品由陳宇

齡先生捐贈。



世界最大的野生肉蓯蓉

肉蓯蓉能補腎陽，益精血，潤

腸通便。展品高達1.75米，為

首次被健力士世界收錄記載的

中藥，被譽為「肉蓯蓉王」。



肉桂王

此為肉桂的樹皮，2005年採

於廣西十萬大山，有活血通

經之功效。由曹暉博士捐

贈。



中醫藥數字化項目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的「中醫藥數字化項目」榮獲美國圖書
館協會頒發「二零一二年國際圖書館創新大獎」，成為今年
全球四所獲獎的圖書館之一，亦是唯一得獎的大學圖書館。
至今，網上數據庫的訪問資料逾四百萬。



廣州中醫藥考察團

考察點舉隅：（暫擬）
• 清平路藥材批發市場
• 從化國醫小鎮
• 香雪製藥自動化車間
• 廣東涼茶博物館
• 製作養生香囊體驗活動

中學：三日兩夜小學：兩日一夜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

漫畫

動畫

https://www.cnhe-hk.org/%e5%b9%b4%e5%ba%a6%e4%b8%ad%e5%9c%8b%e6%ad%b7%e5%8f%b2%e4%ba%ba%e7%89%a9%e9%81%b8%e8%88%892021%e6%9a%a8%e5%b0%88%e9%a1%8c%e7%a0%94%e7%bf%92%e5%a0%b1%e5%91%8a%e6%af%94%e8%b3%bd%e7%9b%b8%e9%97%9c/
https://www.cnhe-hk.org/wp-content/uploads/2021/11/%E5%B9%B4%E5%BA%A6%E4%B8%AD%E5%9C%8B%E6%AD%B7%E5%8F%B2%E4%BA%BA%E7%89%A9%E9%81%B8%E8%88%892021_%E6%BC%AB%E7%95%ABV2.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WlMelRG4iA


教學資源

《基本法》多媒體教材：2020上下三十年兒童《基本法》教育推廣：《漫遊基本法》

https://www.cnhe-hk.org/%E4%B8%8B%E8%BC%89%E5%8D%80%E5%9F%9F/%e6%95%99%e5%ad%b8%e8%b3%87%e6%ba%90/


活動意見調查

敬請各參加者就考察路線／行程和考察工作紙
提供意見和改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