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目：《新加坡传统中药行风雨路》 

 
组员：赖书亚 （4P213，组长）、梁永庆 （4P215)、白东翰 （4P219）、

王宗骏（4P310） 
 
一、 研究目的与框架 
 
1. 研究目的: 

 
1.1. 让新加坡华人加以了解中药店在本地的发展与变迁 

 
2. 研究框架: 

 
2.1. 让新加坡华人加以了解中药店在本地的发展与变化 
2.2. 解决方案 

 
二、 文献研究 
 
研究了《中医学先驱人物与医药事业发展》的书籍。书里谈到了1876 年以
前的新加坡中医事业药发展。从新加坡开埠后到1866年这段时期，新加坡的
中医都各自行医，关系不太好。 
 
当时的英国政府不重视中医药这方行业，并不管制中医，也不给予中医任何
法定地位。由于经营资本和售价有大小，大家在业务上，经常互相竞争。 
 
三、 分析与讨论 
 
1.分析问卷调查 
 
Q1. 你有使用过中药吗？ 
 

使用过 没使用过 

41.4% 58.6% 



 
 
 

 
Q2. 你认为中药在新加坡流行吗？ 
 

流行 不流行 

60% 40% 
 
Q3. 你了解新加坡中药的历史吗？ 
 

完全不了解 有一点了解 有足够的了解 很了解 

74.3% 22.1% 3.6% 0% 
 
分析：虽然大多数的回复者使用过中药，但他们对中药历史没有兴趣，认为

中药店在新加坡不流行。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的年轻人对中药没有足够

的兴趣和了解。 
 
本地中药店的发展与背景 
1）华人南移和中医药的流传 
 
中医药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国华人，早在十四世纪之前，就已

经从中国沿海各省移民到新加坡谋生。有华人的地域，就有华人的文化，中

医学生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随着华人来新加坡，流传于华人社群中

，并且，在当时的贫苦劳动民众的需求下，逐渐发展起来。新加坡开埠20年
后，就已经出现一些中药店，如开元，成得记，同善和福安堂。 
 
2）开埠后50年的新加坡中医药活动（1819-1866） 
 
从新加坡开埠后到1866年，新加坡的中医各自行医，互相不往来。当时的英

国政府不重视中医药这方行业，并不管制中医，也不给予中医任何法定地

位。因此，谁都可以自称中医。当时的中医多数在药店里诊病，生活清苦。

行医时，也不规定诊病时间，几乎天天都应诊，日夜忙碌。在中药界，当时

经营中药店的华人，多数是客属人士，广州人和琼州人。由于经营的资本有



 
 
 

大小之别，中药有售价，大家在业务上，经常互相竞争。殖民地时代，虽然

自谋发展，但是，他们都为贫民的保健事业尽了心力。 
 
昔日走过的风雨路 

❖ 早期各地移民来新加坡定居，也带来了世代传承的不同医疗文化、医

疗知识，例如马来传统草药、印度传统疗法等。这些不同的医疗文化

，逐渐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民间医疗，但是它们的发展所呈现的往往

却是脆弱和不稳定性。由于民间疗法或多或少都夹杂着江湖医术和迷

信，不免给一部分求诊的民众带来了伤害痛苦，这也导致执政当局对

传统医疗的误解。 
❖ 日据时代，新加坡的中医与中国断了关系，药物的供应完全停止。当

中药店缺乏了中药，他们无法治病，也无法维持业务。当中药店无法

提供医药服务给本地人，本地人出于无奈，只好使用日军药品，不再

使用中药。这样，中药店失去顾客，无法做生意，导致很多中药店关

闭。 
❖ 中医机构的大部分员工的薪金已非常微薄，加上中草药开销日益高涨

等情况，已让各中医机构为了筹钱而烦闷苦恼，造成中药店没有足够

的资金去发展和深入研究新中药材和物品。 
 
现今挑战 

❖ 中药零售业的营业时间向来很长，薪金不高，工作环境一般。中药店

主须眉浩然，却后续无人。这令一般年轻人视为畏途，接班人相对减

少。社会是现实的，在新加坡西医的行业比中医大，薪水较高，社会

地位也比较高。倘若这些年轻人想学医，也会比较偏向西医。 
❖ 年轻人比较喜欢现成的西药品。传统中药需要花长时间熬，熬药方步

骤多，不简单。年轻人已经习惯容易吃的西药产品-例如药片，药粉和

胶囊-，并且认为熬中药很麻烦，要花费很多时间。 
❖ 现代的年轻顾客缺乏对中药的兴趣和了解。大多数使用中药的都是前

一代的年老者，而现代的年轻人对中药的接触不够，比较偏向现成的

西药。这造成本地中药店渐渐开始失去它的顾客。 
 
 
 



 
 
 

 
解决方案 

❖ 中药店必须参提升专业知识和形象。2017年，卫生部决定拨款1000万
元资来升中医药领域的专业水准与能力，进行教育计划和给予津贴。

中药店积极参与这计划，可以提升自己对中药的技能和知识，便更有

能力满足顾客。 
❖ 中药店必须加强宣传力引来更多人的兴趣并且找到接班人。它们可以

通过社交媒体来加强宣传力度,让更多本地人接触到中药，引起他们的

兴趣。这就能引来更多年轻顾客,也解决接班人不足的问题。 
❖ 本地中药店可以使用现代的科技来提高药物的品质，并且不断创新。

由于传统中药要花长时间熬，很多现代顾客不喜欢吃中药。因此，余

仁生设立了产品发展部与科学委员会来研究出现成药品。他们制造出

的现成药片-保婴丹和白凤丸-在销售上最受欢迎。本地中药店可以照样

模仿余仁生,开始把科技融入中药里头，制作现成药品。此外，我们采

访的泰山要行已开始在新加坡职工总会平价合作社(NTUC)的商场里售

卖自己的药包。从此看出,本地中药点已开始迈向前进的方向。 
 
中药行的未来展望 
 
李显龙总理出席同济医院150周年慈善晚宴时表示，我国多数的老年人喜欢

使用中药多过西药，因为他们从小就接触中药，对中药更有信心。因此，在

我国面临急速老龄化问题这时刻，中药行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为国家的老年

人提供医疗服务。 
 
根据卫生部，国人对中医的需求与要求愈来愈高。近年来，国人会根据自己

的健康情况‘中西合并’，不但看西医，也看中医，希望双管齐下，尽快恢复健

康。中药和西药行必须意识到双方的潜能,不把对方视为对手,并密切合作，

为未来的新加坡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新加坡医药协会表示，中药和西药可

以相辅相成，提高医疗过程的效率。研究显示，使用中药和医药可以更有效

治疗糖料病和肾盂病，而我国政府已经开始推动新政策让中西一起合作，发

扬各自的优势。同济医院已经积极参与有关计划，和新加坡中央医院进行合

作，研究我国各族群在患上糖尿病、肾病时所出现的不同中医征候。 
 



 
 
 

 

 
余仁生的成功关键 
 
确保药品质量 

余仁生推出世界首个中草药品鉴标准，让消费者能从商品上的标志确认中草

药的安全与品质。余仁生与农粮科技的科学家都会亲自到农场巡视场地与中

草药种植过程，并训练农民种植中草药应注意的事项，如收割中草药的人必

须自行消毒，收割时要带着手套，并在限定的时间内将中草药储存在适当的

地方。这提高了余仁生的可靠性，加强顾客对药品的信心。 

余仁生成立科学研究所，目的是来研究新药品，提高品质。余仁生发现传统

中药需要花长时间熬，让现代顾客觉得很反感。通过研究，他们把药品改变

成胶囊，药片和药粉，让顾客更方便吃。 

接班计划 

很多公司努力使用2-3年的时间执行有效的接班计划。然而，余仁生考虑到今

后20年的情况以及那时需要的领导才能。接班计划的重点在于决定家族参与

企业的方式以及确保企业与家族的价值观保持一致。 余仁生着眼于企业的长 
远发展，他们避免做出可能满足短期需求但损害长远发展的决定。 

在新市场试水，学习未来发展之道 

余仁生一直以来认为他们不仅仅是个中药企业。他们的愿景是利用中药知识

进入范围更广的自然健康领域。由此，他们最近收购了一家澳大利亚的健康

食品连锁店。该收购为他们将自身的中药知识带入西方市场提供了机会。而

这一西方市场可以作为他们进入其它西方国家的试验场。通过收购的方式进

入一个现成的市场可以帮助他们加速学习进程。 

创造独特的购物体验，满足市场的需求 



 
 
 

余仁生仔细观察市场趋势，了解顾客的需求，要为客户创造一种“差异化”的
购物体验。公司培训店员通过分享其深厚的产品知识，来应对客户的需求，

同时鼓励员工不要太”急于求成”。余仁生利用传统节日-譬如华人新年，母亲

节和教师节-来推荐新产品和打折扣来吸引顾客。通过明确核心业务，公司能

够在需要稳定的业务上保持稳定，同时根据需要制造差异。 

四、 结论 
 
新加坡传统中药行有了悠久的历史，为本地人提供一百多年的医疗服务。从
新加坡开埠时生活清苦，直到现在接班人不足，新加坡传统中药行每个时代
都有它的挑战要克服，有它的风雨要度过。有人曾经说过，每次风雨过后，
就会出现彩虹。随着科技的发达，国民对中药的需求愈来愈高和国家快速的
老年化问题，本地传统中药行将会在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五、个人反思 

白东翰 

通过了传统中药专题作业我学会了不少生活技巧，认识到传统历史以及传统

文化的重要性。我从中学到的生活技巧有与人相处的技能、分工合作的重要

性、准备过程的重要性以及学到了如何接受不理想的结果等。如在作专题活

动时，我们遇到了不少挫折，好像中药店们拒绝我们访问的要求、队员各自

都十分忙无法亲自来约会，只能上网讨论或有时便要分配谁会出现等。但我

们一次又一次的坚持下去，找出新的办法和方法解决个人问题。我从专题作

业中，也更了解了传统历史、传统文化，如：中药的独特性、如何用中药、

中药和西药的不同等。我也学会了要是想要确保中药还是流行便要如何变化

和本地中药历史。 

书亚 

做这个专题作业比我想象中的困难。我刚开始认为，中药这种那么广泛的题

目，肯定会可以搜擦到很多丰富的资料。可是出乎意料，国际图书馆和网上

都缺乏我们需要的资料；我们的专题作业小组便遇到了内容不足的问题。后



 
 
 

来我们决定采访两家本地中药店，加以了解他们面临的挑战，但最终得到的

内容和成果也不多。这个专题作业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找不到足够的有关

资料，造成最后的内容有点空洞。此外，我们在联系中药店时也出现了困

难。很多中药店不愿意采访，我们也找不到合适的时间，最后采访拖了一两

个星期。总而言之，我从这个专题作业更深一层地了解到本地中药的历史与

变迁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也从中得到启示，意识到了中药行在新加坡

的价值和把中药行继续传承下去的重要性。 
 
梁永庆 

我认为做这传统中药专题作业非常有意义，因为它让我学到了传统中药在新

加坡的历史和文化，也激发了我对中药的兴趣。在做专题作业的过程中，我

们需要在网上查资料，去图书馆找跟新加坡中药店有关的书籍，并采访中药

店。这让我常常需要使用华文写字，与人沟通，渐渐地提高了我的华文水

平。不但如此，我也学到了安排好时间的重要性，中四是个非常繁忙的时段

，我们有很少时间做专题作业。因此，我们一定要跟组员安排好时间，决定

几天需要做专题作业。当我们要找中药店访问时，许多中药店不肯接受我们

，不让我们采访他们。可是，我们没有轻易地放弃，坚持到底，继续联络不

同的中药店，希望他们能让我们采访他们。而我们的坚决并没有失败我们，

因为几天后，我们成功访问了两个著名的中药店，泰山中药店和德仁信中药

店。从采访中，我们对中药店面临的挑战有更深的了解，并想出了更多解决

方案来帮助中药店变的更流行，更受人欢迎。总而言之，这传统中药专题作

业是个宝贵的学习经验，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新加坡中药店的知识，也教了

我坚持到底和安排好时间的道理。 

王宗骏 

经过这次的经验，我与中药的接触更多了，理解更深刻，欣赏更上一城楼。

我了解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意思；中药店受了百多年的苦，才

能终于得到今日的成功、收获但在二十一世纪里却面临这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教导我‘不断改进’的精神的重要性-当我们无法改变周围的环境时，我们必

须改变自己，要时时刻刻调适自己做生意的方法等，才能坚强地生存下去。 
再此，通过这个选题作业，我也学到合作精神的重要性；组员们都一起合作



 
 
 

的时候能事半功倍，节省许多时间，整租的效率也会提高，学生们也能互相

帮忙，补充资料，讳饰缺点。最后，通过访问的活动，我学到主动的重要性

；所想做到，达到，得到的都需自己去进取，而不能守株待兔-就例如采访中

药店的情形，如自己不主动与别人进行联络，就永远无法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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