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380 9363   📠 2380 9365     九龍彌敦道 785 號利達大樓 2 樓    📧 sinhuahhd12@yahoo.com.hk    http://www.sin-hua.org      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青年委員會 

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CME-PP0001) - 中醫組認可培訓機構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2 月 進修週期講座 

 

上課地點 ： 九龍石硤尾偉智街 1 號銘賢書院禮堂 (港鐵石硤尾站 A 出口轉左) 

每場講座學時： 3 小時        

每場講座學分：  3 分 

每場講座費用： $60  (講座當日即場報名者，收費$70) 

報名方法 ： 請參看背頁報名表 

 

日期及時間 項目及編號 簡介 導師與簡歷 

2019 年 07 月 14 日* 

星期日 

下午 3:00-6:00 

調脈藥法推演 

CME-PP0001-19013 

診治有捨症從脈，有捨脈從症，故知

脈診不是絕對，要四診合參。雖然不

是絕對，但亦非常重要，有病之脈，

治癒後脈亦歸正，其實是符合調脈藥

法。今天明確點出此題「調脈藥法推

演」，目的是借藥說理，明此理自可

調動對症藥物，療效較明確，心中更

有底。 

陳達津老師 

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副理事長 

*因銘賢書院進行禮堂全地板修整，並於 7 月下旬開展工程，原定 7 月之講座要提前至 7 月 14 日進行。 

2019 年 8 月份之講座須暫停一次。 

2019 年 09 月 29 日 

星期日 

下午 3:00-6:00 

從經典到臨床，從

古代到現代：柏金

遜症的中醫治療與

新藥開發 

CME-PP0001-19018 

柏金遜症是一種慢性腦神經組織衰退

疾病，隨著人口老化，患上此病人數

將繼續上升。這次講座將結合經典與

臨床分享中醫應如何認識和治療柏金

遜症，並分享新藥開發相關知識。 

李敏教授                                

醫學博士，為中醫內科學、中藥神經

藥理學、中醫藥治療腦神經退行性疾

病專家。目前擔任香港浸會大學中醫

藥學院教學科研部主任、中醫學學士

及生物醫學理學士學位課程主任和高

智明伉儷帕金森病研究中心主任。 

2019 年 10 月 27 日 

星期日 

下午 3:00-6:00 

癌症西醫治療副作

用的中醫藥防治。 

CME-PP0001-19019 

癌症是嚴重威脅人類健康和生命的重

大疾病，西醫有手術、放療、化療、

標靶治療，中醫有中藥內服、外用，

針灸，推拿及食療等。各有所長又各

有不足，只有相互配合，取長補短，

才能夠相得益彰，造福病人！ 

郭岳峰博士 

醫學博士，教授，香港仲景堂中醫綜

合診療中心主任中醫師。世界中醫藥

學會聯合會癌症姑息治療專業委員會

常務理事，中國中醫藥學會腫瘤專業

委員會委員，香港註冊中醫學會腫瘤

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日期及時間 項目及編號 簡介 導師與簡歷 

2019 年 11 月 24 日 

星期日 

下午 3:00-6:00 

不孕症的中醫藥治

療 

CME-PP0001-19021 

探討如何運用經典理論及經方治療不

孕症，從不孕症的因機證治，探索和

總結不孕症治療的思路與方法，並結

合驗䅁闡明中醫藥治療不孕症的優勢

與特色。 

蘇晶博士 

曾任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主任醫師，

博士生導師。從師於中醫教育家、內經

學界泰斗程士德教授。1997 年被選爲第

二批全國 500 名名老中醫程士德教授學

術思想與臨床經驗繼承人。2007 年獲首

批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優秀中醫臨床人才

稱號。從事中醫經典教學及臨床工作 30

餘年。現於香港大學從事中醫經典教學

與婦科臨床工作。 

2019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日 

下午 3:00-6:00 

小兒推拿概述

CME-PP0001-19022 

介紹近代中國小兒推拿的概況，重點

討論孫重三先生，畢永升教授的學術

思想。 

張建國教授 

著名推拿專家畢永升教授的弟子，孫重

三先生小兒推拿流派第三代傳人。香港

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專業顧問，山東中醫

藥大學客座教授，世中聯外治法委員會

常務理事。 

2020 年 01 月 19 日 

星期日 

下午 3:00-6:00 

從循證角度，探討

中醫藥治療慢性腎

病的思路和方法 

CME-PP0001-20001 

循證醫學的核心是尋找必要的證據為

患者提供適切的診療方案與建議。中

醫藥治療慢性腎病有其特點，但是否

所有的腎病患者都適合中醫藥治療？

而中醫藥治療慢性腎病的思路與方法

是什麼？本講座通過一些典型案例的

分享，介紹慢性腎病的一些療法和方

藥。 

徐大基教授 

臨床醫學博士，原廣東省中醫院腎內科

主任醫師、教授。師從廣東省名中醫黃

春林教授及國醫大師張琪教授。原香港

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首席講師及雷生春

堂主管、臨床部高級主任中醫師，兼任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腎病專業委員會

副會長等職。從事中醫及中西醫結合腎

臟病醫療、教學和科研工作 30 多年。

專注於各種慢性腎臟病的中西醫診治與

預防，對中醫腎虛證、代謝與免疫相關

性疾病等均有較深的造詣。 

 

本會保留更改以上講座內容或日期時間的權利，學員可於本會網址或 Facebook 瀏覽有關更改資料，或致電 2380 9363 查詢。 

學員如於所報讀項目缺席或中途離場，將不會獲發進修證明書，已繳交的學費亦不會獲得退還。凡遲到超過 30 分鐘或提前 30 分

鐘離場人士，將不獲發出學分證書。敬請留意！ 

 

惡劣天氣安排：若天文台於講座開始前 2 小時懸掛 8 號或以上烈風或暴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已經生效，是次講座將會取消。

講座前如天文台發出黃／紅色暴雨警告訊號／1 號戒備訊號／3 號強風訊號，講座仍會如期舉行，參加講座者應視乎自身及環境

安全，自行決定應否出席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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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臨床課程系列~ 

   病人情緒處理工作坊 

CME-PP0001-19023 

 

  與中醫師話情緒 

  人生在世，面對生活、疾病等各種問題，內心容易產生負面情緒：怨恨、憤怒、悲傷、痛苦、憂

慮……當負面情緒出現而未能及時舒解疏導，便會產生鬱結而引致多種疾病！作為中醫師，經常要面

對帶有負面情緒的病人，能及時適切地安慰及開解病人甚為重要。本工作坊旨在協助和提升中醫師處

理病人情緒的知識、心法和技巧。 

 

 

日期： 2019 年 8 月 11 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 2:00 – 5:00 (3 小時)  

地點： 本會會址－九龍彌敦道 785 號利達大樓 2 樓 

招收對象：註冊中醫師 

費用： $300(會員)，$500(非會員) 

學分： 3 分 

人數： 30 人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內容： 1. 情緒知多一點點 

2. 理解一般人如何面對負面情緒 

3. 不同年齡病人常見的負面情緒：恐懼，憂慮，焦慮，擔心等的意思 

4. 如何表達對病人的關懷，安慰及開解病人的負面情緒 

5. 臨床個案/常見問題的處理及研討 

 

 

導師介紹 

李慧蘭女士 (Coach Lee ) 

香港首位華籍家長教練及資深人生教練，從事家長教育及青少年發展工作逾 25 年，曾於社會服務機構

擔任中層管理，亦曾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兼職實習導師。李女士是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碩士，認可 NLP 執行師、九型性格認可導師，註冊正面管教家認證講師，香港感恩

運動及香港身心靈平台董事，亦是香港國際專業教練協會前會長(2013-15)。 

 

 

 

 

 

 

 

 

~實用臨床課程系列~ 

醫療事故處理應對工作坊 

CME-PP0001-19020 

 

中醫藥專業是以人為本，學術理論、經驗、技術缺一不可。中醫師每天需要處理和照顧大量

病人，不時面對出錯的風險。在臨床實務中，中醫師、中藥師或從業員都應該熟悉與工作相關的

法律知識，保障病人權益之餘，亦了解任何過失可能引致的嚴重法律後果。是次舉辦「醫療事故

處理應對工作坊」，邀請了擁有醫學及法律雙重背景的大律師曾慶東先生 (Mr. Patrick Tsang)主講，

以提升參加者的法律知識，了解專業疏忽及其法律後果。名額有限，先到先得，請踴躍報名。 

 

 

日期： 2019 年 11 月 3 日 (星期日) 

時間： 早上 9:30 - 1:00 及 下午 2:00 – 5:30 (7 小時)  

地點： 本會會址－九龍彌敦道 785 號利達大樓 2 樓 

招收對象：註冊中醫師、中藥師 

費用： $1,525(會員)，$2,025(非會員) 

學分： 7 分 (出席者另可獲頒發香港專業培訓學會發出之出席證書) 

人數： 40 人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內容： 1. 什麼是專業 

2. 専業和法律 

3. 問責制度 (刑事問責、民事問責、專業問責及僱傭關係和責任) 

4. 香港法律制度 (執法機關、法院及 香港法律的來源和基礎) 

5. 民事訴訟 (程序、舉證責任及標準) 

6. 刑事訴訟 (程序、舉證責任及標準) 

7. 香港醫療系統內的專業體系和相關法例 

8. 專業疏忽及其法律後果 

9. 中醫師、中藥師和其他專職醫療人員可能負上的法律責任 

10. 精神健康條例 

11. 案例分享 

*導師可能會因應教學流程而對課程編排作出修改，敬請留意。 

 

講師介紹 

曾慶東大律師 (Mr. Patrick Tsang)  

• 法律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 法學專業證書 (香港中文大學)  

• 內外全科醫學士 (澳洲悉尼大學)  

• 心理評估碩士 (英國倫敦大學)  

• 護理學學士 (澳洲紐卡素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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