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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屆理事會選舉 …..…. 

   

各位會員： 

 

  今年是第十七屆理事會任期最後一年，按會章要求應先召開會議選出為數五人之選舉委員

會以啟動新一屆理事會選舉程序。由於考慮到新冠疫情嚴峻，以及盡量減少室內人數聚集，故

今年之選舉啟動會議將以網上直播進行，供會員在網上參與，詳情如下： 

 

  日期：2020 年 9 月 13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00-中午 12:00 

  形式：以 Zoom 直播進行 

 

  敬希各位會員回覆 閣下的電郵或 WhatsApp 手機號碼，本會將於 9 月 11 日前以電郵或

WhatsApp 通知會議 ID，倘因事未克出席而須授權，請填妥以下資料於 9 月 7 日或之前電郵、

傳眞或直接寄回本會。 

----------------------------------------------------------------------------------------------- ------------------------- 

回覆信 

(請用正楷填寫，並於 9 月 7 日前以電郵、傳眞或郵寄至本會；查詢請電：2380 9363 歐書記) 

 

  本人(姓名)＿＿＿＿＿＿＿＿＿＿ 註冊編號＿＿＿＿＿＿ 手機號碼＿＿＿＿＿＿＿＿＿ 

 電郵＿＿＿＿＿＿＿＿＿＿＿＿＿＿＿＿＿＿＿＿＿ 

   將出席 9 月 13 日的 Zoom 直播會議，請把會議 ID 以  WhatsApp／  電郵給本人。 

   未克出席會議。茲授權*大會主席/會員＿＿＿＿＿＿＿＿君(手機：＿＿＿＿＿＿＿＿／  

   電郵＿＿＿＿＿＿＿＿＿＿＿＿＿＿＿＿＿＿＿＿＿)，代表本人。請把會議 ID 發送至     

     WhatsApp／    電郵給本人代表。 

      

                                                    

會員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0 年    月    日 

  請在空格加上”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報名表 

 

 

姓名＿＿＿＿＿＿＿＿＿ 註冊/表列中醫師編號＿＿＿＿＿＿ 手提電話＿＿＿＿＿＿＿ 

 

 

電郵＿＿＿＿＿＿＿＿＿＿＿＿＿＿＿＿＿＿＿＿＿＿＿＿＿＿＿＿＿＿＿＿＿＿＿＿  

 

 

地址＿＿＿＿＿＿＿＿＿＿＿＿＿＿＿＿＿＿＿＿＿＿＿＿＿＿＿＿＿＿＿＿＿＿＿＿ 

 

 

講座報名場次 (請在空格  內填””) 

 

1 2020 年 9 月 27 日星期日 銀屑病中醫診療思路及臨證經驗分享 $60 
 

2 2020 年 10 月 25 日星期日 頸腰病及膝關節疼痛的診斷及選穴治療 $60 
 

3 2020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 痤瘡類皮膚病的探究及治療心得 $60 
 

4 2020 年 12 月 27 日星期日 香港常見產後病之我見 $60 
 

5 2021 年 1 月 31 日星期日 
中醫藥防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回顧與

前瞻 
$60 

 

6 2021 年 2 月 28 日星期日 脊柱平衡失調與頸椎病的診治 $60 
 

7 2021 年 3 月 28 日星期日 《傷寒論》與《溫病條辨》下法的初探 $60 
 

 

 

合共費用：$_______________ 

 

  

交費方式：入數紙／現金／支票 (支票編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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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法－適用於所有課程 

 

 

本會接受以下途徑報名及交費： 

 

1. 郵寄： 

填妥報名表，連同支票郵寄至本會，請勿郵寄現金。 

支票抬頭請寫「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有限公司」，支票背後寫上姓名及聯絡電話。  

 

2. 銀行櫃員機(ATM)過數： 

在入數紙上寫上姓名及聯絡電話，連同報名表傳真(2380 9365)至本會，戶口資料如下－ 

 

   中國銀行(BOCHK) 031-350-0-003817-7    

   Sin-Hua Herbalists’ And Herb Dealers’ Promotion Society LTD  

 

本會不接受銀行櫃枱入數，亦不設查數服務，請必須保留入數紙。  

 

3. 親臨本會： 

親臨本會前請先致電 2380 9363 與歐書記聯絡，本會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六  9:00 至 13:00，14:00 至 17: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 會務通訊 …..…. 

1. 領取口罩 

香港特區政府向全港中醫師派發 10 萬個「醫護用外科口罩」，每位註冊中醫師可獲發口罩 10 個。在本

會開設個人進修資料庫之中醫師，均可經本會索取。 

 

請注意： 

1.領取人必須為現時本會「行政機構會員」（即經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辦理續牌手續之中醫師）。 

2.本會「行政機構會員」可選擇以 a.郵寄或 b.親身前往本會方式領取口罩。 

選擇郵寄 選擇親身領取 

 選擇郵寄領取者，請先郵寄一個約 240mm x 110mm

並已貼上$3.7 郵票之回郵信封到本會； 

 郵寄信封內請同時附上「註冊中醫執業證書」副

本，以作核對身份及登記之用。 

選擇親身領取者，請預先致電本會

預約，領取口罩時須出示身分證以

核對身份，並提供註冊編號作登

記。 

 

2. 酌情處理未取得足夠進修分數的註冊中醫師續牌 

由於社會事件及疫情對中醫師參加進修課程造成相當影響，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已同意，因應是次特殊

情況酌情處理執業證明書於本年到期的續領申請，即接納本周期未取得足夠進修分數的註冊中醫師，

仍可續領執業證明書，惟有關中醫師須在新周期內補足上周期所欠缺的進修分數。 

請留意，進修各個項目的分數上限以新進修周期需取得的總分數按比例計算，詳情請參閱《進修手

冊》內的 P.17 或瀏覽 https://www.cmchk.org.hk/cmp/pdf/handbk_RCMP_c.pdf。 

 

3. 加入新華 WhatsApp 群組 

新華會開通了 WhatsApp 中醫資訊發布群組，以加強與註冊/表列中醫師的即時聯繫，本群組旨在發布

及分享本會或中醫藥業界相關資訊、公布上課及報名安排等，歡迎中醫師加入，有興趣入群組可致電

本會查詢。 

 

4. 開展網上學分課程，體驗以 Zoom 上課 

過去數月因場地關係，新華會課程都轉為網上教學，以網上會議程式 Zoom 進行學分講座，雖然是初試

階段，但已獲大家踴躍支持，報名反應熱烈，所有課程均於兩小時內滿額。日後學會將不時舉辦網上

學分講座，講座的宣傳及報名繼續透過新華 WhatsApp 群組進行，有興趣中醫師可加入新華會

WhatsApp 群組，以獲得即時最新資訊。 

 

5. 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資源平台 

 中醫藥發展基金旗下的中醫藥資源平台已開放，已登記的中醫師可免費使用以下服務： 

 網上中醫藥知識庫（萬方數據庫+中國知網數據庫 CNKI） 

 綜合資料館 

 諮詢服務 

 網上電子資訊平台 (各種 SOP 中醫藥相關範本) 

詳情亦可瀏覽 https://www.cmresource.hk/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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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CME-PP0001) - 中醫組認可培訓機構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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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目前疫情，如講座有任何更改，將透過本會網址或 Facebook 發放最新資訊* 

2020 年 9 月 27 日 

星期日 

下午 3:00-6:00 

銀屑病中醫診療思

路及臨證經驗分享 

CME-PP0001-20012 

銀屑病既是一種常見的紅斑鱗

屑性皮膚病，又是一種十分難

治的皮膚病。藉此講座分享該

病的中醫診療思路及臨證經

驗。 

符文澍博士 

醫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客座副教

授。首批全國名老中醫學術繼承人，全國皮

膚科流派趙氏皮膚科（趙炳南）第二代傳

人。 

2020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日 

下午 3:00-6:00 

頸腰病及膝關節疼

痛的診斷及選穴治

療 

CME-PP0001-20013 

頸腰病及膝關節痛是常見病，

尤其是網絡訊息發達低頭族增

加導致脊椎病高發，頸腰痛發

病更加普遍。針灸治療此類病

症具有獨特的優勢，效果顯

著。藉此講座與同道分享其診

斷及針灸取穴的臨床體會。 

鞠琰莉教授 

針灸臨床碩士、首批全國優秀中醫臨床人

才、深圳市名優中醫、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專

業應用教授、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專

業顧問。 

2020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日 

下午 3:00-6:00 

痤瘡類皮膚病的探

究及治療心得 

CME-PP0001-20014 

痤瘡是一類病，因病因病理的

不同而有不同的病名和不同的

臨床表現。本講座將剖析不同

痤瘡的異同點，並分享治療心

得。 

黃霏莉教授 

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首席講師及臨

床部副主任，擔任中醫外科學和中醫美容學

的課堂教學和臨床帶教工作。2003 年赴港前

為北京首都醫科大學中醫藥學院中醫美容教

研室主任及副教授。 

現兼任香港中西醫學美容學會副主席。另曾

任中華中醫藥學會中醫美容分會副主任委

員、中華醫學會醫學美學與美容學分會委

員、世界中醫師聯合會中醫美容分會常務委

員、中國醫師協會美容與整形醫師分會常務

委員、《中華醫學美學美容雜誌》常務編

委、《中國美容醫學雜誌》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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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及時間 項目及編號 簡介 導師與簡歷 

2020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日 

下午 3:00-6:00 

香港常見產後病之

我見 

CME-PP0001-

20015 

產後病常被人忽視，或因坊間傳聞而存有謬

誤迷思，因而錯過了從「多虛多瘀」的狀態

調整過來的時機，造成日後臟腑功能障礙。

希望藉此講座可與業界加強對相關範疇的討

論。 

李穎欣博士 

醫學博士，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

理事長，仁愛堂 YES 培訓學院之

中醫學課程諮詢委員會成員，香

港首屆中醫本科畢業生。 

2021 年 1 月 31 日 

星期日 

下午 3:00-6:00 

中醫藥防治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回顧

與前瞻 

CME-PP0001-

21001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給全球帶來了極大

的挑戰和壓力。在本次疫情中，中醫藥和中

西醫結合在臨床上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這個全新的疫情中，西醫短時間內沒有特

效藥，中醫也無法找到完全合適的古方醫治

新疫。但是中醫治療方法眾多：湯劑、針

灸、中成藥、 藥注射劑、傳統養生功法，中

醫心理輔導、食療禁忌等等，都可以協同發

揮預防和治療的作用。本講座希望和大家一

起 回顧與前瞻中醫藥，在這個疫情攻防戰

中，如何發揮防治的功效。 

梁榮能教授 

生化學博士、教授、中醫師，現

為嶺南大學研究生院臨床實踐

授。 

2021 年 2 月 28 日 

星期日 

下午 3:00-6:00 

脊柱平衡失調與頸

椎病的診治 

CME-PP0001-

21002 

嶺南過往百年流行一句說話，“山草藥醫生，

罨(音噏)得就罨(噏)”，即不論什麼病，貼劑

草藥便可。這句貶義笑話，是當代骨傷科醫

師需謹記並引以為鑒。不論本港或國內本科

畢業的醫師，在門診上遇到骨傷科病人都退

避三舍，而頸椎病更是高風險的病症，本課

題旨介紹本人在臨床上遇到的頸椎病病人，

首先要在脊柱結構失穩下作出診治方案，確

保病人得到合理安全的治療，減少臨床上的

風險。 

黃傑教授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前中醫組

主席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對台港澳中醫

藥交流合作中心創新發展專家委

員會委員   

廣州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 

廣西中醫藥大學客席教授 

全國頸椎疾病專業委員會顧問 

威海市全國頸椎病研究所研究員 

2021 年 3 月 28 日 

星期日 

下午 3:00-6:00 

《傷寒論》與《溫

病條辨》下法的初

探 

CME-PP0001-

21003 

不少醫家、教材以「痞、滿、燥、實」總結

三承氣湯之運用。通過對仲景原文進行分

析、整理，重新探討三承氣湯的運用特點。

清代醫家吳鞠通又根據仲景三承氣湯進一步

發展，通過原文分析探討吳氏在承氣湯類方

的運用特點與規律。 

辜炳銳博士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及黑龍江中

醫藥大學，獲中醫學學士及生物

醫學理學士(榮譽)雙學位、中醫

學（方劑學）碩士及博士學位，

師承國醫大師段富津教授。現於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院任講師一

職，主要從事方劑學、溫病學、

仲景學說、中醫文獻學的研究與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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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sinhuahhd12@yahoo.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