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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報名表 (可自行列印)

香港中醫學會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張忠德教授簡介：

張忠德，廣東省名中醫、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國家級中醫藥防治呼吸道傳染

病研究室主任、“十二五”中醫藥重點學科（中醫傳染病學）學科帶頭人、嶺南甄氏雜病流派傳承工作

室負責人。在湖北抗疫期間，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專家組副

組長、第二支國家援助湖北中醫醫療隊隊長、廣東中醫醫療隊隊長。先後被授予“全國衛生健康系統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個人”、“全國衛生系統抗擊非典先進個人”、“全國百名傑出青年中醫”、

“廣東省五一勞動獎章”、“廣東省十傑青年志願者”及“廣東最美科技工作者”等榮譽稱號。

金鳴博士簡介：

金鳴中醫師1982年畢業於上海中醫大學醫療系。後師從裘沛然教授攻讀博士學位。1990年來美，懸

壺紐約，於曼哈頓和皇后區創建鳴岐中醫治療中心，擔任北京同仁堂紐約鳴岐醫療中心的執行總裁

和醫學總監，CAM Land 中國文化與中醫臨床培訓中心總裁，並在太平洋東方醫學院、美國中醫針

灸學院教授並任職中醫博士導師，並為全美中醫學會和旅美中醫同學會的創會發起人，曾任紐約州

執照針灸醫師聯合公會的會長、現為美國中醫學會副會長。

倪榮主任簡介：

曾在國內率先提出並實踐互聯網醫療；作為總設計師， 設計並主持了“微醫集團微醫雲平臺”、“微醫

集團華佗雲平臺”、國內首個互聯網中醫館“烏鎮互聯網國醫館”研發和建設工作;領銜研發的“互聯網

辨證論治懸壺臺系統”在全國推廣應用，榮獲“浙江省中醫藥科技一等獎”、“世界中醫藥貢獻獎科技

獎”等。曾主持“互聯網及中醫藥”、“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實施意見”、“未來社區建設”等眾多項

目。現任“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互聯網健康產業分會會長”、“微醫集團高級副總裁兼華佗雲行政總

裁＂。現任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互聯網健康產業分會會長。

2021年度研究生（兼讀制碩士、博士）簡介會

本會正籌備廣州中醫藥大學和浙江中醫藥大學兼讀

制研究生課程，兩所著名高校和本會合作已有數年

歷史，研究生課程和流派掛鉤，規定專業可同時得

加入香港
中醫學會

加入香港
中醫學會

成為香港中醫學會會員報讀課程均

可享有會員優惠，歡迎加入我們。

https://bit.ly/2VpwHt4

國際中醫藥抗疫大講堂專家簡介

其他消息

1. 鳴謝：學會於 3 月份向會員贈送疫情防禦包，包括10 個口罩、1 支 95ml 抗菌搓手液及 1 盒 

33g 五色靈芝膠囊，維特健靈陳曦齡主席捐贈價值超過10萬元五色靈芝膠囊，趙少萍永遠榮譽會

長為此活動捐資 2 萬港元。花絮： https://youtu.be/ZbualN5_pyM

                                                   

2. 政府為感謝私營機構服務的醫護人員在疫情期間緊守崗位，決定撥出口罩供不同醫護專業人

員，中醫每人可獲發10個口罩，並經由中醫藥管委會認可的「行政機構」代為派發。如閣下為本

會行政機構成員而仍未領取政府口罩，可透過Whatsapp 6674 9208 與學會姑娘預約時間領取。

視頻連結
繳費方法：

(1) 網上銀行轉帳 E-BANKING/ 自動櫃員機轉帳 ATM/ 轉數快 FPS

銀行名稱                       : 中國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轉數快號碼 (FPS)   : 4230884

戶口名稱                       :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mited 

戶口號碼                       : 012-891-1-033667-8

*如您已經付款，請將付款證明單或收據 WhatsApp 到 66749208，並註明您的中醫註冊編號，姓名及報讀

課程編號以便識別您的身份。請注意，我們並不設查數服務。

(2) 經支票付款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中醫學會教育研究基金會有限公司」, 請於劃線支票背面寫上姓名、中醫註冊編號、聯絡

電話及報讀課程編號，並郵寄至「香港北角英皇道 183 號利都樓二樓 F 及 G 座 香港中醫學會秘書處」, 信封

面請註明「課程部收」。上述課程本會正在申請中醫藥發展基金一般進修課程 (A1-3課程)

香港國際專科經方大講堂

及國際中醫藥抗疫大講堂

網上課程

研究生課
程簡介會

到流派傳承人稱號，本會擬在 2020 年 9 月 26 日 (六) 晚上 8 時舉

行簡介會，屆時有廣州中醫藥大學、浙江中醫藥大學招生辦公室

負責人及本會相關人員詳細講解， 有意報考者可於 9 月 25 日 (五) 

下午 6 時前先填妥以下報名 表格，學會姑娘會個別聯繫。
https://bit.ly/3jDijIw



經方為「醫方之祖」，仲景醫學更為「中醫臨床之源」，香港中醫學會原訂於去年在香港會展中心

舉行的「香港國際專科經方論壇」現正移師網上，全國經方黃煌教授、陳明教授、傅延齡教授、范

永升教授、曹洪欣教授等權威專家、泰斗聯手美國、本港專家全力支持；本會結合國際疫情，加入

中醫藥抗擊新冠肺炎專題，邀請國家援助湖北中醫第二醫療隊隊長、廣東醫療隊隊長「德叔」張忠

德教授、美國中醫名家金鳴博士和互聯網中醫倪榮主任講授國際中醫藥抗疫的實戰經驗。

香港國際專科經方大講堂及國際中醫藥抗疫大講堂 香港國際專科經方大講堂專家簡介

黃煌教授簡介：

黃煌，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經方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90 年代後以經方醫學流派的為主攻研究方向，尤

以經方方證與藥證為重點；黃教授學術觀點鮮明且有新意，結合臨床緊密，實用性強，代表作如《黃煌經方使用

手冊》、《中醫十大類方》、《張仲景 50 味藥證》多次重印，並被譯成英、德、日、韓多國文字出版；並多次赴

美國、德國、法國、瑞士、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講學，是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的著

名中醫學者。

陳明教授簡介：

陳明，北京中醫藥大學著名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華中醫藥學會仲景學說分會主任委員；中華中醫藥學會經

方論壇國際協作聯盟主席。師從我國著名中醫藥學家、傷寒論研究大家劉渡舟教授，潛心研究張仲景學術思想，

臨床靈活運用經方治療脾胃疾病、腸道疾病、肝膽疾病、心臟病、及多種疑難雜證。出版《中醫四大經典臨證指

要》叢書、《傷寒論講堂實錄》等學術專著15部，主編“中醫臨床前基本技能實訓系列教材《傷寒論基本技能實

訓》。

傅延齡教授簡介：

傅延齡，北京中醫藥大學著名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華中醫藥學會方藥量效研究分會副主任委員。為我國

著名中醫學家劉渡舟教授的學術繼承人，主編的我國第一部《傷寒論》研究辭書《傷寒論研究大詞典》和第一套

全面反映張仲景醫學研究成果的《張仲景醫學全集》。傅教授長期致力於方藥量效研究，主持編著《方藥用量研

究三書》，即《經方本原劑量問題研究》、《中藥臨床處方用量控制》和《中藥臨床用量流域研究》，獲得多項

獎勵。

范永升教授簡介：

范永升，教授，博士生導師，首屆全國名中醫，岐黃學者，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傳承指導老師；國家“973”項目

首席科學家，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風濕病專委會主任委員，浙江省特級專家。是全國最著名《金匱要略》專家，

先後主編了全國高等中醫教育《金匱要略》全日制、成人教育、自學考試三種版本教材，國家重點學科“中醫臨

床基礎”和國家重點臨床專科“中醫風濕病”學科帶頭人，尤其擅長用仲景方治療系統性紅斑狼瘡、類風濕性關

節炎、痛風等。

曹洪欣教授簡介：

曹洪欣，醫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中醫科學院原院長，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中醫生命與疾病

認知方法）代表性傳承人，國家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2 

項，《中華醫學百科全書》中醫藥類總主編，香港浸會大學榮譽教授、上海、黑龍江中醫藥大學教授等。發表論

文400余篇，主編學術著作 40 餘部，在經方治療心血管疾病特別是冠心病方面造詣深厚。

張季教授簡介：

張季教授畢業於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系，留校任教並師從中醫大家丁光迪先生，碩士研究生師從吳貽穀導師，曾

參加編寫《現代中藥學大辭典》等10餘部學術著作，其中多部獲獎。後在美國獲博士學位。張季教授在中美兩地

臨床38年，辨證施治經驗豐富，特別是用經方治療感染性疾病、過敏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等疾病頗有心得；他先

後執教於美國多家中醫院校的碩士班和博士班，擔任南京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

姜元安教授簡介：

姜元安教授，曾跟隨著名中醫學家，原北京中醫藥大學劉渡舟教授攻讀《傷寒論》專業碩士學位研究生。1986年

起在北京中醫藥大學任教，1999 年被聘為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2011 年加盟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至今，從事

中醫藥教學、研究、臨床工作三十餘年，專注於中醫經典著作，尤其對《黃帝內經》、《傷寒論》及《金匱要

略》的研究，在中醫辨證論治方法與體系之理論認識和經方臨床治療上有獨到的見解；已發表中醫學術論文三十

餘篇、著作近十部。

蘇晶教授簡介：

蘇晶，醫學博士，曾任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研究生導師。1987 年中國中醫研究院從師余瀛鰲教

授，獲碩士學位。1990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從師中醫教育家、內經學界泰斗程士德教授，獲博士學位；爲第二批全

國學術思想與臨床經驗繼承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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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餘年，主持及參與科研課題十餘項發表學術論文50餘篇，學術專著 10 餘部，現在香港大學從事中醫經典教學

與婦科臨床工作。

會員如報讀全部課程，可享受特別優惠價 $560

第一階段修讀日期：2020 年 10 月 (自行安排時間)，學分證書派發日期：2020 年 11 月

第二階段修讀日期：2020 年 12 月 (自行安排時間)，學分證書派發日期：2021 年 1 月

學分：每堂 2 分

備註：(1) 相同內容不可以重複修讀   (2) 修畢可獲最多資助金額為費用之 90%

報名方法：https://bit.ly/2YNnwWf

繳費方法 (請於 9 月 30 日或之前繳費)：

(1) 網上銀行轉帳 E-BANKING/ 自動櫃員機轉帳 ATM/ 轉數快 FPS

銀行名稱                    : 中國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轉數快號碼 (FPS) : 4230884

戶口名稱                    :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mited 

戶口號碼                    : 012-891-1-033667-8

*如您已經付款，請將付款證明單或收據 WhatsApp 到 66749208，並註明您的中醫註冊編號，姓名及報讀

課程編號以便識別您的身份，請注意，學會並不設立查數服務。

(2) 經支票付款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中醫學會教育研究基金會有限公司」, 請於劃線支票背面寫上姓名、中醫註冊編號、聯絡

電話及報讀課程編號，並郵寄至「香港北角英皇道 183 號利都樓二樓 F 及 G 座 香港中醫學會秘書處」, 信封面

請註明「課程部收」。

報名連結

 學分：2 分

上述課程正在申請中醫藥發展基金一般進修課程  (A1-3課程) 。

上述課程正在申請中醫藥發展基金一般進修課程 (A1-3課程) 。如果課程得到認可，醫師通過申請中醫藥從業

員 (A1-3) 培訓資助計劃，詳情可瀏覽中醫藥發展基金申請指引及申請表格：https://bit.ly/3bl6wff  

本會會員如報讀全部課程，可享受特別優惠價$560，學會也會協助有意願會員進行申報程序，申請基金規定

的首階段不少於 $500 資助額的資助。

課程編號 培訓課程名稱 講者 學費 會員學費
修畢可獲最

多資助金額

A2020-013 經方在腦病中的運用 黃煌教授 90$      60$          81$              

A2020-014 「傷寒論」建立了中醫的思維模式 陳明教授 90$      60$          81$              

A2020-015 經方在肝膽疾病中的運用 傅延齡教授 90$      60$          81$              

A2020-016 金匱方在風濕病中的應用 范永升教授 90$      60$          81$              

A2020-017 經方在冠心病治療中的應用 曹洪欣教授 90$      60$          81$              

A2020-018 經方治療感染性疾病 張季教授 90$      60$          81$              

A2020-019 經方臨床運用的點滴體會 姜元安教授 90$      60$          81$              

A2020-020 經方治療不孕症臨證思路 蘇晶教授 90$      60$          81$              

課程編號 培訓課程名稱 講者 學費 會員學費
修畢可獲最

多資助金額

A2020-021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中醫核心病機及臨證經驗 張忠德教授 90$      60$          81$              

A2020-022 關於紐約抗疫的幾個時間節點和應對特點 金鳴博士 90$      60$          81$              

A2020-023 中醫藥互聯網戰疫概況與健康事業產業升級 倪榮主任 90$      60$          81$              

香港國際專科經方大講堂

國際中醫藥抗疫大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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