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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夏教授簡介：
倪光夏教授，醫學博士，南京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學院·養生康復學院院長，教授及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江蘇省
中醫藥領軍人才（首批）；中國針灸學會腦病科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針灸學會臨床分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江
蘇省針灸學會副會長兼腦病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一流專業---針灸推拿學專業負責人，江蘇省重點學科及重點
臨床專科—針灸學學科帶頭人。長期從事針灸/針藥結合治療腦病的臨床與實驗研究，擅長以針灸/針藥結合治療各
科疾病。

李雲英教授簡介：
廣州中醫藥大學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廣東省名中醫、嶺南名中醫。第六批全國老中醫專家學術經驗繼承
工作指導老師。廣東省中醫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導師，學術帶頭人。擔任中華中醫藥學會耳鼻喉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世中聯耳鼻喉口腔分會副會長，廣東省中西醫結合學會嗓音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十三五規劃教材《中西
醫結合耳鼻咽喉科學》主編，國家十一五規劃精編教材《中醫耳鼻咽喉科學》副主編。從事中醫和中西醫結合耳鼻
咽喉科的臨床、教學和科研工作近四十年,擅長診治耳鼻咽喉科疾病。

金保方教授簡介：
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中西醫結合男科主任，江蘇省人民醫院生殖醫學中心特聘專家。學術上主張男女同治，中西
並舉，對精囊分泌功能與性功能的相關性、腰骶源性男科疾病、生殖微循環、中醫藥對輔助生殖技術的幹預都有較
深入的研究。現為中華中醫藥學會男科分會副主委、中國醫師協會中西醫結合男科專家委員會副主委、海峽兩岸醫
學會不孕不育分會副會長、江蘇省研究型醫院學會男科分會主委。

李紅毅教授簡介：
李紅毅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研究生導師，廣東省中醫院皮膚科主任，師從國醫大師禤國維教授。為第三批全國名
老中醫學術繼承人。現任中國中醫藥研究促進會皮膚性病學分會常務副主任委員，廣東省中藥學會皮膚病專業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廣東省中西醫結合學會皮膚性病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皮膚性病專業
委員會外治學組副組長，中華中醫藥學會皮膚病分會常委。擅長治療痤瘡，濕疹，結締組織病，色素性皮膚病和皮
膚腫瘤等。

鄧高丕教授簡介：
廣東省名中醫、廣東省南粵優秀教師、教授、主任中醫師、中西醫結合臨床（婦科）博士研究生導師、博士後合作
教授、廣州中醫藥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廣東省優秀中醫臨床人才。現任國家區域（華南區）中醫婦科診療中
心主任、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一婦科主任、國家臨床重點專科與國家中醫重點專科負責人、國家中醫重點
專科婦科協作組組長、廣東省中醫重點專科婦科技術協作組組長、華南中醫婦科聯盟主席、粵港澳大灣中醫婦科聯
盟主席；兼任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婦科專業委員會副會長等職。

王振亮教授簡介：
河南中醫藥大學教授，主任醫師，仲景教學名師，河南中醫藥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仲景醫藥研究所所長，中醫臨
床基礎學科主任兼傷寒教研室主任。中華中醫藥學會仲景學說分會副主任委員，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古代經典名
方臨床研究專業委員會副會長，中國民間中醫醫藥研究開發協會仲景國醫教育分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主要進行
仲景學術的教學、中醫臨床和科研工作；研究方向為“仲景理法方藥對風濕免疫病防治作用的研究。 

萬力生教授簡介：
萬力生，醫學博士，教授，主任中醫師，博士研究生導師，廣東省名中醫、深圳市名中醫指導老師，國家自然科學
基金項目評審專家，深圳市兒童醫院學科帶頭人，中醫科主任。在呼吸，消化及心腦疾病方面有較深研究，尤其對
小兒咳喘、厭食、遺尿療效顯著，有其獨特個人心得，其臨床經驗已由多家醫學出版社約稿出版。擅長診治兒科疾
病及小兒體質調理。

毛泰之教授簡介：
新加坡手法醫學研究院院長，新加坡泰一堂中醫診療中心主任，為中醫骨傷柔性正骨學派及其代表性技術“東方柔
性正骨療法”創始人。毛泰之現任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臨床特聘專家、廣東省中醫院特聘指導老師、深圳寶安中醫
院（集團）中醫藥專家師承教育指導老師兼流派工作室主診專家、深圳寶安純中醫治療醫院特聘專家，是廣東“杏
林尋寶”中醫藥特色 技術展示大會第九屆入選專家、世中聯傳統醫藥合作分會副理事長、中國民族醫藥協會特色技
術聯盟副主席。

涂豐教授簡介：
涂豐教授1982年於江西中醫學院本科畢業，1991年於中國中醫研究院獲中西醫結合骨傷科醫學博士學位，抵港前為
北京中醫大學教授及主任醫師。涂教授大學畢業30多年來一直從事中西醫結合骨傷科的臨床、教學及相關科研工
作，其主要研究內容為：骨骼肌肉系統疾病的骨折及頸、腰、四肢關節疼痛的軟組織損傷，如頸椎病、肩周炎、網
球肘、腰間盤突出、退行性骨關節病等。

徐凱教授簡介：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臨床教授，世中聯腫瘤經方治療專業委員會副會長，香港中醫藥學會腫瘤專業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世中聯醫案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主要研究中醫預防和治療各類惡性腫瘤、腫瘤併發症。同時擅長
腫瘤化療、電療和標靶治療時的中醫藥輔助治療，以及中醫藥治療癌前病變。

劉鑫教授簡介：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教授，中華中醫藥學會眼科分會委員，世界中醫藥聯合會眼科專業委員會理事。師從
全國著名眼底病專家，專攻眼底病的診斷及治療。擅長以中醫、中西醫結合的方法治療眼底病、外眼病等疑難眼
病，特別是對眼底病的治療頗有心得。此外用中藥辨證治療外眼病，如角膜病、結膜病、視疲勞等亦有特色。

彭波教授簡介：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中醫臨床助理教授，中西醫結合臨床醫學博士。從事中醫臨床、教學、科研工作
20餘年，專業研究範圍為應用中醫藥及針灸治療肺、脾胃、皮膚及生殖系統疾病、亞健康調理。目前主持香港中醫
藥發展基金1項，曾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國家及省部級科研項目5項；參與國家科技部重大專項、國家973計劃及
多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研究。獲國家發明專利2項，中華中醫藥學會科技進步獎二等獎等等多個獎項。主編學術專著
2部，參編學術專著4部，發表學術論文40餘篇。

繳費⽅法：

郵寄⽀票

1.⽀票抬頭：香港中醫學會教育研究基⾦會有限公司

2.請於劃線⽀票背⾯寫上中文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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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字樓F及G室，香港中醫學會秘書處」，信封⾯請註明「課程部收」

3.寄出⽀票前請確保已⾃⾏到網上Google Form報名

親⾝繳費

1.可繳付⽀票或現⾦(現⾦繳費，不設找贖)

繳費⽅法：

郵寄⽀票

1.⽀票抬頭：香港中醫學會教育研究基⾦會有限公司

2.請於劃線⽀票背⾯寫上中文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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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字樓F及G室，香港中醫學會秘書處」，信封⾯請註明「課程部收」

3.寄出⽀票前請確保已⾃⾏到網上Google Form報名

親⾝繳費

1.可繳付⽀票或現⾦(現⾦繳費，不設找贖)

申請「中醫藥發展基⾦」資助及開設相關帳⼾，純屬個⼈意願，本學會亦不會⼲預。如

欲申請資助，請確保在報讀前已開設個⼈⼾⼝，詳情可掃描左⽅⼆維碼。如有疑問，請

致電 2788 5633 向「中醫藥發展基⾦」查詢。

去年因疫情已延遲領取會員證的新會員，請 WhatsApp 6674 9208 預約時間親臨學會領取



香港中醫學會第⼗五屆理監事芳名錄
尊敬的學會會員：

        春的號⾓已吹響，⽣機勃發欣向榮。春天是給⼈希望的季節，期望疫情陰霾盡快過去，雨過天晴，⼀

切將會變得明媚動⼈。正值此際，香港中醫學會第⼗五屆理監事成員向全體會員，致以最衷⼼的祝福與最

真誠的問候，祝⼤家在2021年⼯作順利、闔家幸福、吉祥安康。

         衷⼼感謝各位會員⼀如既往地⽀持本會開展各項⼯作，第⼗五屆理監事會於 2021 年 3 ⽉ 10 ⽇履新，

通過全體理監事互選，推選出香港中醫學會第⼗五屆理監事的主要職位，繆江霞教授擔任會⻑、歐卓榮博

⼠擔任理事⻑、符文澍教授擔任監事⻑、鄒嘉宏醫師擔任秘書⻑。鑒於汪慧敏會⻑對學會的貢獻，並為學

會捐贈累計超過⼗萬元，根據 2018 年會員⼤會決議，授予榮譽會⻑稱號。

         學會透過運作教育研究基⾦會、慈善基⾦會、會立中醫學院，並由科研發展、師承、學位發展、醫療

事務發展及青年五個委員會通⼒合作，期望對內能夠為會員提供更⾼學術⽔平之修分課程，更豐富的學會

活動，對外能夠開展更多中醫研究發展項⽬、擴⼤國家流派⼆級⼯作站和合辦研究⽣合作單位的數⽬，加

強⼤灣區中醫醫療合作並吸引更多年輕⼈加入推動中醫藥發展⾏列，為學會，為會員，為業界謀求更多福

利。隨函附上第⼗五屆理監事芳名及所擔任之職位。

香港中醫學會第⼗五屆理監事謹啟

會⻑

理事⻑

監事⻑兼學會司庫

秘書⻑

常務委員 (董事)

　　　　　　　　  　　　　　　　　 

副會⻑　　　　　　　   　

常務副會⻑　　　　　　　  

教育研究基⾦會主席　

慈善基⾦會主席 

會立中醫學院院⻑

科研發展委員會主席

學位發展委員會主席

醫療事務發展委員會主席

青年委員會主席

師承委員會主席

教育研究基⾦會副主席

會立中醫學院副院⻑

會立中醫學院教務⻑

師承委員會副主席

學位發展委員會副主席

副理事⻑

副監事⻑

理事

監事

資訊科技部部⻑　

宣傳部部⻑ 　　

編輯部部⻑       

編輯部副部⻑

慈善基⾦會秘書⻑

教育研究基⾦會秘書⻑

教育研究基⾦會司庫 

慈善基⾦會司庫

繆江霞

歐卓榮

符文澍

鄒嘉宏

繆江霞    歐卓榮    符文澍    梁秋容      

王⽟榮    汪慧敏    李振輝    鄒嘉宏

梁秋容    李振輝    涂　 豐    彭愉康

劉    鑫    藍永豪    鍾愛瑩

王⽟榮

汪慧敏

劉　鑫

涂　豐

鍾僑霖

藍永豪

蔡梓銘

陳⾶松

彭愉康    鍾僑霖

陳詩雅    唐麗雯

藍永豪

鍾愛瑩

羅桂青

鍾僑霖    曹信恩    蔡梓銘    余韻律

陳⾶松    唐麗雯    ⽯華鋒    羅桂青

黃梅芳

萬帥章    陳詩雅

曹信恩

蔡梓銘

余韻律

萬帥章

⽯華峰

黃梅芳

唐麗雯

萬帥章

持續進修課程 2021 (網上課程)
2021年中醫持續進修課程現已接受**網上報名**，本年度學會⼀如既往地推出學術與實⽤性⾼度結合的課

程，誠聘香港及內地中醫學界、業界眾多專家前來授課，歡迎⼤家報讀。

修讀⽇期：2021 年 5 ⽉ 23 ⽇⾄ 6 ⽉ 27 ⽇ (⾃⾏安排修讀時間)

費⽤：會員$100 / 非會員$150 

學分：2 分； 學分證書派發⽇期  ：2021 年 7 ⽉下旬

截⽌報名⽇期：2021 年 5 ⽉ 15 ⽇

付款⽅式：只接受郵寄⽀票、親⾝到學會繳付⽀票或現⾦ (詳情看背⾴繳費⽅法)

報名⽅法及注意事項：

(1) 付款前請先⾃⾏到網上Google Form報名，報名連結：https://bit.ly/3fXQf3Z

(2) 每名報讀者必須有⾃⼰獨立電⼦郵箱(Email)，⽤作接收課程網上連結 

(3) 相同課程不可以重複修讀

報名時若已選擇以電郵領取 (電⼦版) 學分證書，⼀經確認，不得更改為親⾝領取(紙質版)學分證書 (請在報

名時務必明確領取證書⽅式)

 如有查詢，請 WhatsApp 6674 9208 與本會職員聯絡

學分：2 分

講者簡介
方祝元教授簡介：
方祝元教授，醫學博士、二級教授、主任中醫師、心內科博士生導師，南京中醫藥大學副校長、江蘇省中醫院黨委書記，
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百千萬工程”岐黃學者，江蘇省高校優勢學科-中醫內科
學科帶頭人，國家科技部重點研發計畫首席科學家，江蘇省“333高層次人才培養工程”第一層次中青年首席科學家，國
家規劃教程《中醫內科學》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訪問學者，江蘇省中醫藥學會高血壓專委會主任委員。

陳達燦教授簡介：
陳達燦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廣東省中醫院院長，國家中醫藥領軍人才岐黃學者，廣東省名中醫，皇家墨爾本理
工大學客座教授和香港浸會大學榮譽教授。廣州中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學科帶頭人，教育部高等學校中西醫結合類專業教
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省部共建中醫濕證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中華中醫藥學會副會長、世界中醫藥聯合會皮膚科專業委員
會會長、中華中醫藥學會皮膚科分會副主任委員、廣東省中西醫結合學會皮膚性病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馮奕斌教授簡介：
馮奕斌博士是中醫臨床、教育和研究的專家，現為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中醫藥學院的教授和院長。他也是香港大學深圳
研究院研究員，香港註冊中醫，以及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和香港港逸醫院的顧問醫師。他還是或曾在中國大陸和海外的幾所
大學擔任客座科學家和教授。他在中國內地獲得中醫學士和碩士學位。馮奕斌博士在日本完成了中藥藥理學，分子免疫藥
理學和生物醫學的研究，獲醫學博士學位並完成他的博士後研究。他的教學科目是中藥藥理毒理學和中醫內科學。臨床專
科主要是惡性腫瘤和代謝性疾病。馮教授同時也發表超過 400 多篇各類文章及在全球作了 160 多次有關他專業研究的主
題演講。

序號 課程編號 講師姓名 講題 講課語⾔

1 A2021-001 ⽅祝元 常⾒⼼⾎管疾病中醫證治規律的思考 普通話

2 A2021-002 陳達燦 補脾法在⽪膚科的臨床應⽤ 普通話

3 A2021-003 馮奕斌 中醫藥防治COVID-19進展及思考 普通話

4 A2021-004 倪光夏 針灸在腦卒中的臨床應⽤ 普通話

5 A2021-005 李雲英 淺談古今中醫名家對⽿鳴⽿聾的防治經驗 粵語

6 A2021-006 ⾦保⽅ 對慢性前列腺炎再認識及中醫藥選擇 普通話

7 A2021-007 李紅毅 常⾒⽪膚病中醫藥診治 普通話

8 A2021-008 鄧⾼丕 常⾒婦科痛證的中醫臨證 粵語

9 A2021-009 王振亮 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經⽅辨治 普通話

10 A2021-010 萬⼒⽣ 中醫經典-在⼩兒咳嗽中的臨床應⽤ 普通話

11 A2021-011 ⽑泰之 “ 東⽅柔性正骨” 理法特⾊及其臨床應⽤ 普通話

12 A2021-012 涂豐 肩痛的中醫診治 普通話

13 A2021-013 徐凱 晚期肝癌的中醫藥治療 普通話

14 A2021-014 劉鑫 中醫眼科診療⼿段的歷史演變及病例分享 普通話

15 A2021-015 彭波 ⽀氣管哮喘經典⽅藥解讀 普通話

⼆維碼報名表

上述課程已成功申請中醫藥發展基⾦⼀般進修課程  (A1-3課程) ，詳情請留意中醫藥發展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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