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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報名表

香港中醫學會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醫臨床管理系統 – 醫承通 (EC Connect)

繳費⽅法：

郵寄⽀票

1.⽀票抬頭：⾹港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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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香港
中醫學會

委員會常委。從事中醫婦科⽣殖醫學臨床、教學、科研40餘年,發表論文 200 餘篇，SCI收錄30餘篇，著作、

教材 20 餘部,獲國家科技部、省部級科技進步⼀等獎、⼆等獎多項。獲全國衛⽣計⽣系統先進⼯作者、全國

三八紅旗⼿。第九屆全國⼈⼤代表，⼭東省政協常委。

湯淑蘭教授：

湯淑蘭教授1984年畢業於南京中醫藥⼤學。1987 年畢業于北京中醫藥⼤學，師從國醫⼤師王綿之教授，獲

醫學碩⼠學位。1991 年到英國曼徹斯特，從事中醫臨床和教學⼯作30餘年，對中醫婦科、⽪膚科、內科等

臨床各科的疑難雜症都有獨特療效。

湯教授現為英國蘭中醫學院院⻑，中國-英國中醫中⼼主任，南京中醫藥⼤學博⼠⽣導師，北京中醫藥⼤學特

聘海外臨床專家，世界中醫藥學會國際中醫藥專業中醫主任醫師，世界中聯婦科專業委員會和教育專業委員

會常務理事，世界中聯中醫治未病專業委員會副會⻑，英國中醫師學會顧問，英國針灸師協會、英國草藥註

冊協會和英國皇家醫學會資深會員。發表學術論文六⼗余篇，主編《中成藥⼿冊》,為國際中醫核⼼教材《中

醫婦科學》副主編和《 The treatment of female infertility with Chinese medicine 》主編之⼀。

新冠疫情以來，湯教授運⽤中醫中藥針灸防疫抗疫。根據中醫理論“正氣存內，邪不可幹”，提出了中藥預

防、中藥食療等新冠預防措施； 總結出了治療新冠病毒感染的中醫治療⽅案，治療了⼤量新冠疑似症、輕症

患者，使他們的核酸檢測從陽轉陰，恢復正常，對防⽌和阻⽌轉⾄重症等⽅⾯發揮了重要的作⽤；創立運⽤

五⾏理論治療⻑新冠的辨證模式，獲得了滿意療效。

曾慶明教授：

主任中醫師、博⼠研究⽣導師，廣東省名中醫、 全國基層名老中醫。深圳市地⽅級領軍⼈才；原深圳市羅湖

區中醫院院⻑。　

世界中醫藥聯合會經⽅分會副會⻑、廣東省仲景學說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深圳市中醫藥學會⾸屆仲景學

說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深圳市中醫藥學會⾸屆老年病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深圳市中⻄醫結合學會⾸屆男

科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善於⽤經⽅診治臨床各科常⾒病和疑難病。

任青玲教授：

江蘇省中醫院婦科科主任，南京中醫藥⼤學婦科教研室主任，博⼠研究⽣導師。國家岐黃⼯程第四批全國中

醫臨床優秀⼈才、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家區域中醫（婦科）診療中⼼負責⼈、中國中醫藥研究促進會中⻄醫

結合婦產與婦幼保健分會常委、全國婦幼健康研究會婦幼中醫藥發展專業委員會委員、中華中醫藥學會中醫

婦科分會常務委員、江蘇省中醫婦產⽣殖臨床醫學創新中⼼負責⼈、江蘇省中醫藥學會婦科專業委員會副主

委、⾸批”衛⽣拔尖⼈才”、第四期”333⾼層次⼈才”、”六⼤⾼峰⼈才”。主持省部級以上科研課題13項，第⼀

發明⼈獲國家發明專利項 2 項，獲江蘇省科技進步⼀等獎、中國中⻄醫結合學會科學技術⼀等獎、國家教育

部⼆等獎等獎項11次。參編專著5部、副主編3部，發表學術論文113篇。

趙穎教授：

醫學博⼠，主任中醫師，博⼠⽣導師，嶺南羅⽒婦科第四代主要傳承⼈，師從張⽟珍、羅頌平教授，為全國

名老中醫藥專家張⽟珍教授學術繼承⼈。現任廣州中醫藥⼤學第⼀附屬醫院婦兒中⼼主任醫師，兼任中國中

醫藥資訊研究會婦科分會副會⻑、中國中醫藥研究促進會婦科流派分會副會⻑，廣東省中醫藥學會整合⽣殖

醫學專業委員會副主委等職務。從事中醫藥防治女性⽣殖障礙臨床與研究⼯作。曾獲省部級獎勵6項。

鄭健崗教授：

中醫針灸博⼠，主任醫師，香港浸會⼤學中醫藥學院臨床教授，香港中醫院董事會董事。博⼠導師系國醫⼤

師、中國⼯程院⽯學敏院⼠，中國針灸學會會員，世中聯亞健康專業委員會委員，天津市醫師協會常委，天

津市臨床重點專科評審專家庫成員，中國中醫藥資訊研究會臨床研究分會理事，天津市醫藥學專家協會神經

專業委員會委員，天津市中⻄醫結合學會第三屆臨床營養治療專業委員會委員，《風濕病與關節炎》雜誌及

《中華針灸電⼦雜誌》編委,教育部學位中⼼博⼠（碩⼠）論文評審專家，中國針灸學會臨床分會第四屆、第

五屆理事（委員），中國⺠族醫藥學會針灸分會理事。

為了促進中醫業界電腦化及⿎勵中醫藥電⼦健康紀錄互通，政府推出了⼀站式中醫臨床管理

系統 - 醫承通(EC Connect)，供中醫診所免費使⽤。醫承通除了提供病⼈登記和預約、臨床

紀錄、中藥處⽅及配發紀錄、繳費等基本功能外，更符合醫健通對資料互通安全性和系統操

作性的要求，讓中醫診所可以與醫健通連接，以互通中醫藥臨床資料。立即掃瞄右⽅⼆維碼

了解更多醫承通系統的資訊。如欲使⽤醫承通或了解有關⾏政及技術安排的資料，請向醫承

通項⽬團隊查詢（電郵︰ec- connect@ehealth.gov.hk）。



香港中醫學會 2023 年博⼠、碩⼠研究⽣招⽣簡介會

2022年中醫持續進修課程現已接受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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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眾多專家授課，歡迎⼤家報讀。

修讀⽇期：2022 年 11 ⽉ 15 ⽇⾄ 2022 年 12 ⽉ 31 ⽇ (⾃⾏安排修讀時間)

費⽤：會員$100 / 非會員$150 (每課)

學分：2 分 (每課)

授課語⾔：國語

學分證書派發⽇期：2023 年 2 ⽉上旬

截⽌報名⽇期：2022 年 1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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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frHEisdNDkVyo53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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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於 11 ⽉ 17 ⽇仍未收到課程連結，請檢查濫發郵件或垃圾郵件。

如有查詢，請 WhatsApp 6674 9208 與本會職員聯絡

2022 冬季持續進修課程 (網上課程)

廣州中醫藥⼤學與本會於2023 年將繼續聯合招收兼讀制博⼠、碩⼠研究⽣。參加中華⼈⺠共和國教

育部⾯向港、澳、台地區招收研究⽣統⼀考試，符合條件者將被廣州中醫藥⼤學錄取， 由學校按照

兼讀制研究⽣培養要求進⾏培養，完成培養計劃並通過論文答辯將獲得廣州中醫藥⼤學頒發的畢業

證書和學位證書。本會已連續五年與廣州中醫藥⼤學聯合培養博⼠、碩⼠研究⽣。歡迎有興趣的相

關專業⼈⼠參加由本會與廣州中醫藥⼤學聯合舉辦的簡介會。

簡介會⽇期及時間：2022 年 11 ⽉ 4 ⽇ (星期五) 晚上 8 時

主講：陸冠儒老師 (廣州中醫藥⼤學港澳台事務辦公室，招⽣與培訓科科⻑)

形式：線上 (ZOOM) 或於學會舉⾏

另外，本會也會安排碩博班畢業⽣分享學習⼼得。

有意報讀者可於  11 ⽉ 1 ⽇ (⼆) 下午 6 時前先填妥以下報名表格，學會職員會個別聯繫。

https://forms.gle/61JLUW8tZYQ2NaCBA

2022 年度會員⼤會暨晚宴 (實體)

香港中醫學會，香港中醫學會教育研究基⾦會，香港中醫學會慈善基⾦會 2022 年度會員⼤會將於 

11 ⽉ 20 ⽇ (星期⽇) 假九龍尖沙咀柯⼠甸道 8 號龍堡國際賓館地下胡應湘堂舉⾏，歡迎各位會員參

加，詳情如下：

⽇期：2022年 11 ⽉ 20 ⽇ (星期⽇)

時間：下午 4 時⾄晚上 8 時

學分：2 分

費⽤：$100 (講座連晚宴，只限本會會員參加)

名額：200 ⼈ (先到先得)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Vu6iPQu4rz3Hw77JA

** 出席⼈⼠須配合政府最新防疫措施 **

王倩教授：香港中文⼤學中醫學院訪問教授，廣州中醫藥⼤學第⼀附屬醫院主任醫師，三級教授，碩⼠⽣導

師。從事中醫針灸教學與臨床⼯作近四⼗年。主持、參與國家級、省級課題多項，在國家級專業雜誌發表獨

立完成論文⼗數篇。治學嚴謹，責任感強，善於針藥結合治療多種臨床常⾒疾病，如：痛症（頭痛、⾯痛、

頸項痛、肩背痛、腰腿痛、痛經等），婦科病（⽉經不調、不孕不育、帶下、慢性盆腔炎、排卵障礙等），

⾯癱、中風後遺症、慢性胃腸炎、⿐炎、痔瘡等病，還對⼀些疑難雜病及症狀進⾏針對性的探討研究，如神

經性⽪炎、帕⾦森⽒綜合征等。關注當代流⾏病、多發病的臨床研究，如對亞健康—慢性疲勞綜合征、糖尿

病、肥胖症、⽉經不調、失眠、各種頑固性痛症、新冠肺炎後遺症等的臨床研究。

汪艷娟博⼠：香港浸會⼤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中醫臨床副教授。專業⽅向腦神經與內分泌。現任世中聯古代

經典名⽅專業委員會第⼆屆常務理事，香港注冊中醫學會執委。1985年畢業於湖南中醫藥⼤學，其後獲碩

⼠、博⼠學位；在新疆醫科⼤學附屬中醫院、湖南中醫藥⼤學附⼀院從事中⻄醫臨床、教學、科研⼯作。

2010年入職香港浸會⼤學中醫藥學院。參加省級科研課題10項，其中主持課題7項，獲獎1項。在國家級雜

誌上發表專業論文30餘篇。參編著作7部，參編規劃教材3部。報刊雜誌發表科普文章30篇。

講者簡介：

講者簡介：

羅頌平教授：

醫學博⼠，博⼠⽣導師，廣州中醫藥⼤學第⼀附屬醫院嶺南婦科病研究所所⻑。第⼆屆全國名中醫；國家中醫

藥領軍⼈才“岐黃學者”；第六、七批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繼承⼯作的導師。嶺南羅⽒婦科流派傳承⼯作室

負責⼈；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嶺南羅⽒婦科診法”代表性傳承⼈。中華中醫藥學會婦科分會名譽主委；中國

中醫藥研究促進會婦科流派分會常務副會⻑；廣東省中醫藥學會常務理事兼整合⽣殖醫學專委會主委。

談勇教授：

南京中醫藥⼤學⼆級教授，博⼠⽣導師，岐黃學者，江蘇省中醫院⽣雪醫學科主任醫師，國醫⼤師夏桂成名醫

⼯作室主任，國家中醫藥局第六、七批 傳承導師，重點學科中醫婦科學科帶頭⼈，江蘇省中醫臨床研究院⽣殖

調節研究所、江蘇省衛建委「強衛⼯程」中醫婦科學臨床研究平台⾸席專家。

現兼任中華醫學會中⻄醫結合⽣殖醫學會、中醫藥學會婦科專業委員會、⺠族醫學會婦科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世界中醫藥聯合會中⻄醫結合⽣殖醫學副會⻑；江蘇省中⻄醫結合⽣殖醫學會主任委員；中華中醫藥學會

醫師規範化培訓與考核分會婦科學組組⻑；主持國家⾃然科學基⾦等多項科研課程。獲江蘇省科技進步⼀、⼆

等獎，教育部科技進步⼀等、⼆等獎，李時珍醫學創新獎，中華中⻄醫結合學會科學技術進步⼀等獎等，中華

中⻄醫結合學會科學技術進步⼀等獎等，發表論文論著 296 餘篇 (部)。

連⽅教授：

全國名中醫，“岐黃學者”，⼭東中醫藥⼤學附屬醫院婦產⽣殖中⼼，國家重點學科帶頭⼈。⼆級教授，博⼠⽣

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任中國中醫藥研究促進會婦產科與輔助⽣育分會主任委員，中華中醫藥學會

婦科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中⻄醫結合學會⽣殖醫學專業委員副主任委員，中國醫師協會⽣殖醫學專業

課程編號 時間 講者 題⽬ 學分 費⽤

16:00 - 17:00 王倩教授 針灸治療多囊卵巢綜合征經驗分享 (國語)

17:00 - 17:15

17:15 - 18:15 汪艷娟博⼠ 病期、病症、體質和微觀檢查四結合診治甲亢 (國語)

18:30 - 20:00

會員⼤會 2
A2022-013 100.00$     

晚宴

課程編號 講者 題⽬ 學分

A2022-014 羅頌平教授 不孕症的中醫診治思路與經驗 2

A2022-015 談勇教授 經典對中醫婦科臨牀的啓迪與思考 2

A2022-016 連⽅教授 中醫藥提⾼卵巢功能不全助孕治療的臨床與實踐 2

A2022-017 湯淑蘭教授 中醫預防和治療新冠以及⻑新冠 2

A2022-018 曾慶明教授 經⽅治療婦科病案例析 2

A2022-019 任青玲教授 中醫藥清除HPV構建宮頸癌⼆級預防 2

A2022-020 趙穎教授 嶺南羅⽒婦科論治婦科⾎證的學術思想以及臨床運⽤ 2

A2022-021 鄭健崗教授 針刺治療中風病的臨床和基礎探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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