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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提提提升升升升社社社社區區區區中中中中醫醫醫醫診診診診所所所所應應應應對對對對傳傳傳傳染染染染病病病病防防防防控控控控能能能能力力力力的的的的培培培培訓訓訓訓》》》》   

課程內容︰  (一 )傳染病流行病學及微生物概述  

   (二 )社區中醫診所環境設施及防控方法  

   (三 )常見急性呼吸道等傳染性疾病中醫藥防治  

課程講者︰    參閱附件  

課程日期：     2022 年 4 月 3 日至 2022 年 5 月 29 日 (逢星期日 ) 

課程時間：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12 時 30 分   

課程形式：     Zoom 網上課程           

課程語言：     粵語或普通話   

課程對象：     註冊中醫師、有限制註冊中醫師、表列中醫師、  

中醫診所相關管理人員   

課程節數：     共 8 節           

課程費用：     全免 (收取押金，達到課程要求後將獲全額退回 ) 

註冊中醫師進修學分︰整個課程最高可獲 24 分  

報名方法：     https://forms.gle/Du5eZtYWfHpGtdwr7 或參閱附件    

 

截止報名：    2022 年 3 月 25 日晚上 23 點 59 分  

查詢︰    梁醫師 (電話： 3917 6559)或 (電郵： u3586013@connect .hku.hk) 

 
       

  



 

 

    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藥發展基金  —「「「「行業支援計劃行業支援計劃行業支援計劃行業支援計劃」」」」現正接受申請現正接受申請現正接受申請現正接受申請   

「行業支援計劃」是中醫藥發展基金其中一主要範疇。 

  

此計劃以行業和大眾為本，協助香港中醫藥行業的發展。行業支援計劃下分為 2個

計劃，包括「中醫藥行業培訓資助計劃(B1-1 計劃)及中醫藥推廣資助計劃(B1-2 計

劃)」及「中醫藥應用調研及研究資助計劃(B2計劃)」。最新推出「合作機構」安排

以及將「學術發布相關費用」納入「中醫藥應用調研及研究資助計劃」（B2 計劃）

內的資助範圍。 

 

下一輪「行業支援計劃」的申請截止日期為 2022年 3月 23日（星期三）。 如有任

何查詢，歡迎致電 2788 5632或電郵至 enquiry@cmdevfund.hk聯絡中醫藥發展基金

執行機構。有關優化措施的詳情、申請資格、涵蓋範圍、資助細節等，請前往瀏覽

計劃網頁 https://www.cmdevfund.hk/content.php?mid=4#cont-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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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聲明聲明聲明﹕﹕﹕﹕ 

♦ 本《簡訊》只傳遞至本會會員及海內外協會友人。 

♦ 如閣下對本會或《簡訊》有任何意見，請將意見通過電郵傳來。 

♦ 如閣下不欲再收到本會《簡訊》，請在回覆電郵主旨欄內寫上
Remove字樣或直接通知本會 (852) 2492-2713。 

♦ 如閣下有友人欲收到《簡訊》，請通過電郵傳來貴友之英文名字、職業、所屬機構與電郵地址。 

♦ 本會電郵地址﹕mcmia@mcmia.org 

 

 



主辦機構 贊助機構

提升社區中醫診所應對
傳染病防控能力的培訓

傳染病流行病學及微生物概述

社區中醫診所環境設施及防控方法

常見急性呼吸道等傳染性疾病中醫藥防治

課程日期： 03/04/2022 – 29/05/2022 (逢星期日)

課程時間：上午9:30至下午12:30 

課程形式： Zoom 網上課程（課程連結將於開課前3天透過郵件發放）

課程語言﹕普通話、廣東話

課程對象﹕註冊中醫師、有限制註冊中醫師、表列

中醫師、中醫診所相關管理人員

課程節數：共8節

課程費用：全免 (收取押金，達到課程要求後將獲
全額退款)

註冊中醫師進修學分﹕整個課程最高可獲24分

報名方法：

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Du5eZtYWfHpGtdwr7

報名截止日期：25/3/2022晚上23:59

https://forms.gle/Du5eZtYWfHpGtdwr7


主辦機構 贊助機構

課堂內容及講者名單

第2部份：社區中醫診所環境設施及防控方法

第3節
17/4

• 社區中醫診所感染控制風險評估及
管理

講者：莊婉珍女士

第4節
24/4

• 社區中醫診所感染防護措施

講者：程棣妍女士

第1部分：傳染病流行病學及微生物慨述

第1節
3/4

• 傳染病的慨念、傳染途徑與分類
• 傳染病的發病機制與流行

講者：司徒永康教授

第2節
10/4

• 傳染病的臨床特徵與診治原則
• 傳染病的預防、計劃免疫措施

講者：司徒永康教授、程棣妍女士

第3部分：常見急性呼吸道等傳染性疾病
中醫藥防治

第5節
8/5

• 新冠肺炎中醫藥防治臨床實踐
• 幾個中藥複方治療新冠肺炎有效性的

臨床證據匯總
• 香港新冠肺炎患者恢服期的中醫藥治療

講者：張忠德教授、林志秀教授、
鍾麗丹博士

第6節
15/5

• 新冠肺炎中醫藥臨證據轉化應用及指引
現況

• 季節性流感
• 禽流感
• 點評：傳染病防治中西醫之異同1

講者：黃譚智媛教授、陳海勇博士、
陳錦華博士、羅翌醫師

第7節
22/5

• 水痘
• 流行性腮腺炎
•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SARS)
• 麻疹
• 點評：傳染病防治中西醫之異同2

講者：黃譚智媛教授、吳瑋博士、
羅翌醫師

第8節
29/5

• 手足口病
• 登革熱
• 猩紅熱
• 點評：傳染病防治中西醫之異同3

講者：黃譚智媛教授、林蓓茵博士、
羅翌醫師

講者名單

司徒永康教授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世界衛生
組織傳染病流行病及控制合作中
心聯席總監

黃譚智媛教授 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榮譽會長

張忠德教授 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教授
廣東省中醫院（廣州中醫藥大學
第二附屬醫院）副院長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應對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專家組副組長

林志秀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副院長、
教授

鍾麗丹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助理教
授

程棣妍女士 香港護理學院感染控制學榮譽院
士

莊婉珍女士 明愛專上學院健康科學院高級講
師
香港護士及衛生管理學院前院長

陳海勇博士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助理教授

吳瑋博士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高級中醫師

羅翌醫師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講師
廣州中醫藥大學教授

林蓓茵博士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副會長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碩士（醫學統
計及流行病學）

陳錦華博士 香港大學內科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臨床療效
評價專業委員會理事
前世界衛生組織環球流感計劃研
究顧問



主辦機構 贊助機構

常見問題

如您有任何疑問，請於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09:30 – 18:00）聯繫本次網上課程的研究助理梁卓龍醫師
(電話：+852 3917 6559)，或電郵至 u3586013@connect.hku.hk。

• 講座內容可以重溫嗎？
答：可以。每一堂課完結後，該堂的講課錄像會上傳至YouTube。
有需要的學員可於1星期內不限次數重複觀看。

• 按金如何繳交？不扣按金的標準是什麼？
答：只能通過郵寄劃線支票繳交按金，不接受支票以外的方式。網上報名後
暫不需要繳交按金，在收到確認報名的電郵後才需繳交按金，按金港幣400元。
本課程不設退學、退款。
完成該期課程後，本院會總結學員出席時數。若達到退還按金的要求（8節課
中出席最少6節課而每節課出席時間達80%），學院將會銷毀按金支票。若未
能達到相關要求者，則會發電郵通知，並兌現支票扣款。本課程不設有部分
退款或退學等安排。
被扣款之金額保留在香港大學銀行戶口，並在整個項目結束後退還予「中醫
藥發展基金」。

• 學分如何計算？
答：計算方法參見下表。

• 可以選擇個別課堂報名嗎？
答：不可以。本課程不設個別課堂報名，學員只可報名參加整個課
程（共8節課）。

進修學分 要求
1分 不遲於開課後20分鐘上線 *

不早於課堂完結前20分鐘離線 *

總在線時間不少於80%*

1分 完成課堂中2條問題（將在課堂中隨機出現）
1分 完成課後問卷
*以Zoom系統記錄時間為準

• 如何獲得學分證書？
答﹕香港註冊中醫師按要求完成課程可獲取學分證書。學員每完成一節
課可獲3個學分，整個課程最高可獲 24 個學分。學分證書將會在課程結
束後，以電郵方式發給學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