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針灸學會 會立香港針灸醫學院 

2021年下半年 持續進修講座課程安排 

月份 日期 編號 講 題(暫定) 導師 

7月 

20210705 21021 香港註冊中醫專業守則研討 陳家澤博士 

20210712 21022 《傷寒論》中的針方 熊嘉瑋博士 

20210719 21023 頸背傷筋的治療概述 馮沃君博士 

20210726 21024 月經病的中醫治療思路 謝慧雯博士 

8月 

20210802 21025 針灸處方學之---疏肝理氣方 熊嘉瑋博士 

20210809 21026 小兒脾胃病辨證(續) 梁鳳英醫師 

20210816 21027 方劑中(對藥)的數量運用 郭偉健博士 

20210823 21028 健康由飲食開始 曾廣南博士 

20210830 學會假期 

9月 

20210906 21029 《黃帝內經》選讀 陳家澤博士 

20210913 21030 脾胃論治肝病 葉旭祥博士 

20210920 中秋節假期 

20210927 21031 平衡針療法應用 方幫助博士 

10月 

20211004 21032 濃縮中藥在婦產科中的應用 陳仿陽博士 

20211011 21033 骨傷科中藥的配伍應用 馮沃君博士 

20211018 21034 腹針治療醫案探討 何建新博士 

20211025 21035 《醫學三字經》之咳嗽篇 曾學文博士 

11月 

20211101 21036 針灸持脈論說 陳家澤博士 

20211108 21037 中醫治療病毒性感染的優勢 李家樂博士 

20211115 21038 淺談經筋病 周嘉儀博士 

20211122 21039 前列腺疾病中西結合診治 鄧國樑博士後 

20211129 學會假期 

12月 

20211206 21040 用藥之道 黃美施博士 

20211213 21041 病患肌(患肌)簡易鬆解法 郭偉健博士 

20211220 21042 中醫診治乳病 鄧梓雅醫師 

20211228 聖誕節假期 

 

上課地點：九龍旺角砵蘭街 280號 17樓 

上課時間：20：00—22：00 

報    名：請上課當日 6：00pm前致電香港針學會 27876348報名。實體課與 Zoom課同時進行。 

 



香港針灸學會 會立香港針灸醫學院 

專業證書課程 (2021-2022年) 

 
 針灸專業專科證書課程---- 一年制針灸證書課程(初階) (四十講) 

編    號：D21009 

上課日期：2021年 11月 2日至 2022年 8月 30日 逢星期二 

上課時間：20：00–22：30  ( 共 100小時) 

導  師：熊嘉瑋博士 

費    用：報名費：HKD100.00 (開班後退回) 

          學  費：會員 HKD15,000元，非會員 HKD18,000元  

內  容：中醫學基礎 12講 、 針灸學基礎(經絡腧穴學)12講、 

針灸治療學(16講) 

要    求：1‧對中醫針灸有興趣；2‧接受在自身或同學間針刺練習。 

招收人數：12-15人 

報名日期：2021年 8月 30日截止  (開班與否，視收生人數面定) 

 

 針灸專業專科證書課程之中醫學基礎(12講) 

編    號：D21009A 

上課日期：2021年 11月 2日至 2022年 1月 25日 逢星期二 

上課時間：20：00–22：30  ( 共 30小時) 

導  師：熊嘉瑋博士 

費    用：會員 HKD4,500元，非會員 HKD5,400元  

內  容：中醫學基礎(陰陽、五行學說，臟腑學說，氣血津液學說； 

病因病機學；四診、八綱辦證；治則治法；解剖學基礎等。)  

要    求：對中醫、針灸有興趣。  

招收人數：12-15人 

報名日期：2021年 8月 30日截止  (開班與否，視收生人數面定) 

 

 針灸專業專科證書課程之針灸學基礎(12講) 

編    號：D21009B 

上課日期：2022年 2月 15日至 2022年 5月 10日 逢星期二 

上課時間：20：00–22：30  ( 共 30小時) 

導  師：熊嘉瑋博士 

費    用：會員 HKD4,500元，非會員 HKD5,400元  

內  容：經絡腧穴學(十四經脈、奇經八脈的循行、主病；常用腧穴的定位、 

功效、主治等) 

要    求：1.對中醫針灸有興趣。 2‧接受在自身或同學間針刺練習。 

招收人數：12-15人 

報名日期：2022年 1月 15日截止  (開班與否，視收生人數面定) 

 

 針灸專業專科證書課程之針灸治療學(16講) 

編    號：D21009C 



上課日期：2022年 5月 17日至 2022年 8月 30日 逢星期二 

上課時間：20：00–22：30  ( 共 30小時) 

導  師：熊嘉瑋博士等 

費    用：會員 HKD6,000元，非會員 HKD7,200元  

內  容：三十個常見病證的針灸治療 

要    求：1.對中醫針灸有興趣； 2‧接受在自身或同學間針刺練習。 

招收人數：12-15人 

報名日期：2022年 1月 15日截止  (開班與否，視收生人數面定) 

 

報    名：香港針灸學會  27876348 星期一至五 11：00~19：00 

上課地點：香港針灸學會  九龍旺角砵蘭街 280號 17樓。 

證    書：出席 80%以上可穫香港針灸學會簽發《修業證明書》； 

           註冊中醫可穫相應學時的進修學分證明。 

 

 中醫脈學入門班 (十二講) 

編    號：D21010 

上課日期：2021年 11月 4日至 2021年 1月 27日 逢星期四 

上課時間：20：00–22：30  ( 共 100小時) 

導  師：陳家澤博士 

費    用：報名費：HKD100.00 (開班後退回) 

          學  費：會員 HKD7,200元，   非會員 HKD8,400元  

內  容：中醫四診之脈診，常用見脈象及實際操作 

要    求：1.有基本中醫知識；2.學員間可互相練習  

招收人數：12-15人 

報名日期：2021年 9月 30日截止  (開班與否，視收生人數面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