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ganizer 主辦機構 :

「中西醫醫學平台」
IJOP 網上培訓課程 
課程名稱

「中醫和西醫應對皮膚反應與疾病」
SKIN REACTIONS AND DISEASES: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pproaches

課程對象

中醫、西醫及醫療衛生業界

開課日期

2022年3月7日

授課時數

15小時 (共10堂, 每堂1.5小時)

授課語言

廣東語/國語為主，英語為輔

費用
上課形式

報名請點撃
或掃瞄QRcode

課程費用全免
網上平台課程影片播放, 學生自定時間上課

中醫西醫實在有必要兼併汲取雙方的知識和經驗,

中西醫協作在香港已成大勢, 中醫醫院

亦在建立中。發展仍需努力耕耘, 分析中西醫各獨特優勢, 交流凝聚共識。
「中西醫醫學平台」 IJOP成立的目的, 正正是為了構建一個有利具體落實中西醫協作的環境,
讓各方專長人士群策群力、各盡其才、發揮創意。為此, IJOP 平台於今年增設全新網上課元平
台, 採用嶄新課程管理模式, 推出網上培訓課程系列。參課者可見, 其中滙聚一眾頂尖的中西醫
界專家學者, 更有中西醫學基礎講座，彰顯中醫、西醫及中西醫結合治療皮膚專病的成效, 以求
擴闊、提升整體醫療效果, 才能達到對病人真正的醫治。目標提供指導, 營造中西醫結合實踐框
架, 共同推進中西醫結合醫學, 彌補在香港市場上中西醫結合醫學相關課程的不足。

余秋良 IJOP總籌
報名

本課程現正接受報名, 首輪報名截止日期為2022年2月27日。
* 在皮膚病防治工作上具備三年或以上臨床經驗者可獲優先考慮。

課程細則

➢ 名額 30 名
➢ 需完成每堂的選擇題考核, 並在全課程中取得合格分數60分或以上。

CME/CNE
證書

經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行政管理

查詢

如有任何查詢, 請致電 3575 8603 或電郵至 ijopevent@hkaim.org.hk 。

Funding Organization 資助機構 :
Any opinions, findings, conclusions or recommendations expressed in this material/event (or by members of the project team) do not reflect the view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or the Vetting Committee of the General Support Programme of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在本刊物／活動內 (或由項目小組成員) 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科技署或創新及科技基金一般支援計劃評審委員會的觀點。

「中西醫醫學平台」網上培訓課程 
「中醫和西醫應對皮膚反應與疾病」
SKIN REACTIONS AND DISEASES: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pproaches
* Chinese Medicine (CM)
* Western Medicine (WM)

課堂及講者
題目

講者

Basis of CM-WM integration in Dermatology

Dr. YU Chau Leung Edwin
余秋良中醫西醫

中西醫兩面性基礎醫學(皮膚病患)

IJOP 總籌
Skin diseases: CM and WM approach to diagnosis

Dr. HO Chui Fong Mimi

皮膚病: 中西醫的診斷和方法

何翠芳中醫西醫

Eczema and skin reactions: Basic problem and
modern modalities of treatment

Dr. CHAN Chun Yin Johnny
陳俊彥醫生

濕疹與皮膚反應: 基本病理與現代治療方式

皮膚及性病科專科

Eczema: CM therapies

Prof. FU Wenshu, CMP
符文澍教授

中醫如何治理濕疹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客座副教授
Facial dermatitis and Folliculitis: WM approaches
西醫如何治理面部皮炎及毛囊炎

Dr. CHAN Hau Ngai Kingsley
陳厚毅醫生
皮膚及性病科專科

Facial dermatitis and Folliculitis: CM approaches
中醫如何應對面部皮炎及毛囊炎

Dr. HUANG Feili, CMP
黃霏莉中醫師
中醫皮膚科、中醫美容科

Skin problems in cancer patients: CM therapies
中醫治理癌症患者的皮膚問題

Prof. LIU Yulong, CMP
劉宇龍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中醫臨床教授

Searching for the causative agents
搜查致病反應的原因

Dr. CHAN Wai Ming Alson
陳偉明醫生
兒童免疫、過敏及傳染病科專科

Methods and success of skin therapy in CM
中醫皮膚治理之方法及效用

Dr. HUANG Feili, CMP
黃霏莉中醫師
中醫皮膚科、中醫美容科

Overview of CM-WM integrative skin therapy

Dr. YU Chau Leung Edwin

中西醫皮膚治理概要

余秋良中醫西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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