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醫師培訓課程 - 新冠肺炎的中醫治療及感染控制」課程須知
贊助方：中醫藥發展基金

主辦方：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教學方法

課程以 Zoom 軟件在網上進行，以遙距視像模式進行講授。參加者須預先下載 Zoom。

課程內容大綱
每節課 2.5 小時，另加該節課錄影課堂全部結束後，主辦方匯總錄影班參加者提問發給講

者，講者錄製最多 0.5 小時的答問影片。每星期一節課，整個課程共有 8 節課。中醫部
分及現代醫學部分大約各佔一半課時，以下兩表為課程的主要內容：
表 1.課程內容
現代醫學部分（首四節課）
第一、二節課
1. 新冠肺炎的基本介绍（eg 基礎生物
學、主要症狀體徵及檢查、檢測方
法、流行病學、疾病負擔及預後、西
醫治療）
2. 新冠肺炎與其他傳染病的比較

中醫部分（最後四節課）
第五、六節課
1. 中醫藥治療“疫病”的歷史源流
2. 傷寒論對防治新冠肺炎的啟示
3. 溫病學對防治新冠肺炎的啟示

第三、四節課
1. 新冠肺炎疫苗現況
2. 需要呈報及轉介個案的定義、流程及
注意事項
3. 個人——保護裝備及洗手步驟演示
4. 中醫診所——感染控制措施
5. 基本生命表徵觀察技巧

第七、八節課
1. 中醫對新冠肺炎的認識
2. 中醫如何辨治新冠肺炎
3. 中醫藥防治新冠肺炎經驗分享

初步講者名單

第一、二節課： 基督教聯合醫院病理部副顧問醫生 - 鄭彗凝醫生
第三節課：思邈健康有限公司醫療總監 - 譚一鴻醫生
第四節課：思邈健康有限公司項目經理 - 區俊樂護士
第五節課：廣州中醫藥大學教授及傷寒論教研室主任 – 李賽美教授
第六節課：南京中醫藥大學溫病學教研室教授 – 龔婕寧教授
第七節課：湖北中醫藥大學教授及博士生導師 – 沈忠源教授
第八節課：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副院長– 鄭福增教授

課堂時間表

課程總共舉辦 3 期，3 期內容基本相同。每期的每一節課：
直播課堂（1 班）時間為指定星期日上午 10:00-12:30，
錄播課堂（6 班）時間為指定星期一至六夜晚 19:00-21:30。
【舉例：若您選擇星期二班（錄播班）
，請於下述每星期二上堂，8 堂課共 8 個星期】
表 2.課堂時間表
期數 no.

第二期

課堂
節數

直播課堂班次

1

21/3/2021 ⽇

22/3/2021-27/3/2021 一至六
29/3/2021-1/4/2021 一至四

2

28/3/2021

⽇

3

11/4/2021 ⽇

12/4/2021-17/4/2021 一至六

4

18/4/2021 ⽇

19/4/2021-24/4/2021 一至六

5

25/4/2021 ⽇

26/4/2021-1/5/2021 一至六

6

2/5/2021 ⽇

3/5/2021-8/5/2021 一至六

7

9/5/2021 ⽇

10/5/2021-15/5/2021 一至六

8

16/5/2021 ⽇

17/5/2021-22/5/2021 一至六

⽇期

錄播課堂班次

星期

⽇期

星期

9/4/2021-10/4/2021 五至六

備註

2/4-8/4
復活節假期

收生條件及人數

不論是直播課程或錄播課程，報讀人士必須為在港具執業資格的中醫師，包括註冊中醫師、
有限度註冊中醫師及表列中醫師。
為確保教學質素及網上教學行政安排的流暢度，每堂課人數上限為 100 人。若參加者均
報讀一整個課程，則每期人數上限為 700 人。
我們將會優先取錄沒有就讀第一期課程的學員。

評核方法及要求

學院為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認可的 「提供進修項目機構」，註冊中醫完成本課程
可獲進修分數及出席證明，其評核方法主要為參加者的在線情況及在網上評核問卷中所取
得的分數，以便能更清楚評估學員的學習效果。具體情況如表 3 及表 4：
表 3.參與每節課堂所得之進修學分條件
進修學分
要求
1.5 分
以註冊編號 / 有限制註冊編號 / 表列中醫編號登入
相應的上課時段在線率^達 80%或以上

不遲於開課後 15 分鐘上線
不早於課堂完結前 15 分鐘離線
完成課堂一次（不定時間、15 分鐘內）網上簽到（如谷歌問卷）
1 分#
以註冊編號 / 有限制註冊編號 / 表列中醫編號登入
相應的上課時段在線率達 80%或以上
不遲於開課後 30 分鐘上線
不早於課堂完結前 30 分鐘離線
^參與者的課堂在線時間以 Zoom 記錄時間為準。
#此要求同時亦為完成課程後退還報名按金的要求（詳見「費用」部分）
表 4.參與評核所得之進修學分條件
進修學分
要求
1分
課堂完結 30 分鐘內完成網上評估（選擇題為主，如以谷歌問卷）
取得 80%或以上分數*
0.5 分
課堂完結 30 分鐘內完成網上評估（選擇題為主，如以谷歌問卷）
取得 60%或以上分數
*評核問卷分數以谷歌問卷自動生成的分數為準，以參加者第一次回答分數為準。
參與考核得到學分的前提是參加者至少達到表 3 得到 1 分的要求。
因此，參加者每節最高可獲得 2.5 分，最少 0 分，故整個課程（8 節）最高可獲 20 分，
與總學時 20 小時相應，基本符合中醫師進修學分的獲得標準。學分以每節課在線及評核
情況進行計算，即若報讀整個課程的醫師，僅參與大於等於 1 節、小於 7 節（8 成）的課

程，仍可獲得參與的個別課程的對應學分。
成功通過評核的香港註冊中醫師學員會獲發相應的學分證書，學分證書以循環為單位。所
有學分證書會在每一個循環完結後製作完成，交予項目負責人，參加者需自行到香港浸會
大學領取，電子證書尚在商議中。
有且只有香港註冊中醫師才能領取學分證書，有限度註冊中醫師及表列中醫師則不能獲得。

本院保留最終修改及解釋權利。

報名方法及时间

第一期兩次公開報名時段：
1.

首階段報名（報讀整個課程）[報名開始~2021 年 3 月 4 日 23:59]：

只供報名參加整個課程（即八節課）人仕報讀，報名人仕必須選擇同一班，並設有三個志
願，若報名人數超出課程名額，將以抽籤形式按志願排序。
僅供網上報名。

報名鏈接： https://forms.gle/MtGJs62HP8GRrQ619

QR code：

2.

第二階段報名（報讀一節課）[公佈第一輪報名結果後~每節實時課上課前 5 天]：

僅會在首階段報名後課堂仍有空缺時進行。報名人仕可報讀最少一節或最多八節課。但基

於公平原則，若有學員重覆報讀不同循環的同一節課，將會讓未報讀過該課程的學員優先
就讀。報名鏈接及 QR code 同上。

繳交按金

成功報讀的參加者將會於 2021 年 3 月 8 日或之前，收到分班結果及要求繳交按金的電
郵，需要繳付按金以確認接受。一次性報讀整個課程需繳付港幣 400 元，若每次報名只
報讀一節課則每節為港幣 100 元。繳交按金的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3 月 20 日

缴付按金的方式有兩種，均須填寫《按金繳交表格》
：
1.

電郵或郵寄信用卡授權；

2.

郵寄支票。

本院確認收到信用卡授權表格或支票後，即視為報名完成。請保證填寫資料真實完備，若
最終扣款失敗，本院保留權利禁止該參加者參與後續任何由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舉辦
的進修項目。扣款將統一安排在完成該期所有課堂（即 8 節課）後，不設部分退款或退學
退款等安排。
報讀整個課程的學員必須參加至少 6 堂課，且每次參與都符合表 3 獲得 1 分的要求方可
獲得全額退款（不被扣款）
；而只報讀一節課的則必須符合表 3 獲得 1 分進修學分的要求
才能獲得全額退款（不被扣款）。若參加者未完成退還按金的課程要求，則會於每一期結
束時發電郵通知參加者、並進行扣款。
被扣款之學員金額將會保留在大學的銀行戶口，並在整個項目結束後退還予「中醫藥發展
基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