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癌症防治高級研習班
課程背景及理念：
癌症是人類健康和生命的「二號殺手」，給人們身體和心理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至今仍有
不少人「聞癌色變」。但今非昔比，目前對於癌症的預防和治療與20年前相比已有長足的進步。目
前對於癌症的治療，西醫有手術、化療、放療、標靶治療、生物免疫調節治療；中醫有中藥、針
灸、氣功、飲食療法及音樂、康復治療等。中、西醫療法各有所長，也各有不足。中西醫應該如
何配合，什麼情況下應該採用何種治療方法，各種治療方法應用時機、先後順序的掌握，療程長
短，中醫治療應該持續多久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是不少中醫師都應該瞭解清楚的。有見及此，
本院於2012年9月推出第一屆癌症防治高級研習班，業界反應熱烈、踴躍參加。
現再次舉辦第二屆研習班，邀請多位對常見癌症有深入研究和豐富防治經驗的專家、學者主
講，旨在建立一個學術交流平臺，讓大家分享專家學者們研究及防治癌症的獨到經驗，提高學員
對防治香港常見癌症的認識和防治水平。
教學形式：教學與研習相結合。42小時理論學習，48小時臨床研習。
授課師資：周宜強教授、錢彥方教授、黃金昶教授、毛小玲醫師、郭岳峰博士、劉宇龍博士、陶
志廣博士。
教學內容：具體內容見附件。
入學資格：
1. *註冊中醫師或表列中醫師；或
2. 對癌症研究或防治感興趣之人士。
上課時間：2013年10月4日開課，逢星期五晚上7：00~10：00。
個別講座將安排在週六及週日舉行，敬請留意。
上課地點：香港浸會大學指定教學中心。
授課語言：普通話 / 廣東話。
費
用：學費港幣$9,600及報名費$200。
招生日期：2013年8月21日至9月6日。
*如屬註冊中醫師者，修畢後可獲頒發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認可之進修中醫藥證書及相應的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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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理論教學（42學分）
講課內容

主講者

1

癌症相關基本知識（1）

郭岳峰

2

癌症相關基本知識（2）

郭岳峰

3

前列腺癌的中西醫綜合治療

陶志廣

4

肺癌中西醫綜合治療

陶志廣

5

癌症放、化療毒副作用的防治

陶志廣

6

肝癌的中西醫綜合治療

錢彥方

7

中醫抗癌思路與實踐

黃金昶

8

抑消三結合治療中晚期癌症

周宜強

9

子宮頸癌的中西醫綜合治療

毛小玲

10

乳腺癌的中西醫綜合治療

毛小玲

11

卵巢癌的中西醫綜合治療

毛小玲

12

鼻咽癌的中西醫綜合治療

劉宇龍

13

胃癌的中西醫綜合治療

劉宇龍

14

膀胱癌的中西醫綜合治療

郭岳峰

上課日期
及時間
2013 年 10 月 4 日
週五，晚上 7：00-10：00
2013 年 10 月 11 日
週五，晚上 7：00-10：00
2013年10月18日
週五，晚上7：00-10：00
2013年10 月25日
週五，晚上7：00-10：00
2013年11月1日
週五，晚上7：00-10：00
2013年11月9日
週六，晚上7：00-10：00
2013年11月10日
週日，上午10：00-13：00
2013年11月10日
週日，下午14：30-17：30
2013年11月15日
週五，晚上7：00-10：00
2013年11月22日
週五，晚上7：00-10：00
2013年11月29日
週五，晚上7：00-10：00
2013年12月6日
週五，晚上7：00-10：00
2014年12月13日
週五，晚上7：00-10：00
2013年12月20日
週五，晚上7：00-10：00

學分

42

本學院保留更改中醫藥專題講座內容的權利。

二、臨床研習（48學分）
1. 理論授課完畢後，安排學員到門診跟隨臨床帶教老師研習12節，每節4小時，共48小時。
2. 研習地點：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中醫藥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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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講者簡介：
周宜強
男，1977 年畢業于河南中醫學院，先後擔任河南省中醫院院長、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院長、
中華中醫藥學會中醫腫瘤臨床中心主任、中華中醫藥學會國衛醫藥科技發展中心主任、中國中醫
藥管理雜誌社社長、全國民營醫院管理學會主任委員、衛生部全國衛生產業企業管理協會副會長
等職務。
周宜強教授是我國中醫腫瘤學科的學科帶頭人，承擔多項國家十五攻關專案及省部級重點攻關課
題，如：“提高肺癌中位生存期的治療方案研究”、“肺保丹對中晚期肺癌的臨床及實驗研究”、
“肝毒清對中晚期肝癌的實驗研究”、“通道化噎丸對晚期食道癌臨床及實驗研究”等先後獲得
科技進步獎。主持研究的抗病毒性肝炎新藥“肝膽舒康膠囊”、“肝膽舒貼”、“乙肝康膠囊”
等已投放市場，產生了很好的社會效益。主編的《實用中醫腫瘤學》、《臨床中醫腫瘤學》、《實用
中西醫腫瘤內科治療手冊》、《新編中醫內科臨床指南》、《實用藥物手冊》、《肝病防治新論》等 21
部醫學著作多次在國內外再版。
周宜強教授在國內外率先提出“抑消三結合”的綜合療法治療中晚期腫瘤基本原則。“抑”就是
抑制其腫瘤的復發與生長，多用扶正培本，攻補兼施的治法，達到延長生命提高生存品質的目的；
“消”是以活血化瘀，以毒攻毒，軟堅散結治則為主，達到消減，消失腫瘤之效果；“三結合”
即“中醫藥與西醫藥結合，中醫藥與現代科技手段結合，局部治療與整體治療結合的”三結合方
法，開創了中醫治療腫瘤的新途徑。
周宜強教授勤于研究，注重臨床實踐，醫術精湛，醫德高尚，善待每一位病人，為成千上萬的在
絕望中掙紮的癌症患者，帶來了生的希望。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義大利、日本、澳大利
亞、韓國及東南亞地區的癌症患者不斷慕名而來，不少患者在他獨特的中醫腫瘤治療體系的醫治
下得以治癒，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癌症治療奇跡，他多次應邀到英國、美國，法國、俄羅斯、日
本等開設中醫腫瘤學術講座，為國家贏得了榮譽，2001 年被衛生部評為德藝雙馨醫務工作者。
黃金昶
男，生於 1966 年 4 月，醫學博士，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畢業於北京中醫藥大學，精通
腫瘤的中西醫診療，在提高中晚期腫瘤患者生活品質、延長生存期等方面取得較大成績。擅長中
醫藥抑瘤，提出中醫藥消瘤應重視“溫陽”“破血”“通利二便”“以毒攻毒”四大治法等觀
點。對肝癌、肺癌、胃腸道癌、乳腺癌、腎癌、骨腫瘤、膀胱癌、淋巴轉移瘤、肉瘤等病療效顯
著。並對放射性肺炎、放射性腸炎、頑固性呃逆、晚期腫瘤進食水嘔吐、惡性胸腹水、門靜脈癌
栓等疑難併發症方面亦取得很好療效。對肉瘤、門靜脈癌栓的治療有獨特見解。
獲北京市科技進步三等獎等獎項 2 項（酵母機能診斷法檢測人體各種腫瘤細胞株 P53 機能狀態及應
用）
，專利 1 項（1 種治療肉瘤的藥物及其製備方法）
，目前負責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面上項
目 3 項（扶正增效方對肺腺癌放射增敏的表基因機制 NO.30271653；扶正增效方對肺腺癌放射增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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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因表達譜研究 NO.30371823，應用比較蛋白組學研究中藥放射增敏的蛋白靶分子），參加“十
五”攻關課題、衛生部重大項目等課題 6 項。擔任中華中醫藥學會腫瘤專業委員會等 3 個二級學會
委員，
《中華中西醫雜誌》等 3 個雜誌編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評審專家，主編、副主編專著 5 部，
發表學術論文 40 餘篇。
錢彥方
男。海軍總醫院中醫科主任、主任醫師，教授，解放軍軍醫進修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錢彥方主
任從事中醫 35 年，具備中西醫結合內科臨床、科研、教學的創新水準和能力。研製出針對不同病
症、組方嚴謹的升薏燮理湯、夏淩腫瘤顆粒、克鼻敏噴劑、魚果理肺湯、黃連仙靈安神湯、嗣育
生精湯等有效方劑。對腫瘤、免疫性疾病、失眠症、高血壓病、熱性病、男性病、面神經麻痹、
糖尿病併發症、子宮內膜異位症等疑難病症有較深的研究。正從事的學科是中西醫結合治療腫瘤
的臨床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中藥治療和協助治療肺癌療效的臨床研究；失眠證的辨證分型和中醫藥應用研究；
變應性鼻炎的中醫藥治療研究。已主持完成全軍醫學科研課題六項，參與國家自然基金委、國家
教育部課題兩項，在研課題兩項。已獲醫學科研成果、全軍醫學科技進步三等獎七項，中華中醫
藥學會醫學科技獎一等獎、三等獎兩項，北京市科技進步二等獎一項，中國中醫科學院醫學科技
獎一項，全軍青年醫學優秀論文獎一項，醫院新技術成果三等獎一項。在中醫藥學術上不斷探索，
具有很深的造詣，主編、合編專著 8 部，在國內外發表論文 60 餘篇。

講座及臨床帶教老師簡介：
董汝玲教授
董教授 60 年代畢業於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系，中醫內科臨床 37 年，曾任北京中日友好醫院主任醫
師；榮獲中國首批百名專家榮譽證書，編入《中國當代高級醫師大全》。董教授在國家級學術刊
物和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 40 餘篇，獲優秀論文獎、金獎多篇，參與撰寫「名老中醫臨床經驗」
一書。具有豐富的臨床、科研、教學經驗，主持並主要參與＂七五＂、＂八五＂國家級攻關科研
課題，負責學術指導工作。擅長治療心、腦、腎病、腫瘤及晚期腫瘤、血小板減少及增多症、骨
髓纖維化等血液病。
毛小玲醫師
毛醫師1982年畢業於廣州中醫藥大學，來港履新前為中醫教授、主任醫師，系全國中華中醫藥學會
廣東分會腫瘤專業委員會委員、省仲景學術委員會委員。師從全國著名中醫腫瘤專家 - 中國中醫
藥研究院研究員陳業勤教授。毛醫師從醫三十多年，臨床經驗豐富，治學嚴謹，博採眾長，對內
科複雜疑難病有獨特見解，尤其在腫瘤專業有較深造詣；她用中藥治療各種惡性腫瘤有顯著療效，
有的病例能縮小瘤體、有的帶瘤生存（正常生活與工作），能緩解臨床症狀，明顯改善患者生活
品質，提高生存率，延長患者生命；亦能有效防治放化療引起的各種副反應，並對婦科各種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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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月經病、流產、更年期綜合征、婦科腫瘤等有深入研究。毛醫師曾主持多項省市級科研課題，
亦在國家級雜誌發表論文多篇，並獲廣州市優秀教師稱號。
郭岳峰博士
1983年畢業於河南中醫學院醫療系，獲醫學學士學位。1987年於天津中醫學院獲醫學碩士學位。同
年7月配至河南省中醫藥研究院附屬醫院婦科工作。1990至1991年在河南省腫瘤醫院內科深造1年，
1991年主持組建腫瘤科，任腫瘤研究室副主任。1996年晉升為副主任中醫師，並當選為第二屆中國
中醫腫瘤專業委員會河南省分會委員。從事中醫、中西醫結合內科及婦科臨床、教學、科研工作
近20年，臨床、教學經驗豐富，擅長治療各種中晚期癌症∶如肝癌、肺癌、食管癌、胃癌、腸癌、
乳腺癌、卵巢癌、子宮癌及白血病等；癌前病變∶萎縮性胃炎、慢性結腸炎、乳腺增生症等；各
種關節炎（頸、肩、腰、腿、手、腳痛）症、哮喘及泌尿系疾病等。2000年7月調入河南省中醫院，
2003年12月晉升為教授、主任中醫師。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出版專著8部，包括主編《腫瘤病診
療全書》及《癌症獨特秘方絕招》，獲得科研成果2項。2005年12月當選中華中醫藥學會腫瘤分會
委員。
劉宇龍博士
從事中醫及中西醫結合腫瘤病臨床、科研和教學工作20年。擅長治療肺癌、肝癌、鼻咽癌、乳腺癌、
惡性淋巴瘤、食管癌、胃癌、大腸癌、卵巢癌以及內科疑難雜病等。對應用中醫藥防治惡性腫瘤
術後復發轉移、以中醫藥對放/化療減毒增效有深入研究。劉博士專注中西醫合療腫瘤專科已有15
年，在多位中西醫腫瘤名家的指導下，形成了一套特色的診治腫瘤的方法 – 三調三攻抗癌法，
即調心、調胃、調體、攻癌、解毒、排毒。曾發表專業學術論文20餘篇、出版《專科專病中醫臨床
診治叢書—腫瘤科/血液科專病中醫臨床診治》(副主編)等專著2部、主持衛生部及廣東省科學研究
基金等共4項，參與國家級等課題3項、並獲山東省科學技術獎等獎項2項等。
陶志廣博士
2002年畢業於河南中醫學院，獲中醫內科學腫瘤科碩士學位；2005年於廣州中醫藥大學獲中西醫結
合臨床腫瘤科博士學位，及後一直從事腫瘤科臨床工作，來港履新前為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
醫院副主任中醫師。現為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一級講師及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註冊
中醫師。陶博士從事中醫腫瘤專業研究十餘年，於中醫及中西醫結合綜合治療範疇積累了豐富的
臨床經驗，尤其對放化療毒副反應的緩解及晚期腫瘤病人的姑息治療有良好的治療效果。擅長治
療各種中晚期癌症，如肺癌、肝癌、大腸癌、乳腺癌、胃癌、食道癌、鼻咽癌及惡性淋巴瘤等；
呼吸、消化系疾病等。近年來尤致力於經方對腫瘤的治療研究，側重於方證、腹診及體質學說在
腫瘤臨床中的運用，具有較好體會和臨床心得。曾參與國家科技部「十五」攻關課題、廣東省科
技廳、廣東省中醫藥管理局、廣州中醫藥大學等各級研究課題多項；主持廣東省中醫藥管理局課
題一項。獲得國家教育部、廣東省政府等各級獎勵三項。曾發表專業學術論文十多篇，參編《中
醫腫瘤學》、《鼻咽癌的中西醫結合治療對策》等專著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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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癌症防治高級研習班
報名表格
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

___________ (英文)：

性別：

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證號碼：

聯絡電話：

__________

註冊中醫師/表列中醫師編號:

______ _____

(

)

_______

通訊地址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
___ __ _______
電郵：

_______ ___ _______

報名及查詢
1. 請填妥報名表格連同報名費(港幣$200)及學費(港幣$9,600)之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浸會大
學」)寄回/交回本辦事處 (九龍塘浸會大學道7 號賽馬會中醫藥學院大樓2樓205D室)。
2. 一經報名，所繳交之報名費用將不予退還。若課程未能開辦，已交費用將全數退回。
3. 所有獲接納報讀本課程之申請者會個別收到錄取通知信。若於開課前一週仍未接獲通知，請向
本部查詢。
4.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411 2501 / 3411 2912 與本部職員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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