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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薰整全護療課程系列  

前言 

香薰護療可以作為一門興趣愛好。無論是為個人使用，還是為幫助有需要的人恢復

健康，瞭解香薰護療均可為自我護理帶來一面新的角度。香薰護療師有信心能夠使

用他們所學的技能，將其作為整體療法減輕每日要面對的生活壓力，這種知識，一

旦學會了，將終身受益。 

香薰護療學習可作為踏入其他輔助療法領域的第一步。通過對人體生理和心理的進

一步理解，可以打開對其他技能和應用的視野。可根據自己的相關經驗，選擇成為

一名香薰護療師，從而進入完全不同的工作領域。 

整體課程系列共有三個單元，分別為： 

一. 保健養生療法 

二. 舒緩身心療法 

三. 美容保養療法 

而近年來香薰護療行業發展蓬勃，從業人員除擁有基本的香薰護療應用知識外，如

懂得香薰精油和配方使用，身體護理及按摩技巧相關技能，定必對發展事業或個人

應用大有幫助。本課程由專業香薰護療高級導師教授正統的專業香薰知識，如精油

的嗅聞，使用研究和個別香薰精油配方之應用方法等。 

課程宗旨 

為學員提供香薰護療知識及應用技巧訓練。 

對象 

凡年滿 18 歲對香薰護療技巧有興趣人士均可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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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薰整全護療課程系列 (一 ) - -保健養生療法  

(HS 34-002-37/ NUHS9012) 

 

學習目標 

本課程指導學員適當地應用香薰精油於日常保健養生，針對改善各種常見都市人身

體健康狀況及瞭解保養身體方法，亦能掌握香薰護療知識，善用香薰作複方調配及

選用合適應用方法，認識保健的知識及基礎技巧。 

課程內容 

1. 認識香薰護療的起源、發展概況、基本理論及概念。 

2. 認識香薰精油的不同提煉方法和特性。 

3. 瞭解各種香薰精油用於日常保健、養生及預防疾病的知識及功效。 

4. 針對及瞭解各種常見都市人身體健康狀況，從而應用香薰精油於日常保健養

生，改善各種身體狀況，例如肌肉疲勞及便秘，以及預防感染提升免疫能力

等，使身體保持健康。 

5. 懂得調配和應用其中１５種常用之香薰精油及５種植物基底油，瞭解其特性、

功效、禁忌、安全使用守則、存放方法及應注意事項。 

6. 掌握調配複方香薰油的技巧和稀釋比例，實習善用不同香薰配方，針對改善各

種常見都市人身體健康問題。 

7. 瞭解掌握相關香薰精油應用方法（如敷療法、按摩等）。 

8. 認識保健的知識及基礎技巧。 

9. 瞭解及掌握作香薰護療服務諮詢，按需要確定調配香薰精油配方，並記錄有關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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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薰整全護療課程系列  

導師 

陳沅盈女士  - IFA 英國香薰國際治療師學會註冊高級導師 

畢業學銜 

出席率達 70%以上學員，可獲發本學院之『修讀證明書』，或 

出席率達 70%以上學員並於期末試合格後，可獲發『修畢合格證明書』。 

課時 

30 小時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7 年 12 月 5 日, 逢星期二 ,晚上 6:30至 9:30 

上課地點 

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66 號 

費用 

港幣 3580 元（包材料費） 

報名手續  

如報讀課程，請親往學院各報名中心呈交填妥的報名表格、學費和所需的證

明文件，或以郵遞方式寄往「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北角英皇道 250

號北角城中心 13 樓，護理學及健康護理部收」，並在信封上註明所報讀課

程。  

 

如以劃線支票或銀行本票付款，抬頭受款人請註明「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或 HKU SPACE。  

 

有關課程資料及查詢，請聯絡 :  

  2975 5688 / 2975 5687 / 2587 3253 

  nursing.health@hkuspace.hku.hk 

  http://hkuspace.hku.hk/programme/subject/nursing-studies-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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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薰整全護療課程系列 (二 ) - -舒緩身心療法  

(HS 34-002-38/ NUHS9013) 

 

學習目標 

本課程令學員認識都市人常見之身心健康狀況，瞭解分析各種狀況，並能掌握香薰

護療知識和技巧，從而幫助舒緩壓力改善身心健康。 

課程內容 

1. 認識香薰護療的起源、發展概況、基本理論及概念。 

2. 認識香薰精油的不同提煉方法和特性。 

3. 瞭解各種香薰精油對嗅覺的影響及心理情緒上的反應。 

4. 認識香薰精油所含化學成份對心理的反應。 

5. 掌握使用香薰精油舒緩身心，減輕和焦慮及壓力相關之狀況，如失眠、精神衰

弱、沮喪等。 

6. 懂得調配和應用其中１８種常用之香薰精油及５種植物基底油，瞭解其特性、

功效、禁忌、安全使用守則、存放方法及應注意事項。 

7. 掌握調配複方香薰油的技巧和稀釋比例，實習善用不同香薰配方，改善身心健

康，得以舒緩。 

8. 瞭解掌握相關香薰精油應用方法（如薰療法、吸納法、按摩等）。 

9. 瞭解及掌握作香薰護療服務諮詢，按需要確定調配香薰精油配方，並記錄有關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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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陳沅盈女士  - IFA 英國香薰國際治療師學會註冊高級導師 

畢業學銜 

出席率達 70%以上學員，可獲發本學院之『修讀證明書』，或 

出席率達 70%以上學員並於期末試合格後，可獲發『修畢合格證明書』。 

課時 

30 小時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7 年 8 月 8 日, 逢星期二 ,晚上 6:30至 9:30 

上課地點 

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66 號 

費用 

港幣 3580 元（包材料費） 

報名手續  

如報讀課程，請親往學院各報名中心呈交填妥的報名表格、學費和所需的證

明文件，或以郵遞方式寄往「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北角英皇道 250

號北角城中心 13 樓，護理學及健康護理部收」，並在信封上註明所報讀課

程。  

 

如以劃線支票或銀行本票付款，抬頭受款人請註明「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或 HKU SPACE。  

 

有關課程資料及查詢，請聯絡 :  

  2975 5688 / 2975 5687 / 2587 3253 

  nursing.health@hkuspace.hku.hk 

  http://hkuspace.hku.hk/programme/subject/nursing-studies-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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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薰整全護療課程系列 (三 ) - -美容保養療法  

(HS 34-002-39/ NUHS9014) 

 

學習目標 

本課程指導學員適當地認識不同皮膚類型和普遍皮膚狀況，並懂得應用天然香薰精

油於美容保養（身體及面部）改善肌膚狀況。根據個人的皮膚狀況及季節的天氣變

化，以效果顯著的天然香薰精油，認識調配不同個人美容護膚方法。 

 

課程內容 

1. 認識香薰護療的起源、發展概況、基本理論及概念。 

2. 認識香薰精油的不同提煉方法和特性。 

3. 認識瞭解及分析不同皮膚類型的狀況。 

4. 瞭解及香薰精油於美容保養的各種護理方法、功效、禁忌。 

5. 瞭解不同皮膚類型，選用適當香薰油配方作出改善。 

6. 懂得調配和應用其中１５種常用之香薰精油及５種植物基底油，瞭解其特性、

功效、禁忌、安全使用守則、存放方法及應注意事項。 

7. 掌握調配複方香薰油的技巧和稀釋比例，實習善用不同香薰配方，針對改善各

種美容保養狀況。 

8. 瞭解及掌握香薰精油的相關應用方法（如按摩、浸浴法等）。 

9. 領略不同香薰精油配方，懂得依據個人的皮膚狀況及季節的天氣變化，以天然

香薰精油，認識調配不同個人美容護膚方法。 

10. 瞭解及掌握作香薰護療服務諮詢，按需要確定調配香薰精油配方，並記錄有關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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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薰整全護療課程系列  

導師 

陳沅盈女士  - IFA 英國香薰國際治療師學會註冊高級導師 

畢業學銜 

出席率達 70%以上學員，可獲發本學院之『修讀證明書』，或 

出席率達 70%以上學員並於期末試合格後，可獲發『修畢合格證明書』。 

課時 

30 小時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8 年 4 月 3 日, 逢星期二 ,晚上 6:30至 9:30 

上課地點 

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66 號 

費用 

港幣 3580 元（包材料費） 

報名手續  

如報讀課程，請親往學院各報名中心呈交填妥的報名表格、學費和所需的證

明文件，或以郵遞方式寄往「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北角英皇道 250

號北角城中心 13 樓，護理學及健康護理部收」，並在信封上註明所報讀課

程。  

 

如以劃線支票或銀行本票付款，抬頭受款人請註明「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或 HKU SPACE。  

 

有關課程資料及查詢，請聯絡 :  

  2975 5688 / 2975 5687 / 2587 3253 

  nursing.health@hkuspace.hku.hk 

  http://hkuspace.hku.hk/programme/subject/nursing-studies-health-c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