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is is an exempted course under the Non-Local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 Ordinance. 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本課程屬獲豁免課程。
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 to which this course may lead.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These are exempted courses under the Non-Local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 Ordinance. 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這些課程屬獲豁免課程。
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 to which these courses may lead.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這些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The course operator is applying for exemption under the Non-local Highe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 Ordinance. 課程主辦人正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辦理豁免註冊手續。
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 to which this course may lead.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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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深造文憑（疼痛學）
課程編號：CM058A

報名代碼：2145-CM058A

3762 4315 jojo.poon@hkuspace.hku.hk

本課程的目標是培養中醫疼痛診療的專業人才。課程為對中醫疼痛學理論和基本方
法有一定認識的中醫師提供學習機會，使其能夠運用中醫療法對臨床多種常見痛症
做出診斷及提出中醫綜合治療策略並能準確施行治療方法，做出療效評估，並結合
臨床實踐提出發展中醫臨床疼痛學的個人觀點。

申請人應該：
- 持有認可大學頒授的中醫學學士學位；或
- 為註冊或表列中醫師（報名時請連同註冊中醫執業證明書或表列中醫通知書副本一併提
交）。

申請人或須參加中文水平筆試或經課程遴選小組面試。
註：完成課程後，註冊中醫師可獲不多於217分的註冊中醫師持續進修分數。

HK$25,500
報名費用：HK$150

1年 普通話輔以粵語

資歷架構級別：6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5/002838/L6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15年9月1日 - 持續有效

中醫學深造證書（腫瘤學）
課程編號：CM057A

報名代碼：2145-CM057A

3762 4315 jojo.poon@hkuspace.hku.hk

本課程的目標為培養腫瘤病中醫診療的專業人才。課程為中醫師提供學習機會，使
其能夠對臨床多種常見腫瘤病在中醫診斷和中西醫鑒別診斷的前提下，找到中醫切
入點，制定中醫綜合治療策略，施行治療方法，應用於臨床實踐，並提出對中醫腫
瘤學理論或中醫腫瘤療法的個人見解，分析中醫腫瘤學在整體醫療系統中的作用。

申請人應該：
- 持有認可大學頒授的中醫學學士學位；或
- 為註冊或表列中醫師（報名時請連同註冊中醫執業證明書或表列中醫通知書副本一併提
交）。

申請人或須參加中文水平筆試或經課程遴選小組面試。
註：完成課程後，註冊中醫師可獲不多於127分的註冊中醫師持續進修分數。

HK$17,500
報名費用：HK$150

1年 普通話輔以粵語

資歷架構級別：6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5/002837/L6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15年9月1日 - 持續有效

中醫學深造證書（臨床婦科學）
課程編號：CM022A

報名代碼：2055-CM022A

3762 4315 jojo.poon@hkuspace.hku.hk

本課程的目標為培養婦科病中醫診療的專業人才。課程為中醫師提供學習機會，使
其能夠對臨床婦科常見病和疑難病有系統性認識，在現代中醫診斷和鑒別診斷的前
提下，制定專科治療策略，施行治療方法，應用於臨床實踐，並提出對臨床中醫婦
科學理論或實踐的個人見解。

申請人應該：
- 持有認可大學頒授的中醫學學士學位；或
- 為註冊或表列中醫師（報名時請連同註冊中醫執業證明書或表列中醫通知書副本一併提
交）。

申請人或須參加中文水平筆試或經課程遴選小組面試。
註：完成課程後，註冊中醫師可獲不多於132分的註冊中醫師持續進修分數。

HK$18,000
報名費用：HK$150

1年 普通話輔以粵語

資歷架構級別：6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3/000437/L6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13年10月20日 - 持續有效

疼痛學深造文憑（中西醫協作）
課程編號：CM089A

報名代碼：2070-CM089A

3762 4210 elle.mak@hkuspace.hku.hk

本課程旨在教授中西醫學對痛症的認識、診治和綜合管理，提升西方醫學臨床痛症
管理團隊（包括西醫、牙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註冊護士和臨床心理學家）
及中醫師綜合運用相關知識，藉此提升管理常見痛症的能力。
完成課程後，學生應能夠：
（一） 闡釋中、西醫學對疼痛成因的認識，及評估、診治方法的異同；
（二） 分析和闡釋中、西醫對常見痛症和不典型痛症的診療和管理方案；
（三） 運用中西醫學協作模式制定臨床痛症個案管理的方案；
（四） 對中西醫協作進行臨床痛症管理表達個人見解。

申請人應該為：
- 香港註冊中醫；或（報名時請連同中醫註冊證明書及註冊中醫執業證明書副本一併提交）
- 香港表列中醫；或（報名時請連同表列中醫通知書副本一併提交）
- 香港註冊西醫；或
- 香港註冊牙醫；或
- 香港註冊物理治療師；或
- 香港註冊職業治療師；或
- 香港註冊護士；或
- 香港認可臨床心理學家。
其他申請人必須擁有相關學士學位，並提供不少於一年的疼痛管理工作經驗證明。
申請人或須參加遴選小組面試。

HK$48,200
報名費用：HK$150

1年 粵語輔以英語

資歷架構級別：6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22/000246/L6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22年7月1日 - 持續有效

中醫專業實踐證書（西方醫學婦產科學）
課程編號：CM082A

報名代碼：2070-CM082A

3762 4215 stanley.hui@hkuspace.hku.hk

本課程旨在通過西醫導師有系統講授現代醫學婦產科學知識予中醫師學員，令他們
對西醫婦產科診斷方法和治療思路加深認識，以提高臨床中醫診療精準度，提升與
西醫交流互補的能力，為推動香港中醫婦科專科發展培養人才。

申請人應該：
- 為香港註冊中醫或香港表列中醫師；或
- 持有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認可機構頒授的中醫學學士；或
- 具同等學歷。
申請人或須參加遴選小組面試。

HK$26,250
報名費用：HK$150

12個月 粵語輔以英語

資歷架構級別：5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21/000130/L5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21年4月1日 - 持續有效

證書（單元：中醫進修之常見運動損傷及
勞損的西醫診斷與治療）
課程編號：CM088A

3762 4210

elle.mak@hkuspace.hku.hk

本課程旨在教授本身為中醫及相關醫療人士的學員認識西醫對常見運動損傷和勞損
的臨床檢查方法，介紹西醫常用檢查結果和報告的診斷意義，對相關疾病的治療思
路和特點，以制定臨床診斷的策略。

HK$6,900
報名費用：HK$150

30小時

資歷架構級別：5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22/000035/L5
資歷名冊登記有效期：2022年2月1日 - 持續有效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醫



For more and latest programm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有關最新課程資訊及詳情，請瀏覽學院網站 hkuspace.hku.hk

 Minimum Entry Requirements 基本入學要求（P.015）         Fee 學費        Duration 修業期

 Medium of Instruction 教學語言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資歷架構     Exemption 豁免     Short Course 短期課程

See legend on page 029  圖像說明於第0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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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醫

中醫整脊學
課程編號：ACTU9046

S

報名代碼：2075-1256NW

3762 4216 kf.kwok@hkuspace.hku.hk

本課程將使學員瞭解整脊手法，臨床常見脊柱的發病機理，並能診斷和治療臨床常
見脊柱疾患。課程內容包括脊柱的解剖與臨床、頸胸腰椎推拿與臨床、脊椎相關疾
病的推拿治療、整脊搖法、骶髂關節的臨床應用及脊柱正骨。

（i） 持有按香港大學體制，經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頒授的「推拿學文憑」或
（ii） 為香港註冊或表列中醫師；或
（iii） 具同等學歷；
註：若學員為註冊中醫師，可獲中醫師持續進修學分。

HK$6,950

3個月至4個月 普通話

超聲波診斷應用
課程編號：CMED9171

S

3762 4210

elle.mak@hkuspace.hku.hk

本課程旨在講解超聲波在消化系統、泌尿系統、婦產科、心血管及淺表器官等的檢
查方法、聲像圖特點、診斷及鑒別診斷要點、臨床價值，和介入超聲與超聲治療的
臨床應用，令學員能通過解讀超聲波檢查報告輔助臨床診斷，藉此提高診療水平。

HK$5,100 30小時

中醫網絡持續專業進修課程 
課程編號：CMED9163 - CMED9170

S

3762 4215

stanley.hui@hkuspace.hku.hk

本課程為網上課程︰學員可以靈活安排時間上課，通過學習，學員能加深對中醫婦
科基礎與臨床知識的認識，應用於中醫臨床。

名稱 課程編號 課時 費用

子宮內膜異位症及子宮腺肌病的診斷與治療 CMED9163  3小時 HK$300 

盆腔炎性疾病的診斷與治療 CMED9164  2小時 HK$200 

多囊卵巢綜合症的診斷與治療 CMED9165  2小時 HK$200 

卵巢早衰的診斷與治療 CMED9166  2小時 HK$200 

名家案例分析：崩漏的診斷和治療 CMED9167  3小時 HK$300 

生殖免疫學基礎 CMED9168  3小時 HK$300 

生殖內分泌學基礎 CMED9169  3小時 HK$300 

婦科檢查和婦產科特殊檢查 CMED9170  2小時 HK$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