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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強： 4年級生，初中時已立志當醫生助人。
吳文玲： 3年級生，朝着中醫管理方面發展，並以推廣中醫為目標。
李亦寧： 2年級生，曾到印度、河南交流，決心要成為無國界醫生。
盧靄茜： 2年級生，曾往河南交流，對愛滋病研究產生興趣。

香港大學開辦中醫全

科學士課程近10年，

為了配合新高中學制的

轉變，大學課程也進行

一定程度的革新，包括新

增的核心課程、選修課，以

及不同的學習方法等，希望可

以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以及培訓更多中

醫專科人才，為未來專科發展鋪路。

果效為本 學生為本 問題為本
新高中學制下，港大中醫全科學士課程將由5年

制變為6年制，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童瑤

教授表示，學生在首兩年必須修讀6個核心課

程的科目，內容涵蓋科學知識、人類文化、

中國及社會經濟、全球人類知識等4個範疇，

「藉此訓練學生的思考能力、批判精神、跨

文化的溝通和培養協作的能力。」

此外，中醫課程將推行 「果效為本學習方

法」 。 「過去的教學方法大多由老師主導將知

識傳授，而 『果效為本學習方法』 則以學生為

本，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較能顧及不同程度

的學生所需。」

有意從事中醫藥服務的年輕人，童院長寄語，首先

要對中醫有抱負，熱愛中醫，有幫助他人的熱誠，並

具一定的理科基礎。由於課程要修讀不少中醫學古文

書籍，如《黃帝內經》，學生如對中國文化有一定認

知，對學習不無幫助。

港大畢業生就業升學 朝多元發展
「課程的特色之一是在扎實的中醫理論及基本技術

前提下，融會了中西醫學知識，同學必須掌握中西醫

兩套理論，其中生物醫學科學知識佔25%，因此刻苦

學習精神不可或缺，當然愛心也是必須的。」

隨着社會對中醫的認受程度愈來愈高，對這行業

的發展前景亦有明顯改善。現時全港共有16間公

立醫院設中醫診所及教研中心，本港執業中醫服務

佔本港總門診服務約22%。童院長以該校去年中醫

全科學士課程的畢業生為例，約75%投身由大學、

非牟利團體及香港醫管局合作之中醫門診任職初級

中醫師，聘用年期更由以往的1年增至3年，足見

對人才的需求。

「畢業生亦可選擇從事其他中藥醫療行業，包括

中醫藥企業產品開發、管理及推廣等工作，就業率

達100%。」

她表示，醫院管理局已於2009年起設立初級及高

級獎學金專科培訓計劃，去年更加設特級獎學金培訓

計劃，旨在根據中醫教研中心的專科發展，以培訓更

多中醫專科醫師及導師，建立中醫專科團隊，為未來

的本地專科發展鋪路。

查詢電話： 中醫全科學士課程︰2589 0437

碩士課程︰2589 0439 / 2589 0490

港大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2589 0433 (沙宣道) / 3169 3170 (中環)

網 址：http://www.hku.hk/chinmed

李亦寧劉邦強 盧靄茜吳文玲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助理院

長(教學)兼本科學術統籌主

任馮奕斌博士表示，學院

並將加強 「問題為本學

習」 ，以增加教學效能，

「各學科會以不同領域分

組，如中醫基礎及中醫診

斷組、中藥及方劑組等，

目的是整合不同科目，使學

生學習時更能融會貫通。」

為開拓學生的視野和臨床經驗，中醫選修課會增

至10項，包括整脊經絡療法、中醫藥與系統生物

學、中醫美容等，涵蓋更多元化的專業知識，深入

探討主修課程之餘，又強化學生的知識層面、學習

思路和發展空間。學院亦將繼續秉承 「早臨床、多

臨床、反覆臨床」 的教學理念，一年級開始已經在

中醫臨床教研中心開展中醫見習，更安排學生在最

後一年到國內中醫院進行40周的實習，並設國內

中醫藥考察，親身體驗不同地區的醫療情。

擴闊學生知識領域擴闊學生知識領域 強化未來中醫專科人才

港大中醫全科學士(全日制) 課程結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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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制
課程

．中醫基礎課程
．生物醫學科學課程
．學科選修科課程
．大學核心課程
．語文課程

．中醫臨床課程
．中醫經典著作課程
．生物醫學科學課程
．學科選修科課程

．中醫基礎課程
．中醫臨床課程
．中醫經典著作課程
．生物醫學科學課程
．學科選修科課程
於國內知名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進行為期40週的
畢業實習

見習/實習/野外考察
．中醫臨床見習

．中藥野外考察及
中藥房見習

．中醫臨床見習

．中醫臨床見習
．西醫內科學及
診斷學臨床見習

6年制
課程

．中醫基礎課程
．生物醫學科學課程
．學科選修科課程
．大學核心課程
．語文課程
．中醫基礎課程
．生物醫學科學課程
．學科選修科課程
．大學核心課程
．中醫基礎課程
．中醫經典著作課程
．中醫臨床課程
．生物醫學科學課程
．學科選修科課程
．語文課程
．中醫經典著作課程
．中醫臨床課程
．生物醫學科學課程
．學科選修科課程

．中醫基礎課程
．中醫經典著作課程
．中醫臨床課程
．生物醫學科學課程
於國內知名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進行為期40週的
畢業實習

見習/實習/野外考察
．中醫臨床見習

．中藥野外考察及
中藥房見習

．中醫臨床見習

．中醫臨床見習
．西醫診斷學臨床見習

．中醫臨床見習
．西醫內科學及
診斷學臨床見習

於非牟利團體或醫院
管理局之公營中醫門
診任職初級中醫師

於香港大學中醫藥學
院修讀哲學碩士

6%

19%

75% 其他（包括：從事中
藥醫療行業及教育行
業）

馮奕斌博士

歐國賢： 2008年港大中醫全科學士課
程畢業，2010年港大中醫學
（針灸學）碩士畢業，現已由
初級中醫師晉升為中醫師，
曾到北京中醫藥大學進修，
接受腫瘤專科培訓1年。

羅桂青： 2011 年港大中醫全
科學士課程畢業，現
為港大哲學碩士研究
生，主修 「《周易》
與中醫理論」 。

林 琳： 2009年港大中醫全科學士課
程畢業，2011年港大哲學碩
士畢業，現於北京中醫藥大學
攻讀哲學博士研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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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對個人和事業有什麼影響？

林琳：大學時有機會在廣州的醫院實習，見到很多
危病案例，看到中西醫療的治病效用。後來在港大修
讀哲學碩士，研究更年期問題，有機會到北京實習3
個月，眼界開闊了，令我決心要繼續深造。目前我在
北京攻讀博士，主要研究類風濕等自身免疫疾病，由
於西醫在這方面的研究進展不大，而中醫則有不錯的
療效，因此我希望可以有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歐國賢：學士學位畢業時，雖能處理普通病患個
案，但面對各種不同病患，仍感到進修的重要。修讀

碩士課程時主修針灸，無論在臨床、理論層面都有提
升，讓我有能力和信心處理更複雜的病例。此外，完
成腫瘤專科培訓後，對這方面的病情亦有了更深入了
解，在規劃治療方案時，也會運用中西醫療的特點。
中醫體現了濃厚的中國文化，令我在待人接物及生活
態度上都學會更從容。

羅桂青：內地在發展中西醫療結合的歷史已很長
遠，料這亦是本港醫療未來的發展方向。過去5年的
大學中醫藥課程只屬入門基礎，我還要學習很多不同
範疇的知識，因此本科畢業後選擇了在港大攻讀哲學
碩士，進行 「《周易》與中醫理論」 研究。

中醫畢業生就業概

童瑤教授

為什麼選讀中醫全科學士課程？

劉邦強：初中時已想從事健康為本的行業，而自己
對中醫的興趣亦濃，因此選擇了讀中醫。近年社會大
眾愈來愈接受中醫，對人手需求持續上升，我對這行
業充滿信心。

盧靄茜：一直想投身助人的行業，醫護行業是其中
之一，考慮到中醫工作的自主性較高，適合自己，因
此選擇修讀中醫。

吳文玲：中醫課程非常實用，加上我一向體質較
弱，中醫所推崇的 「治未病」 和 「養生理念」 正好適
合我，將來可以助人自助。

港大中醫藥學院有何吸引之處？

盧靄茜：曾參觀過不同院校，覺得港大的配套最為
完善，因附屬醫學院，學生可同時享用醫學院的資
源，例如我們讀解剖學時，有機會接觸真正的屍體。
還有可以跟醫學、藥劑學及護理學的同學交流，學習
成效和人際網絡都會更大。

李亦寧：當醫生一直是我的志願，其中港大中醫藥
學院是以中西合璧的醫學作為教學基礎，有機會在瑪
麗醫院見習，對西醫的治病理念定必有更多的了解，
有助累積臨床經驗。

劉邦強：此科能夠同時修讀西醫，學習資源方面十
分豐富。此外，另一吸引我的地方，是港大有 「上
莊」 和 「住hall」 的文化，相對其他大學，我覺得港
大學生的自主性較強，更適合我。

修讀時有難忘的學習經歷嗎？有何得着？

劉邦強：在中醫本科交換生計劃中，我曾赴上海中
醫藥大學交流學習3個月。首2個月跟隨醫師到大學
附屬的醫院學習，體驗到內地結合中西治療的實况，
更明白到中醫提倡的 「早臨床、多臨床及反覆臨床」
的好處，非常寶貴。

吳文玲：中醫的診症過程講求 「望、聞、問、切」
四個程序，在臨床的過程中，要懂得辨認病人的身體
狀，再歸結病因，無形中提升了自己的批判思維，
對學習很有幫助。曾參加京港中醫學生交流營，原來
當地中醫治病的概念已十分普遍，國內的中醫診金相
對便宜，大大普及社區的中醫服務。

李亦寧：一直以來，我的志願是成為無國界醫生。
去年暑假曾到河南愛滋村及印度考察，親身體會到當
地的惡劣環境，希望日後能利用自己的中醫專長，開
闊眼界。

盧靄茜：我亦有探訪過河南愛滋村，了解到當地愛
滋小孩所接受的治療方法，面對轉藥難等問題，跟他
們相處後，除了令我對愛滋病研究產生興趣外，亦令
我明白與病人溝通與治病效果有很大的關係，我很期
待稍後修讀中醫醫學心理學這科，希望認識更多。

修讀中醫藥學，要做好什麼準備？

李亦寧：以前覺得讀書很沉悶，但修讀中醫卻令我
愈讀愈起勁，學習過程中，要閱讀不少中醫藥學的古
文，自問記憶力差，為了增加學習成效，我自創了一
套圖像記憶法，令我牢記林林總總的中藥名稱。

盧靄茜：5年的課程並不短，更要兼顧中西醫兩門學
科，上課時間較西醫的同學還要長，放學後又要到圖書
館溫習，但由於自己熱愛此科，過程雖辛苦但值得。

吳文玲：在中醫診所臨床見習時，每天都有很多病
人來接受中醫治療，涵蓋各階層人士。因此，作為新
一代，要有長遠推廣中醫應用的目標，才能將行業推
向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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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 80後、90後自我中心、沒有遠見？7位年輕人，決心要
以救人治病為事業目標，不約而同選擇了在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起步，分別修讀中醫全科學士課程，接受中西合璧的醫學培訓。
年輕人聚頭你一言、我一語，暢談在學時的學習經歷、
對行業發展的看法……有這群生力軍的加入，已可預見
未來中醫藥行業的發展動力和潛力。

修讀課程期間，同學有機會參與不同的交流和考

察計劃，無論在學習或見識方面均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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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