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加 坡 中 医 研 究 院 主 办

2 0 2 3 中 医 线 上 高 峰 论 坛

讲座详情

2023年 4月 1日 (星期六)

9.00am – 4.00pm

会议形式 ：Zoom会议
继续教育学分 : 4分

备注：
1）讲座当天需要打开镜头，供主办方拍照

截图记录出席证明。

2）此课程仅开放注册中医师/针灸师参加。

3）*e2i 津贴仅限于新加坡籍/PR的本地注册
中医师/针灸师报名享有。

4) 课程结束3天之内，如还有疑问需要向主
讲者提问，请电邮秘书处代为询问。

报名费用

会员 $200 $100*
非会员 $250 $145*

报名方法

扫码报名1 2 电话或电邮

6291 3758

enquiry@academycms.org

9.00am-10.00am

中医药抗击新冠疫情
张伯礼 院士

10.00am-11.00am

针灸治疗中风后遗症
孙申田 国医大师

11.00am-12.00pm

元气学的临床应用
彭建中 教授

12.00pm-1.00pm

中场休息

1.00pm-2.00pm

小儿哮喘的三期论治
汪受传 教授

2.00pm-3.00pm

鼻五度辩证学术思想及临床应用
熊大经 教授

3.00pm-4.00pm

中医药治疗新冠后遗症
钟丽丹 副教授

论坛流程

*E2i 津贴

https://academycms.org/2023-medical-online-summit-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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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 Zhang BoLi

天津中医药大学

教授、院士

个人介绍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天津中医药

大学名誉校长，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

室主任，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技

术副总师，中华医学会监事长、教育部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7项，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获全

国创新争先奖，光华工程科技奖等奖励。

讲课题目

中医药抗击新冠疫情

孙申田 Sun ShenTian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主任医师、教授、国医大师

个人介绍

主任医师/教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针灸学科学术带头人、第四届国医大师、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首届全国名中医、全国优秀教师、第

一至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黑龙江省名中医、

首届龙江名医。

擅长：

专于中医针灸学、神经内科学。创新头针疗法，善用独特“孙氏针法”

和“孙氏腹针疗法”为临床针灸选穴配方提供新的理论依据。擅长运

用一针疗法治疗痛症以及针灸联合中医、中药治疗帕金森氏病、小脑

共济失调、原发性震颤、重症肌无力、痉挛性斜颈、Meige综合征、

多发性硬化症、多系统萎缩症、脊髓空洞症、肌病肌萎缩、癫痫、多

巴胺反应性肌张力障碍综合征等疑难杂病。

讲课题目

针灸治疗中风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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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建中 Peng JianZhong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介绍

理论上师从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先生，长期研究和执教中医各家学说，

体悟历代著名医家之学术精华；临床上得三代御医之后赵绍琴先生之

真传，坚持临床第一、疗效为先的原则，注重理论和实践之结合，走

出一条临床发展之道路。在运用中医各家学说的学术理论指导临床方

面有深刻的体会和独到的见解。编著《历代名医验案精萃选评》、

《汪逢春泊庐医案释评》、《彭建中医学文集》、《彭建中学术讲座

实录》、《彭建中中医案学讲课实录》等。

讲课题目

元气学的临床应用

汪受传 Wang ShouChuan

南京中医药大学

教授，主任中医师

个人介绍

南京中医药大学二级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1994年国务院

授予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2002年起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南京中医药

大学中医儿科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带头人，2004

年教育部、人事部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05年国务院颁奖为全国

先进工作者，2006年教育部授予国家教学名师奖，2008年起为第四、

五、六、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17年

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评定为全国名中医。

担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儿科专业委员会第一、二、三届会长，中

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第四、五届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

六届中医学中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国际疾病

分类项目（WHO-ICD）专家组成员，全国中医临床诊疗指南制修订专

家总指导组副组长、儿科专家指导组组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

重点学科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研究型医院专家指

导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讲课题目

小儿哮喘的三期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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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大经 Xiong DaJing

成都中医药大学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全国名中医

个人介绍

中国国家级名老中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组专家，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针灸推拿学教授。长

期致力于针灸推拿临床与教学工作，在针灸骨伤、针灸康复、妇科疾

病、消化系统疾病等领域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多

部著作的主编或合编者，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SCI收录30余篇。

讲课题目

鼻五度辩证学术思想及临床应用。局部病变是全身脏腑经络失调，循

经反映于局部之全身病变。鼻腔局部疾病其实是胆肺肾等脏腑病变，

在鼻腔局部之反映因而治疗鼻部疾病需从全身辨证。

钟丽丹 Zhong LiDan, Linda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副教授

个人介绍

毕业于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获研究博士学位，现任南洋理工大学

副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客座副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结

合医学中心访问教授及澳洲结合及替代医学中心全球领袖计划高级访

问学者。从事教学、临床与科研工作20年，研究方向为中医及中西医

结合临床研究（风湿、消化及妇科领域）、中医药临床指南制定以及

中医药国际规范化研究，先后发表国际期刊学术论文100余篇，编写专

著10部，主持或参与临床科研课题59项，2020年荣获中国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首届“青年岐黄学者”。

讲课题目

中医药治疗新冠后遗症。本次讲座将围绕新冠后遗症的流行病学特点、

主要症状及诊断、中医治疗，包括中药、针灸及中医养生功法等的临

床应用及临床研究加以总结。提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通过支票付款 (Payment via Cheque)

Payable to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ingapore” and mail to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ingapore
(705 Serangoon Road Singapore 328127)

支票署名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ingapore” 邮寄到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ingapore
(705 Serangoon Road Singapore 328127)

通过电子/ATM转账付款 (Payment via Internet/ATM Transfer)

Bank Account Name :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ingapore
Bank Name : UOB Bank 
Account Number : 355-312-447-4

一旦转账付款后，请把转账证明截图/屏WhatsApp到
秘书处官方手机号码 - 88731466 或
电邮至enquiry@academycms.org。

仅有在收到确认邮件后，您的报名才正式生效。
(注意:无提供转账付款证明截图/屏者将无法被认可)

通过PayNow付款(Payment via Pay Now)

UEN Number: T14SS0164C

一旦PayNow付款后，请把付款证明截图/屏WhatsApp到
秘书处官方手机号码 - 88731466 或
电邮至enquiry@academycms.org 。

仅有在收到确认邮件后，您的报名才正式生效
(注意: 无提供PayNow付款证明截图/屏者将无法被认可)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ingapore

705 Serangoon Road Singapore 328127 6291 3758 | enquiry@academycms.org | www.academycms.org

付款方式

*如您在报名后1个星期内无付款，系统将会自动取消您的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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