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学院使命
学院开办优质的教学课程、从事尖端的学术和临床研究，并提供优质的中
医医疗及保健服务，在各方面力臻至善。通过结合教学、研究科技和医
疗服务，积极推动学院全面发展，锐意促进中医药与时并进及国际化。同
时，亦竭力提升中医业的专业标准和操守，促进把中医纳入香港公共医疗
架构体系之中。

教学设施教学设施
「赛马会中医药学院大楼」是学院的专用大楼，楼高九层，是目前香港所
有大学校园内唯一专用于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大楼。大楼内设有完善的讲
堂、教学及研究实验室、中医药专科诊所、李棕博士中医药图书馆，以及
孔宪绍博士伉俪中医药博物馆及中国银行 ( 香港 ) 中药标本中心。

科研设施
学院已经建立了高水准的中医药教学和研究实验室，拥有先进的仪器设
备，研究水准居于国际同类研究前列。许多高水准的研究论文和学术专著
在国内外发表，另有多项研究分别获得美国专利商标局、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局的授权专利。学院先后成立岑尧宽
岑碧泉纪念癌症炎症研究中心、骨与关节疾病转化医学研究所、中医药临
床研究中心、高智明伉俪柏金逊症研究中心、康臣肾病中药研究中心及中
药标准化研究中心等，大大增强了学院的科研实力。

中药学学士(荣誉)学位课程
Bachelor of Pharmacy (Hons) in Chinese Medicine

其他非联招资格的申请者，须
直接向本校递交入学申请。有
关申请程序及入学要求，请浏
览 本 校 教 务 处 网 页 ︰ http://
admissions.hkbu.edu.hk/en

申请程序
( 一 )	 循联招途径
	 (Via	JUPAS	Route)

( 二 )		循非联招途径
	 (Via	NON-JUPAS	Route)

入学要求
学院主要取录香港中学文凭成绩符
合学院的入学要求，并透过大学联
合招生途径 ( 简称「联招」) 报读的
本地中六毕业生；而其他具备同等

认可资格的申请者亦会获得考虑。
中药学学士 ( 荣誉 ) 学位课程预计
每年招收约 15 名学生。

入学要求

入学要求
申请者须符合大学一般入学要求及课程附加要求。
2020 年 9 月及以后入学的一般入学要求如下︰

(1) 中国语文 第三级 
(2) 英国语文 第三级 
(3) 数学 第二级 
(4) 通识教育 第二级 
(5) 二科选修科目 第三级

注 1 ︰以上入学要求或会按情况作修改，请浏览以下网址
 查询︰ http://admissions.hkbu.edu.hk/en/hkdse.html

注 2 ︰ 所有符合联招资格的申请者，须向「大学联招处」
的 网 页 (http://www.jupas.edu.hk) 递 交 申 请。 请 浏
览「大学联招处」网页或本校教务处网页 (http://
admissions.hkbu.edu.hk/en/hkdse.html) 查 阅 有 关
资料。

课程附加要求
选修科目中必须包括：化学

本学院是香港最早 (1999 年 ) 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中医药高等教育机
构，一向积极推动中医药在教学、研究、医疗服务及科技开发等范畴的现代化
和国际化，为香港的中医药发展作出贡献。经过多年的努力，学院已经发展成
为本港最具综合实力的中医药教研机构。

香港浸会大学的中药学学士(荣誉)学位课程，于2001 年秋季开办，是
全港唯一获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全日制中药本科学位课程。

此课程旨在培训学生正确的中药知
识与技能，包括：
(1)	 	中药鉴定分析、中药制剂分
析、质量控制与药品专利知识；

(2)	 	现代药剂学的知识与技术；
(3)	 	中药新药及中药保健食品之研
究、开发与生产基础理论；及

(4)	 	中药房管理与中药国际贸易知
识。

学院致力培养新一代高质素的中药
专业人员，以及中医药教育与研究
方面的领导人才，以配合本港中医
药发展的大趋势。

课程宗旨

课程内容
此课程涵盖基础科学、中西医药的
基础理论知识及见习 / 实习。培训
以课堂学习和实践操作相结合形式
进行，学生需修读以下科目：中药
专业学科、中医基础学科、生物医
学学科及专业选修科，并需于第

一、三及四学年参与为期合共十五
周的专题实习及于毕业年度撰写专
题论文。此外，为秉承大学全人教
育的理念，课程还着重教授研究概
念与技巧，辅以通识学科，以培养
学生成为新一代的中药专业人才。



年    级 中药专业学科 中医基础学科 生物医学学科 专业选修学科 通识学科

一年级 基础化学 中医学基础 解剖及生理学 大学中文
基础化学实验 生物医学实验 I 大学英语 I 及 II
药学基础化学 历史与文明
药学基础化学实验 人生价值和意义
药学拉丁语 大学生活
药用植物学 I 及 II
药用植物学实验
专题实习 I

二年级 ( 药用植物学 ) 方剂学 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 自由选修科 定量思维
中药学 医古文 - 古代汉语 生物医学实验 II 健康生活
中药化学 微生物学及免疫学 说服力技巧
中药化学实验 药理学与毒理学
分析化学

三年级 分析化学实验 中医临床导论 自由选修科 跨学科主题科目
中药药剂学
中药药剂学实验
中药药理学
中药药理学实验
中药鉴定学
中药鉴定学实验
生物药剂学
中药炮制学
中药制剂分析

四年级 中药制剂分析实验 修读以下其中三门选修学科︰ 通识总整课程
专题研究 中药商品学
专题实习 II 及 III 中药师执业训练
药事管理学 中药资源学

中药市场与国际贸易
中医食疗与保健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Economics of Health and
Medical Care

专题实习分为三个部份，第一个部份安排在第一学年的暑假，学生
将于本港及内地的植物园进行为期两周的药用植物学实习，以扩阔
对药用植物各研究范畴的知识。专题实习二及三安排在第三学年的
暑假与第四学年进行，学生会到下列机构参与实习︰

深圳津村药业有限公司或中国医药协会有限公司 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的质量检查等工作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或北京同仁堂国药有限公司 中药制剂之制作方法及质量检查等工作

香港中医诊所中药房 于东华三院、仁济医院、仁爱堂、博爱医院及香港浸会大
学等进行中药配剂及药房管理训练

广东省中医院 于中药房、中药饮片仓库及煎药室等科室进行实习工作

于第四学年，学生将在专家教授的指导下开展为期八个月的专题研究。共有四个研究方向可供选择：中药鉴
定和药用植物研究、 中药化学成分及质量控制研究、中药药理及毒理研究、中药制剂与中药新产品开发研究
等。内容包括研究计划的设计与执行等工作，文献收集以及资料分析。目的是让学生学以致用，丰富科研经
验，培养科研兴趣，激发学生建立逻辑性及批判性思维。进行研究期间亦有助提高学生的观察力及应用所学
知识与技术，去探索未知事物，追求不同范畴知识。

实习与专题研究

四年课程表 ( 四年共修 140 学分 ) 奖学金计划
1)	中医药学院「优秀本地生入学奖学金」计划1)	中医药学院「优秀本地生入学奖学金」计划
  学院致力为香港培养新一代高质素的中医药人才，学院致力为香港培养新一代高质素的中医药人才，

拨备不少于港币一千万元成立此奖学金，以鼓励有拨备不少于港币一千万元成立此奖学金，以鼓励有
志学习中医药的优秀年轻人留港升学。。志学习中医药的优秀年轻人留港升学。。

2)	其他奖学金2)	其他奖学金
  浸会大学亦为在校学生设有多个奖

学金计划，其中为优秀中药本科生而
设的奖学金每年总额约为五十万元。
详情请浏览右边二维码 :

就业及升学机会
随着首间香港中医医院及中药检测中心的成立，
加上政府逐步推行中药规管，社会对从事中药品
质监控、中药药事管理、新产品研发及中药贸易
等专业人才需求殷切。毕业生可考虑在本地或海
外从事中药贸易、中药开发等工作。另外 , 毕业生
亦可投身政府机构如医管局和卫生署，或选择报
读博士或硕士课程继续深造。

查询
有关申请及入学事宜，请联络︰
香港九龙塘香港浸会大学教学及行政大楼 701 室，教务处入学组

联招申请	JUPAS	 非联招申请	Non-JUPAS
 (852) 3411 2200  (852) 3411 2200
 (852) 3411 7373  (852) 3411 7373
 334JUPAS@hkbu.edu.hk  ardirect@hkbu.edu.hk
 http://admissions.hkbu.edu.hk/en/hkdse.html  http://admissions.hkbu.edu.hk/en

有关课程资料，请联络︰
香港九龙塘浸会大学道 7 号赛马会中医药学院大楼四楼，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教学科研部

  (852) 3411 2481 / 3411 2914  (852) 3411 2461
  bcmd@hkbu.edu.hk  http://scm.hkbu.edu.hk/academicprogrammes

就业

升学
博士及硕士课程

医疗保健服务

行政工作

本地大学

科研工作

海外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