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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 

项平教授简介 
 

         项平教授，毕业于原南京中医学院医疗系，获医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长期从事中医

教育管理、教学及中医内科临床诊疗工作。历任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员、副教授、教授、

中医师等职。现任新加坡中医学院院长、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编著

有中医教材、专著 16 部，撰写学术论文 60 余篇。牵头完成省部级科研项目 4 项。 
 

 

讲座题目：《内经》辑要精讲（共 10 堂） 

08/05/2020 (FRI), 

7:30pm – 9:30pm 

1）宝命全形  

简介：重点围绕《素问·上古天真论》《素问 · 四气调神大论 》《灵枢∙天年》等篇的重要原

文，主要讨论 《 黄帝内经 》 养生长寿学说的主要内容、“治未病”学术思想、方法及其现实

意义。 

15/05/2020 (FRI), 
7:30pm – 9:30pm 

2）阴阳应象  

简介：重点围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素问∙阴阳离合论》《素问∙六微旨大论 》等篇的重

要原文，主要讨论 《 黄帝内经 》中阴阳学说的基本概念、主要内容及其在中医学中的运用。 

22/05/2020 (FRI), 
7:30pm – 9:30pm 

& 

27/05/2020 (WED), 
7:30pm – 9:30pm 

3）脏气法时 

简介：重点围绕《 素问 · 灵兰秘典论》《素问·六节藏象论》《素问·五藏别论》《 素

问· 经脉别论》《素问·太阴阳明论》等篇的重要原文，主要讨论 《 黄帝内经 》中脏腑的生

理特点、脏腑之间及其与其他组织器官之间的关系；并从“天人相应”的角度，讨论脏腑随

自然环境变化而相应变化的规律。 

29/05/2020 (FRI), 
7:30pm – 9:30pm 

4）血气精神  
简介：重点围绕《灵枢· 本神》《灵枢·营卫生会》《 灵枢 · 决气 》《灵枢·本藏》等篇

的重要原文，主要讨论 《 黄帝内经 》中神的概念及分类、精气津液血脉的生成、运行、功能

及其临床应用。 

05/06/2020 (FRI), 
7:30pm – 9:30pm 

5）百病始生  
简介：重点围绕《灵枢·百病始生》 《素问·生气通天论》《素问·举痛论》《素问·至真

要大论》等篇的重要原文，主要讨论 《 黄帝内经 》中病因·、发病及病机学说的主要内容，

特别是病机十九条的临床应用。 

10/06/2020 (WED), 
7:30pm – 9:30pm 

& 

12/06/2020 (FRI), 
7:30pm – 9:30pm 

6）病之形能 

简介：重点围绕《素问·热论》《素问·评热病论》《素问·咳论》《素问·痹论》《素

问·痿论》《灵枢·水胀》《素问·汤液醪醴论》等篇的重要原文，主要讨论 《 黄帝内经 》

中有关疾病的病因病 

机、临床表现、辨治原则、治疗大法、预后预防及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 

19/06/2020 (FRI), 
7:30pm – 9:30pm 

7）脉要精微   
简介：重点围绕《素问•脉要精微论》《素问• 平人气象论》《素问∙玉机真脏论》等篇的重要

原文，主要讨论 《 黄帝内经 》中诊断学的方法、使用注意事项及其临床应用。 

26/06/2020 (FRI), 
7:30pm – 9:30pm 

8）异法方宜  
简介：重点围绕《素问·异法方宜论》《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素问•汤液醪醴论》《素

问·标本病传论》《素问·至真要大论》等篇的重要原文，主要讨论 《 黄帝内经 》中治则、

治法及其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价值。 



报名表格  Registration Form 

报名者个人信息填写有误或不详，会导致学分不能顺利申报，后果自负。 

姓名 （中文）： 

          

          （英文）： 

电邮（必填）（如讲座有变动，便于联络）： 

 

如要向中医管理委员会申报学分请打 √ （        ） 

中医师注册号码（必填）： 

 

中医师公会会员号（仅供会员）： 手机号码（必填）（如讲座有变动，便

于联络）： 

 

身份（按 CPE 要求，必填）请打 √： 

新加坡公民（        ）                                                                              新加坡永久居民（        ）                                                     其他（        ） 

编号 讲题 
CPE 学分 

（核心） 
讲座日期 、时间 

注册中医师/其他 公会会员 

公会理事 (        ) 

驻院医师 (        ) 

义务医师 (        ) 

学院讲导师 (        ) 

在籍学生 (        ) 

标准收费 折扣价* 标准收费 折扣价* 标准收费 折扣价* 

CT-20-23 
《内经》辑要精

讲（共 10 堂）* 

 
20 分 

 

周三/周五 晚上 

 8/5, 15/5, 22/5, 27/5, 29/5, 
5/6, 10/6, 12/6, 19/6, 26/6 

7:30pm - 9:30pm 

$300   
(      ) 

$270 
(      ) 

$200 
(      ) 

$180  
(      ) 

$140  
(      ) 

$126  

(      ) 

 

*不允许单场报名。 

在 3/5/2020 之前报名，享有 10%提早报名优惠。讲座当天报名，需多付$5.00 行政费。 

直播方式：腾讯会议（VooV Meeting） 

*我们将通过电邮发送直播 APP 使用指南。会议号码将当日通过 SMS 发送。* 

若有任何疑问，请直接微信联系（微信账号：ccesctcm） 
 

报名者签名： 办公室职员： 收据号码： 收据日期： 

 

讲座报名 

可选择以下报名方式： 

1.亲临新加坡中医学院 3楼柜台，办理报名手续。 

2.通过邮寄支票付款：将报名表格与支票（划线并付款给“新加坡中医学院” 或“Singapore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邮寄至“新加坡中医学院, 640 Lorong 4 Toa Payoh, Singapore 319522”。 

3.通过银行电子转账付款：可选择通过提款机（ATM）、DBS 现金存款机（DBS Cash Deposit）或网上银行

（Internet Banking）转账至新加坡中医学院的 DBS 银行来往户口（Current Account），账号：005-015985-7；

或者通过 PayNow 转账，新加坡中医学院 UEN 号码：201201406K。转账后可到网上报名（微信链接）或将报名

表格、转账编号、日期，电邮至 admin@singaporetcm.edu.sg。请保存电子转账收据，以便必要时可以查证。 

讲座退费规定 

1.  凡因故取消或更改日期，导致报名付费者不能出席讲座，均可退费或选择调换。多个讲座报名享受优惠者，按照

相应比例退费。 

2.  因个人原因不能出席讲座者，可以退费，但须在讲座开始前的 7 个工作日前提出申请（说明：工作日不包括星期

日）。如申请少于 7 个工作日，您的报名已计入开办讲座的保本成本核算，故恕不接受退费申请。 

3.  申请退费须提交付款收据。 

录像和照相通知 
当您参加由新加坡中医学院举办的活动时，即表示您同意接受采访、照相、录音、录像并将其发布、出版、展览或被复

制于新闻、网络、宣传活动、电视广播、广告及社交媒体上，或学院及其附属机构和代表要求的任何其他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