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兆子痫期预防专业培训课程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urse on  

Prevention of Pre-eclampsia 
 

日期：2017 年 11 月 25 日 (六) 

地点：(讲课) 香港 威尔斯亲王医院 公共卫生学院 医学深造中心  

逸夫讲堂 

(工作坊) 香港 威尔斯亲王医院 李嘉诚专科诊所(南翼) 2 楼 妇产科 

 

目前研究证明子痫前期可以在早孕期预测，并可以通过阿司匹林来预防。本次临床实践

课程旨在学习预防子痫前期的临床技巧。 

 

一. 主办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 妇产科学系 

 

二. 课程时间 

讲课：2017 年 11 月 25 日 (14:00 – 16:00) 

工作坊：2017 年 11 月 25 日 (16:10 – 17:50) (名额 50 个) (只限参与讲课之人士报名) 

 

三. 课程地点 

讲课：香港 新界 沙田 韦尔斯亲王医院 公共卫生学院 医学深造中心 逸夫讲堂 

工作坊：香港 新界 沙田 韦尔斯亲王医院 李嘉诚专科诊所(南翼) 2 楼 妇产科 

 

四. 参加费用 

 

  收费 (港币) 

讲课 11 月 25 日 

(14:00 – 16:00) 

350 

工作坊 (名额 50 个) 11 月 25 日 

(16:10 – 17:50) 

350 

 

五. 国内参加者报名及课程须知 

国内参加者请详细填写报名表，传真或发电子邮件至大会联络处 

电子邮箱：jessicascw@cuhk.edu.hk   

电话号码：852-3505 1527     

传真号码：852-2636 0008 

 

本次课程正式语言为英语，工作坊则会以中文及英文进行。 

 



 

 

六. 课程内容 

 

讲课 

2017 年 11 月 25 日（时间：14:00 – 16:00） 

地点：香港 新界 沙田 韦尔斯亲王医院 公共卫生学院 医学深造中心 逸夫讲堂 

时间 内容 讲者 

14:00-15:45 
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first trimester screening for 

preeclampsia 早孕期如何筛查先兆子痫 
潘昭颐教授 

15:45-16:00 Q&A 问答环节 潘昭颐教授 

 

工作坊 

2017 年 11 月 25 日（时间：16:10 – 17:50） 

地点：香港 新界 沙田 韦尔斯亲王医院 李嘉诚专科诊所(南翼) 2 楼 妇产科 

时间 内容 讲者 

16:10-17:40 
Hands-on training on uterine artery PI and MAP   

如何测量子宫动脉阻力指数和平均动脉压 
潘昭颐教授 

17:40-17:50 Discussion and closing 讨论和结束 潘昭颐教授 

 

七. 课程讲者 

 香港中文大学 妇产科学系 副教授 潘昭颐教授 

 

2002 年，潘昭颐教授获得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 内外全
科医学士学位，并在伦敦进行了妇产科专业培训。 她从胎儿医
学基金会 (Fetal Medicine Foundation)获得了为期 3 年的培训奖学
金，并在此期间建立了一套早期发现先兆子痫的主要筛查方案，
因而在 2011 年取得医学（研究）博士。然后，她在 Imperial College 

Healthcare NHS Trust 和 King’s College Hospital NHS Foundation 

Trust 进行了有关母胎医学专业培训，由 TG Teoh 先生和 KH 

Nicolaides 教授担任主管。 

 

潘教授的研究显示，在妊娠前期是可以准确预测先兆子痫，其研
究亦被刊登在具影响力的期刊中，如：美国妇产科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和妇产科超声期刊 

(Ultrasound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最近亦发表了潘教授就阿司
匹林能有效预防先兆子痫的最新研究工作。 



 

 
 

 

先兆子痫期预防专业培训课程 

报名回执 

姓 名 

(中文及拼音) 
 称呼 

教授 / 医生  

/ 先生 / 小姐 
职称  

单 位 
 

 
部门 

 

 

单位地址 
 

 

电 话  手机 
 

 
邮编  

电子邮箱 
 

 

参加项目 

(请在适当的

空格打 “√”) 

□ 讲课 港币三百五十元正 

□ 工作坊 港币三百五十元正 

付款方法:    信用咭 (港币)   Visa      MasterCard (不接受银联咭) 

信用咭号码                                    信用咭背面 

                                               三位数字 
有效日期(月份/年份) 

   

持咭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在上述信用咭扣除港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妥报名回执请电邮至大会联络处 

电子邮箱：jessicascw@cuhk.edu.hk   

电话：852-3505-1527 / 传真：852-2636 0008 
 

主办单位: 

mailto:jessicascw@cuhk.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