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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1）403-286-8788 
英文网站：www.acatcm.com 
中文网站：www.acatc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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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阿尔伯塔针灸中医学院简介 
 

加拿大阿尔伯塔针灸中医学院，英文名：Alberta College of Acupunctur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简称 ACATCM。1997 年建校、历史悠久，是阿尔伯塔省第一

所针灸中医院校，经过 20 余年的精耕细作，现学院发展成为加拿大历史最悠久、规模最

大、师资最强的一所行业旗帜学院。声望卓越、享誉北美，是加拿大、中国、美国三国备

案认可的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中医针灸专业院校。我院是加拿大移民部认可的指定教育机

构，DLI (designated learning institutions) 号码：0212235983277。阿尔伯塔针灸中医学院是

北美首屈一指、引领加拿大领先地位的综合实力排名第一的针灸中医学校，是海外培养高

层次创新型中医药人才的教育基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基地、推进中医药走向世界

的国际交流基地，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播与健康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国际上、尤

其是北美享有盛誉的集教育、科研、医疗、中医药文化传播于一体的著名中医药高等学

府。 

阿尔伯塔针灸中医学院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等国

内中医院校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交流关系，学院所在的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立医学院、省卫生

厅、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市及加拿大联邦政府，均对我院的中医教学高度认可。通过二

十多年的辛勤耕耘，我院为加拿大、美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培养了优秀的中医人才。旗下

的加拿大华佗中医研究院、中医附属医院和阿尔伯塔华佗健康协会，通过义诊义治、中医

知识普及讲座等活动，为中医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2018 年，学院的发展更上一层

楼。在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科技

部联合指导下，阿尔伯塔针灸中医学院、

加拿大华佗研究院、北京万方数据有限公

司协作成立 “北美中医药发展促进中

心” 。该中心是北美地区唯一由中国国家

中医药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海外发展促进

中心，并于同年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认

可的 “中医药适宜技术加拿大推广基

地” 。为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等在海

外的全方位发展与传播发扬，奠定了更坚

实的基础。 

 



页 4 
 

学院专业概况及介绍 
 

1. 针灸专业 

三年制的针灸专业是阿尔伯塔针灸中医学院的精品课程项目。学生从针灸专业毕业

后，能够系统并完整地掌握中医理论基础和针灸治疗技能，并有足够的能力处理各种

各样的门诊案例。 

我们的针灸课程涉及内容广泛，兼容并包，学生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中医科研结

果。大量的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可以为学生打造坚实的基础。阿尔伯塔针灸中医学

院为我们的学生提供最优质的教学水平和课堂体验，以把有志于投身医疗服务行业的

学生打造成一流的人才为目标，为我们的学生未来成为合格的注册针灸师提供最充足

完善的准备。 

通过三年的学习，学生可以深度挖掘和探索中医和针灸的理论和临床研究课题，同

时，学生还会接触与中医理论一脉相承的中国古典哲学，中医诊断原理和针灸技术，

以及西医学基础课程。 

毕业后，学生可以申请报考所在地的注册针灸师统一考试。针灸医生是对阿尔伯塔

省的注册针灸师的一种称呼。 

 

2. 中医专业  

阿尔伯塔针灸中医学院是加拿大中医学发展的先驱者和领先教育机构。我们的中医

专业以打造高水平的中医师和中医优质人才为目标，毕业生能够将中医学理论和实践

融会贯通，并熟练运用多项治疗手段处理各种门诊案例。 

我校的中医专业课程设置内容丰富，并且给学生们提供了大量的临床实践机会。四

年的学习需要学生全身心的投入，除了中医学课程外，学生也会接触到西医学和医学

研究方法，并对医师职业素养有深入的学习和认知。 

 

3. 国际学生中医针灸基础一年制课程证书班 

阿尔伯塔针灸中医学院提供的国际学生中医针灸基础课程班，这是专门针对国际留

学生设计的以掌握中医专业英语、结合中医针灸初级课程，实现学院针灸课程或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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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入学条件的一年制基础预备课程班。申请该专业的国际学生一并申请学院的针灸

专业或中医专业，将有机会一次性获得所需专业学年长度的签证时间。 

申请国际学生中医针灸基础课程班不需要英语完全符合学术要求，通过一年的学

习，达到入学针灸课程或中医课程的英语入学条件，合格完成课程后颁发中医针灸基

础课程班结业证书。有意愿继续学习者，将自动入学针灸课程或中医课程；不继续进

修者，可凭结业证书应聘针灸师助理或中医师助理等相关工作。 

获得中医针灸基础课程班结业证书的国际学生，申请针灸专业或中医专业，自动获

得阿尔伯塔针灸中医学院针灸专业或中医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未能通过毕业者，将不

能获得后续针灸专业或中医专业的入学录取，如希望继续学习，可重新申请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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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课程总览及设置 
 

针灸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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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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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  

基础一年制课程证书班 

 

1、英语语言文化课程：1.5 小时/周，共 240 小时 

2、人体结构学基础（一）4 小时/周，共 64 小时 

主要介绍人体上半部分的基础结构、解剖学医学术语、生理学基础、人体组织。 

3、人体结构学基础（二）4 小时/周，共 64 小时 

主要介绍人体下半部分的基础结构、人体细胞、人体生理结构、人体机理。 

4、中医的理论基础与发展 4 小时/周，2 学期，共 128 小时 

主要介绍中医基础理论，阴阳，五行，气，脏腑器官，引入望闻问切等诊断的基础概念。 

5、微生物学初探  2 小时/周，共 32 小时 

主要了解生物分子、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DNA 等基本概念，及它们在生命过程中的作
用。 

6、病理学基础  2 小时/周，共 32 小时 

重点介绍西医疾病的病理基础，包括感染、心脏病、肺部疾病、消化问题、泌尿系统疾病等。 

7、艾灸的原理 2 小时/周 共 32 小时 

了解艾灸起源、原理、灸法、适应疾病等。 

8、拔罐理论基础 2 小时/周 共 32 小时 

9、诊所卫生安全规范 共 3 小时 

10、诊所管理制度规范 共 6 小时 

 

选修课： 

1、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学习 

2、英语基础阅读与写作 

3、中医专业英语与概念 

4、西方医学术语 

5、论文研究与专题文章写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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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入学资格与标准 
 

（一）针灸专业与中医专业 

1．合格的申请人须满足以下全部条件 

− 满 18 周岁。 
− 在阿尔伯塔省完成高中或高中以上学历并获得毕业证书；若申请人就读的高中或高

中以上教育机构不在阿尔伯塔省，可凭成绩单证明。具有高中学历的申请人，英

语、数学和科学课毕业成绩须至少达到 60%。 
− 若申请人就读的高中或者大学是非英语教学，申请人需要提供英语水平证明，详情

请见英语成绩要求。 
− 成功通过入学申请面试。 

 

2． 已有学历应满足以下两点中的一点： 

− 两年或两年制以上高中，或者 
− 成功完成至少一年的大学教育（须阿尔伯塔针灸中医学院认可的教育机构）或同等

学历的培训（须成绩单证明）。 
 

3  .  英语成绩要求 

− 国际学生须满足语言成绩要求才可以被针灸专业录取。良好的英语水平可以保证学

生有足够的能力完成学业以及考取注册针灸师证书。 
− 英语水平的证明有以下几种方式： 

           (1). 已在加拿大或英语国家教育机构完成三年高中以上全职学习，并且所读课程主

要为英语教学。 
           (2). 毕业于教育部承认的高等院校并获得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并且该学校的主要

教学语言为英语。 
           (3). 托福网考成绩达到 75 分或以上; 
           (4). 托福笔试成绩达到 505 分或以上; 
           (5). 雅思考试成绩（General) 达到 5 分或以上。 

− 学生在申请入学时提交的语言成绩将作为入学审核的一部分，学校会把语言成绩保

留在学生档案里，以备阿尔伯塔省教育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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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学生中医针灸基础一年制课程证书班 

1、年龄在 18 岁以上； 

2、至少完成高中或等同高中水平学历； 

3、有英语日常基础； 

4、有良好的学习习惯、认真的学习态度、努力学习的精神和毅力； 

5、参加学校认可的英语语言水平测试成绩考试； 

6、如已在加拿大境内，没有英语水平测试成绩，可参加学院组织的语言水平测试考试或

参加学院指定的英语培训班达到入学英语水平； 

7、有意愿学习中医、针灸及相关课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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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申请截止日期 
 

1．对于有意向申请到阿尔伯塔针灸中医学院就读的学生，我们建议尽早提交申请以确保

名额。 

 

2．申请截止日期： 

美国学生：卡尔加里时间 2020 年 8 月 31 日。 

国际留学生：卡尔加里时间 2020 年 7 月 30 日。  

超过申请截止日期的申请，请致电我们的注册办公室。 

 

3.  2020-2021 学年度开学日期：2020 年 9 月 8 日。 

 

 

国际学生学费和其他费用 
 

1．学费 

每学期 6,800 加元；每学年 13,600 加元 

针灸专业三年总学费：40,800 加元。 

 

2．注册费用 

学生在申请入学时须支付 1000 加元不可返还的注册申请费用。 

 

3．学费交付和入学通知书 

符合录取条件的学生，学校与录取生签署相应合同，《入学通知书》在学生交付 13,600
加元的第一年学费后 14 天内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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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师职业发展前景 
 

三年制的针灸专业是阿尔伯塔针灸中医学院的精品课程项目。 

我院的宗旨是提供最优质的教学资源，临床实践经验，以及对国外医疗体系，法律法规，

文化等知识的全面了解，为毕业生成为加拿大注册针灸师，能在海外顺利行医提供最充足

完善的准备。 

加拿大针灸师年薪 

根据专业统计网站数据，加拿大注册针灸师的平均年薪为$55,039 

 

 

 

 

 

 

 

 

阿尔伯塔注册针灸师人数 

根据阿尔伯塔注册针灸师协会统计，2017 年底阿尔伯塔已有 743 名注册针灸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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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留学生服务 
 

阿尔伯塔针灸中医学院是加拿大针灸中医教育机构的领航者。每年，慕名来访和申请阿尔

伯塔针灸中医学院的学生络绎不绝。在这里，我们的学生可以享受高品质的教学水平和授

课团队，在自由博识的学习环境中，分享快乐，收获知识，启迪智慧，追求卓越。 

1． DLI 号码：0212235983277 
 

2． 留学简介 

阿尔伯塔针灸中医学院的校园生活非常丰富多彩。我们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各种文化背

景的人们相聚在这里，共同走过美好的学习时光。在这里，我们为国际学生们提供了卡尔

加里的各种生活讯息，供学生参考。 

 

3． 学习与生活 

国际学生服务中心的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 组织国际学生的新生欢迎会。 

• 在生活调整和文化适应方面为国际学生提供建议和咨询。 

• 提供以下内容的相关信息: 
o 住宿和出行 
o 开通银行账户 
o 健康保险和加拿大医疗系统 
o 学校和市政府为学生提供的服务和资源 
o 其他学习之外的问题和烦恼 

• 提供学业指导，如课程安排，课程计划，专业定向，注册针灸师省考辅导等等 

 

4． 实习与就业 

我们的针灸专业有临床观察和临床实习课，学生可以在学校的附属诊所见习和实习，实习

期间，我们有指导老师指导实习生为门诊病人做诊断、设计治疗方案、施针和开中药方剂

等等。学生也可以申请到我们的老师和医生自己的诊所里见习与就业行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