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針灸學會 
2022 年度講座課程安排(暫定) 月份 日期 編號 講 題(暫定) 導師 科屬 

1月 

2022.01.03 22001 針灸持脈論說(續) 陳家澤博士 針灸(19) 
2022.01.10 22002 歷代中醫治療頭痛的研究 葉秀英醫師 內科(13) 
2022.01.17 22003 《傷寒論》中的針灸方(續) 熊嘉瑋博士 針灸(19) 
2022.01.24 22004 節日假期的飲食養生 梁鳳英醫師 養生(20) 
2022.01.31 農曆新年 

2月 

2022.02.07 農曆新年 
2022.02.14 農曆新年 
2022.02.21 農曆新年 
2022.02.28 22005 針刺治療五十肩 方幫助博士 針灸(19) 

3月 

2022.03.07 22006 脾胃論治肝癌 葉旭祥博士 內科(13) 
2022.03.14 22007 單穴的臨床應用 何建新博士 針灸(19) 
2022.03.21 22008 中醫美容之袪斑美白 陳玉瑜博士後 外科(14) 
2022.03.28 22009 傷科常用整復手法的臨床應用 馮沃君博士 骨傷(18) 

4月 

2022.04.04 清明節前 
2022.04.11 22010 對藥對病徵 郭偉健博士 中藥(07) 
2022.04.18 復活節假期 
2022.04.25 22011 腧穴解剖 黃美施博士 針灸(19) 

5月 

2022.05.02 勞動節假期 
2022.05.09 佛誕假期 
2022.05.16 22012 中醫治療濕瘡 葉秀英醫師 內科(13) 
2022.05.23 22013 肛門瘘管的診治 陳彥達醫師 外科(14) 
2022.05.30 22014 針灸處方學之解表方 熊嘉瑋博士 針灸(19) 

6月 

2022.06.06 22015 咳嗽的中醫治療 鄧梓雅醫師 內科(13) 
2022.06.13 22016 下背痛臨床實務 潘偉傑醫生 中西結合(21) 
2022.06.20 22017 針刺處理靜脈曲張及其相關疾病 周嘉儀博士 針灸(19) 
2022.06.27 22018 男性更年期綜合癓中西醫診治 鄧國樑博士後 中西結合(21)  上課時間：每週星期一  晚上 8：00-10：00  (公眾假期除外) 如上課前 3小時內，天文台懸掛 3號或以上風球，該堂課將被取消，屆時可致電學會查詢 上課地址：九龍旺角砵蘭街 280 號 280 商業大廈 17 樓(地鐵旺角站 C2 出口） 網上課程: 學會現同時使用 ZOOM 網上上課，報名詳情可致電本學會。 報   名： 請上課當日 6：00pm 前致電 香港針灸學會香港針灸學會香港針灸學會香港針灸學會    27876348278763482787634827876348報名。 因防疫需要，實體課人數有限，需預先報名。實體課與 Zoom 課同時進行。 收    費：會員 $50.00     非會員  $80.00      註：本會講座課程，只接受會員及醫師報名。學會保留調動課程權利。 



會立香港針灸醫學院 
2022 年 1-7 月專業證書課程 

 
 一年制針灸證書進階課程 (三十六講) 開課日期：2022 年 1 月 6日至 9月 22 日  上課時間：逢星期四  20：00—22：30 課程編號：CME-PP0017-D22001 課程導師：陳家澤博士 等 課程內容：常見疾病針灸治療的理、法、 方、穴、術 進修學分：90 學分 學習費用：會  員：21,600.00   非會員：25,200.00 可分兩期付   招生對象： 1.中醫師、西醫、護士、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等醫護工作者； 2.修讀完本院針灸初級課程； 3.有一定的中醫學基礎的中醫愛好者。 要  求：可接受在自己身上練針；接受學員 之間針刺練習。 截止報名：2021 年 12 月 15 日   
 一年制針灸專業證書(十二講) 課程編號：CME-0017-D21009B 課程內容：中醫針灸基礎 ( 經絡腧穴學) 上課日期：2022 年 2 月 15 日至 5月 10 日 上課時間：星期二 20：00—22：30 進修學分：30 學分 導    師：熊嘉瑋博士等 收    費：會  員：4,500.00       非會員：5,400.00 人    數：每班 8-12 人 先到先得 截止報名：2022 年 1 月 24 日       

 中醫脈學入門班 (八講) 課程編號：CME-0017-D22002 課程內容：中醫基本脈診基礎 上課日期：2022 年 4 月 6日至 5月 25 日 上課時間：星期三 20：00—22：30 進修學分：20 學分 導    師：陳家澤博士 收    費：會  員：4,800.00          非會員：5,500.00 人    數：每班 15-20 人 先到先得 截止報名：2022 年 3 月 15 日   
 一年制針灸專業證書(十六講) 課程編號：CME-0017-D21009C 課程內容：針灸治療學 上課日期：2022 年 5 月 17 日至 8月 30 日 上課時間：星期二 20：00—22：30 進修學分：40 學分 導    師：熊嘉瑋博士 收    費：會  員：6,000.00     非會員：7,200.00 人    數：每班 8-12 人 先到先得 截止報名：2022 年 4 月 15 日    
 以上證書課程上課地點：九龍 旺角  砵蘭街 280 號 280 業大廈 17 樓  (港鐡旺角站 C2 出口)  
 報名電話：27876348 香港針灸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