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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地中医學教育概況 



一 、內地中醫學教育概況 

（一）專業背景 

    中医学是一门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体、与人文

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相交融的饱含我国优秀文化

底蕴的医学科学，具有独特的哲学和理论体系，经

历了长期医疗实践的检验，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

不断的充实、完善和提高，逐步形成了以整体观念

和辨证论治为基本特点的、疗法多样且疗效卓著的

独特医学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課程設置 

第1~2年 

第3~4年 

第 5 年 

人文素質課程、公共基礎課程、中醫學基礎課

程、西医基礎課程，課程分理論課和實驗課，

實驗課基本上是按照實驗指導完成實驗。 

中醫臨床課程、西醫臨床課程，設置了見

習課；預防醫學和方法能力訓練課程。 

臨床實習，各臨床科室（內、外、婦等）

輪轉。 

一 、內地中醫學教育概況 



（三）能力達成 

解決醫學實際問題能力 

較熟練的臨床實踐能力  

較深厚的中醫學基礎理論  

較寬厚的自然科學基礎 

較廣泛的社會科學知識  

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職業道德  

一 、內地中醫學教育概況 



序号 高校名称 序号 高校名称 
1 北京中医药大学 13 湖南中医药大学 
2 安徽中医药大学 14 江西中医药大学 
3 成都中医药大学 15 辽宁中医药大学 
4 福建中医药大学 16 南京中医药大学 
5 甘肃中医药大学 17 山东中医药大学 
6 广西中医药大学 18 山西中医药大学 
7 广州中医药大学 19 陕西中医药大学 
8 贵州中医药大学 20 上海中医药大学 
9 河北中医药大学 21 天津中医药大学 

10 河南中医药大学 22 云南中医药大学 
1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3 长春中医药大学 
12 湖北中医药大学 24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中醫藥大學（24所，排名不分先后） 

一 、內地中醫學教育概況 

（四）醫學院校分類 



综合性大学及医科大学（31所，排名不分先后） 

一 、內地中醫學教育概況 

序号 学校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 
1 暨南大学 17 山西大同大学 

2 南方医科大学 18 内蒙古医科大学 
3 广东药科大学 19 延边大学 
4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 厦门大学 
5 温州医科大学 21 滨州医学院 
6 井冈山大学 22 湖北民族大学 
7 西南医科大学 23 河北大学 
8 成都体育学院 24 河北医科大学 
9 宁夏医科大学 25 重庆医科大学 

10 长沙医学院 26 青海大学 
11 扬州大学 27 新疆医科大学 
12 海南医学院 28 三峡大学 

13 海军军医大学 29 南阳理工学院 
14 首都医科大学 30 承德医学院 
15 华北理工大学 31 长春科技学院 
16 河北北方学院     



招生科類：文理兼招。 

學    制：五年。 

授予學位：醫學學士。 

培養目標：培養從事中醫臨床醫療、科研、教學工
作的高層次研究應用型醫學人才。 

主要課程：中醫基礎理論、中醫經典、中醫診斷
學、中藥學、方劑學、中醫內科學、中醫外科學、
中醫傷科學、針灸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兒科學、
人體解剖學、手術學基礎、臨床技能學等 

就業方向：在各級醫療單位、醫學科研單位從事中
醫臨床醫療、教學或研究工作等。也可繼續攻讀本
學科或相關專業碩士、博士學位。 

（五）專業簡介 

一 、內地中醫學教育概況 



一 、內地中醫學教育概況 

（六）就業前景 

      中醫藥作為我國獨特的衛生資源、潛力巨大的經濟資源、具有原

創優勢的科技資源、優秀的文化資源和重要的生態資源，在經濟社會

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我國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

業現代化深入發展，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健康服務業蓬勃發展，人

民群眾對中醫藥服務的需求越來越旺盛，迫切需要繼承、發展、利用

好中醫藥，充分發揮中醫藥在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中的作用，造福

人類健康。相關政策的出臺為中醫藥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前景，

系統掌握中醫理論基礎，具備利用中醫中藥及相關診療技術進行治療

、康復、養生、保健的專業人才可在廣闊的醫療市場中大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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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門學生在內地培養情況及發展前景 



03澳門學生在內地培養情況及發展前景 

1.思維活躍，接受新鮮事物能力較

強，善於創新 

2.學生的總體素質較高 

3.許多澳門學生與內地學生相比有

一定的“文化差異” 

（一）學生現狀 

二、 澳門學生在內地培養情況及發展前景 



獎/助學金名稱 申請條件 金額 備註 

國家獎學金 
品學兼優，自覺遵
守國家法律、法規 

8000人民幣/年 
每年指定時間向
在讀院校申請 

港澳及 
華僑獎學金 

 

品學兼優，自覺遵
守國家法律、法規 

一等獎：5,000人民幣/年； 
二等獎：4,000人民幣/年； 
三等獎：3,000人民幣/年； 

每年指定時間向
在讀院校申請 
 

學年獎學金 
品學兼優，自覺遵
守國家法律、法規 

不同學校標準不一 
每年指定時間向
在讀院校申請 

社會獎學金 
品學兼優，自覺遵
守國家法律、法規 

不同學校標準不一 
每年指定時間向
在讀院校申請 

（二）學習-獎學金 

二、 澳門學生在內地培養情況及發展前景 



（三）生活 

学校食堂及餐厅，提供不

同口味，价格低廉 

内地高铁发展迅速，广东

与港澳来往便利 

港澳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范围，实现其和内

地学生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同

等待遇 

校园内的八达通，可用于学

生证、图书证、校园消费等 

饮  食 校园一卡通 

医疗保障 交 通 

二、 澳門學生在內地培養情況及發展前景 



（四）住宿 

 各高校標準不同：一般是4人

一寢室； 

 部分高校提供单人间、双人间 

 收費：與內地生一樣，一般為

1500人民幣/年； 

二、 澳門學生在內地培養情況及發展前景 



• 通過內地醫師資格考

試，即可在內地找工

作； 

• 也可在內地繼續升讀

碩士或博士，港澳臺

學生也有相應優惠政

策。 

（五）發展前景 

• 內地學歷及專業資格

獲澳門政府認可，可

投考公務員、教師、

醫師等； 

• 就業機會很多； 

• 可在香港、澳門的大

學升讀碩士或博士課

程。 

1.回澳門工作或升學 

• 外國商業及醫療機構

需要大量熟悉中國國

情的員工協助開拓中

國市場； 

• 可報讀國外研究生課

程，繼續深造。     

2.內地工作或升學 3.外國工作或升學 

二、 澳門學生在內地培養情況及發展前景 



（六）內地高校學習澳生獲得職業證照的銜接 

二、 澳門學生在內地培養情況及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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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醫學專業辦學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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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5 

开设中医学本科教育 

1988年 
 

成为广东省名牌专业 

2005年 

成为教育部特色专业 

2008年 

成为广东省特色专业 

2010年 

4 

2011年 

国家首批中医学专业
试点认证 

6 

成为广东省重点专业 

2017年 

（一）專業歷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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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基本概況 

专业名称 中医学 

专业代码 100501K 

学位授予门类 医学 

修业年限 5 

所在院系名称 中医药学院 

专业设立时间 1988年 

专业总学时 5716学时 

专业总学分 276学分 

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总学分
比例 

27.98% 

本专业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
比例 

100% 

      專業定位 

       依托綜合性醫科大學背景及粵港澳大灣區地域優勢，培
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系統掌握中醫學基本知識、基本理
論和基本技能，掌握壹定現代醫學基本知識和基本診斷技能
，具備較強中醫臨床思維和實踐能力，具有壹定創新能力，
視野寬、基礎厚、能力強的研究應用型中醫學人才。 

        特色優勢 

①人才培养质量高。中医类执业医师通过率一直位居全国前
五，并连续三年位居全国首位；连续三届获全国挑战杯金奖
。②教学平台优质高效。依托综合性医科大学中、西医互补
优势，共享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4个国家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等优质教学平台。③学科师资实力雄厚。现有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6个、重点专科4个，拥有以院士、
国家级教学名师及教学团队等为代表的优秀教师队伍。 



实践课程 理论课程 第二课堂 系列活动 

能力培养注重系统 

• 计算机 

• 医学统计学 

• 文献检索 

• 机能学实验… 

• 中医诊断学实训 

• 针灸推拿实训 

• 临床技能实训 

• 三段实践…… 

• 学生社团 

• 创新基地 

• 课外科研 

• 社会实践…… 

• 院士讲坛 

• 云山大讲堂 

• 麒麟论坛 

• 杏林论剑…… 

掌握方法原理 打牢实践技能 培养创新能力 启发创新意识 

21 

（三）辦學模式有特色 
 



教学方法注重融合  

                  

床边教学 

PBL教学 混合教学 野外实训 

案例教学 SP教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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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培养注重传承 

 注重中医思维的培养：整体观、四诊辨证、理法方药； 

 注重临床实践的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实施三段式实践教学； 

 探索传承培养模式建设：设立 “名老中医传承班”,一对一指导、跟师学习、研习经典。 

 



03澳門學生在內地培養情況及發展前景 三、中醫學專業辦學舉例 

 名老中医传承班：围绕“四重”探索实

践院校学历教育与中医师承教育两种体

系高度融合的中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简称双体合一模式。 

 
 获得2019年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四）教師教學有水平 

全国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1名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名 

中央保健组专家 2人 

岐黄学者领军人才 1名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名 

全国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 各1名 

全国中医学和中药学教指委委员 各1名 

全国名老中医药继承工作室专家 2名 

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4人次 

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 4人 

省教学名师、名中医、杰青、青珠江等人才称号 24人次 

国家级学会主委 2个 

国家级学会副主委 28个 

25 

臧堃堂 
中央保健组专家 

陈宝田 
中央保健组专

家 

罗佳波 
国家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 

吕志平 
全国名老中医、 

教学名师 

二、中醫學專業辦學舉例 



 获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一等奖2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3项，优秀奖

6项，最佳教学论文奖3项 

 获全国高等学校中药学专业青年教师教学设计大赛一等奖1项，优秀奖4项 

 获全国针灸推拿技能大赛教师组一等奖3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3项、优秀奖4项 

 全国高校（医学类）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1项，优秀奖1项，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1项 

 第三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工科组）三等奖1项，广东省一等奖1项 

 

中医学类教学竞赛一
等奖 

中药学类教学竞赛一
等奖 

针灸推拿教学竞赛
一等奖 26 



科研指标 2004年以来 

承担科研项目 360余项 

政府资助 1亿余元 

国家自然基金 120余项 

国家自然基金重点 7项 

863项目 1项 

SCI论文 300余篇 

授权专利 100余项 

省部科技奖励 18项（一等奖2项） 



 首创中药粉针剂－双黄连  

 首创抗轮状病毒新药－葛根芩连微丸  

 首创中药袋泡剂剂型  

 开发新药包括：三九胃泰、正天丸、金关片、壮骨关节丸（三九集团）；尿
毒清（康臣），无限极保健系列口服液（李锦记），补脾益肠丸（陈李济药
厂）  

丰硕的科研成果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28 



03澳門學生在內地培養情況及發展前景 二、中醫學專業辦學舉例 

（五）學生培養有質量 

毕业届 2014届 2015届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就业率 91.67% 96.88% 95.24% 99.4% 98.48% 

升研率 40.16% 35.14% 28.74% 39.55% 31.97% 

四级通过率 95.73% 94.87% 96.85% 92.65% 95.92% 

六级通过率 44.53% 48.25% 48.06% 53.68% 56.46% 

执业医师通过率 94.03% 96.63% 96.51% 83.16% 暂无数据 

全国排名 第一 第一 第一 第五 暂无数据 

中医执业医师通过率2014、2015、2016连续三年全国排名第一； 
    平均高出全国通过率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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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科技）
竞赛一等奖1项 

 二等奖1项，省级一等奖3项、二
等奖8项、三等奖3项 

 获“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1项
（广东唯一本科生代表） 

 全国《黄帝内经》知识大赛获华
南赛区一等奖、全国二等奖 

刘祯荣获第六届中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奖 

 

 

2014～2015 

课外科研立项42项 

课外科研立项35项 

课外科研立项67项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创新能力强：多次在科技类中获奖 

2018～2019 课外科研立项75项 

二、中醫學專業辦學舉例 



第六届全国金奖 第七届全国金奖 
第八届全国银奖 
评委推荐特色奖 

创业意识好：多次在创业类竞赛中获奖 

全国 挑战杯（创业）获连续三届金奖2项、银奖1项、评委推荐特色奖1项（全国5个）， 

                                  省金奖3项，银奖2项 

全国挑战杯（创意）连续三届获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 

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团队称号和创业新锐奖（我院学生受到刘延东
接见） 

本科生创业项目“麦栈糕点坊”在中央电视台2套《中国创业榜样》栏目播出  

 

刘延东接见黄赟 中央电视台2套 
31 

三、中醫學專業辦學舉例 



中医药学生党总支被评为全国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实践
团队 

中医药学生团总支2次被评为“广东省优秀团总支” 

2个实践服务队被省团委评为“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 

一年一度的中医药文化节被评为广东省科普创新项目 

多次获广东省传统武术(套路)锦标赛集体一等奖 

   学生参加志愿者服务     获学校运动会冠军     学生在运动会上表演太极 

            综合素质好：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文体活动获得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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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醫學專業辦學舉例 



03澳門學生在內地培養情況及發展前景 三、中醫學專業辦學舉例 

优秀毕业生 



欢迎广大澳门同学 

到内地升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