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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國際醫藥大學致力於提高民眾的健康水準，通過提供研究生水平的專業教育，培養中醫領域的專業醫務工作者。大 學

所設課程以中醫為主，中西醫相結合，傾力加強中醫領域的教學及醫療的專業水平。 

大學提供全面的中醫教育，培養學生成為中醫領域的職業醫務工作者。 
 

大學為教師、學生和畢業生不斷提高專業知識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大學診所還為社區民眾提供健康教育和 低

價位高品質的醫療服務。 
 

 

[教育目標] 

國際醫藥大學期望畢業生能夠在知識技能方面達到以下標準： 
 

掌握必需的知識技能，有能力在加州執業針灸醫師行醫範圍內，運用各種治療方法提供合格的專業化的中醫診療 服

務 
運用中醫的理論和原則，有能力正確診斷病症，及基於診斷制定相應的治療方案 

運用掌握的知識，在必要時給予病人正確的轉診，包括所有的緊急及非緊急情況 

醫德高尚，品行專業 
任何時候均能用尊重和體諒的態度去對待病人，並保護病人的隱私權 

具有良好的與病人及民眾的交流能力，以便更有效地運用高質量的醫療水平去服務社會 

追求努力不斷地學習，提高專業的醫療實踐水平 

[大學歷史] 

國際醫藥大學基礎雄厚。其創始人王英秋醫師在中西醫結合方面享有幾十年的教學、科研及臨床經驗，他早於 1990 

年 3 月在加州奧克蘭以建立“世界健康中心”而開始大學的基礎籌建工作。“世界健康中心”的目標是從研究及診 療

方面把基於陰陽、五行、氣機、經絡以及臟腑系統理論的中醫科學提高到更加被尊敬及認可的地位。 
 

在 1994 年 3 月，王英秋醫師在加州的 Sunnyvale 建立了“國際健康和治療研究所”。研究所的建立是國際醫藥大學 發
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研究所在結合中西醫學理論及王英秋醫師 25 年臨床經驗的基礎上，創立了“核關醫 學理
論”。 

 

1997 年 10 月，國際醫藥大學於加州的 Sunnyvale 正式成立，王英秋醫師任校長。大學一直以“致力於社區民眾的健 康

服務，並提供高質量的高等醫學教育”為宗旨。 

 

1999 年加州私立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委員會（BPPVE）正式核准國際醫藥大學提供中醫課程的碩士學位，此乃矽谷 

第一所被批准的中醫高等學府。 

 

2001 年 11 月，加州針灸局核准了國際醫藥大學的中醫碩士課程，凡獲得此碩士學位之學生均可參加加州針灸執照 考

試。 
 

同年，王英秋校長及校董事會決定正式向全國針灸及東方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ACAOM)提出認證申請。於 2003 年 6 

月獲得初步認證，並於 2005 年 6 月獲得正式認證。至此，國際醫藥大學成為了一所美國教育部正式認證的高等中醫 

教育學府。 
 

2005 年 10 月，經美國教育部授權，被國際醫藥大學錄取的學生享有申請美國聯邦政府助學金的權利。 
 
此外，國際醫藥大學於 2003 年獲國土安全局授權簽發 I-2 0 招收國際學生( F-1 )；於 2003 年獲針灸及東 方醫學國家鑒
定委員會（NCCAOM）正式核准，本校畢業生有資格參加全國針灸及中藥證書考試。2003 年國際醫藥 

大學增設推拿師培訓課程（初、中、高級班），並獲 BPPVE 及 ACAOM 的一致核准。 

2009 年 6 月東方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ACAOM)批准國際醫藥大學開設東方醫學英文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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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東方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ACAOM)批准國際醫藥大學開設中醫碩士韓文班。 
 

2011 年 9 月東方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ACAOM)批准國際醫藥大學開設東方醫學中文博士班。 
 

2012 年 2 月國際醫藥大學的東方醫學英文博士班獲得東方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ACAOM)的初步認證。 

 

歲月如梭，在社會各界的關心期盼下，經過全校教職工的不懈努力，國際醫藥大學業已成為一所加州乃至全國著名 

的中醫針灸高等教育學府，中醫針灸醫師的搖籃，聯系東西方醫學文化的紐帶。 
 

國際醫藥大學立志於服務社會，並為各界有志於中醫事業的朋友提供一流的教學系統和學習環境。 
 

 

[認證和核准] 

全國針灸及東方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ACAOM） 

ACAOM 是美國高等教育部授權的認證機構，負責全國的針灸及東方醫學教育審核認證。國際醫藥大學的中醫碩士 學

位已獲 ACAOM 的正式認證。被錄取的學生有資格申請美國聯邦政府助學金及貸款。 

ACAOM 位於 14502 Greenview Drive Suite 300B,Laurel, MD   20708;電話:(301)313-0855;傳真: (301)313-

0912. 

 

加州針灸局 在加州，執照針灸師是獨立的首要醫療工作者，其行醫範圍涵蓋針灸、中藥、營養、東方按摩、指壓及

呼吸技術 等。國際醫藥大學被加州針灸局全面認證，我校中醫碩士學位畢業生有資格參加加州執照針灸醫師考試。 

加州針灸局位於 1747N.MarketBlvd,Suite180,Sacramento,CA95834 ;電話:(916)515-5200. 

國土安全局 

國際醫藥大學已被國土安全局許可核發 I-20 表，招收外國留學生。 

私立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委員會(BPPE) 

BPPE 正式批准國際醫藥大學頒發中醫碩士學位給完成全部中醫針灸課程的畢業生；頒發推拿師證書給完成推拿課 程

的畢業生。學校號碼：4306581 

針灸及東方醫學國家鑒定委員會（NCCAOM） 

NCCAOM 提供了鑒定標準以確保公共安全。NCCAOM 所提供的鑒定考試結果被許多州採用做為申請執照條件之 一。

國際醫藥大學的學生有資格參加全國針灸及中醫證書鑒定考試。 

另外，國際醫藥大學的設施和裝備均符合加州和聯邦的法律條款，包括 OSHA 的要求。 
 

美國教育部（USDepartmentofEducation) 

國際醫藥大學是美國教育部正式認定的頒發中醫碩士學位的高等學府。 
 

聯邦政府助學金 聯邦政府向國際醫藥大學錄取的學生提供多種助學金方式：包括政府獎學金、聯邦工作學習計劃、
無息或低息貸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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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NataliaRadovilsky,M.S. 

YingQ.Wang,L.Ac.,M.D(China) 

RichardFriberg,M.Gov 

RongZhang,Ph.D.D avidYa

o 

ShellyFang,CPA 

MelvinHsu,D.C. 

[教學診所] 

教學診所為廣大學生，教師和中醫師提供了廣泛的臨床實習研究機會。國際醫藥大學採用針灸、推拿、中藥、火罐 
以及艾灸等治療方法，竭誠為南灣的民眾提供醫療保健服務。大學診所一周開業 7 天，部分晚上也開診。門診費用 
低廉，以便於服務更多的社區民眾前來就診。國際醫大的學生就診可以得到優惠價格。 

 

中藥房有 300 多種中藥和許多常用的中藥成劑。在臨床實習期間，學生可以學習如何為病人抓藥及開中藥處方，熟 

練掌握中藥及方劑的臨床應用。學生在國際醫大診所購買中藥時也可以得到優惠價格。 

[地點和設施] 

國際醫藥大學座落於矽谷高科技中心－加州的 Sunnyvale 市，購物、就餐和停車都非常便利。大學位於 Lawrence 
Expwy.和 Duane 大街交叉口的繁華地段，緊臨公交車站、輕軌車站和各主要高速公路。公交車 55 路在國際醫大校 園
門前有停車站。Sunnyvale 一年四季氣候宜人，鄰近還有多所著名高等學府，包括史丹福大學，聖荷西州立大學和 聖
他克拉拉大學等。 

 

大學校院布局具有中國庭院式風格。大學設有多個教室，教學診所、圖書館、中藥房、書店、管理辦公室和師生休 

息大廳，為學生和教職員工提供了一個舒適的環境。 

[圖書館] 
 

圖書館藏有英文及中文書籍約 2000 多本及各種雜誌、期刊、幻燈片、掛圖、試聽材料、以及人體解剖模型等。館藏 

包括中醫及西醫領域。閱覽區有電腦設備並連接網路方便學生和教職工使用。 
 

世界著名的史坦福大學臨近國際醫大，學生可方便使用史坦福大學的醫學圖書館。Sunnyvale 公共圖書館也臨近國際 
醫大，其館內藏有大量的中英文書籍和磁帶，並有醫學參考書和其他圖書館服務。位於 Cupertino 的 PlaneTreeHealth 
圖書館藏有 2500 多本與健康有關的書籍，醫學材料和 CD，從國際醫大乘車可以很容易地到達。 

[泊車] 
 

國際醫大泊車方便，不僅擁有充足的專屬車位，在附近商業區還有大量免費泊車位，提供給學生、教職工、病患和 

訪客。 

[駕駛指南] 

國際醫大交通非常便利，可以方便地連接 101，237 和 280 號高速公路。 如果您對行駛路線還有不清楚之處，請打以

下電話: 
行政處:(408)733-1878 教學診所:(408)992-0218 傳真:(408)636-7705 

[中醫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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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藥大學提供中醫碩士學位課程，課程分為四個年級。通常，學生可以在 36 個月(3 年)修完全部課程。 

從 2005 年春季學期入學的學生開始，全部碩士課程包括： 

基礎科學理論課程 19 個學分 285 個小時 

碩士學位理論課程 123 個學分 1845 個小時 

臨床實踐 32 個學分 960 個小時 

共 174 個學分 3090 個小時 
 

針灸學及中藥學課程的學習与實踐占主要部分，另有部分西醫科學課程及管理等課程。 
 

國際醫藥大學實行每學年三學期的制度，課程共 9 個學期。大部分學生是全日制。如果學生有相關的醫學背景，可 

縮短畢業時間。學生可緩慢修課，但最長應在 8 年內修完全部課程。 

 

整個課程大概分為 2 個部分：前 2 年的基礎課程和最後 1 年的臨床專業課程。在進入 3 年級前和畢業前學生需要進 

行綜合考試。 

 

課程是按照順序安排的，前一個學期是下一個學期的基礎。課程涵蓋中醫基礎理論、針灸、中藥、推拿/指壓、太極 

拳、氣功和西醫科學等。 
 

前 2 年的課程，如：中醫理論、診斷、針灸、中藥和方劑、推拿/指壓、太極拳和氣功等課程將為學生打下堅實的基 
礎。之後，學生將進入臨床課程的學習，如：中醫內科、中醫兒科、中醫婦科、中醫骨傷科及中醫外科等。中醫四 
大精典<黃帝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和<溫病>也將在第三年學習。 

 

中醫是建立在陰陽、五行理論和八綱辯證基礎上的。中醫師通過四診（望、聞、問、切）來確定病人的健康與疾病 

狀態。 
 

中西醫在中國已和諧併存。在國際醫藥大學的教學中，中醫和西醫共同被作為專業課程的兩大部分。 國外學

習 

國際醫藥大學已與北京中醫藥大學、遼寧中醫藥大學、黑龍江中醫藥大學及安徽中醫學院簽署姐妹學校協議，雙方 
將在國外學習項目以及師生交流、學術、科學研究等方面進行廣泛合作。國際醫藥大學將協助在校生及畢業生聯系 
國外進修事宜，國外進修項目不列入本校的教學內容。對於有興趣通過國際醫藥大學進行在國外學習的同學可與國 
際醫藥大學行政辦公室聯系，以便取得進一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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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安 排 
 

 
第一年 

第 1 學期 

  

 

 

學分 

 

 

 

第 2 學期 

  

 

 

學分 

 

 

 

第 3 學期 

  

 

 

學分 

PD111 中國醫學史 1 AC211 針灸 I 4 AC311 針灸 II 4 

PM112 醫德 1 HB212 中藥 I 4 HB312 中藥 II 4 

CM113 中醫基礎理論 I 3 CM213 中醫基礎理論 II 3 WM313 病理學/病理生理學 4 

CM114 推拿/指壓 4 WM214 營養學 3 CM314 中醫診斷學 I 4 

CM115 太極拳 2 CM215 氣功 2 HB315 中藥藥理學 2 

      CL1 臨床 I（課堂觀摩） 1 

  
11 

  
16 

  
18+1 

 

第二年 

第 4 學期 

   

 

 

第 5 學期 

   

 

 

第 6 學期 

  

AC421 針灸 III 3 AC521 針灸 IV 3 AC621 針灸 V 4 

HB422 方劑 I 4 HB522 方劑 II 4 CM622 中醫外科學 2 

CM423 中醫診斷學 II 4 WM523 西藥學 3 CM623 中醫內科學 I 3 

WM424 西醫診斷學 4 PD524 研究方法 1 WM624 西醫科學 I 4 

CL2 臨床 II（見習生） 5 PH525 公共健康 2 PC625 病人管理 I 3 

   CL3 臨床 III（實習生） 6 CL4 臨床 IV(高級實習生) 5 

  
15+5 

  
13+6 

  
16+5 

 

第三年 

第 7 學期 

   

 

 

第 8 學期 

   

 

 

第 9 學期 

  

AC731 針灸 VI 4 CM831 中醫婦產科 3 CM931 病例分析 3 

CM732 中醫五官科 1 CM832 中醫骨傷科 2 CM932 總復習 4 

CM733 中醫內科 II 3 CM833 四大經典 4 PH933 社區服務 1 

WM734 西醫科學 II 3 CM834 中醫兒科 1 CL7 臨床 VII(高級實習生) 5 

PC735 病人管理 II 3 PM835 管理 2    
CL5 臨床 V(高級實習生) 5 CL6 臨床 VI(高級實習生) 5    

   
14+5 

  
12+5 

  
8+5 

 

獲得碩士學位需完成 42 門理論課（共 123 個學分，1845 個小時）以及 960 個小時的臨床實習。此外，在第一學年內 

學生應該修完全部基礎科學課程（共 19 個學分，285 個小時）。以下是要求的基礎科學課程： 
 

BS101 普通心理學 2 學分/30 小時 BS102 普通生物學 2 學分/30 小時 

BS103 普通化學 3 學分/45 小時 BS104 普通物理學 2 學分/30 小時 

BS105 西醫術語 2 學分/30 小時 BS106 人體解剖學 4 學分/60 小時 

BS107 人體生理學 4 學分/60 小時 總計： 19 學分/285 小時 
 

本課程表列出了全部學位課程及大概的課程順序。每學期課程安排會依據實際情況而有一些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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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PD111 中國醫學史 

1 學分/15 小時 
(預修課程：無) 
中國醫學史主要教授中醫的起源、在中國、美國及其他國家的發展。通過這門課的學習，學生可以了解中醫的起源 
及在中國不同的朝代、不同國家的發展，演進与變革；學生可以了解諸如“傷寒論”、“溫病”、“金匱要略”、 
“黃帝內經”等精典名著及它們在中醫學中的重要地位。 

 

PM112 醫德 

1 學分/15 小時 

(預修課程：無) 

本課程主要講授基本醫療道德規範及與中醫針灸行業有關的州及聯邦法律規章，包括 OSHA，LaborCode， 

HIPAA 等，使學生了解與臨床治療病人相關的職責。 
 

 

CM113 中醫基礎理論 I 

3 學分/45 小時 
(預修課程：無) 
中醫基礎理論是整個中醫體系的基礎。本課程分為兩部分。中醫基礎 I 主要教授中醫陰陽五行理論、臟腑理論、氣 
血津液理論及經絡理論。通過本課的學習，學生將獲得中醫基本理論知識、中醫術語、及中醫生理學知識。本課為 
學生進一步學習中醫基礎 II 及其他中醫課程打下基礎。 

 

 

CM114 推拿/指壓 

4 學分/60 小時 
(預修課程：無) 

推拿/指壓也稱中醫按摩。本課將介紹傳統中醫推拿/指壓有關的知識：包括基本概念、治療機理、治療原則、臨床 診

斷及治療方法、推拿指證。通過本課的學習，學生將會掌握基本推拿操作方法，了解推拿的臨床診斷治療方法。 
 

 

CM115 太極拳 

2 學分/30 小時 
(預修課程：無) 
太極拳是一門以保健為目的的實踐操作課程。通過練習太極拳可以達到強身健體、平衡陰陽的作用。本課能夠幫助 
學生理解和掌握中醫學的氣血理論，經絡理論和中醫的整體觀，體察中醫的氣感。學生可學會太極拳的基本練習 法
，並掌握其要領。學生還會學到如何教病人通過練習太極拳促進病情的恢復，增進健康。 

 

 

AC211 針灸 I 

4 學分/60 小時 
(預修課程：無) 針灸學是中國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針灸學由六個部分組成，系統講授經絡輸穴的基礎理論和針灸的
臨床應用。內 容包括：經絡理論，輸穴的定位、功能及主治，不同類型的針具，針刺法及其它治法，治療原則及臨
床應用。 

 

針灸 I 主要教授針灸發展史，經絡理論，輸穴理論，並介紹 6 條經(肺、大腸、胃、脾、心、小腸)的輸穴位置、功 能

、主治。操作練習部分強調正確的輸穴定位。 
 

 

HB212 中藥 I 

4 學分/60 小時 

(預修課程：無) 

中藥學也被稱為“本草”。中藥學分為兩個部分。中藥 I 將介紹中藥學的基本理論，及部分中藥的分類、來源、加 

工、性味、歸經、功效、應用、用法用量及使用注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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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13 中醫基礎理論 II 

3 學分/45 小時 
(預修課程：CM113;可以與 CM113 同時學習) 
中醫基礎理論 II 是中醫基礎理論 I 的延續。本課主要向學生介紹中醫對疾病的認識，包括病因學及發病機制，以及 
中醫養生和疾病防治的原則。學完本課及中醫基礎理論 I 後，學生將掌握中醫的基本理論結搆，從而為繼續學習其 
它中醫課程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WM214 營養 

3 學分/45 小時 
(預修課程：無) 營養學是一門將中醫營養與西醫營養有機結合的學科。營養學的目的是闡述各種營養素對人體正常
生長發育、健康 的重要作用，以及由於營養因素導致的疾病及在臨床中營養學的實際應用。本課分為兩部分，西醫
營養學及中醫營 養學。西醫營養學講授西醫營養學的基本理論和臨床實踐，側重於蛋白質、脂肪、醣類、維生素、
礦物質在保健及 疾病治療方面的作用。中醫營養學講授中醫膳食理論；普通飲食的功能和特點，尤其是在保健和疾
病治療方面的作 用。 

 

CM215 氣功 

2 學分/30 小時 

(預修課程：無) 
氣功作為中醫寶庫中重要的遺產之一已有近 3000 年的歷史。氣功在預防和治療疾病、強身健體、減緩衰老、延年益 
壽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本課通過講授自我氣功修練的理論與操作方法，向學生介紹在氣功領域的豐富經驗。通 
過本課的學習，學生不僅可以掌握基本的氣功操作，而且可以學會如何教授病人練習氣功。 

 

 

AC311 針灸 II 

4 學分/60 小時 

(預修課程：AC211;也可以與 AC211 同時修) 
針灸 II 在針灸 I 的基礎上將向學生繼續教授其餘 8 條經脈:膀胱、腎、心包、三焦、膽、肝、任脈、督脈)輸穴及經 
外奇穴的位置、功能、主治。本課還將介紹奇經八脈理論。課堂操作練習強調輸穴的準確定位。通過本課的學習學 
生能夠掌握其餘 8 條經脈，從而全面掌握人體經絡輸穴知識。 

 

HB312 中藥 II 

4 學分/60 小時 

(預修課程：HB212;也可以與 HB212 同時修) 
中藥 II 將繼續中藥 I 的內容，介紹其餘中藥的分類、來源、加工、性味、歸經、功效、應用、用法用量及使用注意 
等。完成本課及中藥 I 後，學生將能夠掌握基本中藥的相關知識及中藥的鑑別，能夠描述中藥的分類、來源、加 工
、性味、歸經、功效、應用、用法用量及使用注意等。 

 

WM313 普通病理學 

4 學分/60 小時 
(預修課程：BS106 人體解剖學，BS107 人體生理學) 
病理學是研究疾病的發生發展規律，闡明疾病本質的一門西醫基礎理論學科，對學習中醫也有重要的輔助作用。本 
課從西醫的角度講授基礎病理、微生物、免疫、傳染病及寄生蟲病的病理等。通過本課的學習，學生能夠從西醫的 
角度了解人體常見疾病的病因、發病機制、以及疾病過程中機體的功能、代謝和形態的改變與疾病的轉歸，從而認 
識疾病的本質。 

 

CM314 中醫診斷 I 

4 學分/60 小時 
(預修課程：CM113，CM213) 
中醫診斷學是以識別病症，推斷疾病，給治療疾病提供根據的一門學科，是臨床各科的基礎。本課分為兩部分講 授
。中醫診斷 I 主要教授如何通過四診（望、聞、問、切）達到病人病史的採集、病人的體格檢查和評估。通過本 課
的學習，學生將了解中醫診斷的基本理論，掌握運用四診方法獲得臨床常見疾病的症狀、體徵的技能，為學習中 醫
診斷 II 打下基礎。 

 



9 

HB315 中藥藥理學 

2 學分/30 小時 

(預修課程：無) 中藥藥理學是以中醫基礎理論為指導，用藥理學的方法研究中藥對人體各種功能的影響及其作用的科

學。它包含有 一般中藥植物形態學，中藥簡單炮製方法，中藥藥理作用，以及中藥複方的藥理等內容。學生還將了

解到中藥及方 

劑的現代研究進展等。 
 

 

AC421 針灸 III 

3 學分/45 小時 
(預修課程：AC211，AC311;也可以與 AC311 同時修) 本課將向學生詳細介紹各種針刺方法、刮痧、灸法及拔罐法；指
導學生在經絡和穴位上進行實踐操作這些技術；複 習穴位的定位。學生還將學習潔針技術及針刺的禁忌與異常現象
的處理方法。本課強調學生對針灸治療安全性的重 視。 

 

 

HB422 方劑學 I 

4 學分/60 小時 
(預修課程：HB212，HB312) 
方劑學是一門重要的中醫基礎課程。本課通過一定數量常用方劑的講授，引導學生掌握組方原則和配伍規律，培養 
學生分析、運用方劑以及臨床組方的能力，並為學習中醫臨床課程奠定基礎。本課分為兩部分，方劑 I 和方劑 II。 
方劑 I 主要講授方劑的基本理論知識及一部分中藥方劑的概念、組成、使用方法、功用、主治、使用注意及詳細的 
方解。 

 

 

CM423 中醫診斷 II 

4 學分/60 小時 
(預修課程：CM314) 
中醫診斷 II 在中醫診斷 I 的基礎上詳細論述了各種臨床常用的辨證方法，包括八綱辨證、氣血津液辨證、臟腑辨 證
、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等。通過學習，學生將熟練掌握運用四診方法收集病人資料，通過辨證的 方
法達到正確的診斷及給出相應的治療原則。 

 

 

WM424 西醫診斷 

4 學分/60 小時 
(預修課程：WM313) 

西醫診斷是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的橋樑課程，也是臨床各科的基礎。本課教授西醫診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包括病 

史的採集、檢體診斷、實驗診斷、心電圖、影像診斷及其它檢查方法。通過本課的學習，學生將能夠了解西醫診斷 

的基本原則，體會西醫診斷在西醫臨床科學中的重要性及與中醫臨床實踐的關係。 
 

 

AC521 針灸 IV 

3 學分/45 小時 
(預修課程：AC211，AC311) 本課將向學生介紹臨床常用的一些治療方法，如：頭針、耳針、腕踝針、電針等，及針
灸在中國、美國和其他國家 的最新發展。本課還將介紹針灸學治療概論，包括治療總則、治法、處方選穴的基本原
則、特定類穴的運用等。 

 

 

HB522 方劑學 II 

4 學分/60 小時 
(預修課程：HB212，HB312) 
方劑學 II 在方劑學 I 的基礎上繼續講授其餘部分方劑的概念、組成、使用方法、功用、主治、使用注意及詳細的方 
解。學完本課及方劑 I 後，學生能夠掌握常用方劑的知識，能夠根據病人的實際情況選擇方劑及對方劑進行適當的 
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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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523 西藥學 

3 學分/45 小時 

(預修課程：WM313) 西藥學是一門重要的西醫基礎課程。本課主要教授西藥藥物的基礎知識，包括分類、藥物學、

作用和用途、不良反 應和禁忌症、常用藥物間的相互作用。中醫學生通過對西醫的了解，有助於對中藥藥理的研究

和中藥的科學使用。 
 

 

PD524 研究方法 

1 學分/15 小時 

(預修課程：無) 本課將向學生介紹科研的基本知識，在中西醫科研中常用的方法及基本的數據統計分析方法。通過

本課的學習，學 生能夠掌握科學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論，包括臨床及基礎研究的各種方法，數據的收集與分析等。為

將來進一步自我 

學習進修打下理論基礎。 
 

 

PH525 公共健康 

2 學分/30 小時 
(預修課程：無) 
本課程將介紹公共健康的原理，它包括人類與環境的關係，環境對公共健康的影響，病原學和不同致病因素如:生 活
環境(空氣、水、土壤、食物等)，職業環境(化學、物理、生物等因素)，和社會環境所導致疾病的預防。另外還介 紹
了流行病學(包括傳染源、傳播途徑、敏感群體的控制和預防)，和其它非傳染性的疾病。 

 

 

AC621 針灸 V 

4 學分/60 小時 

(預修課程：AC421，CM423，AC521) 

本課將介紹針灸的臨床應用。本課結合中醫基礎理論、經絡、穴位、刺法及中醫診斷知識，向學生介紹部分內科病 

症的病因病機、辨證、針灸治療方法。 
 

 

CM622 中醫外科 

2 學分/30 小時 
(預修課程：HB422，CM423，HB522) 

本課將向學生詳細介紹中醫外科疾病的病因、病機、辨證診斷及臨床治療與預防的方法。通過本課的學習，學生將 

了解中醫外科學的範疇及常見中醫外科疾病的診治方法。 
 

 

CM623 中醫內科 I 

3 學分/45 小時 
(預修課程：HB422，CM423，HB522) 

中醫內科學是運用中醫學理論和中醫臨床思維方法研究並闡明內科疾病的病因、病機、証候、診斷、辨證論治規 律

、轉歸癒後以及預防、康復等問題的一門臨床學科，是中醫學學科的主幹課程，也是臨床諸學科的基礎。中醫內 科

學分為兩部分。中醫內科學 I 將介紹 16 個常見中醫內科病症。 
 

 

 

WM624 西醫科學 I 

4 學分/60 小時 
(預修課程：WM424，WM523) 
西醫科學 I 是一門教授學生西醫內科學基礎的課程。本課將從西醫的角度向學生介紹人體各系統疾病的病因學、發 
病機制、臨床症狀及體徵、診斷、治療及癒後。本課通過對西醫臨床內科疾病的講解，使學生有能力作出及時合適 
的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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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625 病人管理 I 

3 學分/45 小時 

(預修課程：無) 本課程教授學生如何以初級健康管理專業人員的身份管理患者健康方面問題，本課程分為兩個部

分:病人管理 I 和 病人管理 II。 
 

病人管理 I 是介紹初級健康管理專業人員所擔負的初級管理責任和二級管理責任，它主要包括:治療計畫的制定，療 
程的安排，轉介和與其他醫療專業機構共同合作，追蹤管理，終期檢閱，有效的療效評估，癒後和未來醫療管理， 
另外還包括精神評估和適當的精神輔導。 

 

 

AC731 針灸 VI 

4 學分/60 小時 

(預修課程：AC421，CM423，AC521) 

本課將繼續介紹針灸的臨床應用。結合中醫基礎理論、經絡穴位刺法及中醫診斷知識，向學生介紹針灸 VI 範圍內 

部分內科病症及婦兒科、外科、五官科病症的病因病機、辨證、針灸治療方法。 
 

 

CM732 中醫五官科 

1 學分/15 小時 
(預修課程：HB422，CM423，HB522) 
中醫五官科是一門應用臨床醫學課程.。介紹五官科常見病的病因、病機、診斷要點、辨證治療、護理及預防的基本 
知識。通過本科的學習，學生將掌握眼、耳、鼻、喉、口的臨床常見疾病的病因、病理、診斷、治療、護理及預防 
方法，提高臨床診治能力。 

 

 

CM733 中醫內科 II 

3 學分/45 小時 
(預修課程：HB422，CM423，HB522) 

中醫內科 II 繼續介紹常見內科病症的病因、病機、証候、診斷、辯證論治規律、轉歸癒後以及預防方法。通過本課 

的學習，學生將掌握中醫內科學 II 範圍內常見病症的基礎知識、臨床診斷、治療、預防的技能。 
 

 

WM734 西醫科學 II 

3 學分/45 小時 
(預修課程：WM424，WM523) 

西醫科學 II 是一門教授學生西醫外科學基礎、西醫婦產科、兒科及其它一些醫療保健方式(如牙科、護理科、公共 保

健科、脊椎骨科、順勢醫學等)的課程。通過本科的學習，學生能夠了解西醫外科學及其他一些醫療保健方式的性 質

和治療範圍，有能力作出及時合適的轉診。 
 

 

PC735 病人管理 II 

3 學分/45 小時 
(預修課程：無) 
本課程教導學生如何書寫專業醫療法律報告，以及如何管理重症患者及處理緊急問題。另外還介紹許多個案管理如: 
工傷賠償，車禍，社會醫療保險及其他特別案例及處理方式。本課程還介紹目前臨床使用的診斷及治療過程的標準 
編碼（CPT 及 ICD-9），以及不同治療方式間的影響和禁忌（尤其是西藥與中藥使用時的相互影響）。 在完成病人
管理 I 和病人管理 II 的課程後，學生將成為專業初級健康管理執業人員。 

 

 

CM831 中醫婦產科 

3 學分/45 小時 
(預修課程：HB422，CM423，HB522) 

中醫婦科學是一門中醫臨床學科。本課將向學生介紹婦女的生殖臟器、生理特點、婦產科病的病理生理特點、診斷 

要點、治療原則、預防與保健等。通過本課的學習，學生將掌握常見婦產科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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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832 中醫骨傷科 

2 學分/30 小時 
(預修課程：CM114，AC421，CM423，AC521;推薦修完 HB422，HB522) 
中醫骨傷科是一門重要的中醫臨床課程，本學科中針灸與推拿被廣泛應用。中醫骨傷科可以分為兩個部分：肌肉韌 
帶損傷及骨損傷。本課將向學生介紹各種損傷的基本理論，病因學，病機，診斷及治療方法。通過本課的學習，學 
生能夠掌握常見骨傷科疾病的基礎理論內容及診治方法。 

 

 

CM833 黃帝內經 

4 學分/60 小時 
(預修課程：HB422，CM423，HB522) 

«黃帝內經»是中國現存醫學文獻中最早的典籍之一，反映出中醫學的理論原則和學術思想。本課通過介紹黃帝內經 

中所闡述的中醫基礎理論知識，使學生加深對中醫基礎理論的認識，為進一步學習其它課程打下基礎。 
 

«溫病»是研究溫病發生發展規律及其預防和診治的一部經典著作。它主要向學生闡明溫病的病因、發病、病理變 化
、診斷方法、預防和治療措施以及轉歸。使學生理解溫病的特點及在衛氣英血三焦的傳變，了解溫病的診斷及治 療
方法以及舌診的重要意義。 

 

«金匱要略»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診治雜病的專書，本課包含許多中醫早期的重要複方，被古今醫家讚譽為萬方之 

祖、醫方之經，治療雜病的典範。通過本課的學習，學生可以掌握金匱要略的重要內容，了解雜病的臨床診斷和治 

療方法，為進一步學習其他基礎課及臨床課打下基礎。 
 

«傷寒論»是一部闡述多種外感疾病及雜病辨證論治的專書，是中國第一部理法方藥比較完善，理論聯系實際的古代 
重要醫學著作。通過本課的學習，學生可以了解傷寒論中關於疾病的臨床症狀、體徵、辨證診斷、疾病的進展、及 
中藥方劑治療的相關論述，從而加深對中醫診斷學、中藥方劑學及中醫臨床課程的認識。 

 

 

CM834 中醫兒科 

1 學分/15 小時 
(預修課程：AC421，CM423，HB522) 

中醫兒科學是一門中醫臨床課程，主要向學生介紹兒童的正常生長發育，生理學，兒科疾病的病理學，診斷及診療 

方法。通過本課的學習，學生能夠掌握兒科常見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方法，以提高自己的臨床診治能力。 
 

 

PM835 診所管理 

2 學分/30 小時 
(預修課程：無) 

管理學將向學生介紹中醫診所的常規管理工作，包括專業化的中醫診所的設計和建立，病人病歷的保存、保險帳單 

的處理、前臺運作規範、診所的發展及改進、臨床實踐中常用的咨詢和交流技術、診所保險的購買等。通過本課的 

學習，學生應該熟悉掌握一所專業化的中醫診所的日常運作。 
 

 

CM931 病歷分析 

3 學分/45 小時 
(預修課程：AC421，HB422，CM423，AC521，HB522;推薦修完其它的臨床課程) 

病歷分析是一門臨床課程，主要培養學生對於臨床病歷的分析能力。本課將通過提供臨床模擬病歷或實際病歷，使 

學生充分運用所學的基礎知識及其它臨床知識進行討論分析，達到正確的診斷，設定治療原則，並綜合針灸、中藥 

及其它治療方法制定相應的治療方案。 
 

 

CM932 總複習 

4 學分/60 小時 

(預修課程：三年級學生) 本課提供全面的課程複習，幫助學生準備畢業考試，另外對於參加加州針灸醫師執照考試

及全國針灸、中藥證書考 試的學生，提供深度複習及教導應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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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933 社區服務 

1 學分/15 小時 

(預修課程：實習醫師階段) 本課程是為了加強大學對公眾社區服務的承諾，目的在增進公眾對中醫藥的認識和了解。

學生將加入和參與學校所 組織的服務計畫，以深入各個社區，例如社區健康義診，社區健康研討會，服務不同社區團

體的學生義工，如:中 

老年人，低收入家庭，貧困家庭等。 
 

 

[臨床部] 

 

國際醫藥大學教學醫學中心設在國際醫藥大學校園內，位於加州 Sunnyvale 市的 LawrenceExpressway 与 Duane 街交 界處

。教學診所由執照中醫師和臨床實習生（在老師的指導下）為灣區民眾提供專業的，收費低的中醫服務。 
 

學生實習共分三個等級，依次為見習生(180 小時,包括課堂觀摩)，實習生(180 小時)，高級實習生(600 小時)，共 960 
個小時。學生只有在圓滿完成一定級別的全部訓練要求後，才有資格晉升到下一個級別。這種正式的、按照一定要 
求的逐級晉升制度是一個非常切實可行的結構，學生們能夠不斷發展和磨鍊臨床實踐所需的專業技能。這些技能包 
括準確完整的醫療評估和診斷，熟練掌握各種中醫治療方法，嚴格的衛生標準，正確的紀錄保存和對病人隱私的保 
護，以及在醫患間建立一種相互尊重與信任的關係。 

 

教學醫學中心收治多種病症患者以供學生臨床觀察和培訓。診所充足的病人來源保証了學生在臨床上充足的實踐訓 
練機會。國際醫藥大學擁有一大批經驗豐富、有執照的臨床教師，能夠給予每一個學生充分的關注和幫助。所有臨 
床教師均為執照針灸師，並且在中醫的各個領域有獨到之處。在中醫各科臨床診治方面學生可以獲得重要而實用的 
經驗。 

 

在教學診所中，明確規定了不同的等級及其相應的職責，必須嚴格遵守。不管學生在其他州或其他國家有過何種訓 

練，都不允許超過其所在臨床等級所規定的相應職責。 
 

臨床等級： 

 

CL1 臨床 I (課堂觀摩) 30 小時 

CL2 臨床 II (見習生) 150 小時 

CL3 臨床 III (實習生) 180 小時 

CL4 臨床 IV (高級實習生) 150 小時 

CL5 臨床 V (高級實習生) 150 小時 

CL6 臨床 VI (高級實習生) 150 小時 

CL7 臨床 VII (高級實習生) 150 小時 
 

CL1 課堂觀摩 

1 個學分/30 小時 (預修課程:

無) 

本課程讓學生有機會在課堂里接觸臨床事務，本課程由兩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的教學，將介紹國際醫藥大學臨床實習

手冊，學生可學習到國際醫藥大學臨床教學的操作過程，它包括臨 
床實習要求，各種規章制度，相關文書工作，病例的書寫等。第二部分學生能有機會觀摩指導教授示範標準的病人 

管理程序，並學習如何接待病人，如何進行診斷及提供咨詢。本課程是提供學生在進入臨床前所必須具備的知識。 
 

CL2 見習生 

5 個學分/150 小時 
(預修課程：CL1,BS106 人體解剖學，CM113，CM213，以及 AC211、AC311、HB212、HB312 中至少兩門) 這是臨床訓
練的第一個階段，實施於國際醫藥大學的教學醫學中心。在臨床見習的前几個小時，學生以小組為單位 學習並討論加
州針灸局頒發的“關於針灸實踐的法律和規定”。診所負責人要幫助新的臨床見習生熟悉診所的設 備，復習診所各項
規定。臨床見習生參加除了治療以外的所有臨床活動，其職責包括準備治療房間和中藥配備的輔 助工作。臨床教師必
須指導臨床見習生的準備工作。臨床見習生沒有處方權，也沒有權利給病人飲食及鍛鍊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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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在完成此階段的訓練後，學生將熟悉臨床的規章制度，加州和聯邦關於中醫行醫的法律和規章。學生將熟悉 

診所病人的診治過程，包括病人的接待、會談、診斷、治療、開中藥處方、咨詢、隨訪及治療過程中的無菌操作。 
 

CL3 實習生 

6 個學分/180 小時 (預修課程：所有基礎科學課程、CL2、AC311、HB312、AC421、CM423) 
實習生是臨床訓練的第二個階段。在此期間，學生可以在患者全身穴位進行針刺及拔針，並在帶教老師同意下可進 
行灸和火罐的治療,但不允許開中藥處方予患者。其職責包括：幫助高級實習生管理治療房間以確保病人在治療期 間
的舒適和安全；在徵得帶教老師的同意後，與患者進行面談，診斷病情，擬定治療方案，並可向病人提供治療建 議(
包括飲食和鍛鍊的建議)；在針灸治療前或治療後為病人做推拿；在得到帶教老師的同意後協助準備中藥。帶教 老師
在整個治療過程中都要在場，所有的治療計畫和方法在實施前都必須得到帶教老師的批准。在完成此階段的訓 練後
，學生能夠掌握在患者全身穴位的針刺方法及針刺深度，掌握灸法、火罐和其他治療方法的使用。學生也將熟 練掌
握初診及複診病人的面談，對常見病能做出較合理的診斷和治療計畫，並能按照規定嚴格遵守無菌操作過程。 

 

CL4,5,6,7 高級實習生 

20 學分/600 小時 (預修課程：全部基礎科學課程，HB422，WM424，AC521，HB522，CL3，必須通過升級考試) 
這是臨床訓練的最後階段。高級實習生負責病人的整個診療過程和治療房間的管理。在實習生階段的最初 235 個小 

時內，帶教老師必須在整個治療過程中在場。在之後的 235 個小時內，在進行針灸治療期間，帶教老師必須在場， 
其它時間帶教老師必須在診所並可通過電話隨時聯系。在最後的 130 個小時的臨床訓練中，帶教老師在治療過程中 
可以不在場，但必須在診所，並可以通過電話隨時找到。如果患者需要開中藥處方，實習生在帶教老師同意下，先 
將中藥處方給予帶教老師審核，再進行取藥。實習生安排治療，(包括飲食和鍛鍊的建議)，也必須得到帶教老師的 
同意。在完成最後階段的實習後，學生可以熟練運用各種診斷方法，給出正確完整的治療計畫，並根據不同病人的 
情況來選擇適宜的治療方法。學生將獲得獨立行醫的技術、能力及自信，為畢業作好準備，同時也為未來成功開業 
打下良好的基礎。 

 

 

[入學目標] 
 

申請者必須有強烈的學習動機以及服務於醫療領域的願望。 

 

學校鼓勵合格的有西醫背景者加入我們的隊伍，把中醫的理論、方法和技術與西醫相結合。這些專業人員與中醫教 

職員工及學生之間的互動是國際醫藥大學教育和培訓的一個重要方面。 

 

學校也鼓勵那些曾在國外接受中醫教育，目前在美國居住的人員來學校繼續他們的學習，以達到州政府要求的執照 

針灸醫師資格。 
 

[開放校園] 
 

每個學期學校舉辦兩次開放校園活動，以便廣大中醫愛好者有機會了解國際醫藥大學的設施、學生、教職工、及其 
它方面。此外，中醫愛好者還會受邀參加大學的各項學術及社會活動。欲知開放校園的具體時間，請立即與招生辦 
公室聯系。 

 

 

[申請前的建議] 
 

在您決定就讀哪所中醫大學之前，我們建議您親臨我校進行實地考察，因為選一所最好的中醫大學對您獲取正規專 

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建議您在做出決定之前先做以下事宜： 
1 安排時間與招生辦公室人員面談，並親臨參觀校園。 

2 旁聽一次我們的課程，坐在教室身臨其境地感受一下課堂教學的氣氛。 

3 打電話(408)733-1878，您將得到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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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要求] 
 

申請者需至少完成 2 年的學士水平教育，包括至少 60 個 semester 學期制的學分(或 90 個 quarter 學季制的學分)。所 在

學校需經美國教育部認證，或是一個可被接受的外國學校。 
 

另外，在進入第二學年的課程前，學生必須完成人體解剖學、人體生理學、普通生物學、普通心理學、普通化學、 
普通物理學、以及西醫術語共 7 門基礎科學課程。這些基礎課程都是加州針灸局所要求的。國際醫藥大學開設這些 
課程，學生可以在入學後第一學年學習專業課的同時學習這些課程，學生也可在其它被承認的教育機構學習，相應 
的學分可以轉到我校。 

 

[錄取程序] 
 

所有申請入學者需提供以下資料： 
 

 填寫好的申請表，以及 2 張護照用照片； 

 60 美元申請費（恕不退還），支票受領人請註明 UEWM； 

 2 封推薦信，請用英文書寫； 

 個人簡歷，請用英文書寫； 

 500 字的學習目的和計畫書，請用英文書寫； 

 以前所有就讀學院的正式成績單。成績單必須是密封的，並由所在學校直接寄至國際醫藥大學招生辦公室。 

 身份證明複印件(美國護照複印件、公民紙複印件或綠卡複印件) 

 

收到申請表和申請費後，校方會及時通知您並安排與您面試。在面試中，您將會被問及諸如您對中醫感興趣的原因

，以及您的教育背景等問題。這有助於加深我們對您的了解。如果您不能親自前來參加面談，你須與招生辦公室聯

系預約電話面談。具體申請日期或任何與入學有關的問題，請您直接向招生辦公室咨詢。 
 

[全職和半職學生] 
 

全職學生每個學期必須至少註冊 12 個學分。每個學生在任何學期中如果沒有教務主任的事先許可，不能選超過 22 

個學分的課程。 
 

註冊不滿 12 個學分的學生是半職學生。學校鼓勵學生以全職註冊。但如果由於財務或其它原因不能註冊全職，可 

以選擇註冊半職。半職學生必須在 8 年內修完全部課程。 
 

[不合條件的申請者] 

 

學校鼓勵那些不符合入學條件的申請者、尚未達到入學標準的中醫愛好者與學校聯系，提出您的學習計畫，學校將 

給您一些有益的建議，幫助您盡早達到入學要求。 
 

[轉學生] 
 

國際醫藥大學接受從其它中醫院校轉學的學生。轉學生必須符合目前國際醫藥大學入學標準，並按照正常錄取程序 

完成入學過程。學分的減免基於每個人的不同情況而定。 
 

[有條件入學] 
 

如果學生在第 1 個學期課程開始時不能完成所需的文件和成績單(例如，外國學生需要較長的時間以便從美國境外取 

得成績單)，該生可以註冊第 1 學期課程，但被給予有條件入學的身份。通常，學生必須在 1 個學期內完成全部所需 

文件以獲得正式學生身份。如果逾期不能完成，或文件不能達到入學要求，該生必須退學，待達到入學要求後重新 

申請入學。學校不會發成績報告及成績單，該生不能註冊第 2 學期的課程。由此導致的任何後果由學生本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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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學位學生] 
 

大學招收非學位學生，這些學生僅在國際醫藥大學選修部分課程，不尋求獲得學位。這些學生包括：加州針灸局核 

准的師帶徒學生，執照針灸醫師，西醫師及其它領域醫務人員。非學位學生的入學必須符合下列入學要求： 
 入學申請表，註明“非學位學生” 

 60 美元的申請費（恕不退還） 

 身份證明複印件(美國護照複印件、公民紙複印件或綠卡複印件) 

 至少包括 60 個 Semester 學分的正規大學教育的正式成績單 

 填寫並簽署一份“非學位學生計劃書”，並經教務主任同意簽字後送交註冊辦公室 
 

如果非學位學生申請進入診所實習，必須符合診所的全部要求。非學位學生註冊課程時，同樣必須滿足預修課的要 
求。非正式學生最多可以修習 60％的中醫碩士學位課程，之後，或者停止修課，或者轉為攻讀學位學生。大學的收 
費標準及其它政策同樣適用於非學位學生。非學位學生可以獲得成績及註明“非學位學生”的成績單。 

 

[外國留學生（I-20）] 
 

國際醫藥大學獲聯邦法律授權招收外國留學生。 

 

國際醫藥大學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學生申請加入我校。我們希望不斷擴大我校國際學生隊伍，竭盡全力為國際 

學生提供幫助和支持，使您學業順利，學有所成。 
 

國際學生必須提供下列文件，用以証明其具有足夠的財力來支持其就讀期間的全部費用（學費、食宿、書費、旅行 
及其它雜費等）：1）簽字的經濟証明表（表格請向招生辦公室索取）；2）最低 15000 美元或等值外幣的銀行存款 
証明，帳戶應為學生本人（父母，配偶的帳號也可），公証的 I－134 表（美國移民局簽發的經濟支持聲明）也可。 
在收到全部所需文件後，學校將向申請人簽發 I－20 簽證。 

 

外國申請人必須提供正式成績單，非英文成績單必須附有正式的翻譯，所有外國成績單必須經過美國教育評估機構 

的評估，以轉換成美國相應學歷，成績單必須進行每個課程的評估。 
 

學生可以將正式成績單寄給加州針灸局認可的評估機構： 
請至下列網址查詢被加州針灸局認可的評估機構： 
http://www.naces.org 

 

有關外國成績單評估的更多信息，請向招生辦公室咨詢。 外國申請者必須向招生辦公室提

供下列文件： 
 

 填寫的申請表，以及 2 張護照用照片； 

 100 美元申請費（恕不退還），支票受領人請註明 UEWM； 

 2 封推薦信，請用英文書寫； 

 個人簡歷； 

 簽字的國際醫藥大學經濟証明表；或公証的 I－134 表； 

 銀行存款証明，至少美金 15000 元； 

 500 字的學習目的和計畫書，請用英文書寫； 

 以前所有就讀學院的正式成績單附帶評估； 

 護照複印件； 

 其它法律文件 

 

對於母語不是英語的學生，要註冊進入英文班課程的學習，需至少 61 分的 TOEFL 网試成績,其中口語測試至少得到 

17 分，或等同英文能力。 

 

註冊進入中文班課程學習的學生，需至少 45 分的网試 TOEFL 成績，其中口語測試至少得到 15 分，或等同英文能 力

。沒有達到要求的學生，可以入學，但是必須在進入臨床實習前達到以上要求。 

 

http://www.nac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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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英文能力：申請者在一個被美國教育部認可的學校學習兩年以上的學士水平課程（60 個 semester 學期制學分或 

90 個 quarter 學季制學分），則免英文測試。關於 TOEFL 托福考試的更多信息，請訪問 www.toefl.org. 

 

國際學生到達我校後，須將 I－20 表、I－94 表、簽證及護照的複印件交給指定學校職員（PDSO）。美國移民歸化 

局要求所有國際學生必須註冊全日制（我校要求至少 12 個學分），必須正常上課，在畢業前一直保持良好成績。 
 

簽證及住處等相關信息請直接向招生辦公室咨詢。 
 

[出勤] 
 

出勤對所有課程都是必須的。缺課會損害正常教學進程，故學校高度重視學生的出席情況。學生應出席註冊的全部 
課程，教師負責記錄學生的出席情況。任何課程，學生如果缺席 20%以上，將被學校留校觀察，並可能 導致其聯邦
政府助學金被取消。某些缺席的理由是可以原諒的，如：生產、有証明的生病、受傷、親人的亡故、及 其它為教務
委員會接受的緊急情況。在以上情況下，學生應盡早通知教務主任或註冊人員關於請假的原因、日期及 估計的持續
時間。學校可能根據具體情況安排學生補課。 

 

做為學習過程的重要部分，互相尊重、有道德的行為規範一直是學校重視和強調的。懶散、無故缺席、不適宜的著 

裝、態度不端正、上課吃東西，及其它違反職業規範的行為都被認為是對他人缺乏尊重，可能被確定為不當行為。 
 

[評分標準] 
 

學校用以下評分標準來判定學生的課程學習及考試成績： 

A =4.0 分=94-100% 
A- =3.7 分=90-93% 

B+ =3.3 分=87-89% 

B =3.0 分=83-86% 

B- =2.7 分=80-82% 

C+ =2.3 分=75-79% 

C =2.0 分=70-74% 
F =0.0 分=0-69% 

 

A           =學生成績優異 

B           =成績優異，但並不是最好的 

C           =中等成績 

D           =中下等成績，必須重修 

F            =課程不合格，無法獲得學分 

I =未完成 

IP =正在進行中 

W =退課（5 周后，12 周之前註銷課程）  
P =通過－不記入 GPA 之內(成績在 C 或以上) 
NP =不通過－不記入 GPA 之內(成績在 C-或以下) 
CP =能力測試及格  
NC =沒有學分 
TR =轉學分 
AU =旁聽 

RP =重修（課程已有成績） 

 
如果學生有任何“未完成”課程，必須與教師協商安排必要的補課，並確定完成的日期。這個決定必須以書面的形 

式交給教務處負責人。所有“未完成”的課程都必須在一個學期內完成。一個學期後仍未完成的課程將被記錄為 “

不及格”,其助學金數額可能會因為學分的減少而受到相應調整。 

 

學生如推遲考試，或未在規定時間內的考試，其成績可能會被降低，教師將根據不同情況進行處理。學校會收取一 

定的推遲考試費，推遲考試費將付給學校而非教師個人。

 

http://www.toef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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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有重修任何一門不合格課程的機會，但是屢次同一課程不及格可能導致此學生留校觀察或被學校開除。每一科 
不合格的課程必須重修，並繳付全額學費，而聯邦政府助學金並不能支付重修部分的學費。如果學生因為有不及格 
而導致成績平均分低於聯邦政府助學金申請要求時，學生的助學金可能被終止，直到平均分重新達到助學金申請要 
求。 

 

[旁聽政策] 
 

在滿足預修課程的要求後，學生可以註冊旁聽課。能否旁聽課程取決於該課的註冊情況，並必須得到教務處負責人 
的批准。旁聽生也必須遵守出勤制度、教學政策等。旁聽生不參加期中、期末考試。沒有遵守這些制度的將被認為 
是不當行為。 

 

[成績申訴] 

 

老師給出的成績反映了學生的真實學習成果。如學生對所得成績有異議，必須以書面形式將申訴書交給相關的教 師

。如果學生不滿意教師的解釋及處理結果，可向教務處負責人申訴，以獲得最終決定。 
 

[學生守則] 
 

國際醫藥大學期望校內的所有人員高度誠實、正直。希望學生不僅知識淵博，而且誠實正直。 

 

經由管理委員會負責人認定，與學校的教育目標相違背的行為、經常違反學校制度、學習上不誠實、任何危及他人 

生命的行為和玩忽職守、或任何損害醫患關係的行為，可能被認定為不當行為，學生因此可能被開除。以下是一些 

可能出現的不當行為(並不包括全部)： 
 

 過多的無故缺席或懶散 

 在學校校園內或由學校主辦、支持的活動中，未經同意擁有、使用和消費酒精性飲料和非法藥物 

 吸毒，不誠實，爭吵 

 擁有、使用或濫用武器，危險物品，或其他非法物質 

 故意詆毀學校的宗旨和目的 

 隱瞞個人的不當行為 

 未經授權，不當使用或損害學校財產 

 參加與國際醫藥大學的競爭或把國際醫藥大學的商業機會變為個人獲利的途徑 

 在校園內的性攻擊或性騷擾行為 

 對雇員、學生或其他人員的非法騷擾 

 違背經濟責任及承諾的行為 

 未經授權地泄露學校有關雇員、教師、畢業生、學生和病人的隱私及保密材料 

 違法學校的規章制度 

 違反學校借書制度，未經批准而將圖書館書籍拿走 

 考試作弊或用任何方式將考試題目帶出考場 

 

因為上述某種或多種原因，學校校長可以對學生處以留校觀察，暫停學習或開除出校的處罰。一旦學生被學校暫停 
學習或開除，所有已交付的學費和其他費用概不退還。這些處罰將記錄在學生的成績單中，而相關學生有可能丟失 
在此期間的部分聯邦政府助學金。 

 

[個人誠實] 
 

在考試過程中，任何形式的作弊行為可導致監考老師取消學生考試資格，並自動給予其考試成績“不合格”。學校 不
允許任何方式的不誠實行為。一旦學校發現某學生有相關的作弊行為，校方有權利將此學生留校觀察或將其開 除，
而相應的聯邦政府助學金也會因此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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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職員、老師及學生有責任向教務主任匯報任何學生的不誠實行為，而教務主任及學校行政人員將會按情況處 理

。 
 

[留校觀察和開除] 
 

為了保持良好的學業記錄，每個學期學生必須保持不低於 2.0 的 GPA，GPA 低於 2.0 的學生將被留校觀察兩個學 期
。在留校觀察期間，學生必須得到 2.0 或以上的 GPA。如果學生在留校觀察期間保持 GPA 在 2.0 或以上，留校觀 察
將被撤銷，仍然是良好的學業記錄。學生如果在兩個學期之內還沒有被撤銷留校觀察，可能被學校開除。學生連 續
兩次沒有通過考試將被給予一個警告。如果第三次考試還未通過者可能被學校開除。 

 

學生在留校觀察期間的課程安排經本人與教務負責人協商後決定。為了避免自動開除，學校建議留校觀察學生與教 

務負責人面談，以獲得學業指導。 
 

學生的聯邦政府助學金在留校觀察兩個學期內仍有效，但學生的留校觀察紀錄必須在第二個學期結束前得到更正。 

如果學生數次沒有通過綜合考試，也可能被學校開除。請參照本手冊“綜合考試”部分。 被學校開除的學生成績單

上將出現“開除”字樣。 

[學生成績單] 
 

在收到書面申請後，正式或非正式的成績單可以應要求送給學生本人或指定的機構。成績單申請表需送到行政辦公 

室。如果學生沒有交齊所有的資料，或沒有付清所欠學費及其他費用，索取成績單的要求將被暫時擱置。 
 

[綜合考試] 

 

綜合考試是考察學生能否進入下一個階段學習及能否畢業的一種方法。綜合考試還用於評估大學教學目標的實現情 

況。綜合考試要求 70％或以上的試題正確率。 
 

綜合考試 I（升級考試）在進入三年級前進行，只有通過考試學生才能夠申請進入高級實習生階段，不及格的學生 
只能在 2 個月後再次參考，第二次考試不及格的學生將得到教務處的書面通知，教務處會幫助學生分析在考試中的 
薄弱處。如果第三次考試仍沒通過，學校將給予留校察看，必須與教務負責人面談，學生必須提供學習計畫，並且 
必須經過教務委員會的討論和批准。第四次考試沒有通過的學生可能被開除。 

 

綜合考試 II（畢業考試）檢測學生是否達到畢業的要求，同時提供給學生一次加州針灸執照考試模擬考的機會。只 
有通過考試，學生才能從國際醫藥大學畢業，才能被允許參加加州針灸執照考試。畢業考試包括理論部分。兩次考 
試不及格的學生必須與教務負責人面談，以獲得咨詢和建議，而且在第三次考試前必須完成 8 個學分指定課程的學 
習，費用由學生本人負責。四次沒有通過畢業考試的學生可能被開除。國際醫藥大學每個學期只提供一次畢業考試 
機會，不及格的學生最早只能在下一個學期再次參加考試。 

 

[在校時間要求] 
 

學生必須在國際醫藥大學完成至少一個學年，36 個學分的中醫碩士學位課程，以得到大學頒發的碩士學位。 
 

[臨床要求] 

 

在進入臨床實習之前，每個學生都必須首先通過心肺復甦(CPR)培訓，學生必須提交健康檢查結果，其中包括過去 

12 個月以內的結核菌素(TB)測試或胸部 X 光檢查。詳細要求請參考臨床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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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記錄] 
 

學校完全遵守 1974 年家庭教育和隱私權等法規（Buckley 修正案）的規定，學校將目前所持有的記錄以書面形式保 

留 5 年。每個學生的學習紀錄會被保存 50 年。 
 

根據家庭教育權利及隱私案（FERPA），學校將保護學生的隱私資料，包括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成 
績、財務狀況及出勤日期。關於 FERPA 的政策手冊可以在學校的註冊室索取。此法案允許所有註冊學生查閱自己 
的在校紀錄。如果某學生有興趣查閱或更改自己的紀錄，請向教務主任提出書面申請。 

 

根據現有法律 PublicLaw93-380,Section438(TheBuckleyAmendment)，學校不得在學生同意前將學生成績、紀錄或個 人資

料給予第三者。如果學生要求其學生紀錄被用作信用或僱用審核參考，此學生必須提出書面申請，該申請將保 存在

學生檔案里的。（向核准的機構提供學生助學金資料並不違反修正法 BuckleyAmendment.） 

 

註：所有已交給學校的入學材料等都將歸學校所有。學校不負責將文件退還。學生本人負責安排自己的學習進度及 

每個學期的課程選擇，學校僅給出建議。 
 

[性攻擊與性騷擾] 
 

國際醫藥大學政策規定：大學在教學環境、工作環境、以及商業環境中堅決杜絕性騷擾或者州及聯邦法律界定和限 
制的涉及性騷擾的行為，包括不當的語言、不當的行為及不當的交流。如果你認為在學校校園內，或在學校主辦的 
任何活動中受到了性攻擊或性騷擾，請立即與學校管理人員聯系，以便我們及時處理解決。 

 

[取消入學] 
 

為了審定申請人的入學資格和/或對申請人進行學術評估，申請者必須向國際醫藥大學遞交以前所有就讀學校的學習 
記錄。如果學生在任何書面申請材料中以偽造、曲解的方式取得入學資格，一經查出，將立即會被國際醫藥大學取 
消入學資格。 

 

[申述程序] 

 

如果學生對學校的教學或管理規章或執行過程有不同意見或爭端，須首先直接與當事教師或管理人員交涉。如果未 

能得到滿意答覆，可向行政處負責人提出書面申述。此負責人可充當協調人的角色，力求為爭端找到滿意合理的解 

決方案。 

 

如果爭端還不能以協商方式解決，行政處負責人可召集相關學生、教師或管理人員舉行非正式面談。如果還未能解 

決爭端，行政處負責人將在 10 個工作日內召開“申述委員會”聽証會。“申述委員會”由管理人員、教室和學生 

代表組成。委員會將對事件進行聽証，並從聽証日起的 10 個工作日內做出決定。如果“申述委員會”的決定還未 

令當事人滿意，當事人可向校長提出覆議申請。校長的決定為最終決定。詳情請參閱學生手冊。 
 

如果學生認為學校未嚴格遵守其政策規定，或認為學校對申述處理不夠公平，可與私立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委員會 
(BPPE)聯系。學生或公眾可通過撥打(888)370-7589 或在 www.bppe.ca.gov 網上下載並完成投訴表格向私立高等教育和 
職業教育委員會(BPPE)進行投訴。 

 

Bureau for Privat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BPPE) Phone: (916) 431-6 9 5 9 
2535 Capitol Oaks Drive, Suite 400 Toll Free: (888) 370-7 5 8 9 
Sacramento California, 95833 Main Fax: (916) 263-1 8 9 7 

 
[招生簡章]若學生對本招生簡章有疑問而學校不能提出滿意的答覆，可直接聯系私立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委員會。 

 

Bureau for Privat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BPPE) Phone: (916) 431-6 9 5 9 
2535 Capitol Oaks Drive, Suite 400 Toll Free: (888) 370-7 5 8 9 
Sacramento California, 95833 Main Fax: (916) 263-1 8 9 7 

 

http://www.bppe.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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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字前瀏覽文件]做為一個有興趣入學的學生，學校鼓勵你在入學同意書上簽字之前瀏覽本招生簡章，以及學校在 

你簽入學同意書之前必須提供給你的學校成果事實表(School Performance Fact Sheet)。 

 

[註冊] 
 

學生應在本學期結束前註冊下一個學期的課程。註冊的日期和時間將由行政辦公室通知。晚於截止日期的註冊需支 
付 25 美元的晚註冊費。新生和轉學生的註冊工作需提前預約。所有需註冊的學生必須填寫由行政辦公室提供的註冊
表格。 

 

[休學/退學] 
 

如果在沒有得到教務主任准允而連續兩個學期沒有註冊的，該學生將被作為自動退學處理。已退學的同學若想繼續 
在國際醫藥大學完成中醫碩士班文憑，該學生須要重新申請入學資格並繳納相關費用。不出勤或拒繳學費並不能構 
成退學，所有退學手續必須有書面申請。 

 

想暫時休學或退學的學生必須完成休學/退學申請表。未填寫休學/退學申請表而中斷學習或退學的學生將會在未完 

成的課程中得到“不及格”的成績。正式退學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填寫休學/退學申請表交給教務主任或註冊處 

 處理完與學校之間的所有款項債務 

 退還所有從學校借出的書本、材料或器械等相關用品 

 若享受聯邦政府助學金政策必須會見我校助學金顧問 
 

[暫時離校] 

 

依據聯邦政府助學金法律及我校有關制度，學生有權利申請暫時離校，但是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並遵守時間限制： 

 

 學生必須在離開學校前完整填寫暫時離校申請，除非特殊或緊急情況導致學生不能事先提出申請 

 該學生之暫時離校申請得到教務主任、助學金顧問（若該學生申請了助學金）和國際學生顧問（若是國際 

學生）的同意 
 

凡是享受聯邦政府貸款的學生可以在每 12 個月裡申請一次暫時離校，除非有書面証明的特殊情況，學生有可能申 

請最多不超過每 12 個月裡離開 180 天的暫時離校。每 12 個月由學生暫時離校的第一天算起。總共離校時間不會被 

算入預期畢業時間或影響相關聯邦政府貸款的時間計算，但是會被算入我校的最長學習時間政策 8 年裡面。 

 

學生享受聯邦政府助學金或貸款但沒有在學校批准的暫時離校時間限期內返校讀書的，將被列入退學生而向聯邦直 

接貸款機構匯報。其結果可能影響該學生的延遲還貸款機會和原本還貸款計畫。 
 

學生的休學/退學日期及還貸款的暫緩期由我校註冊處紀錄該學生的最後一日出勤算起。國際醫藥大學將可能退還該 

學生原本的貸款基金給聯邦政府貸款計畫，而此學生應該計畫退還原本的聯邦政府貸款。 
 

[增加或註銷課程] 

 

在課程開始之前，學生可增加或註銷課程而不需繳納任何額外費用。當學生需要增加或註銷課程時，必須填寫增加/ 

註銷課程申請表(此表可在行政辦公室得到)。並將填好的表格交給行政辦公室處理。 
 

如果學生在開學之後至第九周之前註銷課程，學校可按照剩餘部分的學費和可退還部分的費用按比率退還給學生。 
具體條款已在入學同意書中註明。學生在第九周後註銷課程，將不會得到任何退款。每個學期的最後三周不允許學 
生註銷課程，除非是在嚴重疾病或其他極度緊急的狀況下。不按正式手續辦理註銷課程將被收取全額費用，成績將 
被記錄為“不及格”。在課程開始後，每增加或註銷一門課程需繳交 25 美元的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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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學分政策及程序] 
 

由於國際醫藥大學的入學標準是至少完成 2 年的學士水平的教育，包括至少 60 個 semester 學期制的學分(或 90 個 
quarter 學季制的學分)，所以所有學生都可被看作轉學生。如果學生完成的學分多於入學要求，某些以前學過的課程 
可能免修。學校在對成績單核對後，將書面通知學生哪些課程符合資格。如學生相信有些課程被遺漏，可提供下列 
材料：1)曾就讀大學的簡章或該校在加州針灸局及全國認證的証明；2)每一個課的課程說明（羅列出授課內容）；3) 
含有該課的正式成績單（包括學時，GPA 等項）；4)填寫轉學分申請表。 

 

大學可能基於學生在以前學校中所學過的課程情況，給予一定的學分減免，這些課程須符合以下條件： 

 

 課程所在學校需得到美國教育部授權的相關機構認證，或得到加州針灸局核准，該課程的學分可直接轉至我 

校。 
 在外國高等教育機構中完成的課程必須經美國教育評估機構評估成美國同等學歷。 

 課程名稱、學分、課程介紹表明該課程達到了國際醫藥大學相關課程在教學內容及學時上的要求。 

 每门转学分的课程成績須達到 C 或以上. 

 課程應該是在 10 年內所修。如果 10 年前修的課程，學生可以重修或申請課程能力鑒定考試（請參照本簡章中 

“課程能力鑒定考試”部分）。如果學生能夠証明本人一直在相關領域從事工作，即使所學課程超過 10 年，仍 

有可能得到減免。 

 在沒有被認證的學校中所修的課程(除太極拳、氣功和推拿/指壓課程外)通常是不可轉學分的。 
 

西醫生物科學和西醫臨床科學的有關課程可能百分之百轉到我校。 在加州針灸局認可的學校所學的中醫理論及臨床

課程可能 100％轉學分至我校。 

在未經加州針灸局認可，但有 ACAOM 認可的學校或外國同等資格學校中所學的中醫理論及臨床課程最多只能轉其 

學時的一半；至少該課程的一半必須在國際醫藥大學完成。 

 

如申請人已經獲得了一些職業學位，如西醫博士學位、脊柱醫博士學位等，可能免修一些該學位通常應該包含的課 

程，而不僅僅只根據其成績單所列課程。這種情況必須得到教務委員會的批准，基於個案處理。 
 

所有的轉學分手續應該在第一學年之內完成。 
 

[畢業要求] 
 

學生本人負責滿足入學時所規定的畢業標準。為了順利地從大學畢業，學生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完成所有必修的理論課程和臨床實踐要求，且每課成績達到 C 或以上 

 所有課程的 GPA 不能低於 2.3 

 通過所有綜合考試 

 在畢業前的最後一個學期完成“畢業申請表” 

 結清一切費用，包括畢業費 

 歸還從學校圖書館借出的所有材料 
 

[課程能力鑒定考試] 
 

基於以前在其它國家的學習或職業背景，學生可對國際醫藥大學的相關課程申請能力鑒定考試。考試資格必須得到 
教務主任的批准。教務主任指派該課程領域的教師出題。及相關教師設計出題的。學生及格將被授予學分，成績記
錄為“通過”，所有考試結果也將記錄在學生成績單上。如果學生沒有通過考試，必須修這門課， 並交全額學費。
學生必須正式提出申請，填寫課程能力鑒定考試申請表，並繳交考試費及其它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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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歧視政策] 
 

根據 1964 年的公民權利法案第六條，1972 年教育修正案第九條，1973 年康復法案第 504 部分，1975 年年齡歧視 法
，1990 年美國殘疾人法，國際醫藥大學在教育、雇用或其它任何活動中不會有任何基於種族、性別、膚色、民 族、
祖先、宗教信仰或殘疾的偏見與歧視。 

 

如學生認為受到了基於種族、膚色、民族、宗教、性別、性取向、殘疾或年齡的任何歧視都可以向學校提出投訴。 

更多的詳情和程序，請與行政處負責人聯系。 

 

國際醫藥大學的學生是由不同群體、年齡、職業背景和專業興趣的人組成。學校提供英語、中文及韓文的多種語言 

教學。 
 

 

[學分/學時轉換] 
 

1 學分＝15 個小時課堂授課 

1 學分＝30 個小時臨床實習 

 

全部課程持續 9 個連續的學期。每學年中有三個學期，每個學期為 15 周。學生所獲學分按學期制（semester）計算。 
 

[生活和住房] 

 

學校不提供校院內的住房。在 Sunnyvale 及與之相臨的 SantaClara，Cupertino 和 MountainView 都有大量不同價位的 

出租房可供學生選擇。一些地區，如 LosAltos，Saratoga，Campbell，SanJose，Milpitas 和 Fremont 離我校的車程很近

。 
 

學校不負責幫助學生找住房，但學校提供信息板供學生交流住房信息，以及其他社區及職業信息。 
 

[合格的學習進程] 

 

學生必須保持“合格的學習進程(SAP)”。“合格的學習進程”要求詳情請參閱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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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詢] 
 

教務主任及其他一些指定的行政人員對學生提供專業的咨詢。建議所有學生至少在每學期的註冊期間與教務顧問會 
面一次，討論學習課程安排及是否達到“合格的學習進程”的要求。學校的教師和高年級學生也會在學習問題上給 
予幫助。 

 

[學生休息室] 
 

歡迎學生在課間休息時使用學生休息室。學生休息室可被用於社會交流、用膳、休息或學習。休息室備有冰箱、微 

波爐、飲水器等以方便學生就餐。 

 

[校內溝通] 
 

校內溝通包括通知學校的正式通告、重要的日期、針灸局及其他專業機構的新聞公告、教學活動日程安排、學生會 

會議日程和地點等。通知方式主要通過學校的新聞簡報，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由行政人員直接通知。 
 

[學生組織] 
 

學生在與學校宗旨和教育目標一致的前提下可自由組織會社或聯合會。 

 

[學習區域]  

沒有課時，任何教室都可用來作為學習場所。學生休息室和圖書館也是學生學習的場所。 

[電話] 

國際醫藥大學的電話僅供工作人員使用。學生請使用校外公用電話。 
 

[禁煙] 在國際醫藥大學校院內的任何地方都禁止吸煙

[鎖櫃] 

國際醫藥大學提供可上鎖的小櫃子，供學生存放書及背包等個人物品。學生須自備鎖。 

[電腦設備]  

國際醫藥大學圖書館閱覽區設有電腦及聯網設備，可供學生和教職工使用。 

 [工作機會] 

國際醫藥大學和畢業生以及灣區各種健康行業都保持有密切的聯系。在校園內公布欄上會及時張貼招工信息。 

 

隨著針灸事業的不斷發展壯大，對新取得執照的針灸師來說，工作機會將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保險提供針灸福利 

使針灸的就業市場更加廣闊。但是國際醫藥大學不提供工作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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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物招領] 
 

校內拾到的物品均交給行政辦公室保存。要尋找任何缺失的東西，請與行政辦公室聯系。 
 

[畢業生] 
 

國際醫藥大學的畢業生對學校的繼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校友之間的聯系加強了在校生和畢業生之間的經驗交流。 
校友可以通過對學校的綜合考試提出建議；參加學校的活動；交流參加加州針灸執照考試及其他執照考試的經驗； 
向新學生和新畢業生提供咨詢等來支持母校的進一步發展。 

 

[ADA 服務] 
 

學校將努力提供更加完善的條件以滿足美國殘疾人法案的要求。學校教學診所和教室都配以方便輪椅的設備。殘障 

人士可以和行政辦公室聯系以得到進一步的幫助。 
 

[年度安全報告] 

 

國際醫藥大學將公佈一份根據現行安全法規定的年度安全報告。報告內容將為現時或有興趣學生提供校區的安全規 

章制度和校區安全指數。如果您還沒有看過這份報告，請向學校行政人員索取或在校圖書館閱讀。 
 

[學生福利] 
 

學生在大學診所接受針灸和中藥治療享受優惠價格。以下是註冊學生享有的優惠價格： 

實習生針灸治療 ＄15.00 
中藥及其產品 20%折扣 

 

[加州學費補償基金] 
 

根據加州法律（教育號 94343）規定，入學以後，每個學生都應支付一筆費用給學生學費補償基金(STRF)。具體數 
額與學費多少有關。此基金是根據加州法律建立起來的一個特殊基金，幫助由於學校關閉而造成經濟損失的學生得 
到補償。所有學院必須參加 STRF。 

 

學生有義務保留所有入學同意書、申請書、其他相關入學文件、學費收據或支票存根的複印件，以証明支付的學費 

總額。所有這些記錄都可作為從 STRF 得到經濟補償的參考文件。賠償學費的要求應在學校關閉後的 60 天內提出。 

 

注意：只有那些在簽定入學同意書時已是加州永久居民的學生才符合加州學費補償基金的條件。學生為了學習目的 

而臨時住在加州，特別是持有學生簽證的國際學生，都不被認為是加州永久居民。 

要了解更多詳情，請與以下機構聯系： 私立高

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委員會 
Bureau for Privat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BPPE) Phone: (916) 431-6 9 5 9 
2535 Capitol Oaks Drive, Suite 400 Toll Free: (888) 370-7 5 8 9 
Sacramento California, 95833 Main Fax: (916) 263-1 8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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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及雜費] 
 

學費*： 

理論課(1 學分＝15 小時) $180/學分 

臨床課(1 學分＝30 小時) $12/小時 

旁聽(1 學分＝15 小時) $100/學分 
 

其他費用及雜費**： 

申請費 $60/100(國際學生) 

註冊費 $25/每個學期 

分期付款手續費 $50 

畢業費 $250 

（包括畢業手續、畢業典禮及畢業證書） 畢業證 

加課或退課 $25/每門課 

轉學分 $30/每門課 

退支票 $20/每張支票 

課程能力鑒定考試 $75/每個學分 

臨床實習誤醫保險 $50/每個學期 

綜合考試 $100 

綜合考試（補考） $75/每次 

額外畢業文憑 $75 

學生証 $5/每個 

補領學生証 $20 

國際學生外轉費 $150 

國際學生健康保險計劃                           約$250/4 月 

晚註冊費 $25/每個學期 

正式成績單 $10/每份 

加州 STRF $0.50/$1000(學費雜費) 
 

 

 

註：對於欠費的學生，學校將拒絕出具成績單或任何文件，學校有可能拒絕提供任何學生服務、拒絕重新申請入學 

資格。各項費用都可能發生變動，以學校的最新決定為準。 
 

*學費是可以返還的，請參照相關政策 

**恕不退還 
 

[退款政策] 
 

學生有權註銷課程，並在向財務主管提供書面申請後獲得退款。生效日期以郵戳日期或財務主管簽字日期為準。口 

頭或電話的申請將不被接受。 
 

如果在開課的第一天或之前退課，學生有權獲得全部學費的返還(但不包括申請費、註冊費和其它不退款的費用)。 
如果學生在開始上課後及第九周前退課，將可得到剩餘部分的學費和其他可退款的費用。學生在第九周後退課，將 
不能得到退款。具體條款已在入學同意書中註明。如果是因校方的原因取消的課程，其學費將全部返還。學生將在 
30 天內得到退款。學生在學校已經購買的書籍及其它用品屬於該學生的財產，學校一律不接受退換或相關退款。 

 

REFUND CHART 
 

1st Day of Class 100% Refund of tuition 
Day two of Class through Week One 90% Refund of tuition Beginning of Week 
Two 80% Refund of tu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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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ning of Week Three 70% Refund of tuition Beginning of 
Week Four 60% Refund of tuition Beginning of Week Five 50% 
Refund of tuition Beginning of Week Six 40% Refund of tuition 
Beginning of Week Seven 30% Refund of tuition Beginning of 
Week Eight 20% Refund of tuition Beginning of Week Nine 10% 
Refund of tuition Beginning of Week Ten 0% Refund of tuition 
There is NO refund AFTER the ninth week beginning with week ten! 

 
學生退款將在學校退還所有助學金計畫的欠款後進行。學校有責任退還以下基金的款項：聯邦政府貸款（無息貸 款
、低息貸款）、加州津貼和獎學金。退款額由每項助學金向學費資助的百分比來決定。具體情況請參考入學同意 書
。 

 

所有享受助學金的學生，學費將按照以下順序和相應欠款金額退還：無息貸款、低息貸款、聯邦津貼、聯邦教育機 

會資助助學金(FSEOG)、加州津貼。 
 

[助學金計畫] 

 
助學金的目的是幫助學生支付與學習有關的費用。學校助學金辦公室將協助有需要學生申請多種助學金機會，其中 
包括津貼、獎學金、助學金、貸款、工作學習等。津貼和獎學金是合資格學生不用還款的助學金；學生必須還請貸 
款；工作學習是聯邦政府為學生設計的以工作的方式來付學費的計畫，但是名額有限，根據聯邦政府的工作學習基 
金而定。 

 

被國際醫藥大學錄取的學生有可能符合申請以下助學金的條件：聯邦政府津貼、聯邦教育機會資助助學金、無息或
低息聯邦政府貸款、聯邦增加貸款及加州津貼。學生必須保持良好的學習進展紀錄以申請助學金。更多詳盡的資料
可以在國際醫大助學金手冊裡找到。助學金僅限本校中醫針灸碩士學位所要求的全部課程。 

 
 

[經濟需求] 
 

助學金金額根據學生的經濟需求而定。經濟需求是指所需學習費用和個人能力範圍內可負擔學費的差別(EFC)，經濟 
需求將由美國教育部制定的計算公式統一計算。學習費用預算包括：學費、不可退還費用、書本費、材料費及住宿 
費。學校建議每個符合申請資格的學生（美國永久居民或公民）在網上填寫一份聯邦政府助學金免費申請表 
(FAFSA),網址是：http://www.fafsa.ed.gov.我校的聯邦學校代碼是：039953 
 
研究生助學金：被國際醫大的碩士院入取的學生，例如已獲得本科學位或者有過 3 年本科學習（任意 90 個學分），
是有資格獲得研究生貸款的。 
 
大學助學金：僅被國際醫大碩士院入取的學生，但並未符合研究生現狀的可申請大學助學金。 
 
 

[工作學習] 
 
聯邦工作學習計畫是由聯邦和學校共同籌錢的，為的是給學生經濟上的幫助以承擔在校學習費用的機會。學生將按 
學校正常支付程序領取工資。助學金辦公室負責所有校內、外工作學習計劃的協調工作。工作學習的申請是延續進 
行的，但是名額有限，完全根據每一學年的工作學習基金總額而定。 
 

 

[更多联邦助学信息]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联邦助学金的信息，请联系有关部门，FAO。国际医大的助学金手册会提供你所需要的任何信息。

学校的网站上也会有更多的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info@uewm.edu 

 

 

 

 

 

http://www.fafsa.ed.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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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校内工作学习机会] 

 

校内针对符合标准的学生开放有限的工作职位。可在教务处完成申请表的填写。学生可以申请 AAs，这一职位只对在

学业方面有杰出成就和优异成绩的学生开放。另外，学生也可以申请 AA 的工作，以帮助学校的网络、电脑系统以及

学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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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校 日 程 表  

 

春季學期 
2014 年   2015 年 

 
 
学期开始 
 
学期结束 

 

 

 

 

 

 

   
1 月 5 日 

 

4 月 19 日 

 

夏季學期  
 

 

 

   

 

 

学期开始 

 

学期结束 

 

5 月 5 日 
 

8 月 17 日 

 

  5 月 4 日 
 

8 月 16 日 

秋季學期  

 

 

 

 

   

 

 

 
学期开始 
 

学期结束 

 

9 月 6 日 

 

12 月 19 日 

 

   

9 月 7 日 

 

12 月 20 日 

 

國際醫藥大學提供中文教學、英語教學及韓文，中文班授課時間為:平日 9am-5pm 及周六、周日：8:30am-8:00pm 

 

本招生簡章中所羅列的課程要求、教師信息及課程說明等自發布日期起生效。本簡章中所陳述的國際醫藥大學的規 
章制度是正確的，完整的，具有約束力的。但是，國際醫藥大學保留更新或更改某些甚至全部規章制度的權力，以 
符合一些認證的需要及適合國際醫藥大學自身的變化。如有如何更改，國際醫藥大學均會以書面通知形式在招生簡 
章的附頁中說明。本簡章的全部信息是最新和正確的，已經大學校長親自核准。 

 

更新日期：2014 年 6 月 1 日 

 

註：本中文〈招生簡章〉為英文版的簡單翻譯本，如果譯文中有矛盾、遺漏，或其它衝突發生，則以英文版中表達

的意思和意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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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申請材料清單 

材料寄出前 ,請先核對本清單 ,已備妥的材料請打勾 
 

以下材料請郵寄至: 
University of East-West Medicine ( Department of Admissions ) 5 9 5 
Lawrence Exwpy. , Sunnyvale, CA 94085, USA 

 
 學校申請表* 
 申請費:60 美元/國際學生 100 美元 

 個人簡歷  (請用英文書寫) 
 兩張照片(護照用大小) 
 兩封推薦信* (請用英文書寫) 
 50 0 字的學習目的*(請用英文書寫) 
 護照複印件(國際學生適用) 
 身份證明文件(美國護照複印件、公民紙複印件或綠卡複印件) 
 托福成績** (請見以下說明) 
 大學/大專出具的正式成績單*** (密封，最好中、英文各一份) 
 財力擔保證明*或簽證用公證後的 I-134 表格均可(國際學生適用) 
 銀行存款證明，至少 1 5,000 美元(國際學生適用) 

 

 
* 表格可至學校網站:http://www.uewm.edu/ad-online.php 下載 

 

* *       國際學生需要出具托福成績以滿足本校對學生英語能力的要求，參加英語班學 習的學生
，入學時托福成績要求達到 IBT 考試總分 6 1 分。 

 

* *       中文班的學生入學不需托福，但在進診所實習前 (學習的第二年)，一定要達到 托福 IBT
考試總分 4 5 分。 

 

* * 如果您曾在美國或其它英語系國家的大專院校就學，並取得了 6 0 個學期制學 分以上

，您可以不需要考托福。 
 

* ** 學校的成績單在遞交時必須是裝在由學校密封好的信封裡，所有美國以外的學 校的成績

單在學生入學後，都將送至美國專業的審核機構進行評估。 
 

 

如有任何問題，請和招生辦公室聯系 電

子郵箱:info@uewm.edu 
電話:1- 4 0 8-733-1878 電傳: 1- 4 0 8-636-7705 

 

http://www.uewm.edu/ad-online.php
mailto:info@uewm.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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