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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歡迎來到國際醫藥大學 
 

校長的話 

歡迎來到國際醫藥大學,我非常高興我們有機會為您提供一個學習中醫的平臺和與眾不同的機會。我們的中醫碩士學位

將為您提供參加加州針灸執照以及全美執照考試的學習.我們的考試通過率在同類型學校中是有相當的競爭力的,經常

保持在全加州學校的前列。同時, 我們的碩士學院使用英文、中文以及韓文授課。我們的推拿學院提供三個不同層次

的授學,也通過了當地州政府的認證。我們還有被認證的太極學碩士學位。此外,我們被允許使用中文和英文教授針灸

及東方醫學博士課程。  

 

當今社會,許多美國人從中醫治療中獲益並將中醫作為主要醫療手段。我們學校充分結合古老的傳統中醫醫學和現代西

醫科學。國際醫藥大學的課程有機的結合了現代醫學文化和傳統中醫以及太極、推拿等更方面的理論、實踐的經驗。  

 

我們鼓勵您作出一個明智的選擇-成為一名尊貴的、值得尊敬的醫者。我們正在尋找這樣有著深厚願望的學生。  

 

我們相信我們富有特色且非常雄厚的專案會為學生在中醫界的發展提供一個有力的平臺。  

 

我們也相信我們博士學院精益求精的專業性。您會看到我們為您精心設計的課程。作為我們博士學院的畢業生,您不只

是一位中醫界的「博士」,更是中醫行業的領導者。  

 

非常歡迎您來到我們的校園進行深入的瞭解,我們獨特的課程和教學會讓您在中醫界作出傑出的貢獻,也會給您的病人

帶來更健康的生命。  

 

再次希望您能來到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矽谷。融入我們,加入我們美麗和寧靜的校舍，和其他同學及中醫師交流，您會

有更好的未來,期待您的光臨為您服務。  

 

 

國際醫藥大學  

王英秋, L.Ac., M.D. (China)  

創辦人，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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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和東方醫學的專業 

 

如果您正考慮加入國際醫藥大學開展新的中醫事業，現在是您追求夢想的最好時機。作為一個尋夢者的目的地，加州

繼有寶貴的西方和東方文化。與所預料，州政府會偶爾有需要作仲裁和檢察傳統操作如何用在公眾利益上，這就是針

灸和東方醫學，一種擁有祖先的根和現代的枝的治療癒合藝術。在30年內，美國國家已發展了一個全面的專業監管計

劃給多過四份之一的針灸師。 

 

以下來自專業雜誌和其他資源的例子可證明對針灸在美國的成功確認： 

 

大部分醫生推薦的補充醫學 

一份在“內科醫學年鑑”刊登的學術和臨床評審文章指出針灸是所有補充醫學操作裡最受醫學團體的信任。當醫生需

要轉介病人到補充醫學或結合醫學時，針灸師首選。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 ）撥款最多的補充醫學研究 

在一個 NIH 的針灸會議的小組報告上有以下的背書：“針灸已有足夠的證明值得去擴展它在傳統醫學裡的應用和研究

它的生理和臨床價值“。NIH 目前贊助多過50個針灸研究項目。 

 

保險公司增加保險覆蓋 

多種因素促使醫療保險公司覆蓋或認真考慮覆蓋針灸保險：受保人的覆蓋需求增加，針灸令人驚嘆的效果和實在的臨

床有效證據。因為保險公司科學數據來支持他們的覆蓋決定，NIH 的共識聲明是有重大意義的一步，不斷的 NCCAM 研

究贊助也是必要的。 

或認真的考慮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医疗保险公司已经开始或者在考虑覆盖针灸保险：增加保险金额； 

 

NIH 承認的替代醫學 

美國國立補充和替代醫學中心（NCCAM)把所有治療分成五個領域：基於生物學的實習，能量醫學，基於操控性和身體

性的醫學和整體醫學體系。基於NCCAM的標準， 針灸和傳統中醫被認可為”替代醫學體系“ 

 

科學研究不斷的突破 

血清素和內啡肽是兩種讓針灸止痛的神經化學物質；低頻電針激活中樞神經系統釋放B-內啡肽； 高頻電針加速脊椎釋

放強啡肽。生理臨床研究科學家在用核磁共振MRI技術來對應針灸穴位和大腦皮層的活動。臨床研究科學家也發現針灸

能提高生育率和緩解關節痛。 

 

已建立的針灸的教育系統 

在美國,針灸的專業教育已經在短時間呢內形成了與其他醫學的旗鼓相當之勢。評估、認證和課程要求也被歸入了全國

性質的架構之中。 四十三個州會提供專業的針灸執照,大部分針灸教育已成功從碩士程度過渡到博士程度。 

 

辦學宗旨和教育目標 
 

宗旨和知識技能 

 

辦學宗旨 

國際醫藥大學的辦學宗旨是培育在補充醫學和東方醫學領域內有素質和有資歷的證書或學位畢業生，提高他們在輔助

傳統美國醫療服務行業裡的就業機會，也讓病人有多些選擇。 

 

畢業生的知識技能 

國際醫藥大學的教職員全力以赴幫助學生讓他們得到的證照或學位能足以證明他們達到知識、技能、和態度的標準，

以實現學校的教育目標。  

 

展示主修專業知識 

學生能展示具有其主修課程的知識和技能，能培養他們就業。評估：就業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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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批判性的思維 

學生能分析和解決問題，評鑑想法和方法，基於基本原則來估計和預計成果；在高級學位的水平時，能解讀科學研

究，驗證結論的合理性，探索替代方案，認同不同的觀點，和在新的情況下調整思路方法。評估：成功完成有個案研

讀和問題解決的課程和臨床。 

 

有效的溝通 

學生能在跟顧客或病人、同僚、和其他醫療專業人士討論是清楚和周到的表達自己。評估：成功完成課程和臨床。 

 

實踐終身學習 

學生會尋求資源和就業機會或專業提升來實踐終身學習。評估：學生自我報告；出席學校活動項目；繼續就讀針灸和

東方醫學博士課程。 

 

顯示全球意識 

學生能認同他們是本地和全球社團的份子。會尊重和適應同僚和病人在社交上、語言上、和文化上的多元化。評估：

成功完成臨床和適應學校環境。 

 

負責任和有道德的行為 

學生懂得在專業環境下選擇和決定合法和有道德的責任和行為。評估：成功完成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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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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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臨床經驗的基礎上,創立了「核關醫學理論」。   

 

1997年10月, 國際醫藥大學于加州的Sunnyvale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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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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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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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03年6

月獲得初步認證,並于2005年6月獲得正式認證。 

2003年,國際醫藥大學獲國土安全域授權簽發I-20招收國際學生(F-1)。 

 

2003年，國際醫藥大學成為矽谷第一所獲針灸及東方醫學國家鑒定委員會(NCCAOM)正式核准的中醫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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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0月，美國教育局授權學校管理Title 4資助。根據1965年高等教育法，學校可以幫助學生領取聯邦政府助學

金，讓不能負擔入學的學生可以有機會成功就讀。 

 

2007年， BPPVE 和 ACAOM 許可太極碩士課程以培育學生將來在學校或大學教授太極和管理主要運動項目。BPPE許可

學校提供針灸和東方醫學博士學位課程。 

 

2009年4月，ACAOM批准中醫碩士學位的韓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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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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醫學英文博士班。2009年12月第一個博士

課程有13個學生。2011年10月頭3名學生成功答辯畢業。2011年9月ACAOM批准學校博士學位的中文班。 

 

2011年3月，國際醫藥大學搬去在Lawrence Expressway Sunnyvale California 的新校址。 

 

國際醫藥大學立志于服務社會大眾、 並為有志于中醫事業的朋友提供一流的教學系統和學習環境。 

 

國際醫藥大學是一所被BPPE核准的高學歷的盈利性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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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址:8941 阿茲台克人的磁碟

機，Eden 草原，錳 55347 電話:952-212-2434年傳真:301-313-0912年國際醫藥大學東方醫學博士學位已經被ACAOM機

構列入候選資格、 正在等待認證。ACAOM位址:8941 阿茲台克人的磁碟機，Eden 草原，錳 55347 電話:952-212-2434

年傳真:301-313-0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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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1747N.MarketBlvd,Suite180,Sacramento,CA95834 電話:916-515-5200 傳真:916-928-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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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班東方醫學博士學位、中醫碩士學位、太極碩士學位以及推拿按摩治療師證書班。同時

國際醫藥大學也被批准用中文、英文以及韓文教授中醫碩士班以及用中文和英文教授東方醫學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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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邦助學計畫 

聯邦政府的助學計畫只對國際醫藥大學的碩士學院開放。詳情請諮詢助學金辦公人員。 

 

托福和GRE考試 

國際醫藥大學是被認證的託福和GRE考點。學校為考生提供了舒適的環境,以説明學生取得良好的成績。託福和GRE考試

每次$180美元。 

 

教學日曆 

具體時間以學校公佈欄為准  

2015 – 2016年學期 

 

2015春季  

開學日期:2015年1月5日  

學期結束:2015年4月19日  

 

2015夏季  



7 
 

開學日期:2015年5月4日  

學期結束:2015年8月16日   

 

2015秋季  

開學日期:2015年9月7日  

學期結束:2015年12月20日 

 

2016春季  

開學日期:2016年1月4日  

學期結束:2016年4月16日  

 

2016夏季  

開學日期:2016年5月7日  

學期結束:2016年8月19日   

 

2016秋季  

開學日期:2016年9月6日  

學期結束:2016年12月18日 

 

 

大學財政 

國際醫藥大學沒有頻臨的破產呈文，沒有在被債務人佔有的運作，沒有在前五年內提交破產申請呈文，沒有在前五年

內根據美國破產法第11章（11 U.S.C.Sec.1101 et seq.）重組。 

 

設備設施 

 

舒適的學校環境和現代化的設備是良好學習環境的基礎。國際醫藥大學很好的提供了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學校的每

間教室都配備了齊全的現代化電子設備。此外, 學校的網路業非常發達。   

 

每個教室的電腦都連接學校的高速網路並且都配備一台投影儀。學校IT部門的專業人士會在課程開始前做好所有的連

接工作。學校的每個教室都可容納40人左右。另設有大型練功房供太極學院以及其他課程使用。   

 

學校提供午餐室。還有室內的乒乓桌以及桌球桌以及室外的籃球架。   

 

學校還有一個大型診所,中藥房和醫療服務。學校的圖書館提供一個安靜的學習環境以方便學生學習。學校的推拿學院

在一樓的推拿教室有很多按摩床,為學生練習提供了便利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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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學校的圖書館位於學校大樓的一樓入口處。圖書館的電腦連接于一台印表機和影印機, 方便學生和員工使用。 學生還

可以通過圖書館的系統目錄查找他們所需要的資料。此外, 圖書館還提供Wi-Fi, 以便學生攜帶自己的筆記本電腦來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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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管理員會提供圖書館的一切服務以及管理圖書館日常事項。另外, 學校圖書館還提供網上服務, 為不能親臨圖

書館的學生提供便利之處。所有國際醫藥大學的學生都可以使用圖書館資料。學生也可以在網上全天24小時流覽圖書

館的資料。針灸假人模型可以讓學生很好的學習解剖以及認識針灸穴位。圖書館有編輯成中文、英文、韓文等多國語

言的中醫以及西醫的閱讀材料。還有各種電子閱讀材料。 

 

兩個公共圖書館以及San Jose 州立大學圖書關 

學生也可以使用Sunnyvale公立圖書館以及San Jose公立圖書館,還包括San Jose州立大學的圖書館。 

 

圖書館的網上期刊 

 
Alt Health Watch  

這資源提供在補充醫學和替代醫學整體療法實習上最新的資訊。有多過200份國際和同行評審的雜誌和報告，數百張小

冊子、特別報告、研究原文和精要。 全文標題包括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American Journal of 

Homeopathic Medicine, California Journal of Oriental Medicine, 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Hypnosis, 

Journal of Alternative & Complementary Medicine, Journal of Asian Natural Products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Traditional Medicine Society,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Chiropractic Association 等等。 

 

American Family Physician 

American Family Physician (AFP) 和 Family Practice Management (FPM) 的網上存檔對外公開。新的期刊需要訂

閱，過了一年的期刊免費參閱。 

 

BioMed Central -- 開放閱讀的出版商 

BioMed Central 出版的文章一出版可立刻網上閱讀，從艾滋病到病毒學有多過130份經過同行評審的期刊。 

 

乳腺癌信息搜素中心 

選擇包括有權威性的實況報導、海報、政府刊物，包括 National Cancer of Institute, National Breast Cancer 

Coalition Fund,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U.S.),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United State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Women's Health,和其權威來源 

 

CAOD China/Asia on Demand 

Oriprobe 提供1500期刊和每週更新。有三個組件可以網上使用： 

Health/Medicine/Biology, Medline Collectio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他可以讓學生經電郵收集文

章，下載或打印。資料庫有定制信息平台、數碼資源收集、翻譯、和從中國或其他亞洲國家檢索信息。 

 

Ebrary 

Academic Complete 擁有多過 45000 本非小說類書籍，全部來自學術出版社。科目包括業務、市場和經濟；電腦和資

訊科技；教育；工程和科技；健康、生物醫學和臨床科學等等。 

 

可以從 http://site.ebrary.com/lib/herguan 閱取電子書件 

 

免費醫學期刊 

網上鏈接免費醫學期刊和科學知識對醫療實習有重大影響，也吸引網上訪客。 

 

Medline Plus 

建於1998年，免費提供網上消費者健康信息給病人、家庭、醫生和健康護理人。信息來源自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

NIH，其他政府部門和健康機構。該網頁由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製作和維修。 

 

Medline Plus East-to-read 

用從三年級到中學程度都可讀得到的簡單文字來提供由多個機構出版的健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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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Med Central 

PubMed Central (PMC)是生命科學期刊文獻的數碼存檔，包括多過兩百萬的文章，有科學家和其他領受NIH或其他機構

資助人士的最後同行評審手稿。如欲知道呈交NIH資助手稿的資料，請參訪 NIH Manuscript Submission System 主

頁。 PMC提供免費使用由期刊存檔的文章。雖然文章是免費使用，但仍受版權保護。（參閱 PMC Copyright 

Information ) 

 

PMC 不是出版商，本身不出版期刊文章（可查察期刊出版商如何參與PMC） 

 

PMC 是由 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NLM) 和 National Cen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NCBI) 

管理。 

 

 

 

學校位置  

國際醫藥大學座落于矽谷高科技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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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臨公車站、輕軌車站和各主要高速公路。公車55路在國際醫大校園門前有停車站。 

Sunnyvale一年四季氣候宜人。 

 

位置和駕駛指南 

學校地址: 595 Lawrence Expressway, Sunnyvale, CA 94085  

學校網站: www.uewm.edu  

電子郵箱:info@uewm.edu  

聯繫電話::(408)-733-1878  

 

可以通過101、237、85、280等高速公路到達學校  

1.  101從San Jose方向往San Francisco行駛: 從Lawrence Expressway出口駛出; 在Lawrence 

 Expressway上朝南行駛然後通過Duane Ave。學校在您的右手邊。  

2.  101從San Francisco方向往San Jose行駛: 從Lawrence Expressway出口駛出; 在Lawrence 

 Expressway上朝南行駛然後通過Duane Ave。學校在您的右手邊。  

3.  237從Milpitas方向往Mountain View行駛; 從Lawrence Expressway出口駛出; 在Lawrence 

 Expressway上朝南行駛然後通過Duane Ave。學校在您的右手邊。  

4. 85從Gilroy往Mountain View方向行駛: 從Saratoga Ave出口駛出; 在Saratoga Ave上朝北 

 前行, 然後在Lawrence Expressway上左轉。在Lawrence Expressway上朝北前行約8英里後,在Duane Ave上 掉

 頭,然後學校位於您右側。  

5.  280從San Francisco方向往San Jose行駛: 從Stevens Creek Blvd出口駛出然後左轉進入Stevens Creek 

 Blvd。然後在Lawrence Expressway左轉;在Lawrence Expressway上朝北前行約3-4英里後,在Duane Ave上掉

 頭,然後學校位於您右側。  

6.  280從San Jose方向往San Francisco行駛: 從Lawrence Expressway出口駛出; 在Lawrence 

 Expressway上朝北前行約3-4英里後, 在Duane Ave上掉頭, 然後學校位於您右側。 

7. 880和680從Fremont方向往San Jose行駛: 從237駛出並線進入237朝西 (Mountain View) 方向行駛，從

 Lawrence Expressway出口駛出; 在Lawrence Expressway上朝南行駛然後通過Duane Ave。學校在您的右手

邊。 

8. 580從Oakland方向往Fremont行駛:駛出並線進入880朝San Jose方向行駛; 從Lawrence Expressway出口駛出

 再從237駛出並線進入237朝西(Mountain View) 方向行駛在Lawrence Expressway上朝南行駛然後通過Duane 

 Ave。學校在您的右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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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入學要求 
 

國際醫藥大學所設課程  

推拿按摩證照班  

中醫碩士班  

太極碩士班 

針灸及東方醫學博士班 

 

開放校園 

每個學期學校舉辦多次開放校園活動,以便廣大中醫愛好者有機會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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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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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時間與招生辦公室人員面談,並親臨參觀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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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電(408)733-1878,您將得到更多的資訊。 

 

參考相關文檔 

作為一名即將成為國際醫藥大學的學生,在您正式入學並簽署入學同意書之前,我們建議您先仔細閱讀招生簡章,以便您

更清楚的瞭解學校和您的專業。 

 

錄取程式 

注意事項:請仔細閱讀招生簡章以瞭解您所需要報讀專業的入取要求 國際醫藥大學讓每一位符合入學要求的學生都有

機會學習。  

1. 所有申請入學者需在截止日期前提供以下材料 

2. 填寫申請表 (可以線上填寫, 也可以列印)  

3. 遞交申請費 (一次性不可退) 

4. 所有就讀學院的正式成績單, 證照班需要高中以及以上的成績單, 或者大學學習進度以及學位    畢業證書。所有

的成績單和畢業證書必須由原學校寄到國際醫藥大學招生辦公室。  

  

所有有關申請流程的問題,請直接諮詢 國際醫藥大學 招生辦公室 595 Lawrence Expressway, Sunnyvale, CA 94085 

電話: (408) 733-1878 傳真:(408) 992-0448 電子郵箱: info@uewm.edu 

 

推拿按摩證照班申請程式 

國際醫藥大學推拿按摩證照班的申請者必須高中畢業或者有相同學歷而且必須年滿18周歲。我們建議學生在入學前先

參觀學校, 向招生辦公人員瞭解詳細情況, 並仔細閱讀學校的相關資料及招生簡章, 然後簽署入學知情同意書。  所

有申請入學者需提供以下材料  

 填寫完成申請 (線上或列印)  

 $25美元註冊費 (不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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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性$60美元的申請費 (不可退)  

 填寫完成入學知情同意書  

 高中學歷證明或GED考試 

 

中醫碩士班申請程式 

申請者需至少完成2年的學士水準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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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建議學生在入學前先參觀學校,向招生辦公人員瞭解詳細

情況,並仔細閱讀學校的相關資料及招生簡章,然後簽署入學知情同意書。   

 

學生必須在第1個學期內完成全部所需檔以獲得正式學生身份。否則不能註冊第2學期的課程。  所有申請入學者需提

供以下材料  

 填寫完成申請(線上或列印)  

 一次性的申請費(不可退)  

 填寫完成入學知情同意書  

 兩份推薦信  

 個人簡歷  

 一份之前學校或現讀學校的正式成績單, 必須密封遞交給招生辦公室 

 

太极硕士班申请程序 

申請入學太極碩士班的申請者必須有美國認證學校或國外被認證學校的本科學位以符合進入太極碩士班的資格。所有

的申請者都必須滿足CGPA達到2.3或以上。沒有本科學位的申請者可以申請進入國際醫藥大學的太極證照班。我們建議

學生在入學前先參觀學校, 向招生辦公人員瞭解詳細情況, 並仔細閱讀學校的相關資料及招生簡章, 然後簽署入學知

情同意書。   

 

所有申請入學者需提供以下材料  

 填寫完成申請(線上或列印)  

 一次性的申請費(不可退) 

 填寫完成入學知情同意書  

 兩份推薦信  

 個人簡歷  

 一份之前學校或現讀學校的正式成績單, 必須密封遞交給招生辦公室  

 有太極方面的基礎,並能展示 

 

針灸及東方醫學博士班 

國際醫藥大學針灸及東方醫學博士班的申請者必須擁有被ACAOM或相等的認證機構認證或候選認證的針灸及東方醫學碩

士學歷或相對等的學歷。CGPA必須達到3.0或以上。申請者在進入博士班診所實習之前必須擁有加州針灸執照。我們建

議學生在入學前先參觀學校,向招生辦公人員瞭解詳細情況,並仔細閱讀學校的相關資料及招生簡章,然後簽署入學知情

同意書。   

 

所有博士班申請入學者需提供以下材料  

 填寫完成申請(線上或列印) 

 一次性的申請費(不可退)  

 填寫完成入學知情同意書  

 兩份推薦信 

 一份之前學校或現讀學校的正式成績單,必須密封遞交給招生辦公室 

 一份詳細的學習計劃  

 個人詳細的簡歷  

 州的針灸或東方醫學的執照 

 

針灸及東方醫學博士班特殊入學要求 

國際醫藥大學自行決定以下特殊情況者也可入學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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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者已經從ACAOM認證的學校或者相等性質的學校畢業並且已經取得針灸執照,但是缺少博士班入學等級的

相應基礎課程可以被考慮為特殊情況入學者。但必須在入學的第一年完成所有的預選基礎課程。這可能只針

對在州學校畢業並且僅完成針灸課程的學生。 

 

2. 申請已經擁有針灸執照,但並不符合教育課程要求的學生,在以下情況中,可被允許作為特殊情況學生入學:  

 完成入學評估並證明符合博士診所的能力。  

 有檔證明已有五年全職診所從醫經驗。  

 成功通過國際醫藥大學畢業考考試。  

 完成所有在之前學習過程中沒有學過的預修課程。這些課程的學分可以通過上課或評估考試來獲取。

而評估考試有效期為一年。 

 

國際學生（I-20） 

國際醫藥大學學生是被聯邦法律允許接受非移民狀態的學生。  
 

國際醫藥大學歡迎來自全世界各地學生申請我們學校加入到我們的課程。我們正在擴大國際學生的數量,並為學生提供

所需,讓學生更順利的完成學業。 

 

除了正常的入學手續之外,國際學生還需要上繳以下附加材料: 

 

1. 以任何本人或赞助人的银行证明或者财产证明表I-134及同类型表格证明学生有能力支付在 留学期间的所有费

 用（包括学费、衣食住行、书杂费等）。国际医药大学的要求是第一学年至少有$15,000的资产证明。 

 

2. 如需了解成績單或學歷評估詳情，請聯繫國際醫藥大學招生辦事處。 

 

3. 如果國際學生是從美國本土學校轉進本校，需要提供之前的I-20的複印件、一份由該本土 學校國際學生服務

 顧問填寫的轉學申請表格、並且申請學生和交流訪問者信息系統的轉學手續。在收到所有法律文件後，本校

 可發 I-20。 

 

4. 國際學生在抵達國際醫藥大學後，必須提供給註冊辦公室的制定辦公人員（DSO）I-20、I-94、簽證以及護照

 的複印件。美國移民局和國土安全局規定學校的國際學生必須是全職學生，按照章程上課，且必須保持合格

 的學校進度，直到畢業，完成學位。 

 

5. 母語不是英文的國際學生需要提供正式的托福（TOEFL）成績來證明英語能力。國際學生亦 可在下列情況下豁

 免呈交托福成績：在美國教育局核准的大專院校完成最少兩年包括60學期學分（semester units) 或90 學季

 學分（quarter units）的學士水平教育；在一所以英語授課的院校（如：加拿大，英國，印度）取得學位。 

 

6. 母語不是英語的申請者需要拿在托福的網上考試取得最少61分才能錄入英文班。母語是中文或韓文的學生可

 以加入中醫碩士課程的中文班或英文班，在進診所實習前必須在托福網 上考試取得最少45分。 詳情請訪問

 網址 www.toefl.org 

 

7. 在收到所有需要文件和經過招生部錄取後，學校會發I-20給申請人。 

 

所有關於簽證情況，住宿等問題請諮詢招生部，也可以在學校網站上參閱學生手冊。 

 

 

 

健康保險 
所有國家學生必須有健康保險計劃。國際學生可選擇用國際醫藥大學簽約的健保計劃然後在註冊時叫保費，或提供在

外面購買健保的證明來豁免用學校的計劃。每個學期註冊時學生都要提供保險證明。 

 

外國的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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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理解外國的成績單需要更多時間來獲取、翻譯和評估。如果學生在第一學期開學前未能提供完整的文檔，他可以

先入學但在最多一個學期內必須提交所有文件，但學生需要承擔相關風險：如果學校在收到文件後發現學生不符合入

學資格，學生必須馬上退出課程，待將來有足夠資格後才再申請，成績報告和成績單會被暫扣，學生不能註冊下一學

期，直到提供所有正式文件並且學分和學位均符合錄取資格。 

 

轉校學生 
國際醫藥大學接受來自其他美國核准學校的轉校學生。轉校生必須符合本校的錄取資格並且按照與新生相同的申請程

序。入學後按照個別情況來轉學分。 

 

轉學分政策和手續 
覺得可以轉學分的學生要呈交 1）以前就讀學校的目錄冊和一頁描述該校的核准狀況。2）所有要轉學分課程的課程
介紹和內容簡介。3）上面列有要轉學分課程的成績單（顯示時數，成績，等）。4）一份填好的轉學分申請表格。
所有轉學分必須在就讀本校第一學期完結前完成。過了第一學期最後一天將不會接受轉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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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碩士課程：每個轉學分的課程必須拿到 C（2.0）或較好的成績。 

 2.  博士課程：每個轉學分的課程必須拿到 B（3.0）或較好的成績。 

 

中醫碩士課程 & 針灸及東方博士課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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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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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費用學生自

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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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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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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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

  術委員可按照每個課程作出評估決定。 

 6. 在美國教育局認可學校修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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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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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無論在以前學校

  修讀過多少學分，能轉的學分不可以超過本校需要畢業的學分的 2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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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分可以最多能轉 50%；相關課程的至少 50%學時必須在國際醫藥大學完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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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必須得到學術委員會的批准，基於個

  案處理。 

 

學分的可轉性 

“關於學分的可轉性和在本校獲得的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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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藥大學的學分能否轉到您想轉去的學校是完全取決於該校。能否接受在國際醫藥大學取得的學位、文憑、或

證書也是完全取決於該校。如過該校不接受本校的學分或學位、文憑或證書，您可能要在您想轉到的學校重修那些科

目。因此，您必須清楚就讀本校能實現您的教育目標。您可以向您準備在讀完本校後再繼續就讀的學校諮詢我校的學

分或學位、文憑或證書是否能轉過去。 

轉學分協議 
雖然其他核准或未核准的中醫大學都經常接受國際醫藥大學的學分，但本校沒有跟美國其他學校訂下轉學分協議。正

如上述，您需要在進入本校前先諮詢您可能會轉過去的學校是否接受國際醫藥大學的學分。本校跟數間中國的院校有

銜接協議。 

再入學/延期入學 
申請者如欲在被錄取的學期延期入學，需要在註冊處填寫延期入學申請表，無需額外費用。申請者最多只能延期三

次。學校會在學期開始把申請者的資料存檔六個月。如果申請者被錄取後沒有在該學期上課也沒有填寫延期如學表，

學校將取消其錄取。如果申請者沒有之前的批准而有想在往後的學期如學，他需要在呈交新的申請表和付重新入學

費。申請者會被錄取與可能要被重新評估。當一個國際醫藥大學的舊生在之前沒有完成課程和又缺課多過一個學期而

又想回校再讀的話，他需要按照當前目錄冊裡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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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學費與雜費 
 

推拿按摩學院  

 

學費*:  

每小時授課   $5.20  

250小時TMT證照的學費  $1,300  

500小時TMTP證照的學費  $2,600 

1000小時TMTS的學費  $5,200  

 

材料費(根據課程而異)  

學費不包括其他設施費用 

 

中醫碩士學院  

 

學費*:  

理論課(1學分=15小時) $180/學分  注意：從夏季學期開始每學分的費用將會是$195 

臨床課(1學分=30小時) $12/小時  

旁聽(1學分=15小時) $100/學分  

預估一學期的學費為$2,160(基於碩士班學生一學期選取12個學分的課程)  

總學費為$33,660(不包括基礎醫學課程) 

 

太極碩士學院  

 

學費*:  

理論課(1學分=15小時) $295/學分  

證照班(1學分=15小時) $100/學分  

實習课         $12/小時  

預估一學期的學費為$2,655(基于碩士班學生一學期選取9个学分的課程)  

總學費（MTC）為$9145 

證照班學費為$3100 

 

博士學院 

 

博士學位總學費為$12,500,包括:  

理論課    $225/學分 $8550  

診所實習   $6.50/小時 $2340  

研究設計/研究:  

診所實習：  $5/小時  $1500  

所有學費為     $12390  

  +其他費用  

$75 註冊費  

$5 學生證 

$0 STRF  

$24 雜費 

 

注意: $12,500包括了所有的費用。學生可以自行決定按比例、按月、按學期或按學分,甚至一次付清。申請助學金的

學生必須按照每學期所選學分支付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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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院獎學金 
 

現就讀于國際醫藥大學碩士學院學生的獎學金  

 

這獎學金是為已決定加入博士院課程的現下碩士院學生而設。如果此決定和承諾是在學生畢業前作出，他可以申請這

獎學金。符合資格的學生可以把這$3500的獎學金用於博士課程的費用。 

 

國際醫藥大學碩士畢業生  

這一獎學金針對從國際醫藥大學碩士學院畢業的學生。能證明是本校畢業生的同學可以把這$2.500獎學金用於博士課

程的費用。 

 

博士獎學金  

這一獎學金針對從其他被認證的中醫院校畢業而又想念博士的學生。 

總價為$1.500的獎學金將會在學生成功完成博士班理論課、實習、和論文答辯後記入學生的賬戶裡。如果該學生未能

從國際醫藥大學完成課程,獎學金將會被取消,並按照原價$12,500收取學費。 

 
其他不能退還的服務費 

其他費用**: 

申請費     $60 

國際學生   $100   

註冊費     $25/每個學期  

分期付款費    $50  

畢業費     $250  

(研究生課程， 

 包括典禮和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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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於MSTCM） 

綜合考試    $100  

補考綜合考試    $75  

畢業證書(補領或申請多於一張) $75/每張 

學生証     $5/每張  

補辦學生證    $20/每張 

國際學生轉學(畢業生除外)  $150 

國際學生需要購買和維持一個 

健康保險計劃   $250/4個月 

晚註冊費    $25/每個學期  

成績單     $10/份  

加州政府學雜費   $0.00/$1000 （繳交的學費和雜費） 

成績單     (USPS 郵寄) 

優先當地郵寄    $30/份  

快遞國際郵寄    $40/份  

畢業證書   (USPS 郵寄) 

優先當地    $60/份  

優先國際    $85/份 

 

 

注意事項： 

 * 學費是可退的，但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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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恕不退還 

 

學校對費用具有更改的權利.  

請注意截止日期,除非有特殊情況,不然逾期會有$50的逾期費。  

 

所有國際學生都需要購買和維持一個健康保險計劃。國際學生特殊服務的費用已標注在相應的表格上。  

 

教科書的預計價位為每本$60-$120.博士學院可能為$120-$400。 

 

注: 所有學生應在註冊課程的時候付清合適的費用(例學費、其他要求的費用),除非學生和學校就付款條件達成一致。

學生的帳戶如果超過截止日期七天,會被學校自動退選課程;學生如果沒有及時付款將會被暫停學業,直至付清所有學費

以及罰款並和學校簽署新的付款條件。沒有成績或者未交清檔的學生如有欠款問題,將會被停止上課。學校可以拒絕任

何有財政問題的學生。(詳情請參見加州法律,第42380和42381章第五條)。在學生付清學費錢,每個月都會有$50的逾期

費。學校同時還有權拒絕有財政問題的學生再入學。 

 

 

付款計畫  

全額的學費應在註冊截止日之前付清。註冊截止日會在每學期張貼出來。接下來的付款條件也可供選擇。  

    a) 學生可在註冊時付清全款。  

    b) 學生可在註冊時付1/3,並在開學後兩周之內付清剩餘的2/3,這樣將不會有任何附加費用。 

    c) 學生在與財務辦公室簽署分期付款條約後,可在註冊時付1/3,在開學第一個月之內再付1/3             加

上$50的分期付款費,在開學後的第二個月之內,付清最後1/3和$50的分期付款非。  

 

以上付款計畫不適用在推拿學院  

 

 

STRF費  

 

必須在註冊新學期之前付清上一學期的所有費用。 包括在開學時還沒收到聯邦助學金的學生。聯邦助學金的學生應先

交付學費直到助學金已經到位。這可能需要3到4周才能收到,或者兩到三個月,取決於學生是否有能力遵從聯邦的規

定。 學生要對此負全責。學生應在學期開始前及早申請。這不是學校的責任。  

 

    “如果您符合以下所有條件,就必須交付STRF費: 

      1.您是加州居民，是一個教育課程的學生或是在實習，並且用現金、學生貸款或私人貸款預付所有或部份學費 

      2.您的學費不是由任何第三方支付，例如雇主、政府項目或其他人，除非您跟他們另外有協議會償還對方。 

 

      以下情況您將不會受到STRF的保護,並不用交付STRF費 

      1. 您不是加州的居民, 或者沒有註冊課程。 

      2. 您的費用由第三方支付, 例如雇主、政府項目或其他人, 並且與他們沒有協議償還對方。” 

 

    “STRF費用是為了加州居民或被BPPE認證的學校上課的學生避免遭受經濟損失。如果您是加州居民或在學校上課 

      和已經預交學費，付了STRF費，而又蒙受由於任何以下情況的經濟損失，您可以獲得STRF賠償： 

      1. 課程完成之前,學校停業。 

      2. 學校沒能在停業前180天支付代表學生利益的費用。 

      3. 學校沒有按照法律要求報銷學生貸款費用。 

      4. 學校在停業前的30天內未能通過聽證會。 

      5. 在接受檢舉後無力償還。” 

 

然而,沒有社會安全號碼和報稅號碼的人,將無法獲得賠償。 

 

退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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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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款圖表 

 

退課日期 退費百分比 

  

第一天 100% 

  

第二天到一周內 90% 

  

第二周開始 80% 

  

第三周開始 70% 

  

第四周開始 60% 

  

第五周開始 50% 

  

第六周開始 40% 

  

第七周開始 30% 

  

第八周開始 20% 

  

第九周開始 10% 

  

第十周開始 0% 

 

 
第九周之後,第十周開始,或已完成超過課程的 60%將沒有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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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解達到的問題  

如果您有疑問,而學校無法解答,您可以聯繫加州私立教育局(BPPE),P.O. Box 980818, West Sacramento, CA 95798-

0818或者Bureau for Privat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2535 Capitol Oaks Drive, Suite 400, Sacramento CA, 95833 

联系电话: (888) 370-7589, 网址: www.bppe.ca.gov 电邮: bppe@dca.ca.gov 

 

助學金計畫  

(僅有中醫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可以申請,太極碩士和推拿學院無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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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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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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津貼直接利息由貸款發放時間累積。無津貼貸款不是按需要為基礎。每次需從發放款項扣除小量貸款費，通常費

用是 1-2%，由聯邦政府決定。聯邦學習工作計劃可以提供給有資格的學生。總貸款金額是每年/3 學期 $30,750。最高

畢業累積貸款額為 $138,500。 

 

大學助學金: 僅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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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貸款。無津貼直接貸款在仍是

學生或停止入學後 6 個月寬限期內不會累積利息，津貼貸款是按學生需要為基礎，無津貼貸款是在貸款發放時累積

利息，如果您不符合津貼貸款的按需要要求，您可借兩種貸款的組合作為無津貼貸款。每次會從發放款項扣除小量

貸款費，通常費用是 1-2%，由聯邦政府決定。大學生也可合資格領取 Pell Grants.  Pell Grants 是按需要為基礎。FWS

也可提供給夠資格的學生。當之前的學分和在國際醫藥大學獲得的學分合共起來總數是 90 學分時，學生會被提升到

研究生身份。學生將有資格獲得不超過 30 學分值的大學經濟資助。 

 

聯邦學習工作計畫  

這一專案提供給學生在學習之余以工作來支付自己的學費。比以單位年來計算,而不能用學期來計算。 

 

更多联邦助学信息 

如果你想瞭解更多聯邦助學金的資訊,請聯繫有關部門,FAO。國際醫大的助學金手冊會提供你所需要的任何資訊。學校

的網站上也會有更多的資訊。請發送電子郵件到info@uewm.edu学生校内工作 

 

校內學習工作機會 

校內針對符合標準的學生開放有限的工作職位。可在教務處完成申請表的填寫。學生可以申請 AAs,這一職位只對在學

業方面有傑出成就和優異成績的學生開放。另外,學生也可以申請 AA 的工作,以説明學校的網路、電腦系統以及學生服

務。 

 

  

http://www.fafsa.ed.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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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務守則 
 

注册 

學校的註冊日曆在學校招生簡章上,但最終日期以網站更新為准。註冊新學期的時間到本學期結束為止。註冊日期,學

校教務處會張貼出來。沒有在截止日期前註冊的學生會有逾期費。除非學生已經簽署付費計畫書,否則應在註冊時交清

全款。  

 

教務處應提供課程選擇。註冊要在費用付清後才算全部完成。學生必須在教務處填寫完成註冊表,並在財務完成付款。 

 

全職學生 

 中醫碩士學院每學期不得少於12個學費,將被認為是全職學生。 

 東方醫學博士學院每學期不得少於9個學分,將被認為是全職學生。 

 太極碩士學院每學期不得少於9個學分,將被認為是全職學生。 

 推拿學院每週不得少於16小時,將被認為是全職學生。 

 學生必須每年連續就讀兩個學期,才被認為是全職學生。 

 所有課程必須在最長8年內修完，領取助學金的學生可能有不同的時限，請諮詢顧問。 

 

硕士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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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生必須註冊為全職學生。國際學生在被教務處查看期間不允許休學。 

 

半職學生 

 中醫碩士學院每學期少於12個學費,將被認為是半職學生。 

 東方醫學博士學院每學期少於9個學分,將被認為是半職學生。 

 太極碩士學院每學期少於9個學分,將被認為是半職學生。 

 推拿學院每週少於16小時,將被認為是半職學生。 

 所有課程必須在最長8年內修完，領取助學金的學生可能有不同的時限，請諮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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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教育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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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為職業目標尋求信息作為自我提升之用。非

學位學生必須符合每個課的預修要求。非學位學生必須符合課程的入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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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申請進入診所實習，必須符合診所的
全部要求。如果該學生以後決定申請學校的學位課程，他/她必須經過正規學位課程的申請步驟。最多不超過 30%在非
學位身份取得的學分可以用在學位課程的要求。非學位學生可以獲得成績及註明“非學位學生”的成績單。非學位學
生不能申請聯邦學生資助金。 
 

教務諮詢 

教務諮詢是教育過程的要素，有教職員或教務主任提供。 

 

健康保險 

國際學生必須要有健康保險,無論在校內購買還是在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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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或注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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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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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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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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級*  每學分的分數  百分率 

  A  4.0   94-100% 

  A-  3.7   90-93% 

  B+  3.3   87-89% 

  B  3.0   83-86% 

  B-  2.7   80-82% 

  C+  2.3   77-79% 

  C  2.0   73-76% 

  C-  1.7   70-72% 

  D+  1.3   67-69% 

  D  1.0   63-66% 

  D-  0.7   60-62% 

  F  0.0   0-59%  

   

 

* 注： 研究生課程可能沒有C-到D-。請參閱目錄冊內每個課程的詳情。 

GPA是基於每課所得的成績等級，教師在評估上可以加+或-作更精細的評估。計算GPA以總分數除以總學分所得。 

 

成绩等级划分 

A           學生成績優異 

B           成績優異，但並不是最好的 

C           中等成绩 

D           中下等成績，建議學生重修 

F           課程不合格，無法獲得學分 

I           未完成，由於學生不能控制的情況下未完成，在當時的進度是通過的 
IP     正在進行中 

W           退課（2 周后，12 周之前註銷課程，之後就是 F）  
P           通過--不算入 GPA 之內(成績在 C 或以上)  
NP     不通過--不算入 GPA 之內(成績在 C-或以下) 
CP     有學分，通過能力測試，成績在 C 或以上  
NC          沒有學分 
TR     轉學分 
AU     旁聽，沒有學分 
RP     重修 
 
注意：研究生課程可能只有 C 或 F，沒有 C-到 D-的成績。請參閱該課程目錄冊。 
 
 

未完成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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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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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遲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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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修課程 

以下情況中,學生可以重修課程  

1. 符合畢業要求  

2. 需要更好的成績  

3. 更好的學習 

 
在任何情況下，同一課程只有最後的成績才會存入學生永久檔案。每一科成績是 F 或 NP 的課程學生必須重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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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的課需繳付全額學費，助學金只能支付一次重修課的學費。
學生的 GPA 會影響學生合格的學習進程（SAP）,如果學生成績低於聯邦政府助學金要求時，學生的助學金可能被終止，
直到 GPA 提升或符合留校觀察的要求。如果是為了拿更高成績而重修一科，聯邦政府助學金只能支付重修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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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教務主任申訴，以獲得最終決定。最終成績是由相關的教師負責，

教務主任或學校的任何人均不可以更改成績。CEC94897(j) 

 

學分學時轉換 

1學分相當於15週，每週1小時的課堂授課。1學分也相當於30小時的臨床實習。45小時的實習或研究相當於15小時的課

堂授課。所有學分是按學期（semester）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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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學生有優先權，並必須得

到教務處負責人的批准。旁聽生不可以在課堂佔用老師的時間或影響其他學分學生上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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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聽課的成績會在成績單上顯示

AU。聯邦學生資助不能用於旁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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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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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目錄冊每個課程特定的出勤需求。DAOM 的出勤率最少是每個班/課的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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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以的話在缺席的第一天，通知註冊人員或教務主任並估計請假的持續時間。學校可能根據具體情況安排學生補
課。 

 

學生操守 – 留校觀察/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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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誠實、爭吵、盜攝 

 擁有、使用或濫用武器，危險物品，或其他非法物質 

 在課室或圖書館內有破壞性行為 

 在上課時佔用大部份討論時間以致破壞學校宗旨 

 嚴重不當行為 

 未經授權，不當使用或損害學校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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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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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園內的性侵犯或身體侵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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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或病人的隱私及保密材料 

 違反學校的規章制度 

 考試作弊或用任何方式將考試題目帶出考場 

 不恰當使用學校互聯網 
 
因為上述某種或多種原因，教務及學生事務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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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的學
費及費用退款會按照退款政策。 

 

合格的學習進程 

合格的學習進程(SAP)標準公佈在學校目錄冊、學生手冊以及學校的官方網站上。SAP 標準與學生的科目和助學金計劃無

關。 

學習進度會在每次付款期（秋季、春季和夏季學期）後統計。统計將结合質量（累積 GPA）和數量（累積進度）。如果

學生没有完成合格的學習進程，將被取消助學金资格，或被學校開除。 

 

質量測量： 

 進度用 4.0 的尺度來測量 

 根據課程有維持累積 GPA 的標準 

 通過所有課程 

 在計算累積 GPA 時，除了退課（W）或未完成（I）外，所有課程都計算在內；重讀的課只用最高的成績來算

GPA 

 

數量測量： 

 必須完成所註冊課程的 67% 

 完成課程的累積學分和嘗試修讀的學分的比例 

 計算週期為一學期 

 

最長期限； 

 證照 - 250 小時（375 嘗試）；500 小時（750 嘗試）；1000 小時（1500 嘗試） 

 太極碩士 - 51 學分嘗試 (準時畢業 3 學期） 

 中醫碩士 - 261 學分嘗試（準時畢業 15 學期） 

 針灸及東方醫學博士 - 90 學分嘗試（準時畢業 6 學期） 

 

 

國際醫藥大學合格學習進度的最低要求 

 

  

課程 GPA 進度 評估週期 最大時限* 

證照（250 小時） 

全職 

2.3 67% 每 125 小時 375 小時嘗試 

證照（500 小時） 

全職 

2.3 67% 每 300 小時 750 小時嘗試 

證照（1000 小

時）全職 

2.3 67% 每 500 小時 1500 小時嘗試 

中醫碩士 2.3 67% 每學期 261 學分嘗試 

太極碩士 2.3 67% 每學期 51 學分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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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3.0 67% 每學期 90 學分嘗試 

 

GPA 是以總分數除以總學分來計算。計算進度用累積學分除以嘗試學分。*最大時限是完成課程能允許的最長時間。 

注意： 中醫碩士生無論任何入學狀況最多要在 8 年內完成課程。 

 

教務/助學金 預警狀態 

沒有符合最低 SAP 要求的學生會在下學期放在預警狀態。此狀態不能為時多過一學期。學校會書面通知學生預警狀態，

包括預警理由，解釋 SAP 的要求和預警狀況的為期。在預警學期內學生仍可接受助學金。學生如果能在預警狀況的學期

結束前提升 CGPA 和完成進度符合 SAP 標準就可消除預警狀態，否則要退學。 

 

教務/助學金 留校觀察、上訴、和學習計劃 

因為不符合 SAP 標準而被退學的學生可基於情有可原的理由（親人過世、受傷或生病）向教務副校長上訴。學生上訴時

要詳述情況的改變和怎樣取得良好成績的計劃。有證明文件也需要呈交。上訴需要在新學期的第一週或之前呈交。 

 

教務副校長會於 24 小時內審查文件和學生記錄，作最終決定。 

 

如果上訴批准，教務副校長會在學習計劃上列出學生必須按照的要求。這計劃是學生與學校的協議。學生必須按照計劃

內的時限完成課程。如果學生同意計劃，學生可留校繼續上課以待觀察。如果上訴成功，學生可接受助學金。 

 

在觀察期結束時，學校會基於學習計劃評估學生的進度，如果學生達到 SAP 標準或學習計劃的要求，學生可留校繼續就

讀。在所有以後的學期學生必須再次達到 SAP 標準或學習計劃要求才能留校。 

 

如果在觀察期結束學生仍未能達到學習計劃的要求，學生會被要求退學。第二次上訴只能在非常特殊情況下提出，而且

由校長決定。 

 

需注意學生預計在預定的時限內完成課程要求，但任何情況下，嘗試的學分不可以超越完成課程的時數的 1.5 倍 

 

重新在學校建立合格學習進程 

因為不符合 SAP 標準而被退學的學生可在一學期後請願再次入學。被接受入學的學生需要有學習計劃和達到計劃的要

求，直至重新建立 SAP。 

 

在預警或觀察狀態的學生如果在下學期結束時能達到 SAP 要求的 CGPA 和完成率，學生會從預警/觀察狀態刪除。 

 

 

退課“W” 和未完成“I”對 SAP 的影響 

所有有成績（不論通過不通過，退課“W"或未完成"I"）的課程的時數將會被計算在嘗試時數，以計算 SAP 的最大時限

Maximum Timeframe 準則. 除了退課“W"和未完成"I"，所有課程的成績會被用來計算 GPA。 

 

重修對 SAP 的影響 

不通過和重修的成績都會顯示在成績單上，但只有最高的成績才用來計算 CGPA。原本課程和重修課程的學分會包括在最

大時限的計算。 

 

非懲罰成績和非學分或補修課程對 SAP 的影響 

國際醫藥大學沒有提供非懲罰成績考試和非學分或補修課程。 

 

學生尋求額外學歷對 SAP 的影響 

如果學生要尋求額外學歷，學校會把額外學歷的嘗試學分和成績包括在 SAP 的計算評估內。 

 

擴招對 SAP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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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沒有提供擴招身份。 

 

從其他專上院校轉到我校對 SAP 的影響 

如果學生從其他專上院校轉到我校，被我校接受的轉校學分會被計算在學生數量進度的嘗試學分和完成學分。但相應的

成績不會被算在學生的質量進度（CGPA）。 

 

學生更改課程或尋求額外學歷對 SAP 的影響 

如果學生重新入學、更改課程或尋求額外學歷，學生當前課程的學分會被用來決定學生在質量上和數量上的合格學習進

程， 

 

通告 

學校會書面通知沒有達到 SAP 的學生，通告內容會詳述 SAP 的計算方法和導致學生在該學期和累積學期不達到 SAP 的原

因。學生會被通知他們有上訴的權利和上訴過程的指示。該通告的複件會在學生記錄存檔。 

 

成績對 SAP 的影響 

以下表格展示課程行動和成績對 SAP 的影響： 

成績或行動 影響 

A,B,C,F 計算在 GPA 和 PACE 

未完成 課程為能在預定時間完成：F；GPA&PACE 重算 

重修* 最後成績用來計算 GPA，所有課程算在 PACE 

有學分/沒學分（P,NP） 不算入 GPA，算入 PACE 

能力測試（CP，NC） 不算入 GPA 或 PACE 

沒學分或補修課 本校不提供 

轉學分** 不算入 GPA；算入 PACE 

週 2 結束前退課 成績單上刪除；不算入 GPA 或 PACE（正式 WD） 

週 3 - 週 11 結束前退課 W，不算入 GPA；算入 PACE（正式 WD） 

週 12 結束前退課 F；學分算入 PACE 

 

 

 

261 个学分必须在 15 学期内（包括 15 个学期）完成 

學生必須保持“合格的學習進程(SAP)”。“合格的學習進程”要求學生必須連續兩個學期完成所註冊課程的 67％，並

且總平均分至少在 2.3。沒有達到“合格的學習進程”的學生會被留校觀察，如果想要繼續“合格的學習進 程”，留

校觀察學生必須在兩個學期內消除留校觀察身份。若學生被留校觀察多於兩個學期，該學生必須會見教務 主任。如不

能提供充分証明來為其“不合格的學習進程”辯護，該學生可能被學校退學。所有被退學學生不會得到 任何退款。兼

職學生必須在 8 年之內完成中醫針灸碩士班文憑以維持“合格的學習進程”。 

 

留校观察和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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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學 
以下任何情況出現，學生將被作為自動退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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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沒有得到教務主任准允沒有註冊的學生 
 學生呈交書面退學要求 
 當學生需要維持學習身份卻把所有該學期的課全退掉 
 學生由於紀律問題、不合格的 SAP 或違反國際學生的規則而被學校退學 

 
已退學的學生若想繼續在國際醫藥大學完成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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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學的學生或中斷學習卻沒有提交退學信的學將會在所有為完成的課程獲得“F”成績。 
 
正式退學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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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所有未繳交的費用將在退款裡扣除 
 

休学 

在學期中，由於不能預料或嚴重事故，學生可要求暫時休學。 

想暫時休學的學生必須盡快填寫休學申請表。解釋狀況，提供證明文件和在學期內預期回校的日期。取得需要的簽名

後呈交註冊主任。 

 

國際學生如果要休學必須填寫註冊處的休學申請表，學生如果符合SEVIS要求和有良好的成績會很有可能被批准，但會

有其他限制，詳情請諮詢PDSO。 

 

課程能力鑑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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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答對試題 70％或以上將被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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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 

國際醫藥大學鼓勵學生通過學校-雇主合夥來尋找工作經驗以實踐理論知識。國際學生的CPT實習必須經過教務主任的

批准，以檢查實習經驗是否與課程目標有關和確認符合法律規定。 

 

實習是在監管下的實習經驗，是應用之前和當前學過的理論。通常三小時的實習想等於一小時的課堂講課。在教職員

的監管下定出一個協議，協議會列出學校和實習地方的安排，包括特定的學習目標、課程需要和評估標準。 

 

畢業要求 
國際醫藥大學目錄冊是學校與學生關於畢業要求的合約。只要學生保持良好在校狀況和沒有休學或入學身份改變，

攻讀學位的學生就隸屬於他入學時訂明在目錄冊內的畢業要求。目錄冊內的教務政策部分描述學生要按照的畢業要

求規則。學生需自行負責滿足在入學時有效的所有畢業要求，除非是立例機構有新的規則需要學校符合，學生也要

有良好的在校狀況。監察步向畢業的進度和每學期應選修的課程屬於學生自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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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所有課程（詳情請參閱每個學位課程的要求） 

 保持課程需要的最低 GPA 詳情請參閱每個學位課程的要求） 

 在畢業前的一個學期前呈交“畢業申請表” 

 結清一切費用，包括必須的畢業費 

 歸還從學校圖書館借出的所有材料 

 所有以前或現在接受資助金的學生必須完成退出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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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要自覺地遵從國際醫藥大學目錄冊內的通告、政策和規則。在完成學業和對學校履行財政義務後，學生會被賦

予學位/證書和獲得文憑。學生可以在畢業後 60 天和付清學校餘款後到學校領取文憑。如欲學校代寄文憑需另加費

用。請參閱本目錄冊的收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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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ckley Amend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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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kley Amend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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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資料獲取 

學校可以在沒有得到學生的書面同意下對以下單位提供學生資料： 

 有合理教育需要的國際醫藥大學職員 

 學生有申請入學的其他學校 

 為了稅務局需要的學生家長。但學校不一定需要提供學生資料 

 法庭命令或傳召，學校需要嘗試事情通知學生 

 教育局的授權代表或美國 Controller General 

 州或本地官員 

 有關於學生申請或接受資助金的人員或代表 

 在有關健康或安全的緊急情況下 

 被核准的機構 

 來研究發展、證實和管理預測試驗，管裡學生資助項目或改善授課的機構 

 教育、財政或州的審計機構 

 
在其他情況，學校必須先獲得學生書面同意方能對任何人士或機構提供學生資料。 

 

豁免 
以下項目在 1974 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法案（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 內豁免： 

 家長保密聲明，財政需要分析報告和 Pell Grant A.D.報告 

 由教師或行政人員做的學生記錄而又只有能讓教師或行政人員保管的 

 1975 年 1 月 1 日前的保密信件和推薦書 

 已放棄獲取權利的保密信或推薦書，如果學生已經知道寫信人的名字（有三處地方可簽署放棄權利 - 入學，就

業和榮譽） 

 學校保安記錄 

 是學校當前或以前學生的學校僱員的就業記錄 

 由醫生、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或其他認可的專業或準專業為了治療目的而編制或維保的記錄，那些記錄只可

給予提供治療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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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學生的透明度 

Student Right-to-know 法案要求學校讓學生知道每隊學生的完成或畢業率。這對學生是由學位學生、全職學生和第

一次畢業學生組成。由於每學期的畢業率不同，有興趣者請諮詢教務主任。 

 

性騷擾和性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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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醫藥大學官員：嚴禁任何學校員工對學生作出騷擾、威脅或提議來調整學生任何一方面的成績表現、名聲或地位
用以換取性好處。同樣地，任何人士對校園團體任何成員作出其他任何騷擾以做成一個有攻擊性、危險性或敵對性的
學習或工作環境也屬禁止。 

 

騷擾通常是受害者不想要的、不受歡迎的和沒被邀請的行為用以貶低、威脅或攻擊受害者，為受害者做成一個敵對

的環境。騷擾的例子包括：(a)用匿名的、電話上的或任何書面的溝通方法做成煩擾或恐嚇；或(b)用器械或電子方

法或其他方法跟別人啟動溝通，用匿名的、電話上的或任何書面的溝通方法做成煩擾或恐嚇；或沒目的接踵打電話

。若有初步證據學生對老師做成任何騷擾，教務副校長可以單方面暫停該學生上學、驅逐或紀律處分該學生。 
 

非歧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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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教務主任聯繫。 

 

申述程序 

國際醫藥大學設有以下申訴模式讓學生有適當和公平的途徑去處理關於學校政策、程序、監管紀律、開除或其他行動

上的問題，此程序用公平和不偏私的方法從最底層解決問題。學校絕不會因為學生申述而採取報復。 

 

學生申訴政策程序如下： 

 

學生在事發 10 工作天內跟教師或行政人員商討，嘗試以協商式途徑解決事端。 

 

如果未能以協商式途徑解決事端，學生需書面向教務主任。呈交資料定要包括：申訴的描述，被違反的指定政策、程

序、協議或法例；任何證明文件和想得到的解決結果。 

 

教務主任會召開由學生和教師或行政人員組成的會議，如果會議不能達成共識，學生事務主任會在會議或書面投訴後

10 個工作日內組成申述委員會。 

 

申述委員會成員包括：2 位教師；一位由教務及學生事務副校長挑選，另外一位由教師團體挑選；2 位學生代表，由

學生服務員工或學生團體挑選；3 為行政人員，由教務副校長挑選。 

 

委員會挑選一位主席，主席會通知被申訴人在 10天內提交以下資料：對申訴書內每一項作書面回應，包括所有證明文

件。 

 

主席會定聽證會的日期時間，並書面通知學生和被投訴人，委員會在聽證會前盡量取得所有有關和可靠的關於申訴的

證據，確定聽證會是跟據申訴政策程序完整和不偏私。 

 

雙方可以傳召證人，聽證後委員會會書面呈交調查結果和建議給校長，校長會在 15工作天內書面提供各方一個決定。

在啟動這個程序時，國際醫藥大學行政和各方都應該共識校長的決定是有約束力的和最終的。如果被申訴者是校長，

委員會會提交書面決定給董事局作考慮及最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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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學生不符合時限及通知內的程序，他的申訴會被退回。雙方可以有相互書面協議豁免在這部分內的時限和條件。
如果學生不能聯繫適當的人員，他可以在時限內向行政人員作書面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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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聯繫： 
Accrediting Commission on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ACAOM) 

8941 Aztec Drive 

Eden Prairie, MN 55347 

Phone: (952) 212-2434 

Fax: (301) 313-0912 
 
或私立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委員會 

Bureau for Privat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BPPE)  

2535 Capitol Oaks Drive, Suite 400 

Sacramento California, 95833 

Phone: (916) 431-6 9 5 9  

Toll Free: (888) 370-7 58 9 

Main Fax: (916) 263-1 8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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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學生服務 
 

學校迎新  

所有新生在學期開始前都會有詳細的迎新講解會。工作人員會解答所有問題,並詳細介紹學校的設施和學校工作的流

程。在講解會當天即可註冊上課。 

 

校内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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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健康、安全和住宿 

學校不提供校院內的住房。在 Sunnyvale 及與之相臨的 Santa Clara，Cupertino 和 Mountain View 都有大量不同價

位的出租房可供學生選擇。一些地區，如 Los Altos，Saratoga，Campbell，San Jo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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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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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教務輔導 

學校也會提供學生非教務方面的建議和説明。同時會聯合社區説明學生解決各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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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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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組織 
每個學期學生聯合會及大學會組織一個“學生日”。學校會預備午餐，並會頒發多個獎項及分享學校最新進展及各 
種通告。每次的“學生日”都有來自英文班、中文班及韓文班的很多同學出席，為學生們提供了很好的與同學和學 
校溝通的機會。 

 

相關學生團體 
學校沒有正式的相關學生團體。但如學生有意願，學生可自由組織學生自治團體。 

 

禁烟 

在國際醫藥大學校院內的任何地方都禁止吸煙 

 

失物招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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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學生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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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DA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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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小店中醫供應品的折扣請參訪: http://www.vital-core.com 

 

榮譽 

在年度大會上,應嘉獎榮譽學生和員工。 

 

錄音/錄影 

學生在上課時錄音或錄影必須征得同意,並對此錄音或錄影沒有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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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發現職工或學生不正當的使用電腦和上

網，職工會被解僱，學生會被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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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學位課程和要求 
 

國際醫藥大學提供以下課程： 

 
 中醫推拿按摩證照課程 

 中醫碩士課程 

 太極碩士課程 

 針灸及東方醫學博士課程 

 

中醫碩士 （MSTCM） 

 

MSTCM 課程簡介 
國際遙遙大學提供可以在最少36個月（3年）完成的中醫碩士課程。 

 

此課程包括2130小時課堂授課和960小時臨床實習，共3090小時（174學分）。主要是學習針灸和中草藥，結合西醫科

學和管理。 

 

國際醫藥大學實行全年學期制，大部份是全職學生。有相關醫學背景的學生可以縮短修業年限，但最長要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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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宗旨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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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成果 
中醫碩士畢業生會展示以下學習成果： 

1. 熟識關於法規、作業範疇、病人治療和業務運作的專業道德標準。 

2. 從中醫和生物醫學角度理解疾病的原由，從而治療和預防疾病。 

3. 在評估病人病情時能展示專業知識和診斷技能。 

4. 展示有能力給予病人正確的診斷，從而制定治療方案。 

5. 解釋針灸、草藥和其他操作的治療方案的立場。 

6. 制定治療方案，或使用合適的輔助人員。 

7. 有專業中西醫知識水平的跟病人和同行溝通。 

8. 獲取知識和技能以準被加入博士班的更高學習。 

9. 掌握必需的知識技能，通過加州針灸考試和全國證照考試。 

10. 明白西醫的診斷，有需要時轉介病人去西醫。 

 

我們會經過以下方法評估成果： 
綜合考試、診所經驗、知識和判斷的結合、課堂論文、課堂病例討論和研究、課堂練習、社區外展活動、功課、測

驗、模擬操作、診所經驗和評估、示範、課堂個案討論和匯報、書面報告、小測驗、課堂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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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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第五學期前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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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科學課程 
 

 要求 
 要求完成以下基本科學課： 

 

 心理學   2學分/30小時 

 生物學   2學分/30小時 

 化學   3學分/45小時 

 物理學   2學分/30小時 

 西醫術語  2學分/30小時 

 人體解剖學  4學分/60小時 

 人體生理學  4學分/60小時 

 總共：   19學分/28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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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繫。 

 

加州針灸局執照要求 
要去得在加州從業針灸師的執照，個人必須具備資格參考和通過針灸局的筆試。有三種途徑讓個人可以取得針灸考試資

格。 
 
4938. 針灸局可發針灸師執照給符合以下要求的申請者： 

(a) 最少年滿18歲 

(b) 有足夠證明完成以下任何一項： 

 

1. 完成必須的課程要求，並畢業於針灸局批准的學校。 [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 section 4938 & 4939; 

California Code of Regulations, section 1399.434 - 436] 

 i. 總共理論課的時數最少1548小時，總共臨床指導時數最少800小時，完成全部課程的時間最少四（4）學年、

八（8）學期、十二（12）學季、九（9）學期（一年三學期）或三十六（36）個月。 

 

2. 完成針灸局批准的輔導課程。輔導課程相當於師帶徒，個人在有資歷的針灸師監管和引導下學習，並在針灸局批准

或核准的學校補充理論課。[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 section 4938, 4939, 4971; California Code of 

Regulations, section 1399.420 - 432] 

 

3.  在外國完成相對於針灸局批准的課程和訓練。[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 section 4938 & 4939; 

California Code of Regulations, section 1399.434 - 1399.436] 

 

4.  有資格領取執照的申請者需在發執照前付交最初的執照費和其他需要費用。（詳情請參閱

www.acupuncture.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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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通過由針灸局舉辦用來測試申請人若從業針灸師的能力和知識的筆試，此考試由消費者事務部門（Department of 

Consumer Affairs）的專業考試服務辦公室(Office of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 Services)制定 

(d) 完成經針灸局批准的臨床實習訓練課程。根據第4939條，最長實習時間不能超過九個月，實習的診所必須在本州並

經過針灸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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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個人簡歷； 

 500 字的學習中醫的目的和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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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需要把外國成績單呈交到 NACES 認證的評估公司，只有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edential Evaluation Service

認證的公司的評估報告才被接受。可以上網 http://www.naces.org/members.htm 查閱 

 有居住證明 

 

收到申請表和申請費後，校方會在 7 天內通知您並安排與您面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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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醫藥大學招生部 

595 Lawrence Expressway, Sunnyvale, CA 94085 

電話；（408）733-1878  傳真：（408）636-7705 

電子郵件：info@uewm.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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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少於12個學分的是半職學生。所有學生必須在8年內修完所有課程。 

 

體驗式學習 
國際醫藥大學不接受也不賦予體驗式學習學分，除了軍人及博士班特殊入學計劃（參看12頁第2項目） 

 

 “2. 有資歷但沒有符合教育/課程要求的執照針灸師在下列情況下可被錄取： 

 

 完成一個關於臨床博士知識技能的入學全面評估 

 有最少5年的針灸或東方醫學執照 

 成功通過國際醫藥大學碩士最終綜合考試 

 完成以前在針灸/東方醫學訓練期還沒完成的碩士預修課程，可以通過完成指定課程或成功考過課程能

力鑑定考試來取得學分。這些課程或能力鑑定考試需在頭一年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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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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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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通過考試會獲得“通過”的
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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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考試前繳交考試費及其它相關費用，能力鑑定試的課程學分不
會算在學期的選課量。如果學生只通過部份考試，學校不會發部份學分。 

 

外國成績單 
學校理解外國的成績單需要更多時間來獲取、翻譯和評估。如果學生在第一學期開學前未能提供完整的文檔，他可

以先入學但在最多一個學期內必須提交所有文件，但學生需要承擔相關風險：如果學校在收到文件後發現學生不符

合入學資格，學生必須馬上退出課程，待將來有足夠資格後才再申請，成績報告和成績單會被暫扣，學生不能註冊

下一學期，直到提供所有正式文件並且學分和學位均符合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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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個別課程給予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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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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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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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每门转学分的课程成績須達到 C（2.0）或以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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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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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學生不能從別的學校轉多於碩士專業水平課程總學分的20%到我校，無論在該校已經獲取多少個學分。請參閱在校

時間要求。至於專業前水平的課程可最多轉學位總學分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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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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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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閱診所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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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每課成績必須及格 

 所有課程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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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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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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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班能收容的非學

位學生數量有限，在可堂內非學位學生不可以干預其他學位學生的學習進度。 

 

外國語言課程 
中醫碩士學位課程提供英文、中文和韓文班。中文班或韓文班是給該語言是自己母語或熟識該語言的學生入讀。 

 

臨床等級： 
  CL1     30 小時/1 學分      診所觀摩 

  CL2     150 小時/5 學分     見習生 

  CL3     180 小時/6 學分     實習生 

  CL4     150 小時/5 學分     高級實習生 

  CL5     150 小時/5 學分     高級實習生 

  CL6     150 小時/5 學分     高級實習生 

  CL7     150 小時/5 學分     高級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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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考試要求合格成績。 

 

綜合考試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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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第三次考試仍沒通過，必

須與教務負責人面談提供學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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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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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如果修讀額外課程將不會獲得聯邦學生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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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碩士課程介紹 

 

針灸 
AC211 針灸 I （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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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無 

 
AC311 針灸 II （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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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AC211;也可以與 AC211 同時修 

 

AC421 針灸 III （3.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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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修課程：AC211，AC311;也可以與 AC311 同時修 

 

AC521 針灸 IV （3.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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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

程：AC211，AC311 

 

AC621 針灸 V （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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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AC421，CM423，AC521 

 

AC731 針灸 VI （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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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AC421，CM423，AC521 

 

中醫理論 
 

CM113 中醫基礎 I （3.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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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無 

 

CM114 推拿/指壓 （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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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

課程：無 

 

CM115 太極拳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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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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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15 氣功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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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無 

 

CM314 中醫診斷 I （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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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CM113，CM213 

 

CM423 中醫診斷 II （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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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CM314 

 
 

中藥 

HB212 中藥 I (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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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無 

 

HB312 中藥 II（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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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HB212;也可以與 HB212 同時修 

 

HB315 中藥藥理學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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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無 

 

HB422 方劑學 I （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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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修課程：HB212，HB312 
 

HB522 方劑學 II （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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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修課程：HB212，HB312 

 

中醫臨床醫學 

CM622 中醫外科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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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HB422，CM423，HB522 

 

CM623 中醫內科 I （3.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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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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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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HB422，CM423，HB522 

 

CM732 中醫五官科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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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HB422，CM423，HB522 

 

CM733 中醫內科 II （3.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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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HB422，

CM423，HB522 

 

CM831 中醫婦產科 （3.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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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HB422，

CM423，HB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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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832 中醫骨傷科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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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CM114，AC421，CM423，AC521;推薦修完 HB422，HB522 

 

CM833 經典：內經 、溫病、金櫃、傷寒論（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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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HB422，CM423，HB522 

 

CM834 中醫兒科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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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AC421，

CM423，HB522 

 

CM931 病歷分析 3 學分/4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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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AC421，HB422，CM423，AC521，HB522;推薦修完其它的臨床課程 

 

CM932 總複習（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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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三年級學生 

 

 

生物醫學 

BS101 心理學（2.0 學分） 
這是一門西醫和中醫的基礎學科，學習關於人類的各方面行為的大腦和生物過程，包括感覺、知覺、飢餓、性行為、記

憶，溝通和心理異常。此課程注重臨床的輔導技巧，也教授在治療中心理反應的管理。預修課程：無 

 

BS102 生物學（2.0 學分） 
這是一門西醫和中醫的基礎學科，學習生命的化學、細胞學、普通組織學和人體生物學的原理，包括人體結構和功能、

繁殖、遺傳、進化和生態。預修課程：無 

BS103 化學（3.0 學分） 
這是一門基礎科學學科，學習跟醫學科學有關的有機化學和生物化學，提供有機化學和生物化學的基本原理，為其他西

醫和中醫課程打基礎。預修課程：無 

 

BS104 物理學（2.0 學分） 
這門課提供物理學的基本知識和生物物理學的普查，目的是讓學生明白物理學和醫學科學的關係。預修課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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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105 西醫術語（2.0學分） 
這是一門西醫的基礎學科，介紹用在人體的基本術語結構，以備容易學習其他西醫科目。預修課程：無 

 

BS106 人體解剖學（4.0學分） 
這是一門西醫和中醫的基礎學科，讓學生明白人體正常形態、組織結構、器官和系統，為未來西醫和中醫學科打好基礎

。預修課程：無 

 

BS107 人體生理學（4.0學分） 
這是一門西醫和中醫的基礎學科，讓學生明白人體各部位的運作和功能，為未來西醫和中醫學科打好基礎。預修課程：

無 

 
WM214 營養 （3.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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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無 

 

WM313 普通病理學 （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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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修課程：解剖學，生理學 

 

WM424 西醫診斷 （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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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WM313 

 

WM523 西藥學 （3.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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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

：WM313 
 

WM624 西醫科學 I （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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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修課程：WM424，WM523 

 

WM734 西醫科學 II （3.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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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WM424，WM523 

 

專業教育 

PD111 中國醫學史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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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無 
 

PM112 醫德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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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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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解與臨床治療病人相關的職責。預修課程：無 

 

PD524 研究方法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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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無 
 

 

PH525 公共健康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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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無 

 

PC625 病人管理 I （3.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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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無 
 

 

PC735 病人管理 II （3.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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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無 
 

PM835 診所管理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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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無 

PH933 社區服務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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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實習醫師階段 

 

實習 

GN395A 實習 (3.0 學分） 
這門課讓學生參與現實的診所運作，譬如管理專業診所、病人記錄存放、保險結算和前台運作等。學生要做實習項目報

告和定期向導師匯報。成績只有 P 或 NP。學生在取得教務導師的批准後可報讀此課。預修課程：導師批准 

 

社區工作經驗 

3 學分 

預修課程：國際學生取得 CPT 批准 
這項目是為國際學生而設，是在衛生領域的培訓課程。這門課不屬於中醫碩士學位的課程，不會算在畢業需求裡，但學

分會算入總學期學分。學分可以重複多次以相應批准的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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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ane 與 Stew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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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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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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訓練 
 

CL1 課堂觀摩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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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無 
 

CL2 見習生（5.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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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CL1,BS106 人體解

剖學，CM113，CM213，以及 AC211、AC311、HB212、HB312 中至少兩門 
 

CL3 實習生 （6.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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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課程：所有基礎科學課程、AC311、

HB312、AC421、CM423、CL2 

 
 

CL4,5,6,7 高級實習生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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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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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修

課程：全部基礎科學課程，必須通過綜合考試 I，HB422，WM424，AC521，HB522，CL3 

 

除非得到診所老師的批准，實習生不可以自行制定治療，包括飲食和運動的建議。完成最後階段後，學生可以熟練的運
用各種診斷方法來作出一個準確和完整的治療方案，及根據病人的需要來使用不同的治療操作，獲得到技能和信心獨立
實習，並在國際醫藥大學畢業和將來成功行醫。 
 

中醫碩士課程教師名冊 
教師名字和資歷 
任何一家學校的教育素質取決於教師團隊的投入、知識、經驗和授課能力。國際醫藥大學從眾多有經驗的教師裡小心挑

選老師。我們的老師是真誠的投入去幫助學生和傳授知識和技能。學校聘請他們是基於他們的廣泛經驗、專業知識、學

位如學士、碩士、博士，和他們的專業執照。 

 

中醫碩士（MSTCM) 
 

Jeong Soo Byun MSTCM (UEWM); 

PhD , M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L.Ac 

Deli Cai MD(China)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L.Ac 

Amy Chan DAOMM,MSTCM (UEWM); 

L.Ac.; 

Dipl.O.M. 

Guangzhe 

 
Chang PhD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CM); 

DAOM, MSTCM (UEWM); 

 L.Ac. 

Eun Whan Choe (South Baylor Univ.-OMD / ACCHS-

MSTCM) 

Hye Jung Chung (Seoul National Univ.-Doctoral 

Course / MPH /BSN) 

Jack Chung DAOM, MSTCM (UEWM); 

L.Ac. 

Michelle Chung MA (Santa Clara University); 

 BA (Sogang University) 

Xingquan Dai MD(China)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BS (Osaka Sangyo University); 

L.Ac. 

Pik-may Fok MSTCM (UEWM); 

B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Ac. 

William Hong MSTCM (UEWM); 

MBA (Boston University); 

BA (Yonsei University); 

L.Ac 

Sung Wook Hong (UEWM / Boston Univ.-M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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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sei Univ.-BA-Business & 

Economy) 

Moon Jae Hoon (Five Branches Univ.-MSTCM / 

Santa Clara Univ.-BA) 

KimYo Hsieh DC (Palmer College of 

Chiropractic West); 

BS (UC Davis) 

Jianqiang Huang PhD (Shanghai Institute of 

Plant Phys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BS (Xiamen University) 

Tae Soo Jeong (Hankuk Univ. of Foreign 

Studies-BA) 

Younil Jeong MSTCM (UEWM); 

MS (Santa Clara University); 

BS (South Oregon University); 

L.Ac. 

Yong Tai Kim (UEWM-MSTCM / Yonsei Univ. -BA-

Business & Economy) 

Steve S. Kim (Loma Linda MC-Residency/UC 

Davis-MD/Stanford) 

In Sun Lee (South Baylor Univ.-OMD / UEWM -

MSTCM /Ewha Univ.) 

Shanshan Lee MSTCM (UEWM); 

M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B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L.Ac. 

Hongyan Li  DAOM, MSTCM (UEWM); 

MS, BS (Univ. of Qingdao 

Oceanography); 

L.Ac 

Rui Li MD(China), MS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CM); 

L.Ac. 

Shuli Li PhD (Medical U. of South 

Carolina); 

MD(China), MS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Ge Lu MD(China) (Lanzhou Medical 

College); 

MS (Tongji Medical College); 

L.Ac. 

Baogui Qin MD(China) (Liaoning U. of TCM); 

L.Ac. 

Dawn Marie Shepard CSU: Sacramento-BA / American 

River College-AA 

Chang Sub Shin (South Baylor Univ-OMD / ACCHS -

MSTCM) 

Wei-I Tien DAOM, MSTCM (UEWM); 

MA (New York Ins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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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L.Ac. 

Shinhee Van Lieu MSTCM (UEWM); 

BS (Pusan University); 

L.Ac 

Guozhi  Wan BM (College of TCM Science of 

 Heilongjiang); 

L.Ac. 

Liezhen Wang MD(China) (Anhui Chinese 

Medicine Univ.); 

PhD (American Liberty 

University); 

L.Ac. 

Xin Wang PhD (Kagoshima University); 

MD(China) (Ti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eol Kyu Whang (Yuin Univ-Ph.D / Emperor's -

MSTCM / KonKuk Univ.) 

Tianyun Wu DAOM (UEWM); 

MSTCM (AIMC, Berkeley); 

PhD, M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BS (Shandong University); 

L.Ac. 

Fangshu Yu MSTCM (UEWM); 

MS (University of Florida); 

BS Medicine (Shanghai Second 

Medical U.); 

L.Ac. 

Li Zhang DAOM (UEWM); 

MD(Chin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ology); 

L.Ac. 

Portia Zhang DAOM (UEWM); 

BM (Shanghai TCM University); 

L.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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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我們的董事會共治國際醫藥大學，董事會成員包括國際醫藥大學領袖、學者及社團領袖。 

 

Natalia Radovilsky, M.S. 
Ying Q. Wang, L.Ac., M.D. (China) 
David Yao, Attorney at Law 
Rong Zhang, PhD. 
Melvin Hsu, DC 
Rong Fu, CPA 
 

行政人員 
校長, Ying Q. Wang, MD (China), L.Ac 
首席運營官, Doreen Simmons, Ed.D. 
副校長, Richard Friberg 
院長，針灸及東方醫學博士班，英文、中文,Veaceslav Vlas, MD (Moldova), PhD (China), 
L.Ac 
院長，中醫碩士班，英文、中文, Amy Chan,DAOM, L.Ac 
院長，中醫碩士班，韓文, Yong T.Kim,L.ac   
太極碩士主任， Daniel Weng, PhD 
圖形設計, Kevin Tam 
資訊科技主任, David Li 
圖書館長, Sophia Wang, MSLS and Nhi Hua, MSLS 
註冊主任, Stella Dai 
招生部主任, Sharon Zhou 
財務助理, Shirley Wen 
設施經理, Roy Zhang 
診所經理, Veaceslav Vlas, MD (Moldova), PhD (China), L.Ac 
診所前台經理, Ailin Guo 
 
 
 
本目錄冊概述自發行生效日期的課程要求、教師資料、課程介紹和政策，內容資料構成本校的規

則，旨在是準確的、完整的、並具有約束力。但是，為了符合任何核准機構的要求或根據學校情

況的改變，學校保留權利更新或更改任何這些規則。在這情況下，學校會發出書面通知，並附加

在目錄冊裡。本目錄冊在發表時經由校長證實目錄冊內容是當前和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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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描述

7 標題：2015 - 2016 學期
(刪除) 2015 秋季         開學日期:2015年9月7日     

增加 2015 秋季         開學日期:2015年9月8日         

13 標題：轉學分政策和手續
(刪除) 第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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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分可以最多能轉50%；相關課程的至少50%學時必須在國際醫藥
大學完成。

15 標題：學費與雜費
(刪除) 注意：從夏季學期開始每學分的費用將會是$195

增加 群組或家庭成員可有折扣，聯繫招生部

20 標題：非學位學生
(刪除) 最多不超過30%在非學位身份取得的學分可以用在學位課程的要求
增加 最多不超過60%在非學位身份取得的學分可以用在學位課程的要求

22 標題：出勤
(刪除) DAOM的出勤率最少是每個班/課的 2/3

增加 MSTCM 的出勤率最少是 80%，DAOM 的出勤率最少是每個班/課的 2/3

36 標題：臨床等級
(刪除) CL 4    150 小時/5 學分   高級實習生
增加 CL 4    150 小時/5 學分  實習生

43 標題：臨床訓練
(刪除) CL1 課堂觀摩 （1.0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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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修課程:無

增加 CL1 課堂觀摩 （1.0學分）

本課程讓學生有機會接觸臨床事務，學習學校診所實習的一般程序，包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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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歷的書寫等。
2）接受HIPPA及OSHA 關於診所事務的教育, 並獲認證。
3）接受CNT(潔針技術)教育。
4）學生能有機會觀摩導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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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修課程:CM113,213, AC211, 311, BS106 (可與AC211和AC311同時修) 

43 標題：CL2見習生（5.0學分）
(刪除) 預修課程：CL1,BS106人體解剖學，CM113，CM213，以及AC211、AC311、HB212、HB312中至少兩門
增加 預修課程：CL1、HB212、HB312 (可與HB212、HB312同時修)

43 CL3實習生 （6.0學分）
(刪除) 預修課程：所有基礎科學課程、AC311、HB312、AC421、CM423、CL2



增加 CL3,4 實習生 （11.0學分）
預修課程：所有基礎科學課程、CL2、CM314、CM423、HB422、HB522（可與HB422、HB522同時修）AC421

、AC521 (可與AC421、AC521同時修)

43 CL4,5,6,7高級實習生 （20學分）
(刪除) 預修課程：全部基礎科學課程，必須通過綜合考試I，HB422，WM424，AC521，HB522，CL3

增加 CL5,6,7高級實習生 （15學分）

預修課程：必須通過綜合考試I，WM424，CL4

47 標題：行政人員
(刪除) 首席運營官, Doreen Simmons,Ed,D.

院長，針灸及東方醫學博士班，英文、中文. Veaccslav Vlas, MD(Moldova),Ph.D(China),L.Ac.

財務助理, Shirley Wen

診所經理,  Veaccslav Vlas, MD(Moldova),Ph.D(China),L.Ac.

諮詢科技主任，David Li

圖書館長, Sophia Wang, MSLS and Nhi Hua, MSLS

增加 首席行政官, Doreen Simmons,Ed,D.

院長，針灸及東方醫學博士班，英文、中文.Isaac S Haynes,Ph.D(China),Dipl.O.M.(NCCAOM)

財務助理, Daisy Wu

診所主任,  Frank Chang,Ph,D(China),DAOM,L.Ac.

諮詢科技主任，Raj Palla

圖書館長, Sophia Wang, MSLS

註冊主任, Shuang Zhang

平等就業/平權行動宣言

國際醫藥大學的課程或活動不會基於種族、膚色、宗教、性別、原本國籍、年齡、婚姻狀況、個人
外觀、家庭責任、身體或心理殘疾、政治傾向、退伍軍人身份或其他適用的受聯邦法律保護的依據
而歧視或拒絕任何人的就業、錄取或教育機會。國際醫藥大學禁止性別歧視，包括性騷擾和性侵犯/

暴力。國際醫藥大學採用正權行動招募有資格的女士、少數族裔、退伍軍人和殘疾人士。

副校長辦公室和人事部主任被指定聯合處理關於這政策應用的諮詢，以及整個校園的協調以符合第
九條(Title IX)。聯繫方法可以用
 hr@uewm.edu, 595 Lawrence Expressway, Sunnyvale。
也可直諮詢民權辦公室 Office of Civil Right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ttp://www.ed.gov/about/offices/list/oc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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