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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中医学研究院将根据教学进度和当时情况进行课程及讲师调整。 

 2. 7 年理论课总学时为 3100 学时。 

3. 临床实习总学时数为 1900 学时，要求完成至少 80%。 

 4. 所有科目必需及格，不及格的学生将给予一次补考机会，补考不及格必需重修该科。

学时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ICMSBDC01 医古文 80 80

ICMSBDC02 中国医学史 40 40

ICMSBDC03 中医基础理论 120 120

ICMSBDC04 中医诊断学 120 40 80

ICMSBDC05 中药学 140 80 60

ICMSBDC06 方剂学 140 80 60

ICMSBDC07 内经学 120 40 80

ICMSBDC08 伤寒论 120 80 40

ICMSBDC09 金匮要略 100 80 20

ICMSBDC10 温病学 100 40 60

ICMSBDC11 中医内科学 240 80 80 80

ICMSBDC12 中医外科学(含皮肤科） 120 80 40

ICMSBDC13 中医儿科学 80 40 40

ICMSBDC14 中医妇科学 80 80

ICMSBDC15 中医骨伤科学 60 60

ICMSBDC16 中医眼科学 40 40

ICMSBDC17 中医耳鼻咽喉科学 60 60

ICMSBDC18 针灸学 240 80 80 80

ICMSBDC19 中医老年病学 40 40

ICMSBDC20 中医医案学 60 60

ICMSBDC21 中医各家学说 60 20 40

ICMSBDC22 中医文献学 20 20

ICMSBDC23 推拿学（含推拿手法） 120 40 80

总学时 2300

ICMSBDC24 正常人体解剖学 100 80 20

ICMSBDC25 生理学 100 80 20

ICMSBDC26 免疫学 20 20

ICMSBDC27 微生物学 20 20

ICMSBDC28 病理学 60 60

ICMSBDC29 药理学 60 60

ICMSBDC30 西医内科学及诊断学基础 100 20 80

ICMSBDC31 急救医学 40 40

ICMSBDC32 遗传学 20 20

ICMSBDC33 预防医学 20 20

总学时 540

ICMSBDC34 中医养生康复学 40 40

ICMSBDC35 中医营养食疗学 40 40

ICMSBDC36 中医气功学 40 40

ICMSBDC37 中医心理学 40 40

ICMSBDC38 中药鉴定学 40 40

ICMSBDC39 中药药剂与炮制学 80

ICMSBDC40 生物化学 40

ICMSBDC41 医学心理学 20 20

ICMSBDC42 营养学 40 40

选修课所需学时 260

3100 320 320 320 320 320 220 220 280 320 160 180 120 3100

累计

临床课程 临床见习前培训 40 40
临床见习 60 60 60 120 300
临床实习 120 120 120 120 120 60 660
临床培训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720
毕业临床培训 180 180

1900

开课学年与学期

三学年
总
计

总学时数

中医高级专业文凭（七年制）教学计划进程

选修课

西医科目

中医科目

序
号

七学年

临
床
实
习

分
类

四学年 五学年 六学年一学年 二学年
课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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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医学研究院教学原则 

 

一、 入学资格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2“A”和 2“O”均及格]或同等学历，

并符合新加坡中医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的要求。 

根据管委会的规定，凡是文凭证书（Diploma）及以下的申请者，需呈上剑桥

“O”水准考试文凭，证明拥有 5科及格，包括华文及格，方准申请。 

此外，自 2011 年开始，依据管委会的规定，须通过身体健康检查并提呈检查报

告（除了 B 型肝炎，HIV 病毒测试外，也需通过色盲检测）。 

 

二、 课程大纲、科目、学时 

学员须熟悉所报读课程的科目、学时，包括临床实习的次数等，方能妥善安排

学习时间。相关课程内容，请参考中医学士学位课程设置简介。 

每学年学期开始前的一周，学院会公布学习的科目及临床实习的日期及地点。

学院也会同时公布该学期的行政表，列明有关学期的开始和结束日期，并规划

复习、补课和考试时间。基本安排如下： 

 

1. 理论课程（课程自 2022 年起改成自 1月至 12 月为一学年，2022 年之前的学

年为 7 月至隔年 6月） 

 上学期（从 1月至 6月） 下学期（从 7月至 12 月） 

上课 21 周 （农历新年期间放假一周） 20 周 

复习/补课 1 周 1 周 

考试 2  3 周 2  3 周 

放假 1  2 周 2  3 周 

合计 26 周 26 周 

 

2. 临床实习课程 - 学员于一年级开始进行课堂见习，包括对草药与药材的认识。

三年级起，开始临床学习。根据不同年级的进度，逐渐由浅至深进行学习。详情

参照临床教学原则。 

3. 本高级文凭课程将通过面授形式，由担任该门科目的老师直接教导。理论课程

授课情况：老师与学员比例，一般上介于 1：10-20，临床实习则大约在 1：4-8 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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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医专业高级文凭 课程设置简介 

课程设置和基本要求  

理论课程以中医科目为主，共有二十三科为必修科；西医课程为辅，共有十科为必

修科；及九科选修课供选择，修读的科目需达到至少 260 学时，共 3100 学时。 

 

一、 中医科目 

1. 医古文（80 学时） 

本课程的教学旨在培养学员全面掌握医古文精髓，提高人文素养和语

言水平，完善知识结构，并进而提高对中医药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和

分析能力，以求有益于实现学员的人格养成与医生气质形成，为其将

来从事中医药临床或其他各种医疗卫生工作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2. 中国医学史（40 学时） 

教学的目的是使学员掌握中医学的历史过程和历史成就，理解中医学

特色形成的原因和本质，如何把握医学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科

技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的联系，以及医药实践与医药理论的辩

证关系等问题上提高思维能力和水平。  

3. 中医基础理论（120 学时） 

教学的目的使学员明确中医学哲学基础的重要性，掌握中医学对正常人

体的认识、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以及中医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原则。为

中医诊断学、中医方剂学、中药学以及临床各科打好基础。 

4. 中医诊断学（120 学时） 

教学的目的使学员熟悉中医诊断的含义与内容，症、病、证等概念及

其相互关系，中医诊断的原理和原则；掌握问、望、闻、切四诊的基

本技能和知识，八纲、病性、脏腑等辨证的基本内容及辨证统一体系；

熟悉病情资料的综合处理，主症诊断的思路、疾病诊断的思路、辨证

诊断的思路，病历书写的内容、格式和要求。 

5. 中药学（140 学时） 

课程体系包括总论（24 学时）和各论（116 学时）两大部分，总论中

主要涉及：中药的发展史、中药功效理论、中药的性能理论、中药品

种、采收、炮制、配伍、剂型、给药途径、用量用法等影响中药临床

效应的因素。各论中主要包括：解表药、清热药、泻下药、祛风湿药、

化湿药、利水渗湿药、温里药、行气药、消食药、驱虫药、止血药、

活血化瘀药、化痰药、止咳平喘药、安神药、平肝潜阳药、息风止痉

药、开窍药、补虚药、收涩药、涌吐药、攻毒杀虫去腐敛疮药等 400

种常用或有代表性中药在性能、功效和应用方面的共性和个性特点。 

6. 方剂学（140 学时） 

教学的目的使学员掌握 150 首左右常用方剂的组成、用法、主治、配

伍意义及其加减运用，引导学员掌握组方原理和配伍规律，培养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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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分析、运用方剂和临床组方的能力，并为学习中医临床课程奠定

基础。 

7. 内经学（120 学时） 

教学的目的使学员掌握《内经》理论、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思维方式、

学术思想，奠定良好的中医专业素质，提高学员的中医基础理论水平

和运用理论分析来解决临床上实际问题的能力。 

8. 伤寒论（120 学时） 

本门课程应安排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等

基础课程学习后。教学宗旨在使学员通过《伤寒论》原文及其他相

关内容的学习，掌握六经辨证体系、相关汤证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

与知识临床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与技能。 

9. 金匮要略（100 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员基本上掌握张仲景辨证论治的方法和治疗

杂病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学习临床各科奠定基础。 

10. 温病学（100 学时） 

教学宗旨在要求学员掌握以“卫气营血”、“三焦”为核心的温病学

理论体系，了解温病常见病种辨治，同时要求掌握温病常见病的鉴别

诊断和中医辨治。对于明清时代为主要温病医家的学术思想及近代学

科的学术动态也是理论课的重点。 

11. 中医内科学（240 学时） 

中医内科学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简要地介绍中医内科学基础；

系统论述病因学、病机学、分类学、治疗学；论列脏腑病机、病证的

基本概念，气血病机、病证的基本概念，风火湿痰病机、病证的基本

概念等。各论分别论述有关心肝脾肺肾等各系疾病基本概念、基本特

征、辨证论治和理、法、方、药的具体内容。中医内科学内容有一定

的顺序，必须先讲授总论然后讲授各论，用理论以指导临床。各论中

原则上应按肺系、心系、脾系、肝系、肾系和杂病顺序讲授。共 51

个病证。  

12. 中医外科学（120 学时，包含皮肤科）  

教学宗旨在使学员系统地掌握中医外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常见病的辨证

论治规律；熟悉中医外科的主要内治法、外治法和操作技能及急诊处

理原则，了解一些疑难病、少见病的诊断和辨证原则，达到培养应用

型人才的通才标准。 

皮肤科原本是中医外科学的一个章节，但因内容丰富，又有其独特的

理论体系，故近年来形成一门学科。教学宗旨在使学员系统地掌握中

医皮肤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常见病的辨证论治规律及预防知识；熟悉中

医皮肤科的主要内、外治法相结合的方法治疗疾病和操作技能以及急

诊处理原则；了解某些疑难病的诊治要点，达到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通

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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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医儿科学（80 学时） 

 教学宗旨在使学员系统地掌握中医儿科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儿科

常见疾病、传染病及新生儿疾病等的诊断、辨认分析、治则方药；熟

悉疑难疾病的诊断分析思路，了解危重病的抢救及治疗方法。对现代

儿科学的新进展及诊断标准有进一步认识，力求在治疗手段上有创新。 

14. 中医妇科学（80 学时） 

 教学宗旨在使学员系统地掌握妇女生理、病理特点和经、带、胎、产

等妇女特有疾病诊治与预防的临床学科的知识。 

15. 中医骨伤科学（60 学时） 

教学宗旨在使学员系统地掌握中医骨伤科的基础理论、基本操作技能、

常见病辨证论治规律和在防治损伤疾病的临床学科的知识。 

16. 中医眼科学（40 学时） 

教学宗旨在使学员系统地掌握中医眼科学的基本理论、简单技能操作、

常见病辨证论治规律和在预防及护理的临床学科的知识。 

17. 中医耳鼻咽喉科学（60学时） 

教学宗旨在使学员系统地掌握中医耳鼻咽喉与脏腑经络的关系、耳鼻

咽喉诊断要点及耳鼻咽喉病常见的疾病，其病因病机、诊断、辨证及

治疗、预防与调护、预后及护理知识。   

18. 针灸学（240 学时） 

教学宗旨在使学员理解和掌握针灸学经络、腧穴的基础知识，掌握刺

灸方法的基本技能，掌握针灸辨证论治方法，能初步运用所学知识诊

治针灸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 

19. 中医老年病学（40 学时） 

 中医老年病学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教学宗旨在使学员理解和掌握

老年病的特点、康复与护理的特色和辨证论治纲要和老年常见疾病

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预防与调护的临床知识。 

20. 中医医案学（60 学时） 

教学宗旨在使学员认识中医学的发展历史、历代医学发展特点与成就、

医家对中医发展做出贡献。中医医案学是中医临床实践记录所形成的

文字资料，即医生将病人的症状、脉象、舌象、病因、病机、诊断、

治则、治法、方药、转归等作简要的记述和分析，有的还记载所用药

物的炮制、剂量、煎服法和注意事项等。这有利于对学员进行医德教

育、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 

21. 中医各家学说（60 学时） 

 教学宗旨在使学员理解和掌握中医学术发展过程中主要医学流派和著

名医家的主要学说和临床经验，了解中医学的整体框架、学术精髓和

发展源流。引导学员对各学派的思维方式加以研究和分折，以提高学

员的中医理论水平和临床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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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医文献学（20 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在具备阅读古医籍能力的基础上 ，进一

步了解中医药文献的基本知识 ，初步掌握一些整理 、研究 、利用

中医药文献的基本方法。 

23. 推拿学（120 学时，含推拿手法 20 学时）  

通过课堂讲授及临床见习，使学员掌握推拿学的基础理论，掌握推、

拿、滚、点、按、弹、拔、揉等常用手法的正确操作方法；掌握本学

科临床疾病治疗过程中的问诊技巧，检查顺序及特殊检查方法；掌握

临床常见疾病的诊断、鉴别诊断要点及治法；了解各名家诊治疾病的

特点及推拿学的发展方向和科研动态。 

 

二、 西医科目 

1. 正常人体解剖学（100 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系统掌握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的基本知识，

为进一步学习其他医学课程以及从事临床工作奠定必要的基础。 

2. 生理学（100 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系统掌握正常人体各种生命现象的活动规

律，了解生理功能的发生原理，以及内外环境因素对人体机能活动的

影响。为后期临床各科奠定基础。 

3. 免疫学（20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更好地了解机体免疫系统的组成与功能，

了解免疫系统在病理状态下组成与功能的改变及其在发病机制中的作

用。 

4. 微生物学（20 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掌握各类微生物如细菌、真菌、病毒的主

要生物学特性，微生物学检查与防治原则，以及微生物学在药学中的

应用。 

5. 病理学（60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掌握必要的病理学基础知识，将患病机体

的器官、组织的形态学改变与功能、代谢的动态变化进行有机的结合，

使学员对患病机体的病理变化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6. 药理学（60学时） 

 本课程包括药理学、中药药理学两部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

掌握药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了解中药药理的概况，有性味、归经、

配伍用药原则及复方的药理。 

7. 西医内科学及诊断学基础（10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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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包括西医内科学、西医诊断学基础两部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员能运用西医内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诊治人体常

见病、多发病；熟悉临床实践中所必需的相关现代西医内科知识和技

术；也使学员初步掌握西医诊断疾病的方法，为临床学课程学习和以

后临床工作奠定必要的基础。通过诊断学的学习，让学员认识问诊、

全面体格检查方法，熟悉实验诊断及器械检查报告等。 

8. 急救医学（40 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认识急救医学的内容及其独特之处。其内

容包括内、外科急症、创伤急求医学、中毒急救医学等。其独特之处

为医生知识面、技术面、应急处理能力、辩证思维、心理素质方面都

有更高要求。 

9. 遗传学（20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认识从个体、细胞和分子水平阐释遗传性疾

病的遗传规律、发病机制、诊断、治疗和遗传保健等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是一门从基础医学到临床医学的桥梁课程。 

10. 预防医学（20 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掌握必要的预防医学知识。教学内容包括

预防医学的定义、基本观念及特点，医学模式及健康观的转变，预防

工作的成就等。 此外也包括常见的传染病、慢性病、职业病的预防

和控制，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和临床医生在此过程中的作用。 

 

三、 选修课 （至少修完 260 学时） 

1. 中医养生康复学（40 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认识中医养生康复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

法，中医养生学知识的实际运用，及中医康复学的临床技术和实施。 

2. 中医营养食疗学（40 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认识中医营养食疗学是以中医学基本理论

为依据，指导如何进食从而达到治病养生。 

3. 中药鉴定学（40 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了解中药材鉴定的方法和技术，鉴定中药

材的真伪优劣，确保中药材质量；了解制定中药材质量标准的基本理

论知识和技能。 

4. 中医心理学（40 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了解中药常用剂型的概念、特点，制备工

艺和质量要求等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常用剂型的辅料和设备的基本构

造、性能和使用保养方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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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了解中药炮制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

熟悉中药炮制的起源、现状和炮制在临床中的作用，炮制品的性状、

特征。 

5. 中医气功学（20 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了解气功学的概念、原理，以及临床上的

辅助治疗功效。学生也通过功法的学习（如八段锦）加强体质的锻炼，

并在需要时指导病人自我学习。 

6. 医学心理学（20 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了解医学心理学兼有心理学和医学的特点，

它研究和解决人类在健康或患病以及二者相互转化过程中的一切心理

问题，即研究心理因素在疾病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中的作用。 

7. 营养学（40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了解营养的概念、基本理论、以及常见疾

病营养治疗的原则。 

 

四. 临床教学原则 

（1900 总学时数，出席率必须达到至少 80%） 

共分以下三个阶段，分段进行，让学员有计划、有秩序地按部就班学习，另

一方面要求导师们有步骤、有重点地施教，让学员毕业后能有系统地应用中

医药理论，提高医疗水平，为我国医疗与卫生保健事业作出贡献。 

1. 第一阶段（第一至三学年）：课间见习 

着重在问诊、辨认药物、针灸操作、四诊：望闻问切 

第三学年：必须交内科与针灸临床病案作业：各 6 份，共 12份。 

2. 第二阶段（第四及第五学年）：集中见习 

对四诊的运用、书写病案、掌握病因病机、辨证要点、症候分析 

第四学年：必须交内科与针灸临床病案作业：各 9 份，共 18份。 

第五学年：必须交内科（11 份）、针灸（10 份）、儿科（1 份）、

外科（1份）、妇科（1份）临床病案作业，共 24 份。 

3. 第三阶段（第六学年）：毕业实习 

第六学年：必须交内科（13 份）、针灸（14 份）、儿科（1 份）、

外科（1份）、妇科（1份）临床病案作业，共 30 份 

 

3. 科目考评方法及要求 

考试类包括医古文、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  

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针灸学、推拿学、中医骨伤科学、内经

学、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西医

内科学及诊断学基础，共 21 门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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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类包括中国医学史、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咽喉科学、中医老年病学、中医

医案学、中医各家学说、中医文献学、免疫学、微生物学、急救医学、遗传学、

预防医学、中医养生康复学（选修）、中医营养食疗学（选修）、中医心理学

（选修）、中药鉴定学（选修）、中药药剂与炮制学（选修）、营养学（选修），

共 18 门科目。 

 

二、 考试科目的考评方式 

考试科目采取“作业/测验+期末考试”的考评方法，记分标准为百分制。分数

比重：作业占不超过 10%，测验占不超过 30%，期末考试占 70-90%。各科成绩

需达到 60 分，才算及格。 

凡考试不及格者，有一次补考机会，补考不及格须重修。补考成绩以作业分数

和补考试卷分数合计，补考及格者的最高成绩记录为“60 分”。 

 

三、 考查科目的考评方式 

考查科目则采取多样灵活的方法考评，记分标准为百分制，由任教讲师安排实施。

具体要求如下： 

1. 平时作业，可采取课堂测验、课堂提问、学习心得与专题报告等形式，授课

讲师须认真评阅平时作业，单一给分或综合给分，并填入学员成绩登记表 。 

2. 课程结束时进行试卷考查，可采取闭卷或开卷方式。授课讲师须在第一次授

课时向同学说明试卷考查的形式。 

3. 考查科目不及格者，均有一次的补考机会，补考不及格者须重修。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