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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條列式，至少 5 點 

1. 中醫一直以來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傳統醫學，與西醫相較歷史

更為久遠，也深深影響所有的東方國家。貴校於台中市創立中

醫系所，開啟台灣地區中醫學術正規教育之濫觴，並經國家考

試通過後，培育國內的學有專精的中醫師，成為國內中醫學界

的主流。 

2. 更於民國 56 年即開風氣之先-雙主修即中西醫學兼修，畢業後

可參加中、西醫師資格考試。在國內無論是醫學系或其他學士

後中醫系都望塵莫及，正因有紮實的中西醫訓練，受評單位畢

業生得以成為中、西醫學交流的重要橋樑，使中、西醫學一起

進步，同時擷取傳統醫學的精華結合現代醫學的檢驗，互相印

證，極具特色。在現今西方醫學發展受限時，始注重人與外在

環境的相互影響、疾病與身心靈的連結、氣候變遷等等議題，

凡此總總在所有中醫系學生早就是根深蒂固的觀念。 

3. 98 學年度更併入中國醫學研究所碩、博士班，培養優秀中醫藥

領域之專業研究人才，尤其著重在中醫基礎理論、中醫證型診

斷基準建立、中醫文獻之探討整理與分析、中醫方藥治病機轉、

中醫針灸機轉、中醫臨床試驗、甚至有中醫診斷儀器之開發。

讓中醫的研究更精進與踏實，在國內中醫學界有其不可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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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4. 近年來由於學校不斷的發展，在購置水湳校區之後更在很多的

軟硬體以及數位科技部分，有非常前瞻性的規劃與設計。中醫

學系在這一波發展的浪潮之中也得到豐富教學資源的挹注，可

以在中西醫整合的教學與課程設計上面大步邁進，前景不可限

量！ 

5.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目前擁有最多兼具中西醫雙執照與中

西醫治療經驗的醫療人員，對於發展與中西醫結合的醫學教育

來說是最堅實的資源與後盾。 

 
  (二)待改善事項 條列式 

1. 受評單位的系務會議及六個委員會，目前有學生代表的會議或

委員會為：系務會議、課程委員會、見實習委員會。學生代表

多為四年級甲、乙班班代擔任，碩、博士班由班代表擔任或是

系學會長擔任。恐代表性不足，於會中應具有更多參與的角色。 

2. 受評單位碩博士班醫經醫史組的招生對象與畢業門檻應符合

社會期待。 

3. 受評單位設定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應有明確的課程與其呼

應，也應該有明確的檢核驗收機制，目前相關的機制還不甚明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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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合中西醫學」為系上重要核心能力，在訪談師生的過程當

中發現相關的課程為數不多，且多為選修課程。 

5. 目前觀察過去幾屆甲組學生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國考通過率

表現不盡理想，且相關成績表現並未列入課程委員會監控改進

的機制之中。 

 

  (三)建議事項 條列式，與待改善事項逐點對應 

1. 建議低年級學生也應有代表參與。 

2. 建議受評單位針對「醫經醫史組」成立評估改進小組進行討論 

(例如招生條件、畢業門檻…等) 

3. 核心能力應該是一個可以評量的項目，因此是否在畢業前應對

畢業生是否具有所設定的核心能力設計一個驗收的機制。 

4. 考慮在模組課程之中可以適度的融入中西整合醫學的思維。 

5. 國考成績應參考類似學系之結果，例如長庚大學中醫學系。若

確實有落差應作為課程委員會改善或調整課程的機制之一。 

 
  (四)針對未來發展之參考建議 條列式，不列入認可通過與否之判斷基準 

1. 整合中西醫學為系上的重要的創系宗旨，由於目前的課程委員

會主要負責的內容為中醫的相關課程，西醫的課程部分主要是

由醫學系的課程委員會來負責，這樣子的課程設計要達到實質

的中西醫學整合可能有困難。建議課程委員會可以有創新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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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可以與醫學系討論成立中西醫整合課程委員會來負責推動

學系之中西整合相關課程的強度與整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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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與教學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條列式，至少 5 點 

  【共同部分】 

1. 師資由中醫、西醫、中西醫師、藥師等專業證照的教師以及基

礎生物醫學研究者所組成，有專任教師共 35 位：其中有 19 位

教授(含 1 位講座教授)、及兼任教師 60 位。不乏榮獲科技部

傑出研究獎與國家新創獎。研究量能具足。 

2. 業師計畫是貴校的特色，邀請學有專長的臨床中醫師擔任業師，

提供中醫系學生臨床學習的機會。 

3. 受評單位中醫外傷學科專任師資包括羅瑞寬教授、李建興教  

授和柯道維教授。 

4. 108 年度生師比 23.29，專任教師 35 人，兼任教師 60 人，學生

數 1087 人。 

5. 貴校附設醫院中醫部門主治醫師擔任學校教職比例少於 50%。 

 

  【學士學位部分】 

1. 中醫系有 MD/MS 學碩一貫學程與 MD/PhD 學程，培育菁英學

生及一流之醫師科學家。 

2. 在教學與設備方面導入如： PBL 學習及臨床技能課程；同步

攝影系統以近距離觀察並學習針灸用針及傷科手法；透過輕鬆

有趣的線上課程及翻轉教學以結合臨床實務與案例研討的「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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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實務操作及臨床應用」以配合政府母乳哺育及母嬰親善政策。

配備有魚房、代謝體、免疫、神經電氣生理等實驗室，供教師

研究及實驗使用。 

3. 評量方式大學部除了學期考試外，採用跑考、mini-CEX、期刊

報告、DOPS、OSCE 等方式全方面評量學生學習成果，以上的

評量方式與國內外的醫學系都相同，足見貴系在教學上與時俱

進。 

4. 中醫學士班分為甲組中醫西醫雙修學程與乙組中醫單修學程，

兩者教學目標與畢業應具備之核心能力稍有差異。 

5. PBL 小組教學課程須有多位教師參與。   

 
  (二)待改善事項 條列式 

1. 教師人數逐年減少(41→37→35)到 108 年總教師為 35 人，其中

19 人為教授(54.3%) ;反觀兼任教師表 2-1-4 人數逐年增加

(55→58→60)到 108 年總兼任教師為 60 人，其中 21 人為助理

教授(35%)。應是專任師資高齡化而新進教師年輕化不足；如

何積極新陳代謝與廣納優秀教師實為當務之急。 

2. 業師多侷限於中部，缺少其他地區的業師參與。 

3. 受評單位缺少具中醫師資格之骨傷科專任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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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建議事項 條列式，與待改善事項逐點對應 

1. 建議聘任專任醫師人數多於兼任醫師人數，且生師比低於 20。 

2. 建議多聘任各地中醫臨床業師，特別是貴校取得博士學位，且

在其他醫療機構服務的中醫師，以增學生中醫臨床學習之機會。 

3. 建議聘任中醫骨傷科專任老師，培養未來中醫骨傷科醫師。 

 

  (四)針對未來發展之參考建議 條列式，不列入認可通過與否之判斷基準 

  【共同部分】 

1. 建議多聘任具中醫師之專任教職，譬如多聘任附設醫院中醫部

主治醫師擔任學校教職。 

 

  【學士學位部分】 

1. 建議 PBL 主題，納入中西醫結合的討論，由中醫師、西醫師、

或具中西醫師之專科醫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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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與學習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條列式，至少 5 點 

1. 受評單位現召收有學生：學士班甲組雙主修 410 人、學士班乙

組單主修 443 人、碩士班 11 人、博士班 32 人。 

2. 受評單位在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方面，能提供完整的招生、學

生入學、就學、畢業管理機制；配合學校之生活輔導與學習輔

導，及整合、管理校內外各類相關學習資源，輔導系學會舉辦

各種學習性、服務性活動，提供學生優質且多樣化之學習生涯。 

3. 能提供豐富的國際交流學習資源，依照學生需求協助赴相關機

構進行學習與研究，對於拓展學生的國際視野，有很大的幫助。

海外交流在學士班及碩博士班每年都有上百位出國交換；海外

如：英國、澳洲、香港、越南等也前來進修，行之有年，成效

良好。 

4. 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也能透過各種評估機制，配合學校預警

制度及註冊課務組輔導學生學習，建立學生之學習品質管控與

評估，確保學生學習能符合該系之核心能力。 

5. 受評單位積極蒐集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之意見，

作為修訂課程設計及教師改進教學之參考。 

6. 統計近三年畢業生就業率達 90％以上而中醫師專技考試(國考) 

及格率達 97％以上情形，皆能見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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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待改善事項 條列式 

1. 受評單位持續鼓勵學生積極參與國際交流，亦歡迎國外學生至

本校中西醫交流，惟在訪談中發現在學學生對此管道並不熟悉，

請改善。 

2. 受評單位能對畢業生蒐集相關學習成效之意見，以做為修訂課

程設計與教師教學之參考，很值得嘉許，惟在 106-107 學年度

畢業生之教育部大專校院畢業生流向追蹤問卷調查顯示：中醫

學系甲組不滿意與非常不滿意度為 13.6%，中醫學系乙組不滿

意與非常不滿意為 13.6%，請改善。 

3. 為強化中醫臨床教學，讓學生實際參與臨床實務、理論學習並

與職場接軌，實施業師計畫受到學生的正面肯定，在台灣相關

校系中，亦屬特色計畫。惟業師計畫之業師聘任資格為執行中

醫臨床業務三年(含)以上，條件過於寬鬆，而訪視中仍有學生

不清楚該計畫，請改善。 

 

  (三)建議事項 條列式，與待改善事項逐點對應 

1. 建議於新生入學說明會及系上各項公開活動宣導海外交流機

會與機制。 

2. 針對不滿意與不滿意度之原因應做分析，並對相關原因，進行



11 
 

改善措施。 

3. 宜對業師師資資格，訂定合理標準，並對各組學生及碩博士學

生廣為鼓勵與宣導。 

 

  (四)針對未來發展之參考建議 條列式，不列入認可通過與否之判斷基準 

1. 受評單位在課業學習上給予學生支持及協助，在學時，提供課

輔小老師與學習輔導、線上影音學習、教學助理(TA) 等；在

臨床見實習時則每學年度皆由系主任或教師，參與解惑討論會

或見實習醫院訪視，透過訪視了解在外見實習學生的生活及學

習狀況。透過上述做法，近三年畢業生就業率、國考及格率情

形，皆十分亮眼。但學士班甲組畢業生仍留在中醫界執業似乎

日漸減少，要達到學士班甲組教育目標中；培養兼具中西醫學

專業知識及中西醫臨床診療思維與能力的醫師，以促進中西醫

學結合的研究與發展，恐大大減低原本設立的初衷，只培養更

多對中醫和善的西醫師，實屬可惜，建議引導甲組學生對中醫

的興趣及信心，使他們未來有走向中西醫結合的契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