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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博士班下修
（請打勾）

可供學士班上修
（請打勾） 備註課程分類

中醫藥講座(A)(Lectur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

必  2.0  2.0 院級必修全英課
程，本所碩士班學生
需上修本所博士班開
設之中醫藥講座(B)或
中醫學系博士班開設
之中醫藥講座(A)課
程，擇一修習。

院定必修

分子醫學(A)(Molecular medicine(A)) 必  2.0  2.0 院級必修，本所碩士
班學生需上修中醫學
系博士班開設之分子
醫學(A)或中西醫結合
研究所博士班開設之
分子醫學(D)課
程。(外籍生可修國際
針灸碩士學位學程分
子醫學(C)或上修生物
醫學研究所博士班分
子醫學)

院定必修

專題討論(一)(Seminar (I)) 必  1.0  1.0 英文授課English 
course

所定必修

中醫藥講座(B)(Lectur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B))

必  2.0  2.0 院級必修全英課
程，本所碩士班學生
需上修本所博士班開
設之中醫藥講座(B)或
中醫學系博士班開設
之中醫藥講座(A)課
程，擇一修習。

院定必修

專題討論(二)(Seminar (II)) 必  1.0  1.0 英文授課English 
course

所定必修

經絡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meridian) 必  1.0  1.0 ˇ 所定必修

專題討論(三)(Seminar (III)) 必  1.0  1.0 英文授課English 
course

所定必修

針灸教育特論(Special topics on education for 
acupuncture)

必  1.0  1.0 英文授課English 
course

所定必修

專題討論(四)(Seminar (IV)) 必  1.0  1.0 英文授課English 
course

所定必修

碩士論文(M.S.Thesis) 必  6.0  6.0 校定必修-論文

合計  必修總學分  18.0  7.0  2.0  2.0  7.0

校內注意事項 針灸研究所碩士班注意事項
一、校級畢業規定
(一)須完成修讀「實驗室安全」0學分及「研究倫理」0學分課
程。
(二)須通過校定碩士生英文能力鑑定標準，相關規定依本
校「學生英文能力鑑定實施辦法」辦理。
(三)教學助理訓練：碩士生須完成至少1學期之教學助理訓
練。
二、本學分表做為畢業應修課程學分之認定依據。

一、教育目標：(甲組)培養具獨立思考之針灸人才、培育具研
究與語言表達能力之針灸人才、培育具國際觀之針灸人
才；(乙組)培養具獨立思考之針灸基礎研究人才、培育具研究
與語言表達能力之針灸人才、培育具國際觀之針灸人才

二、核心能力：(甲組)以針灸為主軸之獨立思考能力、針灸領
域之基本研究能力、針灸領域之教授能力、建立針灸國際化之
能力；(乙組)以針灸為主軸之獨立思考能力、針灸領域之基本
研究能力、針灸基礎研究領域之教授能力、建立針灸國際化之
能力

三、111學年度入學新生實施，本所修業1-4年，最低畢業學分
為30學分，含必修10學分，選修14學分（需有10學分為本所開
之學分，另4學分需經學校認定，同意碩士班學生選修之課程
或相當碩士課程以上），碩士論文學分6學分。

四、中醫學院院級必修規定本所碩士班學生需上修中醫學系博
士班開設之分子醫學(A)或中西醫結合研究所博士班開設之分
子醫學(D)課程，均為2學分。(外籍生可修國際針灸碩士學位
學程分子醫學(C)或上修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班分子醫學)

五、中醫學院院級必修規定本所學生須上修本所博士班開設之
中醫藥講座(B)或中醫系博士班開設之中醫藥講座(A)課程，擇
一修習，均為2學分。

六、非中醫學系、學士後中醫學系畢業或具中醫師執照之學
生，但未修習中醫學特論及針灸概論相關課程，入學後必須補
修完畢(補修大學部相關課程但不列入畢業學分)。

單位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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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特論(Special topics on research 
design)

選  2.0  2.0 ˇ 所定選修

針灸醫學史特論(Special topics on medical 
history of acupuncture)

選  2.0  2.0 ˇ 所定選修

實驗針灸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acupuncture 
laboratory)

選  2.0  2.0 ˇ 所定選修

針灸實證醫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acupuncture 
& evidence-based medicine)

選  2.0  2.0 ˇ 所定選修

中醫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Chinese medicine) 選  2.0  2.0 ˇ 所定選修

針灸與中樞神經系統臨床疾病(Acupuncture & 
clinical disorder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選  2.0  2.0 ˇ 英文授課English 
course

所定選修

針灸與學習記憶(Acupuncture & learning-memory) 選  2.0  2.0 ˇ ˇ 英文授課English 
course

所定選修

針灸現代化研究特論(Special topics on 
acupuncture modernization)

選  2.0  2.0 ˇ 所定選修

疼痛造影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ain imaging) 選  2.0  2.0 ˇ 英文授課English 
course

所定選修

醫學論文寫作(Scientific writing in medical) 選  1.0  1.0 ˇ 英文授課English 
course

所定選修

生物統計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biostatistics)

選  2.0  2.0 ˇ ˇ 所定選修

針灸與藥物之交互作用(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acupuncture & drug)

選  2.0  2.0 ˇ ˇ 英文授課English 
course

所定選修

針灸麻醉鎮痛原理(The mechanism of acupuncture 
analgesia)

選  2.0  2.0 ˇ 所定選修

基因體醫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genomic 
medicine)

選  2.0  2.0 ˇ 所定選修

針灸與離子通道學特論暨實驗(Special topics on 
acupuncture and ion channel experiment)

選  2.0  2.0 ˇ 英文授課English 
course

所定選修

針灸治法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the principle 
of therapeutic method on acupuncture)

選  2.0  2.0 ˇ 英文授課English 
course

所定選修

針灸治療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acupuncture 
treatment)

選  2.0  2.0 ˇ 所定選修

針灸神經生理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acupuncture neurophysiology)

選  2.0  2.0 ˇ 所定選修

針灸儀器設計與應用特論(Special topics on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instruments for 
acupuncture)

選  2.0  2.0 ˇ 所定選修

針灸腧穴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discussion on 
acupoint theory)

選  1.0  1.0 ˇ ˇ 所定選修

功能性腦造影與針灸研究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unctional brain imaging and acupuncture 
research)

選  2.0  2.0 ˇ 英文授課English 
course

所定選修

電生理學及生物技術在針灸研究之應用特論(Special 
topics on the acupuncture studies: 
electrophysiological and bio-technical 
aspects)

選  2.0  2.0 ˇ ˇ 所定選修

疾病動物模式與針灸應用(Disease animal models 
the application of acupuncture)

選  2.0  2.0 ˇ 所定選修

免疫學應用特論(Special topics on immunology 
applications)

選  2.0  2.0 英文授課English 
course

所定選修

針灸時間醫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circadian 
rhythms of acupuncture)

選  1.0  1.0 ˇ ˇ 所定選修

合計  選修總學分  47.0  23.0 21.0  3.0

校內注意事項 針灸研究所碩士班注意事項
一、校級畢業規定
(一)須完成修讀「實驗室安全」0學分及「研究倫理」0學分課
程。
(二)須通過校定碩士生英文能力鑑定標準，相關規定依本
校「學生英文能力鑑定實施辦法」辦理。
(三)教學助理訓練：碩士生須完成至少1學期之教學助理訓
練。
二、本學分表做為畢業應修課程學分之認定依據。

一、教育目標：(甲組)培養具獨立思考之針灸人才、培育具研
究與語言表達能力之針灸人才、培育具國際觀之針灸人
才；(乙組)培養具獨立思考之針灸基礎研究人才、培育具研究
與語言表達能力之針灸人才、培育具國際觀之針灸人才

二、核心能力：(甲組)以針灸為主軸之獨立思考能力、針灸領
域之基本研究能力、針灸領域之教授能力、建立針灸國際化之
能力；(乙組)以針灸為主軸之獨立思考能力、針灸領域之基本
研究能力、針灸基礎研究領域之教授能力、建立針灸國際化之
能力

三、111學年度入學新生實施，本所修業1-4年，最低畢業學分
為30學分，含必修10學分，選修14學分（需有10學分為本所開
之學分，另4學分需經學校認定，同意碩士班學生選修之課程
或相當碩士課程以上），碩士論文學分6學分。

四、中醫學院院級必修規定本所碩士班學生需上修中醫學系博
士班開設之分子醫學(A)或中西醫結合研究所博士班開設之分



子醫學(D)課程，均為2學分。(外籍生可修國際針灸碩士學位
學程分子醫學(C)或上修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班分子醫學)

五、中醫學院院級必修規定本所學生須上修本所博士班開設之
中醫藥講座(B)或中醫系博士班開設之中醫藥講座(A)課程，擇
一修習，均為2學分。

六、非中醫學系、學士後中醫學系畢業或具中醫師執照之學
生，但未修習中醫學特論及針灸概論相關課程，入學後必須補
修完畢(補修大學部相關課程但不列入畢業學分)。

單位主管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