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醫藥大學自1958年創校以來，秉持「仁、慎、
勤、廉」的校訓精神，以現代醫藥學術為發展主軸，培

育「視病猶親、修己善群、終生學習、術德兼修」的學

子，在董事會全力支持學校與歷任校長及校院同仁努力

下，如今已成為臺灣最具規模的中西醫學結合之專業學

府。

本校目前橫跨三大校區-水湳校區（校本部）、學
士校區及北港校區，教學與臨床場域涵蓋臺中、雲林北

港、臺南及新竹；教學單位有醫學院、中醫學院、牙醫

學院、藥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健康照護學院、生技製

藥暨食品科學院、醫學工程學院及人文與科技學院等九

大學院，設有17個學士班、31個碩士班（含3個國際碩
士學位學程）、19個博士班（含8個博士學位學程）。

大學的責任就是培育一流人才，以貢獻社會。為此

目的，本校在董事會大力支持下，透過「30億百師」計
畫網羅國內外一流師資，深化專業領域，我們的努力已

獲得許多國際及國內學術機構評比的肯定。

以醫學教育及醫學研究為核心，整合現代中西醫學

知識及醫藥科技等領域，配合以問題導向教學及醫院臨

床實習，培養兼具醫學專業與醫德人文素養的醫師，及

醫療保健之優秀人才的學術殿堂。

醫學研究則在引領、創新基礎醫學及臨床轉譯醫學

領域，栽培具有研究能力及開闊視野的醫師科學家，以

解決重大醫學難題及強化健康政策面、產學研發創新的

走向，成為醫學研究或生技研發產業的領航者。

醫學院是全校最重要的磐石，有穩固強大的醫學

院才會有茁壯的醫學大學；本學院現設有三學系：醫學

系、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

學系，3個研究所及5學位學程：醫學系還有培育MD/
PhD的千里馬計畫，以孕育傑出的醫師科學家突破目前
臨床醫學上之難題，造福人類。

中醫藥教育一直是本校之重點特色，中醫學院擔負

中醫師養成教育、中醫藥研究人才及師資培育之工作，

除了中醫的傳承之外，更要致力於中西醫結合，將中醫

發揚光大。

本學院設有全國第一個「中醫學系」與「學士後中

醫學系」，及全台灣唯一的「針灸研究所」、「中西醫

結合研究所」、「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的中醫藥

教學體系，同時開設全英文授課「針灸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為台灣中醫藥養成教育、中醫藥研究人才及師資

培育之最重要的基地。

中醫學院研究分為中醫藥、針灸、中西醫結合等三

大領域，並連結附設醫院及中央研究院等臨床與基礎專

家學者，成立不同研究群組，分屬於校級「中醫藥研究

中心」等中心，從事相關研究，其成果已展現光芒，如

建構中醫藥資料庫、中醫藥領域研究成果SCI論文之數
量、品質與被引用次數皆位居世界排名第二。

為順應社會進步與藥事服務多元化，藥學院秉持

「中西醫藥一元化」之精神，透過多元的教學設計及藥

學學術理論與實務相互融合之教學方式，教學重點為培

育融貫中西醫藥之藥學專業人才。

本學院以創造卓越之教學與研究環境，提升藥學學

術研究水準為導向，致力發揚中國藥學特色，結合西方

現代藥學新知，促進中醫藥現代化，提升中草藥的應用

價值、用藥安全及國民健康，造福人群，將是今後發展

努力的目標。 

台灣生技產業發展快速，本學院配合國家政策開

辦「生技製藥產業博士學位學程」，藉由推動實質產學

合作培育模式，擴大藥學教育與產學之雙邊交流，落實

學用合一，培育生技製藥產業的高階科技人才，加速國

內生技藥物之研發製造，提升台灣製藥產業之國際競爭

力。

本校為配合國家醫藥衛生人才需求並培養學養兼

備的牙醫精英，自105學年度第2學期起增設「牙醫學
院」，同時建置牙醫高階模擬臨床技能中心，以供學

生獨立操作及練習設備，並鼓勵老師積極的進行教學e
化，使牙醫學系的基礎及臨床課程教學更紮實進步。

牙醫學教育是以技術性臨床服務為主之醫學教育，

大學部修業六年，學業上強調基礎醫學與牙醫專業科目

並重，也注重醫學倫理之傳承；採用新進發展科技多元

教學及檢測；鼓勵學生參與實驗室研究、參加國際學術

研討會及參與海外牙醫臨床見習；培訓同學參與國內、

外醫療志工服務，以期能達到「全人教育」。

研究所修業 ，包含課程研習、臨床實習與研究實
驗，採「基礎組」與「臨床組」教師之雙指導教授制

度，在課程規劃上，亦兼具「基礎研究」與「臨床研

究」兩大方向之規劃，培養研究生具有獨立思考、發現

和解決問題及進行學術研究的能力。

※以研究導向發展菁英教育

‧舉辦科學研究活動，精進學生科研能量

‧結合產業鏈結，培育專業人才

‧推動雙聯學制，增加學生實力

※以國際導向發展特色教育

‧聘請國內外頂尖學者蒞校擔任客座教授。

‧�建立跨國混班教學模式，安排本校學生擔任國際學

伴共同學習。

‧遴選學生至姊妹校參與跨國混班海外研實習。

※以就業導向發展專業教育

‧�專業實務導向的課程規劃，與國內藥廠及生技公司

產學合作，提供實務學習機會。

‧完整實習機制，無縫接軌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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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Medicine School of Dentistry &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ntal Sciences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of Pharmacy

公共衛生是預防疾病、延長壽命、促進健康的一門

科學與藝術；本學院透過跨系所整合之教學與研究，訓

練各種公共衛生領域的專業人才，教導學生充實必要之

知能，面對一般公共衛生問題及工業化都市化所產生的

特定問題，洞悉影響健康和疾病之相關環境及社會經濟

因子，探究衍生的健康風險及因應防制之道，並認知國

際衛生發展，以提升國人整體的健康狀況與和諧安祥的

居住及生活品質，進而達到全人健康為目標。

為落實以學生性向為依歸的前瞻教育特色，本院自

106學年度起採「大一不分系、大二分流」招生，新生
進入本院後，大一同學修習相同的必修課程，大二再依

個人之興趣、專長，選填志願進入本院所屬之公衛系或

醫管系或職安系就讀，畢業時取得該學系之學士學位。 

本院的優勢是與世界接軌，分別與美國南卡大學

（USC）、美國杜蘭大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密西根
大學、加州大學長灘分校、日本北見大學及泰國馬希德

大學等國際知名學府締約學術合作交流關係，每年國際

學生有40餘名至本院上課，進行實質學術交流，同時獎
助本校優秀學生暑期至國外大學研習及國際學生交換計

畫，讓學生體驗不一樣的學習環境及風俗民情，提升在

國際移動之競爭力。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公共衛生學院

健康照護學院以＂培育優秀健康照護實務人才＂為

核心，秉持弘揚『人本醫道』的精神，以學生為中心、

成果為導向，課程設計豐富多元，兼具基礎、臨床、產

業、學術研究等層面，以培育全方位健康領域照護人才

為目標。

本學院所培養的學生皆為未來醫療院所及健康產業

的專業人員，包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營養師等；此

外，本校亦設有通過國際認證的附設醫學中心，能提供

學生優良的臨床實務訓練場域及就業場所；除臨床工作

之外，同時培養學生將來可從事研究或相關產業研發及

管理能力，對維護國人健康作出實質貢獻。

本學院除護理學系、營養學系、物理治療學系及

運動醫學系等大學學制，亦包含護理學系、跨領域長期

照護在職專班、營養學系、復健科學等四個碩士班和食

品暨藥物安全碩士學位學程，以及營養學系博士班和健

康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並設有生醫工程和HIWIN-
CMU 二個研發中心，極具特色與專業競爭力。

College of Health Care

健康照護學院



生命科學為生物醫學發展之重要基石，為本校發展

中西醫藥專業奠定穩定根基。由生命科學帶動生物科技

的開展，對促進人類健康之重要性，已為全球重視。為

達到貢獻人類社會之目標，本校將此理念轉化為積極催

生生命科學院之動力，於民國96年8月1日成立「生命科
學院」。

為回應國家推動製藥產業，以促進台灣整體高科技

發展之目標，「生命科學院」於民國104年到108年間
改組為「生技製藥暨食品科學院」，在階段性目標完成

後，於民國109年回歸「生命科學院」之編制，目前設
有「生物科技學系暨碩博士班」與「生物科技產業博士

學位學程」。

本院研究領域多元，兼具發展生命科學基礎理論之

研究及生技醫藥產業發展之推動。以生命科學為基礎，

結合生技產業之發展重點，落實創新生物科技之產官學

合作，達成培育具有執行力、洞察力與獨立研發能力之

生物醫學專業人才之目標，為台灣整體高科技發展與世

界接軌。

人文與科技學院以培育人文與應用科學領域人才為

宗旨，在人文與科學並重、理論與實務合一的理念下，

推動人文、科技與通識教育，提升基礎與應用的教學與

研究，並追求學術卓越。

本學院結合人文社會及科技領域，設立跨領域學

程，107學年度成立「科技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科
技法律碩士學位學程」及「領導與創新學分學程」（大

學部），培育臺灣創新與專業管理菁英、生醫法律、智

慧財產權等科技法律人才。109學年度成立「數位健康
創新碩士學位學程」，在厚實醫學研究基礎與臨床醫療

結合之下，運用海量資料、人工智慧與教育平台，構築

發展數位健康創新醫療研究所，需要的知識學習及人才

培育場域。

此外，設有語文、人文藝術、社會科學、科技教

育、體育教育等五中心，負責規劃全校通識教育課程、

體育課程及活動，亦開設校外英檢準備課程、華語課程

及韓日語、醫用台語、緬甸語、泰語等多元語文課程。

本校持續發揮台灣最具特色之中、西醫結合研究優

勢，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除了中醫藥研究領

先全球，近年來，本校頂尖研究中心與教師研發團隊在

重大醫學問題上，聚焦研究獲致關鍵性之進展。

由於本校長期重視教學創新並且在臨床教學改革上

累積豐富的經驗，在國考通過率、畢業後就業率、雇主

滿意度上均展現優異成果，榮獲教育部107-108年「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4.03億經費高額獎助。

「國際一流大學」是本校辦學的目標，將藉由

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資源的挹注下，落實創新

教學與彈性學制，提倡多元與跨領域學習為特色，以

「勝任能力」為導向的醫學教育（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培育21世紀學生應具備的4C（Critical 
Thinking,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Creativity）
關鍵能力，培養具有國際移動力的學生。

此外，透過校務機制，關懷扶助弱勢學生，提升高

教公共性；更鼓勵師生深耕地方，連結產官學研資源，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以連結在地、關懷世界、永續發

展，提升台灣高等教育之國際競爭力。

生命科學院 人文與科技學院 高教深耕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technology

為掌握全球醫療產業邁向AI化時代的契機，本校在
今年8月1日新設立「醫學工程學院」，開設「生物醫學
工程碩士」和「醫學工程與復健科技產業博士」兩學位

學程，以培育醫療器材學術創新與醫工高階產業人才，

帶動臺灣醫工產業發展更具國際競爭力。

本學院將扮演臨床需求產業化的橋樑，提供豐沛的

學術資源及附設醫院的臨床能量，強化學生學習臨床，

精進醫學工程與研發技術，採行跨領域整合，培育更多

創新理論與實作並重、符合產業需求之產業碩博士專業

人才，以跨領域技術研發，提升醫療科技技術，接軌全

球學研發展。

本學院發展重點著重於醫電影像、生醫材料及智

慧醫療之研發，協助傳統產業轉型、異業結盟，加速推

動創新創業（整合生物、醫學、中醫藥、工程，以開創

生技產業）；同時協助打造台中成為尖端生技（細胞治

療）、精準醫療（AI+大數據、3D列印）、智慧輔具等
大健康產業聚落，培養產業優秀將才，為臺灣醫學人才

創造前景與希望。

醫學工程學院
College of Medical engineering

北港分部是本校第二校區，以營造小而美的溫馨

校園為導向，透過書院教育和學生社團豐富學習更多元

化，陶冶學生的人文素養，藉由【博雅經典講座】開啟

視野，引導學子建立獨立思考能力與正確價值觀，為大

學學習生涯奠立良好的基礎。

目前，本校大學部大一學生除醫學、中醫、學士

後中醫、牙醫以及藥學系之外，各學院新生都在北港分

部接受共同通識科目教育，透過在地服務計畫、社區服

務、醫院志工塑造學生健全的人格，從共食共學過程培

養學生的品德教育，這是接軌大學重要的第一哩路。

北港分部現設有教務分組、學務分組、總務分組及

圖書分館，並結合北港附設醫院醫療教學資源，讓學生

把專業跟非專業的課程融合在一起，同時提供北港地區

優質的社會教育資源及健康守護與醫療資源，善盡大學

社會關懷責任。

北港分部

台灣AI智慧大學的亮點，世界級的新地標

持續發展更卓越優秀的世界一流大學、醫學中心及

卓越有特色的高科技生醫園區，成為台灣人的驕傲，世

界傑出的品牌。

本校「台中水湳國際健康產學園區」開發已經正式

啟動，邀請全美最大建築事務所紐約SOM設計及全球最
大工程顧問公司洛杉磯A.E.COM規劃，有教學及推廣教
育區、國際醫療教研服務區、研發及產學合作區。

第一期開發包括教學大樓、研究大樓、宿舍大樓，

第二期開發包括研究大樓第二棟、衍生企業大樓、醫學

創新館、多功能體育館（含學生活動中心）、生物科技

園區（Bio park）。醫學創新館邀請美國普立茲克建築
獎教父Frank Gehry設計，體育館（含學生活動中心）邀
請西班牙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RCR設計。

另外，40米健康大道的公共藝術規劃放置法國
Niki、瑞典Milles、日本和泉正敏等大師的大型雕塑，以
及種植櫻花、樟樹或落羽松等景觀，預定2020年9月進
駐。

新世紀願景

中國醫藥大學
水湳智慧校區

學士校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