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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针灸教育概况
李澄

陈泽林

郭义

【摘要】 随着澳大利亚中医立法工作的逐步实施，澳大利亚针灸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本文将从澳
大利亚针灸的传入史、澳大利亚针灸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针灸教育体系以及中医立法对针灸教育
的促进等方面探讨针灸教育在澳大利亚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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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gradual implementation in legislative wor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acupuncture education in Australia has rapidly developed.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history of
acupuncture in Australia,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acupuncture education in Australia and the Australian
acupuncture education system. It will also demonstrate on how the legi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cupuncture education in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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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 40 年代，中国针灸开始随淘金的移民

阶层中得到广泛传播，经过澳大利亚中医界各团

华工传入澳大利亚墨尔本及新南威尔士地区。在

体的共同努力，澳大利亚终于成为西方第一个在

70 年代，澳大利亚政府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实施“白

正规大学设立中医本科教育的国家

澳政策”，限制华工入境，中医针灸事业也因此奄

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成立于 1990 年 3 月 10 日。

奄一息。直至 1972 年“白澳政策”结束，大批东

1990 年，维多利亚科技大学率先设立针灸课程，

南亚人和华人相继移民澳洲，并在华人社区开办

可授予毕业生学士学位；1992 年皇家墨尔本理工

中医诊所和针灸诊所，促进了针灸事业的复苏

［1］

。

［2］

。澳洲全国

大学成立中医部，与中国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办

针灸事业发展的基础在于教育，自 20 世纪 70 年

学，可授予学士和硕士学位；1993 年悉尼科技大

代起，私人针灸学院就开始在墨尔本、悉尼和布

学成立了针灸学院，于 1996 年成立针灸实验室，

里斯班建立，但由于中医在澳地位有限，无法开

1999 年开设中医学课程，可授予学士和硕士学位。

展高等教育。

由于当时中医尚未立法，中医从业人员不能注册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澳文化交流与
日俱增，临床经验丰富的中医医师以及第一批中
国大陆中医院校的毕业生来到澳大利亚，同时澳

为医师，患者需自费进行诊疗，限制了中医针灸
在澳大利亚的普及和针灸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2000 年 5 月 16 日，维多利亚州总督签署文件，
［3］

也派出在职医师到中国学习深造。中医药和针灸

《维多利亚州中医注册法》正式生效

术的确切疗效使中医疗法在澳大利亚各个民族、

医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被正式承认，享有与西

。表明中

医同等的法律地位。2009 年 5 月 8 日联邦政府宣
DOI：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2.0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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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针灸学院（陈泽林、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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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澳大利亚将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对全国的中医
进行注册管理。这意味着中医将首次在西方国家
获得合法化承认。
近年来，随着中医合法化的逐步实施和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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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在澳大利亚的迅速发展，针灸在澳大利

执业标准注册符合标准的中医师（包括针灸师）
、

亚得到广泛普及。据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在全国

审核及批准中医本科教学以符合注册标准、设立

的问卷调查显示，17.9%的澳大利亚人接受过中医

中医考试及再教育标准、制定执业准则纲领和在

治疗，澳大利亚全国现有中医师、中医针灸师、

法案授权下与警务联手执行处罚一切违规者。

［4］

中医药剂师超过 4500 人

中医立法在维多利亚取得良好效应后开始向

。

全国推行。2008 年 9 月 21 日，澳大利亚全国中医
1
1.1

澳大利亚针灸教育的相关法规
入学条件：澳大利亚针灸教育主要面向中医

药针灸学会联合会再次向联邦政府呈递建议书，
要求把中医注册纳入联邦国会议程表。2009 年 2

实践者，因此无论在正规大学还是私立中医院校，

月 14 日，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会长林子强

高中毕业生所占比例约为 50%。高中生需持毕业

致函各州卫生部长，支持中医纳入全国注册计划。

证报考中医专业，并通过英语、化学、生物等考

2009 年 5 月 8 日联邦政府宣布澳大利亚将从 2012

试。非高中毕业生入学主要靠面试。私人中医院

年 7 月 1 日起对全国的中医进行注册管理

［6 ］

。

校中年龄较大的学生更多，约 20%的学生入学前
已获得与医学相关或其他专业文凭。此外，对于

2

海外留学生的录取标准各校不一，比如皇家墨尔

2.1

本理工大学对英语的要求为雅思总成绩不低于 6.5

大利亚是已通过中医立法的国家，针灸教学已成

分，或托福总成绩不低于 92 分。悉尼中医学院则

为本国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要求雅思成绩在 5.5 分以上且优先录取有医药基

澳大利亚针灸教育体系
针灸教育在澳大利亚医学教育中的定位：澳

2001 年中医教育准则发布以前，澳大利亚中

础的在读生及毕业生。

医教育的类型主要分为非本土教育、大专及部分

1.2

教师资格：澳大利亚针灸专业教师的来源广

本科教育和短期培训教育，中医教育层次和水准

泛，主要为毕业于中国中医院校的学士、硕士或

不一。非本土培训是指在海外接受培训，其大多

博士，参加过中国中医院校短期培训的澳洲针灸

中医师具备海外工作的经历。但他们行医受自身

从业人员，以及在澳大利亚本国接受中医教育的

英语水平的限制较大，且其科学性易受质疑；大

［5］

。其他相关学科的教师来自该学院或大

专水平的教育院校共 9 所，包括 3 所公立大学，

学内相关系别。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中医学科

提供三至五年的中医教育；短训班大多培训在职

讲师除取得中国中医学士学位或学士以上学位

的西医医生，学习时间在 12 个月以内

澳洲人

外，还要求在中国有过五年以上的医院工作经验。

［7］

。

目前，澳大利亚针灸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

其讲师主要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

针灸教育在公立大学与私立学校间并存，且无明

大学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现共有 14 位中医科目主

显差别。其中悉尼科技大学（UTS）、西悉尼大学

讲老师，其中 4 位取得博士学位，5 位取得硕士学

（UWS）、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RMIT）和维多

位，其余均持有学士学位。

利亚大学（VU）四所公立大学的针灸教育发展较

1.3

为领先

针灸执业医师：1998 年维多利亚州人类服务

［8 ］

。

部（卫生部）开始起草中医（含针灸）法草案。

2.2

2000 年 5 月 3 日至 9 日，经上议院及下议院的辩

与中医教学同步发展，并制定了相应的教学准则。

论通过中医注册法草案；2000 年 5 月 16 日，《维

为规范中医教学，2001 年 5 月 26 日发布了《澳大

多利亚州中医注册法》正式生效。2000 年 12 月维

利亚传统中医教育的准则》，明确了自主行业的中

多利亚政府拨款成立中医管理（注册）局，该局

医师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知识、技能和品德，且所

隶属政府执法机构，其主要职能包括：规范中医

受教育必须要达到如下标准：⑴专业中医师必须

澳大利亚针灸教学准则：澳大利亚针灸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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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中医课程的学士学位，如未满足此标准时，

现场实习、专业研究、研究方法和研究方案设计

则须参加一些相关专业培训。⑵衡量相关的课程

等，以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及批判式思维能

是否达标，主要包括：①单纯科目的中医课程必

力，培养从事科研和临床的工作能力。

须有 4 年的全职学习或至少 3 年加强教育约 2500

考试形式多样化，包括作业考核、团队合作

个学时。②两个科目的中医课程：（针灸和中药）

项目的完成、实验报告、病例学习考核、笔试以

有 5 年全职学习或至少 4 年的加强教育约 3300 个

及临床实践考核。学生在第三学年下学期开始实

学时。③课程比例为 30%的现代医学知识，30%

习，第四学年所有毕业生必须到中国的南京中医

的中医基础和专业理论，30%的临床实践时间和约

药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毕业实习和最终的临床考

10%的其他课题（如专业开业常识、法律知识、职

核。其他院校虽与中国中医院校有不同程度的合

业道德规范等）。除完成以上“准则”规定的学习

作，但到中国实习不是必修内容。墨尔本皇家理

课程以外，还要求中医师在取得独立行医的牌照

工大学针灸硕士学位教学项目已有 15 年历史，为

之前，需要在专业人士监督、指导下，进行 500 h

期二至三年，为非全日制教学，因此不接受留学

的临床实践。

生。教学重点在于将中国针灸与现代神经生理学

2.3

相结合，进行临床不同案例的实践研究，进一步

澳大利亚针灸教育课程：澳大利亚中医针灸

课程组成及课时安排根据澳洲教育与海外教育的

提高学生的临床针灸技能水平。

比较研究、WHO 的建议、昆士兰州高等教育部的

其他大学也各具特色，如悉尼科技大学从第

建议、针灸东方医学认证委员会（ACAOM）和美

一学期开始开设临床实践课，学生有机会到中国

国国家针刺疗法及东方医学认证委员会

或韩国进行临床实习。维多利亚大学针灸教学的

（NCCAOM）的提议综合制定。中医针灸方向教

临床实践在医院门诊和社区卫生保健中心完成，

学需涉及以下课程：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

也可选择到辽宁中医药大学进行临床实习等。

中医治疗学、针灸理论与实践、中国针灸医学史、

2.5

针灸临床实践。课程要有一定深度，以保障学生

展较为领先，其他开设针灸课程的院校还有很多，

毕业后能独立走向临床。授课方式采取面对面教

如维多利亚科技大学、悉尼中医学院、南十字星

学，不提倡远程教学。

大学、黄金海岸自然疗法学院、澳大利亚中医学

2.4

院、墨尔本针灸学院等。四所公立大学所提供的

针灸教学考试与实习：领先针灸教育的四所

公立大学的教学差异主要体现在西医课程的比例

针灸教育机构：四所公立大学的针灸教育发

针灸教育见表 1。

及临床实习培训的不同上。其皇家墨尔本理工大

表1

学教学十分强调中西医相结合及临床技能的培

澳大利亚四所公立大学的针灸专业学位学制设置
名称

訓，课程设置最为全面，下面以此大学为例说明

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针灸教学的具体安排。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针灸推拿学学士学位课

学制
全日制 4 年

针灸硕士学位

非全日制 3 年

悉尼科技大学

针灸学士学位

全日制 4 年

西悉尼大学

针灸学士学位

全日制 4 年

针灸硕士学位

非全日制 2 年

针灸学士学位

全日制 4 年

针灸中药本科双学位

全日制 5 年

程的教学大纲采用我国中医院校本科生大纲，教
维多利亚大学

材以 5 版教材为蓝本，自行翻译。中西医课程约

学位
针灸学士学位

各占 65%和 35%。西医基础课有解剖学、生理学、
免疫学、微生物学、病理学和西医诊断学。中医

3

结语

课程包括针灸腧穴学、经络学、中国手法等。此

澳大利亚中医立法的实施对针灸事业的发展

外，还开设了许多实践性课程，包括病例分析，

起了关键性作用。在中医立法工作开展前，针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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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8（1）：44-46.

的发展受限于澳洲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医从业人员
无法注册为医师，针灸教育局限于私人学院，很难
开展高等教育。随着中医立法的实施和中医教育准
则的确立，针灸在澳大利亚的地位得到大幅度提

［2］

王红，白杨. 中澳两国推拿教育比较研究.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
报，2009，11（5）
：244

［3］

童元元. 中医教育在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对比研究. 中医药国

［4］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 WFCMS News No.15.

际参考，2007，1：23-24.

升，针灸的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呈现出在多所公立

[2010-10-15].

大学与私立大学间并存的新局面。与此同时，有越

http://www.wfcms.org/english/detail.aspx?innerID=201010159713583.

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接受并认可针灸。从调查数据

［5］

2006：131-135.

可以看出，针灸在澳大利亚已得到广泛普及。澳大

［6］

利亚的中医全国立法将于今年实施，此后，针灸事

［7］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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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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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前景必将更加广阔。
参

石学敏，郭义. 国际针灸教育.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潘兴芳，郭义，王卫，等. 澳大利亚与中国针灸教育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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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方药用植物综合信息数据库的构建与完善
项目简介

日本医药基础研究所药用植物资源中心川原

性等信息；⑥感官数据（味道、气味、颜色等的数据化）；
⑦与汉方处方相关的信息（药食区别或浸膏量）等。

信夫中心长等承担了厚生劳动科学研究项目“汉方药用

此项研究以药用植物资源中心为主要牵头单位，国

植物综合信息数据库构建的基础完善研究”课题。从

立医药品食品卫生研究所、富山大学和汉医药学综合研

2010 年开始，用三年时间收集收录在日本药局方中的 75

究所、金泽大学自然科学研究科、岐阜药科大学、庆应

种药用植物的信息
（收录在日本药局方中的生药共有 168

大学药学部参与部分工作。同时，此项研究得到了医药

种）。这是日本国内的首次尝试，旨在振兴依赖进口程

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日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日本生

度高的重要生药的国内栽培；确保贵重原料的遗传资源；

药联合会、日本试剂协会等机构的协助。

保证汉方药的质量、有效性及安全性；以利促进以生物

附 75 种药材：生姜、威灵仙、黄芪、黄芩、黄柏、

资源为基础的研究工作及产业振兴等。2010 年度重点进

黄连、远志、葛根、滑石、干姜、甘草、桔梗、菊花、

行黄芩、甘草、生姜、苍术、人参 5 个品种的研究。

枳实、羌活、杏仁、荆芥、桂皮、红参、粳米、厚朴、

数据库的品种选择侧重于重要药用植物。日本的医

牛膝、吴茱萸、朝鲜五味子、柴胡、细辛、山栀子、山

疗用制剂约 150 个处方。其中 44 个处方约占 90%的生

茱萸、山椒、酸枣仁、山药、地黄、芍药、车前子、生

产量。为此，专家们首先在这些重要的处方中选择了

姜、升麻、辛夷、石膏、川芎、苍术、苏叶、大黄、大

75 种药材进入数据库。该数据库拟收集的信息包括：

枣、泽泻、钓藤钩、知母、猪苓、陈皮、天麻、当归、

①成分分析数据（薄层色谱照片、高压液相色谱图表、

桃仁、独活、人参、麦芽、麦门冬、薄荷、半夏、白芷、

NMR 测定的主要成分结构）；②遗传因子识别部位的

白术、茯苓、附子、防己、芒硝、防风、樸樕、牡丹皮、

有关信息、植物组织培养物的高效繁值方法、植物的高

牡蛎、麻黄、麻子仁、木通、木香、龙眼肉、龙骨、龙

效生产方法；③生物活性信息、副作用信息；④腊叶标

胆、连翘。

本的图像、生药的内部形态图片；⑤保存种子及种苗特

（http://tourokuhanbaisha）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王谦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