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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     成为本区域最优秀的中医教育机构 

使命      -     提供全面及专业的中医教育,培养医德与医术兼备 的中医药人才,提供更好的医疗 

                    保健服务 

价值观  -     公平、勤劳、诚实、合作、和谐 

文化      -     通过和谐的工作关系，追求卓越，崇尚诚实，勤劳与合作的精神 

 

1.课程目的： 

        培养医德与医术兼备的中医专门人才。课程包括了中医理论和临床科目。毕业学员可

获得新加坡中医学院颁发的中医专业高级文凭，申请参加由新加坡中医管理委员会主办的

新加坡中医师注册资格考试，通过考试成为合格的注册中医师。  

2.课程： 

(1) 中医专业高级文凭（中文） -  全日制五年 

(2) 中医专业高级文凭（中文） -  夜间制七年 

 

3.入学资格： 

        新加坡剑桥 GCE“A”水准 (GCE 'A' Level) [2 科主修和 2 科副修及格]或同等或更高 

     学历。 

   注：海外学生如持有高中或同等或更高学历也可申请报读。海外学生可申请学生准证。 

    语言要求：新加坡剑桥“O”水准华文科目及格或同等或更高。 

          申请者需写一篇不少于 250 字的个人陈述。 

4. 报名资料： 

 填具报名表格 

 身份证及护照副本和原件（护照副本适用于非新加坡公民） 

 最高学历证书及成绩单副本和原件 

 护照型照片 4 张 

 报名费$53.50 (已含消费税，报名费恕不退还) 

 

(注)     所有申请者须提供完整的报名资料，资料不完整者不能参加入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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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需要，学院将对部分申请者进行面试。学院保留不录取申请者的权利。 

根据新加坡中医管理委员会的要求，下列病症者不能就读中医课程。 

Hepatitis B, Color blindness (complete or partial), HIV, Epilepsy, Active TB 

 

5. 报名时间：每逢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 9 时至晚上 8 时 

6.报名地点:    新加坡中医学院办公室 

                          No 640, Lorong 4, Toa Payoh, Level 3 Singapore 319522. 

                          电话：65-6250 3088         传真：65-6356 9901 

                        学院 网页：http://www.singaporetcm.edu.sg   

 电邮：          admin@singaporetcm.edu.sg 

 

 

7.报名截止日期：2021年 6月 7日（星期一） 

 

8. 课程费用：  

    以下课程费用可以分期缴交，每三个月缴交一次。 

 
中医专业高级文凭（中文） 

项目 

(以下费用含 

7%消费税) 

全日制五年 夜间制七年 
 

新加坡公民 

 

新加坡 

永久居民 

其他持有 

效准证者 

 

新加坡公民 

 

新加坡 

永久居民 

其他持有 

效准证者 

学费总额 $47,636.40 $49,434.00 $58,422.00 $47,636.40 $49,434.00 $58,422.00 
学费（每三个月） $2,381.82 $2,471.70 $2,921.10 $1,701.30 $1,765.50 $2,086.50 

注册费总额 $642.00 
行政管理费（每年） $428.00 

（注） 

（1）所有费用一经缴交，按 学生标准合约的规定处理。 

新加坡中医学院已委托利宝保险私人有限公司( Liberty Insurance Pte Ltd) 作为学费保障计划

的供应方。学院将承担 “学生学费保障计划”保险（FPS Insurance）的投保费用，对学生

所缴纳的课程费用进行全面保障。 

（2）消费税按政府规定的税率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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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开学日期： 

2021年 7月 9日（星期五）  中医专业高级文凭  -  全日制五年 

  2021年 7 月 6日（星期二）  中医专业高级文凭  -  夜间制七年 

 

10. 入学手续：学院将发录取通知书给合格的申请者，录取新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来学院

听合约讲解会、签署学生标准合约及注册学籍。 

 

11.上课时间： 

  (1) 中医专业高级文凭课程 - 全日制五年  

        理论课：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时至下午 12 时 15 分。必要时将在下午或星期六安 

                       排部分理论课 (具体上课时间视课程编排而定)。    

 备注：从第二学年下学期开始将安排下午时间用于实验、实训及临床见实习。 

 

    (2) 中医专业高级文凭课程 - 夜间制七年 

     理论课：星期二、四、六晚上 7时至 10时 15分 (必要时将安排多一个晚上上课)。 

  备注：从第三学年开始每周将安排多 1-3个晚上（理论课以外的时间）用于实验、实训及临床 

        见实习。 

 

12. 学习学科：  

    (1)中医基础理论  (2)中医诊断学  (3)中药学  (4)方剂学 

   (5)内经学   (6)伤寒学  (7)金匮要略  (8)温病学 

   (9)中医内科学            (10)中医外科学      (11)中医儿科学       (12)中医妇科学 

   (13)中医骨伤科学         (14)中医眼科学      (15)中医耳鼻咽喉科学 (16)中医老年病学 

   (17)针灸学               (18)推拿学          (19)医古文           (20)中国医学史 

   (21)中医各家学说         (22)中医病案学      (23)中医文献学       (24)中医养生康复学   

   (25)营养食疗学           (26)中药实用技术    (27)正常人体解剖学   (28)生理学 

   (29)生物化学             (30)病理学         （31）微生物学与免疫学(32)药理学 

   (33)西医内科学及诊断学基础  (34)急救医学     (35)预防医学         (36)医学心理学     



 

 

中医专业高级文凭（中文） 
ADVANCED DIPLOM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2021 年招生简章 

 

 

 
第 4 页 共 4 页 

13 .授课地点：新加坡中医学院 

14.授课语言：华文授课 

15. 临床实习：学员将会被安排在中华医院、中医学院属下诊所进行临床见实习。 

16.  教材：采用中国全国中医院校统一使用的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为主要教材。 

17. 毕业文凭： 

   学生修满规定学分，理论科目、临床实习与毕业考试及格，通过考试委员会之成绩审

核及毕业资格审核后，方准予毕业，将由新加坡中医学院颁发： 

    中医专业高级文凭 （中文） 

    ADVANCED DIPLOM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注：凡获得中医专业高级文凭（中文）的学生，可申请参加由新加坡中医管理 委员会主办的新加 

坡中医师资格注册考试。   

 

18. 中医专业高级文凭课程的学生和中医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合班上课。 

 

 

 

 

 

 

 
 

 
 

Singapore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PE Reg. No.:201201406K      
Registration Validity Period: 04 Mar 2019 - 03 Mar 2023 
 

                                                                                              Cert No.:EDU-2-2055 
                    Validity: 23 May 2018 - 22 May 2022 

课程说明会： 

 2021年 4月 3日 （星期六） 2pm-4pm 

     2021年 5月 9日（星期日）    2pm-4pm 

课程说明 + 课程试听： 

 2021年 6月 5日（星期六） 2pm-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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