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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代中医教育
1.1 教育机构
在古代，中医的传承包括带徒和办学两种方式，带徒是民间的，办学则是政府主持的。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医学校创建于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公元 443 年）
，称太医署。此机
构在隋唐两代（公元 581-907）得到不断扩展，尤其唐代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成为全国最
高的医事管理与教育部门。太医署不仅有主药、医师、药园师、医学博士、助教、按摩博士
等教学人员，还设有太医令及太医承、医监、医正等行政管理人员。公元 629 年，唐政府还
以太医署为模式，在全国各州府建立了地方性医学校，形成了国家与地方两级的中医办学形
式。
宋元时期（公元 960-1368）
，医学教育进一步发展。宋代分设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前
者主管医政，后者则为医学教育之专管机构，可见对医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太医局设正副两
个负责人，政府明确规定其中一人须由精通医学者担任，以保证教育管理质量。到崇宁年间
(公元 1102-1106)，太医局又被置于国子监（国家最高教育管理机构）管辖之下，行政组织
和学生待遇也按“太学（国家最高学府）
”办理，从而使医学教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
纳入了国家官学体系。在元代的至元九年（公元 1272 年），为加强医学教育，还另设了一个
教学监察机构“医学提举司”
，其主要职能是对教师、教材等进行查考，以及学生管理和药
材鉴定等工作。
明清时期（公元 1368-1911）
，中医的官办教育出现衰退之势。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
有二：其一是从元代开始实行的行户世袭制度，包括医药在内的不少职业采用家族世袭，不
得随意改换，这对医学的传承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二是清代以后，西医传入，医疗活动
的不断扩展，以及其办学方式都对传统中医教育产生了很大冲击。在这历时 500 多年的时期，
中医学术的发展实际非常迅猛，业医者数量大增，且名医辈出，但家传和师承却成为最重要
的中医教育途径。
1.4 教学管理
良好的教学管理制度是保证教育质量的条件，也是反映教育体系成熟程度的标准。在
中医教育蓬勃发展的唐代，医学生入学要进行严格的考试，以择优录取。入学后，学生每月
由博士进行月考，每季由太医令亲自主考，年终则由太常丞总试。假如考试成绩突出，医术
己经超过现任医官者，即可提前毕业，并授官职。反之学习成绩很差，九年之内仍不合格者，
则令其退学。这种考核制度到宋代得到进一步加强。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 1071 年），实
行于太学“教育三舍法”进入医学校，即按考试成绩把学生分为“外舍”、“内舍”、
“上舍”
三个等级，成绩合格者可逐级从“外舍”递升至“上舍”，特别优秀者则能越级递升，甚至
提前毕业。其考试形式采用公试和私试结合的方式，每年举行公试二次（期中和年末)，私
试三次（在不同学习阶段）
。成绩评定需综合全年考试结果而定。
医学理论与诊疗能力在古代医学教育中得到同等的重视。唐太医署在规定医学生精读
《素问》
、
《灵枢》
、
《脉经》等经典医著的同时，要求其参加临床实习，并记录和统计其治癒
的病例，以之作为成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宋太医局更是为每个学生建立了诊疗档案。来太医
局求治者须先行登记，由教师及学生轮流出诊。每个学生发有专用之病历记录本，用以记载
辨证，用药和疗效等情况。根据治疗结果，学校每年进行一次评比，分为上、中、下三等。
疗效十全者为上，十失一者为中，十失二者为下。对成绩优异者给予奖励，痊愈率不及七成
者降级，未及五成者便行开除。
严格的考核制度在古代医学校一直得到认真执行。考核对象不仅为学生，也包括教职
人员。这一传统始于唐宋，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代，每年进行四次考试。此外，每三年
还要进行一次大考，医学生和已录用的医士一同参加。考试成绩合格者方可录用或继续录用。
不合格者，给予两次补考机会，仍不合格则取消行医资格。清代的考核制度也大体如此。

唐太医署不仅规定对学生定期考核，而且“诸博士、助教皆分经教授学者，每授一经
必令终讲，所讲未终，不得改业。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凡
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以其痊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
”[n0〕对于教师和教辅人员的
考核制度保证了师资队伍的质量，这样也保证了整个医学校的教育质量。
明代:医学生
清代:凡入太医院的肄业生，均由太医院堂官每年分四季考试。每届三年，由礼部堂官
到太医院主持考试。取中者叫“医士”，不取者，仍照常肄业，以待再考。每份试卷有正、
副两题。正题多为论述题，常以证候命题，考察学生理论水平。副题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判断
题。先以“假令”列出脉证，然后提出“系属何证?当以何药治之?”，试题答案以《医宗金
鉴》为准。试卷评判以学术观点是否正确，论述的深度广度以及文学水平的高低为标准。考
试成绩用等第标明。先列等级，一等、二等、三等，再列名次，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古代中医考核内容也有较详细的规定。据宋太医局程文记载主要有以下六项:1.墨义:试
验征问。2.脉义:试验察脉。3.大义:试验天地之奥及脏腑之源。4.论方:试验古人制方佐辅之
法。5.假令:试验证候方治之宜。6.运气:试验一岁之阴阳客主及人身感应之理。这就说明，
不仅要考查学生的医学基本理论、方剂配伍，还要考查学生分析病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为增强学生对药物性状、种类、栽培、采集、贮存、炮制的感性认识，太医署还建造
占地 270 亩的药园，种植各种常用中草药，作为各科学生的本草基地。

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除反映在学生一方而之外，也与整个师资队伍的水平有关。所
以元代的医学校为了保证较高的教育质量，不但重视对学生的严格考核，而且.对教师也同
样实行考核奖惩制。对于那种教育质量很差的学校要向其负责人追究责任。
1.2 教学内容
唐之太医署将医学和药学分为两部。医学部又下分医、针、按摩、咒禁四科。医科之下，按
不同病类又分出五个专业开展教学：体疗（内科）、疮疡（伤、外科）、少小（儿科）、耳目
口齿（五官和口腔科）
、角法（理疗科）。同时，为不同专业确定了相应的学制，如体疗为七
年，疮疡、少小各五年，耳目口齿四年，角法三年。
宋代，医学校的专业分科也越发细致，已有大方脉(内科)、风科、小方脉 (儿科)、眼
科、疮疡兼折伤、产科、口齿兼咽喉、针灸、金疮兼书禁等九科。到了元代。在此基础上又
扩大为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风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
针灸科、祝由科、禁科等十三科。这种分科教学的形式，为培养、造就专科医生，促进宋元
时期我国医学临床各科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3 学生考核
唐太医署分医学为 4 科,即医科、针科、按摩、禁咒科,另有药园一所,实际为 5 科。医科

学生首先学习素问、难经、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脉经等基础课程,然后分为 5 个专科:
“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针科学生必须学习素问、黄帝针
经、
“名堂脉诀”
、
“流注偃侧”和“赤乌神针”等课程,跟随老师学习经脉孔穴、九针补泻等
操作技能。按摩科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学习导引和正骨手法。药园负责药物栽培,并向药园
生授课,独立培训药学人才,使之掌握各类药物之种植、采收时间和方法,辨别药物的气味、作
用和炮制贮纳知识,所用教材为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新修本草。另外还承担医系各科及
针灸、按摩等学生学习本草,辨药形,识药性。咒禁科学生主要学习道禁和禁咒,同时兼有气功、
心理疗法等内容。
宋代的课程设有黄帝素问、难经、巢氏病源、嘉佑本草、千金翼方等 5 门公共课。方
脉科另习脉经、伤寒论,针科另习黄帝三部针灸经、千金翼方的相关章节。
与此同时，医学校的专业分科也越发细致，已有大方脉(内科)、风科、小方脉 (儿科)、
眼科、疮疡兼折伤、产科、口齿兼咽喉、针灸、金疮兼书禁等九科。到了元代。在此基础上
又扩大为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风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
科、针灸科、祝由科、禁科等十三科。这种分科教学的形式，为培养、造就专科医生，促进
宋元时期我国医学临床各科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医学教育制度的制定和健全
三、中国古代医学教育方法的研究和改革
从南朝刘宋年起，为了能使比较抽象的医药理论尽快被学者接受、掌握，逐渐出现了
运用插图、教具等多种形式的形象化教学手段。如南朝刘宋时问世的针灸穴位图谱，显然比
单纯依靠文字论述穴位位置更为形象、生动。而唐代名医孙思邈首创了彩色经络穴位图，把
“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
。为便于学者学习中草药，在唐政府编纂的
药典《新修本草》中，还最早采用图文对照的形式.既记述了药性理论，又有按实物标本迸
行描绘的药物图形，使学者能看图识药，从而加强对药物形态和功效的记忆与理解。宋代脉
图的出现，使抽象而又不易掌握的脉象也能以形象的模式图表现。如南宋医家许叔微根据张
仲景《伤寒杂病论》所述 36 种脉象，大胆运用图谱形式表示，著成《仲景三十六种脉法图》
一书。现虽已遗逸，然于公元 1241 年，施发在此基础上根据前人及自己的切脉体会，著有
《察病指南》一书。在内绘制了脉图 33 种，较形象地用平面图谱反映了脉象形态。这样使
学者对文字上解释为如水漂木的浮脉，如盘走珠的滑脉，如按琴弦的弦脉能有较形象的认识。
此外.元代的敖氏认为要正确掌握舌诊，主张以舌色验证。他在《伤寒金镜录》一书中，便
创有舌苔图十二幅。公元 1341 年，医家杜本在这个基础上增订成《敖氏伤寒金’镜录》。其
中共描绘了三十六种舌苔图，并全部用彩色绘制。
尤为值得称颂的是，宋代针灸医官王惟一在宋天圣五年(1027)设计铸制了二具铜少、模
型。铜人高五尺三寸，与真人相仿。躯沐四肢不仅可以拼拆，而_且内部中空。外表精细铸
刻十二经络及三百五十四个穴位.穴位旁分别用金字注明名称。这种针灸铜人在教学时.可作
为立体直观教具。学生针灸实习或进行考核时。用蜡封住铜人外表，并在其内注水。应试者
如果取穴正确，必然是针进水出.从而能较真实地反映其实际操作水平。因而针灸铜人的问
世，可谓是我国医学教育事业的一个杰出成就。
教材：历代政府官修的医药著作,由于其具有权威性和集中性,自然地成为当时或以后的教材。
如隋代太医巢元方所主编的《诸病源候论》,唐代苏敬等主编的《新修本草》,北宋官修三大
方书《圣济总录》
《太平圣惠方》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清代的《医宗金鉴》则是第一次正
式的统编医学教材。由于其编纂的规模化,综合性强,后世难有出其右者。
其次民间也编写了许多教材,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避免了官修教材的刻板。如经
典学习教材有《内经知要》
《伤寒论类方》等分类简编本,入门学习教材有《本草备要》《医
方集解》
《脉诀》
《医学入门》等辑要浅注本。另有许多医家编写了体现个人学术特点的医学

著作以授门徒,如程钟龄的《医学心悟》、李中梓的《医宗必读》、张元素的《医学启源》等,
均是此类,影响甚广。
课程：经典医籍如《素问》
《黄帝针经》
《难经》
《神农本草经》
《针灸甲乙经》
《脉经》
《伤寒
论》
《名医别录》
《新修本草》
《巢氏病源》
《嘉佑本草》
《千金翼方》
《圣济总录》
《本草纲目》
《濒湖脉诀》
《医宗金鉴》等分别作为专业课、基础课纳入课程体系,通常是一部典籍作为一
门课程。
2.2 古代中医的临床分科向综合方向发展
机构：中医教育有上千年以上的历史。历史上的中医教育主要以中央政府主管，主持机构为
太医署、太医局或太医院。同时，也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兴办了地方医学教育，因而古代
官方医学教育实际上包含中央和地方两个内容。
太医署的名称最早见于南朝刘宋年间（465-471），但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医学教育处于起
步阶段，规模较小。
隋朝（581 年-618 年）统一全国后，太医署成为集医政、医疗和医学教育为一体的机构。
为唐代医学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唐朝（618 年－907 年），太医署进一步扩充和完善，在医学教育职能方面也发挥着更为主
要的作用。不仅招生规模大大扩充，在分科、教材设置和考核制度等方面也有了发展和完善，
并开始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地方医学教育。
隋唐时期的太医署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医学学校，特别是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医学教育体系，对后世学校式医学教育的发展有奠基作用。
考核：古代医学校建立的考核制度对于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保证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完整的考核制度是完善的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古代医学教育建立的考核制度是比
较健全的。举几个朝代的考核情况来看一下我国古代的医学教育考核制度。
(1)唐代医学考试仿照科举考试的有关制度，是唐代医学人才选拔的一大特点。武德七年(公
元 624 年)规定“有以医术入仕者，同明经例处分”
，
“医术请同明法选入”。
〔80j“明经”
“明
法”是唐代科举的两个重要科目。在科举制影响下，官方医学校考试主要有生徒和贡举两大
类。
《唐会要》等记述了太医署对师生的要求及相关奖惩制度:“凡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
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无成者亦如之”。各科学生每月由博士举行月考一次，每季
由太医令亲自主考，年终由太常承总试。太医署不仅规定对学生定期考核，而且“诸博士、
助教皆分经教授学者，每授一经必令终讲，所讲未终，不得改业。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
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
，
“凡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以其痊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
对于教师和教辅人员的考核制度保证了师资队伍的质量，也保证了整个医学校的教育质量。
学生人数：唐朝在州府普遍设立博士、助教，传授医学并掌疗民疾。从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起，许多州相继设立了地方性的医学校。据史料载有:京兆、河南，太原等府设医学博士
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大都督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都督
府医学博士一人、学生十五人;下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上州医学博
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州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下州医学博士
一人、学生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