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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歡迎至華美中醫學院(ACAOM) 

    

  坐落於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的華美中

醫學院成立於1991年，由一所獨立學院，現

成長為引領行業的一所集教學,醫療與研究為

一體的醫學機構。通過與諸多世界知名的醫

學院和醫療中心的合作,我校已成為同行中最

受尊敬和最具綜合性思維的醫學機構之一。

八所亞洲中醫藥大學與我校締盟為姊妹學

校，學校雙方之教師及學生雙向互動,在師資

和學術品質上更上一層。除此以外，我校還

與 Methodist 醫院和休斯敦市內的醫療機構

有合作關係，我校學生可以對其有針灸需求

    讓我們繼續共同努力… 

推動中醫 

注入主流 

08.23.21 



我們的使命 

     華美中醫學院是一所專注於學士後水平的學術教

育機構，於研究生畢業時授予學位，並全力在中醫理

論、中醫治則和臨床應用上為研究生奠定堅實的基

礎，以期他們能成為一名優秀的醫療工作人員。 

    我們將西方科學的原則與中醫理論相結合，促使

中醫融入西方主流醫學之中。我們為社區提供實惠的

醫療服務，同時訓練學生的治病技能和擴大中醫藥研

究的範圍。       

    我們會提供最良好的中醫技術和醫療設備,及最高

的道德標準以期達到最精益教學、研究、醫療和社區

服務的目標。 

    針灸與東方醫學的作用在於和美國主流醫療服務的互補中得以加強，這

也是我們正在做的。我們相信,東西方醫藥的合作將在疾病的治療上產生巨

大的進步和突破,使醫療服務更加完善。因此,我們不僅為學生提供紮實的中

醫教育，並教授學生必要的西醫知識，以此讓他們能與患者和西醫師在溝通

上更為順暢。 

在教學 

醫療 

社區服務 

力求 

精益求精 

我們的理念 



     針灸以人為本,擁有超過5000年

的歷史。用針灸進行治療可以避免了

使用西醫西藥產生的的副作用。現

今，各個年齡階段的患者都在向針灸

和中醫藥尋求更自然、更有效的治療

方案,這也導致了我們行業爆炸性的增

長，以及對擁有執照的針灸師的持續

需求。    

     根據自然營銷研究所報告顯示，

在2005年到2010年短短5年之間，醫療

保健產業的增長率達到幾乎79%。報告

預計，醫療保健產業將以每年近13%的

速度繼續增長。全球行業分析師表示,

到2015年，醫療保健行業將達到150億

美金,這也標誌著在過去三年內，醫療

保健行業增長率超過了30%。 

為何選擇針灸？ 

為何選擇醫療保健行業? 

     現今，具備針灸諮詢、中藥諮詢、營養諮詢、運動管理以及其他形式

健康諮詢的健康中心越來越多，這也意味著,擁有中西醫結合醫療系統綜合

管理能力人才在今天的醫療保健產業市場中顯得至關重要。 



     2012年，華美中醫學院被選為少數在全國獲得全美高等院校聯盟南區

高等院校評鑑會認證的中醫院校。 

     博士和碩士學位課程由全美高等院校聯盟南區評鑑和認證(SACSCOC)通

過，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可。此評鑑和認證機構同時也負責同區包括萊斯大

學，貝勒醫學院，德州州立大學等在內的其他主流大學院校的評鑑和認證。 

     中醫學醫學碩士學位項目（MAc）也獲得全美針灸與東方醫學評鑑會委

員會(ACAOM)的認證,同時,還獲得德州高等教育局(THECB)。本校也得全加州

針灸委員會(CAB)的批准,這就意味著想去加州行醫的學生可以憑此學位參加

加州執照考試。我校疼痛治療也是同行學校中唯一由美國疼痛醫療學會認證

通過醫療單位。 

    華美中醫學院合作關係十分廣泛,從國內醫院和學術機構到國際姊妹學

校都應有盡有。這些優質的合作夥伴讓我校學生能得到更多的臨床實踐機會

和見識。我們的合作單位及姊妹學校:    

 Methodist 醫院   中國 天津中醫藥大學  

 台灣 台北醫學大學   中國 中國中醫科學院 

 台灣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 瀘州醫學院 

 台灣 大葉大學    中國 河南中醫大學 

 台灣 中臺科技大學   中國 湖北中醫學院 

 巴西 巴西中醫學院   西班牙 歐洲中醫基金會 

  

學校的評鑑與認證 

我們的合作單位 



領導團隊 

   校長            副校長           副校長     行政主任  

       Dr. John Paul Liang      Dr. Wen Huang             Angelia Guinara         Minmay Liang 

臨床教學主任       臨床教學助理主任   DAOM主任   MIWM/MIHL主任 

Dr. Baisong Zhong     Dr. Greg Sparkman         Dr. Daniel Jiao       Dr. Leslie Graham 

 

“我們致力於為我們的學生提供高水準教育，為

我們的病人提供獨特的臨床綜合診療。” 

~Dr. John Paul Liang, 校長 



攻讀的學位 
針灸及東方醫學博士(中醫婦科專業）(DAOM) 

中醫專科醫學博士主修中醫婦科學。一般學習時間兩年，課程包括：中醫高等課程,針

灸高等課程，現代針灸診斷與評估, 婦科專課程, 婦科專科臨床訓練以及論文撰寫。

當然, 對針灸和中藥治則治法的最新研究也包括在內。 

中醫學醫學博士 (DAc) 

與 DAOM 計劃不同的是, DAc 是由針灸和東方醫學 認證委員會(ACAOM.org) 所設計

的, 以作為進入該領域的入口。本科中醫學博士（DAc）和中醫醫學碩士（MAc）的主

要區別在於本科中醫學博士（DAc）更加強調中西醫學的結合，深入學習運用西醫檢查

檢驗及影像學的證據分析和研究來配合中醫的診斷和治療。 

中醫學醫學碩士 (MAc) 

MAc 主要研究針灸、中藥和生物醫學，旨在培養學生成為一名優秀的針灸

師。學生將從中醫的角度出發，學習整體醫學，自然健康和整體健康方面的

知識。本計劃還包括中西結合性教學及臨床實習。 

中西醫結合保健管理學碩士 (MIWM)       

MIWM是一個中西醫結合醫療系統保健管理碩士，旨在訓練學生理解有關於針

灸，中西醫健康和管理的理論及實踐。 

中西醫結合保健領導學碩士 (MIHL) 

MIHL是100%的網上課程，旨在訓

練中西醫結合保健醫療管理的領

導人才。課程設置雖與MIWM相似, 

但以培養領導知識和才能為主軸

的碩士課程。 



各學位特色 

可申請校獎學金,學生貸款,及退役軍人補助 

詳情請聯繫financialaid@acaom.edu 

 

  針灸及東方醫學博士 

  中醫婦科專業 (DAOM) 

    - 歷時兩年 

    - 38學科學分 

    - 22臨床學分 

    - 婦科 - 女性健康 

    - 每月一次密集授課 

    - 提供國外學習機會 

 

  中醫學醫學博士（DAc） 

    - 共171學分 

    - 可全職制或半工讀制 

    - 提供白天和晚上課程 

    - 課堂及臨床實習訓練 

    - 國外學習機會 

    - 休斯頓醫學中心見習機會 

 

中醫學醫學碩士（MAc） 

  - 共163學分 

  - 可全職制或半工讀制 

  - 提供白天和晚上课程 

  - 課堂及臨床實習訓練 

  - 國外學習機會 

   

  中西醫結合保健管理學碩士(MIWM)  

  中西醫結合保健領導學碩士(MIHL)  

    - 各36學分 

    - 中醫理論與健康原則 

    - 整體健康管理和領導能力 

      的訓練 

    - 可全職製或半工讀制 

    - 中西醫結合保健領導碩士 

      網上課程 



師資 

 ACAOM 吸納了全球高水準，並

有豐富經驗的師資力量。大部分教

學者擁有M.D. 和Ph.D. 雙學位, 並

精通東方醫學和現代醫學。 

學生 

 我們有多樣的學生群體，他們

來自不同的種族和各個年齡層。他

們對學習和探索世界針灸，東方醫

學有著共同的熱情. 

校友 

    ACAOM 十分榮幸支持我們

的校友，他們中許多現致力

於: 

 私人醫生  

 科學研究  

 學術理論  

 臨床醫生  

 健康管理 

“在ACAOM期間，我很高興認識到知

識淵博的教授，非常友善的工作人員

和同學。 這裡的課程為我提供了一

個可以建立在中西醫結合基礎上的堅

實基礎。 未來幾年，學校將引進美

國，中國，臺灣和海外的經驗豐富的

教師，為您提供充滿信心和技能的準

備，讓您自己走出去並在這個領域發

揮作用。” 

 ~ 校友Jonathan Stuart, L.Ac.  

80% 
2004-2014年畢業就業率 



 華美中醫學院位於休斯頓的中心，

距聞名世界的德州醫療中心，博物館

區，購物商城以及多元美食城僅幾分鐘

車程。學校附近的複合公寓距學校極

近，在步行可達範圍，從而節約時間，

方便學生們的繁重課程。 

     我們的診室綜合應用現代和傳統治

療方法治療疾病。我們應用針灸，湯

藥，推拿等治療超過90種疾病。實習生

在經驗豐富的職醫指導下可以為公眾提

供更經濟有效的治療。老年人和社會工

作者在我們診所享有折扣。 

我們的校園 

我們的圖書館 
 我們擁有網上圖書館和實體圖書

館，所包含資源形式多樣，涵蓋範圍廣

泛，對於學習傳統中醫的學生們非常有

幫助。這些資源開放，包括學生，畢業

生以及學校職員。這些資源定期維護，

有些來自權威的醫學資源。 

我們的診所 



實習 

診所地址 
  Main ACAOM Clinic 

  9100 Park West Drive 

  Call: 713.780.9786 

 

  All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s 

  Call: 713-441-5980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at Medical Center: 6565 Fannin Street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at Sugar Land: 16655 SW Freeway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at Willowbrook: 18220 State Hwy 249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at West Houston: 18500 Katy Fwy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at San Jacinto: 4401 Garth Road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at The Woodlands: 17201 Interstate 45  

 我們的臨床實習設置允許學生們觀察及治療不同病況的患者。

每個實習生需治療超過350人次，並可以得到技能純熟的指導教師

的經驗，這些指導教師來自於我們的診所以及其他 Methodist 醫

院內的診所。以下是一些常見的疾病: 
 

痛症 . 不孕不育 . 婦科疾病 . 成癮症 . 內科 . 神經疾病 .  

消化系統疾病 . 過敏 . 失眠 . 抑鬱 . 呼吸系統疾病 .  

運動損傷 . 免疫缺陷 . 體重控制 



國外留學或遊學  

     我們同亞洲四所重要中醫大學為

姐妹院校，故而我們的學生有機會到

針灸起源的土地上學習和訓練。最近

幾年，學生們已經可以在天津和浙江

醫院的不同科室間輪轉，治療患者，

從而得到了在美國無法得到的學習經

歷。此任選課程為MAc課程計劃的一部

分。 

2014年世界針聯大會  
     在過去的二十幾年間，ACAOM有幸連續獲得休斯頓市以及界內的支持。

在2014年9月，ACAOM以及休斯敦市共同舉辦了世界針聯大會。此次大會中著

名的Andrew Weil博士進行了演講。超過50個國家的1000參與者出席了此次

會議。 

休斯頓市長

Annise Parker  

宣布 

2014年9月1日為

華美中醫學院日 

Dr. Andrew Weil        Mayor Annise Parker 

 張伯禮院士       梁世東校長   

 天津中醫藥大學        華美中醫學院 



為什麼選擇華美中醫學院 
 

     全美高等院校教學體系水平認證通過 

     全美中醫院校教學課程質量水平認證通過 

     德州高教局認證通過 

     領導團隊強大   一體化教 

     課程豐富    獨特的臨床實習 

     強大的教學團隊  充滿活力的學生群體 

     靈活的課程計劃  國外學習機會 

     白天/晚上課程  全職制/半工讀制入學 

     執照考試高通過率  全面為學生服務的工作人員 

     畢業生高就業率  多样性综合健康项目 

ACAOM是古代智慧和现代科技合并的垫脚石 

  Class of 2017 



錄取條件 

 

華美中醫學院可為符合

條件的國際學生發送     

I-20以便申請F-1簽證。 

申請資格 
 

針灸及東方醫學博士(中醫婦科專業） 

(DAOM) 
 

 針灸碩士學位或者東方醫學碩士

學位。完成針灸，中藥和生物醫學科

學等學科，並且達到碩士最低標準，

即 GPA 在4.0評級中達到 3.0及3.0以

上。  

擁有完整入學評估，五年及以上全職

臨床實踐證明文件的執業醫師也可申

請。 

 

中醫學醫學博士 (DAc)  
 

中醫學醫學碩士 (MAc)  
 

中西醫結合保健管理學碩士(MIWM)  
 

中西醫結合保健領導學碩士(MIHL) 

 

     學士學位或同學力者（120學分

需有30學分的大學一般課程和30學分

大學第三,四年級的課程）。本科成績

平均(GPA)在4.0評級中需達到 2.5  

(MAc或MIWM), 3.0 (DAc或MIHL)；擁

有碩士學位的申請者3.0 GPA以上計。 

申請要求 

1. 完整填寫申請表 

2. 兩張近期個人照 

3. 官方成績單 

4. 個人自薦函 

5. 兩封推薦信 

6. 個人有效身份證明 

7. 申請費$100，恕不退款 

 
 

若為國際留學生，增加下述要求: 

8. 成績單需進行課程評估 

9. 財產證明 

10.英語水平證明 

    (僅DAc和MAc ) 
 

 

 

 

 



我們的城市 

     休斯頓，也被稱作clutch city，是美國航空航天局詹森太空中心

（NASA Johnson Space Center）以及休斯頓火箭隊（Houston Rockets）之

家。休斯頓這座城市佔地634平方英里，可以囊括紐約，華盛頓，波士頓，

舊金山，西雅圖，明尼阿波利斯以及邁阿密。休斯頓是美國第四大人口密集

城市，也是最大的港口。大約有四百萬居民（其中250000亞洲人）住在休斯

頓以及周邊地區。德州醫療中心是世界最大的綜合醫療中心，距ACAOM僅幾

分鐘的車程。大休斯頓地區有14個重要機構提供高等教育，包括兩個醫學院

校—德州醫療大學和貝勒醫學院。  

    ACAOM是休斯頓唯一的傳統中醫院校，也是為數不多的在美國被地區承

認的學校之一。儘管休斯頓是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但是這裡的生活消費，

包括可負擔的住房消費，卻是第二低的。 《福布斯》稱休斯頓為“最酷的城

市”，引用諸多元素比如強盛的經濟，動態藝術場景以及多元文化。休斯頓

在2014年被評為十佳年輕創業者城市。 
 

来源: http://www.visithoustontexas.com/travel-tools/about-houston/facts-and-figures/  

http://www.visithoustontexas.com/travel-tools/about-houston/facts-and-figures/


9100 Park West Drive, Houston TX 77063 
www.acaom.edu    .   713.780.9777 

塑造未來醫療的新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