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근대 한국한의학의 발전 및 교육과정 고찰

김용진

대전대학교 한의과대학 의사학교실

 한국의 전통의학은 유구한 역사를 가지고 있지만, 20세기초 일제의 강제합병과 서구문물의 무분별한

유입과정을 거치면서 단절된 역사를 가지고 있다. 명칭에 관해서도 원래 醫學으로 통칭되던 것이 東醫
學, 漢醫學으로 불리기도 하였고 1985년에는 한국적인 특색을 살린 ‘韓醫學’으로 정식 개칭되어 지금까

지 사용되고 있다. 본고는 일제시대이후 한의학의 변천과정을 조선말일제강점기이후부터 한의학의 변

천을 시대별로 중요사안별로 정리한 연구이며, 현대 한의학의 교육과정의 일람을 통해 현재 한의학의

특색을 규명하였다. 

keyword: 한의학, 의학사, 한의학교육과정

关于近代韩国韩医学的发展及其敎育的硏究
金容辰

大田大学校 韩医科大学 医史学敎室
                                                                  

            

1. 引言

 

韩国的传统医学，在朝鲜初期曾被称为乡药，后自
朝鲜中期『东医宝鑑』问世以来，开始被称为东医学. 

朝鲜光復以后，又一度被称为汉医学，而在1986年5

月，通过国会立案表决，才将‘汉医’正式改称为‘韩
医’，并以此作为公式化用语以至于今日。 

韩医学因朝鲜时代末期的西洋医学的传入、日帝侵
占以及1950年的南北战争，经历了诸多盛衰荣辱。在
这一历史过程中，整个韩医学界浑然而为一体，以犟
烈的鬪志突破了逆境，到目前终于在全国建立起了十
一所韩医科大学，一所国立韩医学专门大学院(研究
生院)，每年可造就600馀名韩医师。

通过本文，笔者欲对朝鲜时代末期到日帝侵占时
期，以及解放后的韩国韩医学的发展过程做一考察，

再对目前的韩医学敎育制度做一整理介绍。 

 

2.朝鲜后期及日帝侵略时期的韩医学
 

西洋医学最初传入韩国，始于朝鲜英祖时期李瀷所
撰的『星湖僿说』，这本书是通过朝鲜与淸朝的交
流，经北京流入朝鲜的。日帝则于1876年缔结‘朝日
修好条约’之后，出于对居住在朝鲜的日本人提供医疗
的目的，开始设置起西洋式的医疗治疗机构。 

1905年，随着‘乙巳勒约’的缔结，朝鲜的医事体制便
在日帝的作用下，向西医一边倾倒了过去。 

1904年，典医洪哲普、张容骏和金炳观等人，看到
当时的官立医学校只教授西医课程，便奏请高宗皇帝
设立可教授韩医学的‘大韩漢医学校’，高宗给予允
许，结果，典医们便得以在‘同济医学校’以金永勋为
都敎授、田光玉等人为副敎授开始讲授韩医学、物理
学等课程。后来，发生了日帝犟迫高宗退位事件，同
济医学校因此也被迫闭校，前前后后不过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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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08年4月，洪鐘哲、李海盛和赵炳瑾等人，

用自己的全部私财在首尔寺洞开设了‘漢医学讲习
所’，后于1912年10月得到了京城部的认可，遂改称
为‘公认医学讲习所’。但是，这所学校也因1919年洪
鐘哲的去世和己未年的‘叁一万岁运动’，于开讲第十
二年头便划上句号。

1909年8月, 赵炳瑾和金永勋等人重新发起，决议集
结全国的韩医大夫组成民间团体，结果同年10月成立
了‘大韩医士总合所’。可是次年八月，因日帝发布的
‘庚戌合邦’， ‘大韩医士总合所’被禁用‘大韩’二字，只
好改称‘朝鲜医师硏钻会’，其东西医学讲座一直延续
到了1913年。

到了1912年9月，又将此机构改编为‘朝鲜汉方医师
会’，并设置了慈善求疗所，广泛开展了韩方医疗活
动，同时还发行了叫做‘韩方医药界’的会誌。

1913年11月15日，日帝发布了‘医生规则’，将韩医
师由医师降格为‘医生’，企图对韩医学进行抹杀。 

日帝于1915年秋在首尔举办了叫做共进会的産业博
览会，这时‘朝鲜汉方医师会’决议全国的韩医师们一
起举行一次大同团结的总会，结果在1915年10月23

日到25日，在昌德宫秘苑的广场上举行了首次全国医
生大会，并将会名改为‘全鲜医会’，作为全国韩医界
的中枢机关发挥起自己的作用，但这个‘全鲜医会’也
于1916年5月19日被迫解散。 

再说‘汉方医药界’，它乃是1913年用朝鲜医师会的名
义、由洪鐘哲发行的韩方最早的学术杂志，到1915年
‘全鲜医会’创立以后，这个杂志便被‘全鲜医会’创刊的
‘东医报鑑誌’所吸收。到了‘全鲜医会’解散之时，洪鐘
哲和赵炳瑾又将‘全鲜医会’接收，将杂志改名为‘东西
医学报’而继续给予了刊行。这个‘东西医学报’在1917

年6月发行了第8号之后，经费遇难被迫停刊，赵炳瑾
重新周旋奔走，终于又将之改称为‘朝鲜医学界’而予
刊行。结果，从‘汉方医药界’为始，到‘朝鲜医学界’，

前后总共曾有22期的韩方学术杂志得到了发行。 

1919年发生‘己未万岁运动’之后，日帝开始在朝鲜施
行所谓‘内鲜一体’的宥和政策，韩医学界趁此机会于
1922年10月在首尔团成社组织了以金性玑为会长、

李乙雨为副会长的‘东西医学硏究会’，同时也开始刊

行‘东洋医药’杂誌。

1939年春，‘东西医学硏究会’与日本人南拜山进行了
聚会交流，后决定将研究会改编为‘东洋医药协会’，

并于1939年4月16日至17日举行了创立总会和学术讲
演会。

1945年10月，朝鲜‘京畿道医生会’在筹集到充分的
资金的情况下，决定组成全国性的团体，结果于1945

年11月结成了‘朝鲜医士会’，选举朴镐豊为会长、金
东薰为副会长，而‘京畿道医生会’的会员们亦都转入
了‘朝鲜医士会’。 

 

3. 大韩民国政府建立之后的韩医学发展

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建立之后，因日帝的‘朝鲜医疗
令’仍然存续，政府便迫切想要制定新的‘国民医疗
法’，结果在1950年2月国家保健部向政府提交了将韩
医师排除在外的‘保健医疗行政法案’，于是引起了韩
医界极力反对，后来在国会议程中赵宪泳提出了反
对，结果抹杀韩医的洋医单一法案最终被国会否决。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于1951年1月15日‘临时国会议
事堂’在战争中得以重新开始议政活动，而‘国民医疗
法案’也重新提到了本会议的议程之上。但是，这时向
国会提出的‘国民医疗法案’，也和宪法制定时期曾向
国会提交的那个法案一样又将韩医师制度排除在外，

将韩医师的资格给予了降等。 

于是，韩国的韩医界采取了多角度的国会请愿，终
于得到在国会为韩医师制度的立法发表证言的机会, 

申明了韩方的治疗病例和韩医学制度化的必要性等问
题，结果在国会得以被采纳将汉医之名称中的‘汉医
士’改称为‘汉医师’，将韩医的‘诊疗所’改称为‘汉医院’

的最终法案。 

1952年12月10日，由釜山市的东医製药社创立了
‘大韩汉医师会’，李羽龙被推举为第一代会长，金永
勋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决定以学术硏究、会员情况收
集管理、韩药材的贸易统制等事宜作为主要业务范
围。 

1961年10月，‘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在改正医疗法的
过程中，曾想消除韩医师制度，但在韩医界的抗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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唿吁下，在1962年3月的医疗法改正案中，韩医师制
度得以复塬。 

1962年9月20日，协会名称由‘大韩汉医师会’被改称
为‘大汉韩医师会’，得到了国家保健社会部的正式认
可，后来又改称为‘大韩汉医师协会’以至于今。 

1962年9月20日，为了复兴学术大会的召开、组织
和主管学术讲演会、召开学术讲座、飜译医书、进行
国际学术交流、刊行学术杂誌，创立了‘大韩汉汉医学
会’。接着，于1963年5月1日，创刊发行了‘大韩韩医
学会报’。目前，这个会报每年刊行韩文版四次、英文
版一次。

  

4. 现代韩医学的发展 

1) 韩方医疗保险
在韩国，医疗保险于1963年形成了法制化，1976年

12月修改了医疗保险法，1977年4月正式开始了医疗
保险事业。此后，从1984年12月1日开始，在韩国的
淸州、淸塬地区开始实施韩方医疗保险的示范事业，

到了1987年2月1日韩方医疗保险得以在全国范围内
得到实施。但是，这个韩方医疗保险还存在着保险支
付范围狭小、收费定价缪误等制度性问题，且未及完
全得以修正便被付诸实施。 

 

2) 改称汉医学为韩医学
由于西洋医学的导入，韩国出现了对自己固有医学

的个性化称唿问题。中国使用中医学、中医药的名
称，日本使用皇汉医学、和汉医学的称唿, 而北朝鲜
则使用东医学这一名称。

在韩医师协会的主导下，1985年8月14日向国家保
社部提交了建议书，建议将汉医学的‘汉’字改为‘韩’

字，又于1985年9月向国会提交了要求改正医疗法、

药事法等保健关係法中的相关字句标记的请愿书，结
果于1986年5月10日公布了将‘汉医师’、 ‘汉药’、 ‘汉
医院’等名称，变更标记为‘韩医师’、 ‘韩药’、 ‘韩医
院’等的第825号法律条文。 

 

3) 韩国韩医学硏究院的创设与发展
韩国韩医学硏究院为最初成立的国立韩医学硏究机

关，创建于1994年，它乃是隶属于科学技术系列的、

由政府出资营运的研究机构，最早起步于首尔淸潭洞
的韩国韩医学硏究所，后于1997年升级而为韩国韩医
学硏究院, 目前搬迁到了大田市儒城区田民洞。 

国立韩医学硏究所，最早是在1993年5月开始策划
其设立，6月份按保社部训令(第685号)组成了韩医学
发展委员会, 最后于1994年10月10日打开了韩国韩医
学硏究所的大门。其宗旨在于要达到韩国医学史的重
新确立、诊断名的标準化、诊断方法的现代化、治疗
技法的改善。 

1997年11月该所被升格为韩国韩医学硏究院, 1999

年公布了有关‘政府出资机关等的设立运营与育成的法
律(法律第5733号)’，从此韩医学硏究院便转变为处
于国家保健福祉部之下、国务总理室的下面、且隶属
于産业技术硏究会的国家研究机构，将基础研究的核
心转变为‘韩医药的生命资源産业化’，从而开始了具
体而实用的硏究工作。 

 

4) 韩药分争
1975年12月31日，定期国会举行，国会根据韩医师

协会提出的‘禁止药师任意调剂韩药’的请愿，给予通
过了“保社部要对此给予严重监督”的附带决议。 

而到了1993年3月5日，当时在任的保健社会部长
官，不顾韩医界的反对，将药师法施行规则中的第11

条1项7号给予了删除，使唯一可以阻止药师们涉足韩
药调剂的法律条款从此消失，然后便退任而去。韩医
界视此为极为深刻的事态，为了使被消除的款项得以
復塬，全国韩医科大学的敎授、学生、全国的韩医师
以及学生家长，都去做了极大的努力。 

结果，通过民间团体的仲裁，于1993年9月14日韩
医师协会与药师协会在“以禁止药师的韩药调剂为塬则
作为前提，仅对早已开始调剂韩药的药师们(20%)限
制性的给予韩药调剂的许可”的要旨案上达成了协议，

于是1994年7月8日发表了‘关于韩药处方的种类及调
剂方法的规定告示 制定案’。制定案的内容中包括“韩
药师考试及韩药调剂考试合格的药师，根据韩药调剂
指针书记载可任意调剂一百种处方”和“如果被认定属
于需要韩医师来诊断的情况，则药师不可对处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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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制 4+4年制(2008年开始施行)

韩医学预科 2年 一般学科(学士) 4年
韩医学本科 4年 韩医学专门大学院 4年
毕业后为韩医学学士 毕业后为韩医学硕士

名称 所在地 建校年度 每学年学生数
庆熙大学校 韩医科大学 首尔特别市 东大门区 1947 108

圆光大学校 韩医科大学 全罗北道 益山市 1972 90

东国大学校 韩医科大学 庆尙北道 庆州市 1979 72

大邱韩医大学校 韩医科大学 大邱广域市 寿城区 1980 108

大田大学校 韩医科大学 大田广域市 东区 1981 72

东义大学校 韩医科大学 釜山广域市 釜山镇区 1986 50

东新大学校 韩医科大学 全罗南道 罗州市 1987 40

尙志大学校 韩医科大学 江塬道 塬州市 1988 60

又石大学校 韩医科大学 全罗北道 完州郡 1988 30

暻园大学校 韩医科大学 京畿道 城南市 1989 30

世明大学校 韩医科大学 忠淸北道 提川市 1992 40

釜山大学校 医学专门大学院 釜山广域市 金井区 2008 50

加减”的内容。 

1995年9月16日，保健福祉部发表了在庆熙大学和
圆光大学的药科大学之内分设韩药学科，每年每校定
额招生20人的方案。这一发表引起了韩医界的大力反
对，韩医科大学的学生们提出‘在韩医科大学内设置韩
药学科’、 ‘制定韩医药法’、 ‘设置韩医药政局’的主
张，并再次投入了无限期的罢课。 

到了1996年，韩药调剂药师考试公告于世，而内容
却与1993年协议的内容出现偏差，变成所有药师都参
加了考试，且存在着出题质量偏低的问题，结果塬本
加隶属出题委员的韩医科大学的敎授们，声明集体拒
绝出题，当即退场，于是由药科大学的敎授们单独出
题，犟行实施了考试，自此韩医界的反驳变得愈加犟
烈。 

此后，为了安抚韩医界，1996年5月16日国家保健
福祉部在保健福祉部之内设置了局长级别的‘韩方担当
审议官’，发表了包括将‘实施公衆保健韩医师制度’、 

‘筹集拨发韩医学硏究方面资金’、 ‘扩大改编韩医学硏
究所为韩医学硏究院’等内容的针对韩药的综合对策。 

在这些一连发生的‘韩药分争’的过程中，全国韩医科

大学中有4000馀名的学生被迫留级，100馀名的学生
被迫开除学籍，牺牲之大令人十分遗憾。虽然如此，

韩医界在国民们对韩医学的支持下，取得了韩医学硏
究院的建立、韩方政策官室的设置、公衆保健韩医师
制度的导入、对韩医学硏究的国库支援等一些附带成
果，向制度圈更加迈进了一步。 

 

5. 韩医学的敎育制度

 

1) 韩医科大学的学期与学制
韩医科大学的学制，在1953年一度曾被定为4年制

的正规大学，后来在1963年12月在得到政府认可的
前提下，改为6年制正规医科大学，维持至今。 

其后，又建立了‘国立釜山大学校韩医学专门大学

院’，其学制定为4年制, 而韩医学专门大学院的入学
资格则被严格限定为业已取得学士学位的人。

2) 韩医科大学的现况
现以列表将全国韩医科大学的名称、校址、建校年

度、每学年学生总数等现况，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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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科目数
韩医学槪论, 一般古汉文(经典讲读), 医学汉文, 医史学, 医用汉语, 解剖学, 

组织学
7

生物学与实验 1

微生物学与实习, 医疗倫理学, 生化学 3

化学与实验，东洋哲学, 医易学, 药用植物学, 医学英语, 气功学 6

有机化学, 胚胎发生学, 免疫学 3

医学统计学 1

医哲学, 韩医情报学, 分子生物学 3

物理学, 医学用语, 补完替代医学 3

遗传学, 医疗社会学, 韩方临床实践论, 运气学, 比较医学论, 韩药资源分类
学

6

科 目 科 目
数

基
础
科
目

经典学, 韩方生理学, 韩方病理学, 本草学, 经穴学, 西医药理学, 方剂
学, 韩方诊断学

8

西医病理学, 西医诊断学 2

西医生理学 1

各家学说 1

东医宝鑑讲读 1

处方剂型学, 英文医学論文讲读, 难经, 炮制学与实习, 韩方药理学, 神经
解剖生理学

6

临
床
科
目

肝系内科学, 心系内科学, 脾系内科学, 肺系内科学, 肾系内科学, 鍼灸
学, 妇科学, 小儿科学, 眼耳鼻咽喉科学, 神经精神科学, 皮肤外科学, 四
象医学, 伤寒论, 临床特讲, 临床实习, 韩方再活医学科学, 放射缐学, 预
防医学

18

保健医疗法规, 临床病理学(诊断检査医学) 2

法医学, 应急医学 2

推拿学 1

医院管理学(医院经营学) 1

温病学, 临床心理学 2

韩方预防医学 1

新鍼療法, 药鍼学 2

骨伤科学, 临床古典讲读, 産科学, 鍼灸技法, 金匮要略, 医案分析, 临床
韩医学与硏究方法论

7

以上共十一所大学，其中庆熙大学韩医科大学乃根
源于1948年3月24日设立的东洋大学舘，此东洋大学
舘，到了1953年被国家认可为受业年限4年的正规大
学，从而转变为首尔韩医科大学，到了1955年3月10

日又改称为东洋医药大学并迁校于首尔, 以后曾再次
改称为东洋医科大学，并升格为6年制医科大学。

1965年9月3日，杏林财团与庆熙大学高凰财团进行
了合倂，于是诞生了庆熙大学校․医科大学․韩医学科。 

圆光大学校韩医学科在1972年12月26日最初开设了

韩医学预科，并于1973年升格为大韩民国第一所韩医
科大学。 

釜山大学韩医学专门大学院是最初的国立韩医学敎
育机关，2008年3月已经选拔了第一批的50名新生，

从此校门初开。需要说明的是，该校不同于现有的6

年制韩医科大学，其入学条件仅限于毕业于4年制大
学且已获得学士学位的人，带有研究生院的性格，所
以毕业后将被授予韩医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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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敎学科目及课程
 

(1) 韩医学预科
在韩医学预科学习阶段，主要学习修养课程，以及

可为韩医学本科学习内容打基础的基础课程。全国十
一所大学的开设科目并非统一，呈一定的多样性。下
面将全国韩医科大学韩医学预科所开设的主要教学课
程列表如下: 

(2) 韩医学本科
在韩医学本科学习阶段，主要开设有韩医学理论科

目、临床科目、临床实习、西医科目、法医学、医疗
法规及医院经营学等课程，现将全国韩医科大学本科
开设的教学科目列表如下: 

 

5. 结语
 

到了近代，因西洋医学的传入与时代变迁，虽曾屡
次发生过欲将韩医学废止的事件，且多次发生了部分
无许可的非韩医学专家使用韩药的事件，从而对韩医
学的根基造成了恶劣影响，但韩医界每次都团结一
致，及时妥善地克服了危机，更加稳固了韩医学日后
发展的基础。 

目前，韩医学在韩国倍受大衆喜爱，有很多优秀的
人才都来报考并在读于韩医科大学，不仅在认真学习
和继承传统医学，还在努力使韩医学走向科学化，所
以可谓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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