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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交流日益
频繁，越来越多的国际留学生进入我国大学接受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然而，我国公共卫生硕
士专业学位培养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其培养方案与科学学位硕士培养相差不大，与国际主流培养方案
相差较大，不利于我国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国际化。本文系统检索和评价国内外公共卫生
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及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国内模式相较于国外模式的主要差异和不足包括：①报

考要求具有医学背景；②培养年限相对偏长；③课程体系不完善；④偏重科研能力，实践能力培养相对
重视不够；
⑤就业选择相对局限。本文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我国的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包
括：
允许不同专业背景学生报考、
适当压缩培养年限、
改进课程体系、
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等措施改进。
【关键词】 公共卫生； 专业硕士； 培养方案；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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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ng globaliz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our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than before, and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chosen to study in China's universities as candidates of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MPH).
However, because China only launched the MPH program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training models
being highly similar to the program of master of science in China but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main international MPH programs, hindering China's MPH program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on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valuated existing training models of MPH program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identified major differences and deficiencies of China's MPH
program compared to those from other countries: (1) requirement for medical background only; (2)
comparatively longer period to complete the program; (3) incomplete curriculum; (4)
overemphasizing scientific research competencies but somewhat neglecting practical abilities; and
(5) limited career choices,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MPH program of China,
including removing requirement for medical background only, shortening the period of MPH
program, improving the curriculum of MPH program, and enhancing the training of practical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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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趋势，极大促进了国际间相互交

流 ，包 括 高 等 教 育 。 公 共 卫 生 硕 士（master of
［1］

public health，MPH）是我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组成部
分，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伴随“一带一

路”倡议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国际留学生来我国大

学接受 MPH 专业学位教育，我国 MPH 专业学位教

育对培养全球卫生领域人才具有极其重要作用。

领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和复杂的挑战，人们对公共
卫生应用型人才需求急剧增加。为了加强公共卫
生系统和 MPH 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力建设，欧洲地

区、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中国发布了 MPH 专
业学位培养方案。

国内外培养方案相差较大，国外培养方案针对

MPH 学生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提出了要求，学生

MPH 教育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一套相对完善的

需要在课程学习和（或）实践活动过程中获得相关

作，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专业学位与科学学位硕士

大对 MPH 学生能力指标、实践和考核评估方面做

培养体系，而我国于 2002 年开始 MPH 教育试点工

培养方案相差不大，学校沿用的课程体系与国际脱
轨，没有体现出专业学位与科学学位间的差异，培
养方案相对不完善，与西方发达国家公认的培养模
［2-3］

式相差较大

。MPH 培养现状若不能得到有效改

的能力。国家间的培养方案稍有不同，美国和加拿

出了较为详细的指导；澳大利亚和欧洲地区仅对

MPH 学生应该掌握核心领域基本能力进行阐述，
没有对实践和考核评估方面做出规定（表 1）。

而国内的培养方案仅是从培养目标、学习方式

善，将会影响我国国际化进程。本研究目的是通过

及年限、培养内容和要求、学位论文 4 个方面给出

出差异，为完善 MPH 专业学位教育提供参考。

哪些能力以及如何对学生进行考核［4］。

系统检索国内外 MPH 专业学位培养模式，从中找

方

法

1. 文献检索：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

了 MPH 培养方向和要求，没有提及 MPH 应该具备
2. 入学要求：国外 5 所代表性院校中，申请者

均可以申请全日制或非全日制的学习方式，至少需
要具备本科学位以及拥有健康相关的工作经历，母
语为非英语者还需达到语言要求，提交本科成绩

务平台、PubMed，根据关键词“公共卫生硕士培养、

单、个人陈述、推荐信（表 2）。

development or training model of the master of public

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需获得本科

通过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国内外著名大学的公

校只招收全日制 MPH 学生，有 3 所院校要求申请者

教 育 、现 状 、挑 战 和 就 业 ”
“the education，

health”搜索国内外 MPH 培养相关的文献，同时还

我国院校对报考 MPH 的学生遵循教育部制定

学位或同等学历学位才可报考 MPH，其中有 2 所院

共卫生学院网站、公共卫生教育协会和教育评价机

为具有医学背景的本科毕业生。

了 9 所国内综合排名靠前院校的培养方案，国外网

全日制的学习方式，弹性较大，全日制学习年限 1~

中选取出 5 所具有代表性的院校分析（美国 2 所、加

其余院校均接受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生，学习年限

2. 数据分析：将检索到的国内外 MPH 专业学

4. 课程设置：国内外几所院校课程设置均是理

构的网站上检索 MPH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共选取
站上提取到 4 个国家/州的 MPH 项目培养体系并从

拿大 1 所、欧洲地区 1 所、澳大利亚 1 所）。

位培养模式，从能力培养、入学要求、培养年限、课

程设置、专业实践、毕业要求、就业去向 7 个方面对
国内外 MPH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进行比较分析。
结

果

1. 能力培养：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公共卫生

3. 学习方式及年限：国外院校均有全日制和非

2 年，非全日制为 2~3 年。国内 9 所院校除 2 所外，

一般为 3 年。

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不同
的是，国外院校课程按模块、分领域开设。除利物
浦大学外，国外院校均设有核心课程，学生根据职
业需求选择某一领域进行学习。领域不同，课程内
容和要求相差较大。国内 9 所院校有 6 所设置了
MPH 方向，但对申请者的专业背景、课程内容和要

求没有差异，与未设置具体方向的 3 所院校课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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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内外院校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5-8］

颁布机构

核心能力

欧洲地区

2011 年

公共卫生学院协会

澳大利亚

2009 年

学术公共卫生机构网络 核心能力包括 6 个领域的能力，共 19 个“能力单元”
6 个领域为专业人群健康实践、健康监测、疾病预防和控制、健康保护、健康促进、卫生
政策规划和管理［6］

加拿大

2007 年

公共卫生机构

核心能力包括 7 个领域的能力共 36 种能力
7 个领域为公共卫生科学，评估和分析，政策和项目的规划、实施和评估，伙伴关系、合
作和倡导，多样性和包容性，沟通能力，领导能力［7］

美国

2006 年

公共卫生协会

核心能力包括 5 个核心学科领域和 7 个交叉学科领域的能力，共 119 项能力
5 个核心学科领域：生物统计学、环境健康科学、流行病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社会行为
科学；7 个交叉学科领域的能力：交流学、多样性和文化、领导能力、职业道德、项目规划
和评估、公共卫生生物学、系统性思维［8］

中国

2003 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无相关内容

表2
院校名称

核心能力包括 6 个章节：①公共卫生方法；②人群健康及其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③人
群健康及其物质-物理、放射、化学和生物-环境决定因素；④健康政策、经济、组织理论
和管理；⑤健康促进：健康教育、健康保护和疾病预防；⑥伦理学［5］

国内外院校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入学要求比较［9-13］
学历和专业背景

学习方式

其他

MPH-45：申请者拥有博士学位或与健康相关的硕士学位并至 全日制和
少有 2 年健康相关的工作经历或有学士学位且有至少 5 年的公 非全日制
共卫生相关的工作经历；MPH-65：要求为本科学位且至少有
2 年公共卫生相关工作经历

国际学生需满足语言要求，提交
本科成绩单、个人陈述、推荐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0］ 申请者具有博士学位或本科学位且至少有 2 年与健康相关的工 同上
作经历

同上

圭尔夫大学［11］

具有生物学或医学学位且在本科学习最后 2 年获得 B+成绩；非 同上
此类学位者，需完成指定课程的学习

同上

墨尔本大学［12］

申请者具有本科学位且平均分至少 60 分，具有公共卫生相关的 同上
工作经历；医学学位或有至少 2 年的公共卫生相关的经验者优
先考虑

同上

利物浦大学［13］

申请者有健康或与健康相关的学士学位，至少有 1 年公共卫生 同上
相关的工作经历；本科学历与健康无关，至少有 2 年公共卫生相
关的工作经历

同上

中国院校

9 所院校有 3 所院校全日制只招收预防医学以及相关专业的本 全日制和（或） 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
科毕业生，其中 2 所院校要求非全日制申请者也具有本科学位； 非全日制
申请者具有本科学位或同等学历

哈佛大学［9］

系相差不大。

习和论文撰写（表 4）。

异，但都包括了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健康教育与

生自己寻找或是学校老师推荐与所学专业领域相

健康促进、环境与健康等课程。相对而言，国外院

关的实习地点。实习考核分为中期评估和终期评

国 内 外 院 校 的 MPH 课 程 内 容 也 存 在 较 大 差

校更重视培养 MPH 学生的领导和管理能力，设有

定性研究、公共卫生领导和管理、公共卫生政策等
管理决策类课程。与国外院校相比，国内院校除设
有政治和英语课程外，还设有科研设计、文献检索

实习：国外院校实习时长在 100~420 h 不等，学

估，方式可以是自我报告、项目报告、口头陈述、论
文等形式。国内院校实习时长 3~6 个月，一般是

6 个月，由学院安排到指定的公共卫生机构（CDC、

社区医院、卫生行政部门等）；实践结束后，学生需

等研究类课程，更重视培养学生科研能力（表 3）。

提交一份实践报告作为考试评估手段。

重要的一个环节，能让学生将课程学到的理论知识

目的最后一个学期，需要完成顶点项目。顶点项目

应用到实际中去，解决当前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问

是将课程学习和实习过程中所学知识整合，综合运

题。国外院校专业实践有实习和顶点项目。利物

用这些能力解决实际问题，可通过论文、视频、提交

浦大学只有论文要求，没有检索到实习的内容；墨

报告、口头陈述等方式考核。国内院校的学生实习

尔本大学将实习和顶点项目整合到一起，学生可以

则是撰写论文并通过答辩，其实质和顶点项目类

选择进行研究或实习。国内院校专业实践分为实

似，都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

5. 专业实践：专业实践是培养 MPH 学生极其

顶点项目（论文）：国外院校的学生在 MPH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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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备注

核心领域 MPH-45：流行病学、全球健康、健康管理、健康政策、健康与 MPH-45 或 MPH-65 的学生从核心领域中选择
社会行为、职业和环境卫生等；MPH-65：环境健康科学、全 一个方向进行专业课程学习
球健康、健康管理、健康政策、健康与社会行为、营养学

哈佛大学

必修课

生物统计学和流行病学、公共卫生硕士核心短课程

选修课

根据职业需求或兴趣选择选修课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核心领域 流行病和生物统计学方法，卫生系统与政策、健康领导与管 公共卫生硕士学生可选择定制课程或特定领域
理、传染病、社会与行为科学等 12 个领域
课程，选择定制课程学生不需要学习专业课

圭尔夫大学

必修课

生物统计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政策、环境健康、公共卫生
方法学、管理科学等

选修课

根据职业需求或兴趣选择选修课

核心领域 流行病学、公共卫生政策与管理、环境公共卫生、传染病、食 公共卫生硕士学生可在选修课选择某一领域拓
源性人畜共患病与水源性疾病
展学习

墨尔本大学

必修课

流行病学、统计学、环境健康、公共卫生政策与系统、传染
病、公共卫生领导与管理、健康促进与交流

选修课

流行病学、人畜共患病流行病学、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传染
病模型、项目评估等 13 门选修课

核心领域 老龄化、流行病与生物统计学、全球健康、健康项目评估、健 公共卫生硕士学生从核心领域中选择一个方向
康经济学与经济评估等 9 个领域
进行选修课的学习

利物浦大学

必修课

流行病学、生物统计学、公共卫生基础、公共卫生定性研究、
公共卫生优先领域规划、公共卫生领导与管理

选修课

与所选的领域有关

必修课

流行病与统计学，健康与社会，健康促进，定性研究，健康政
策、治理和经济，健康不平等

选修课

流行病和统计学、健康保护、基于政治的公共卫生

核心领域 疾病预防与控制、卫生事业管理、健康管理与促进、妇幼保 课程在院校之间存在差异，与各院校对 MPH 学
生培养目标有关
健与人口健康、食品安全、环境与职业卫生等

中国院校

必修课

政治、英语、流行病学、统计学、公共卫生方法学、卫生事业
管理等

选修课

食品安全、卫生经济学、卫生事业管理、环境与健康等

表4

国内外院校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实践教学比较
实习

院校名称

实习时长
MPH-45 学生实习
时长≥120 h；
MPH-65 学生实习
时长≥300 h

地点/导师安排

考核方式

顶点项目（论文）

实行双导师制，学生自己寻找
或是学校老师推荐实习场所

需要 2 种不同的方式来展示实习获得
的能力，可通过书写项目报告、口头陈
述、论文、课堂参与等形式进行评估

完成自我评估、书面作业、演示
文稿等，并通过老师的评估

约翰·霍普金 ≥100 h
斯大学

实行双导师制，学生自己寻找
实习场所

中期评估和最后评估

完成指定课程的学习和项目论
文以及有关项目的口头陈述

≥420 h

实行双导师制，学生自己寻找
或是学校老师推荐实习场所

在实习中期和最后进行自我评估，并
进行实习经历评估

完成实习论文、视频、进行海报
陈述和口头陈述

哈佛大学

圭尔夫大学
墨尔本大学

利物浦大学
中国院校

（1）从研究项目、专业实践或实践选修课选择一项进行学习；
（2）学习时长为 340 h；
（3）考核方式：公共卫生硕士学生需提交研究项目进展报告、口头陈述和书面研究报告
-

3~6 个月不等，一
般为 6 个月

-

实行双导师制，由学院安排去
指定的公共卫生机构（CDC、社
区医院、卫生行政部门等）

-

完成论文

撰写一份实践报告

书写论文并通过答辩

注：-：在线未检索到利物浦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实践教学介绍；墨尔本大学采用不同形式，故未按表中分类进行逐点介绍

实际问题的能力。

6. 毕业要求：国内外 MPH 专业学位研究生申

请学位前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的全部内容，课程学

习 修 满 规 定 的 学 分 ，完 成 实 习 和（或）顶 点 项 目
（论文）。

国外 5 所院校中，利物浦大学只要求学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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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学习和撰写论文，而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

型公共卫生人才。在我国，攻读公共卫生博士学位

金斯大学还要求学生的课程平均绩点要达到规定

的研究生多为科学学位的硕士研究生，此类学生也

的要求。

国内 9 所院校的学生除完成培养方案全部内

容外，还需在公开期刊以第一作者、培养院校为第
一单位至少发表 1 篇文章。

7. 就业去向：从国内外院校 MPH 研究生毕业

数据来看，MPH 研究生毕业去向分布基本相同，都

偏向于选择医疗机构、政府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

以及企业就业。不同的是，国内院校 MPH 学生更

多选择医疗卫生机构就业。

2017-2019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 MPH

学生毕业数据中前 3 位就业单位为

［14］

构成了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业人员的主体，而 MPH

研究生多是毕业后直接到公共卫生机构、医疗机构
或公司就业。

国内院校 MPH 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与国外的主

流学校相差较大，体现在：

（1）能力培养：国外院校以公共卫生机构发布

的核心能力模型为导向培养 MPH 学生毕业应具备

的能力。国内发布的培养方案没有明确 MPH 学生

应具备的能力，未体现以能力为核心来培养 MPH

学生，也未体现出专业学位与科学学位的差别。

：医疗机构

（2）入学要求：国外院校要求申请者拥有本科

（24.0%）、大 学 和 研 究 机 构（21.0%）、政 府 部 门

学位并有健康相关的工作经历，对专业背景没有限

（14.0%）；而 2018 年哈佛大学公布的 MPH 学生就
业单位居前 3 位分别为：医疗机构（49.3%）、大学和
研究机构（20.7%）、政府部门（7.9%）和非营利组织

制。国内院校要求申请者一般要具有医学背景的
本科毕业生，无工作经历的要求。
（3）学习方式及年限：国内外院校均有全日制

（7.9%）。除以上就业单位外，这 2 所大学还有少部

和非全日制的学习方式。国外院校全日制一般是

物 科 技 或 药 企 等 单 位 就 业 。 国 内 学 者 对 2013-

较长，几乎所有的院校的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习年

分 MPH 研究生选择去咨询公司、营利组织机构、生

2018 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生毕业去向分

，MPH 研究生毕业去向为医疗卫生机构

［15］

析发现

（71.9%）、企业（16.5%）、大学和研究机构（6.8%）以
及政府部门（4.8%）。相较于我国复旦大学 MPH 毕

业生的就业去向，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
大学 MPH 毕业生就业去向分布更为均衡。除了选
择医疗机构就业外，这 2 所院校 MPH 学生大多选择

去大学和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就业，而在我国复旦

大学的毕业数据中仅有 10% 左右的 MPH 学生选择。
造成中外 MPH 毕业生就业去向差异的一个可

1 年左右，非全日制 2 年左右。国内院校学习年限

限都为 3 年。

（4）课程设置：国外院校大多都设有核心领域，

对不同领域的学生背景、课程内容和要求有不同要
求，课程内容偏重培养学生的领导和管理能力。国
内院校不同方向的学生课程体系基本一致，没有体
现 出 差 异 ，课 程 设 计 方 面 偏 重 培 养 学 生 的 科 研
能力。
（5）专业实践：国外院校非常重视专业实践，学
生可自己寻找实习场所，实践中期和结束时均有考
核，且考核方式多样。国内院校学生则是到指定的

能原因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发展状

机构接受轮转式实习，考核以自评和科室评价为

况存在较大差异。首先，欧洲地区、澳大利亚、加拿

主，更重视科研能力的培养。

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更多强调通过卫生政策实施

（6）毕业要求：国内外院校 MPH 专业学位研究

以及健康教育传播来引导群众、促进人群健康，而

生申请学位前均需完成培养方案的全部内容。不

我国则是更为注重疾病和环境卫生的防控，将公共

同的是，几乎所有的国内院校都要求学生毕业前在

［16-17］

卫生工作更多局限于医学和卫生健康部门

。

其次，此差异可能跟国内外 MPH 研究生的学制和

定位有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 MPH
研究生的主体是一年制课程硕士，其主要目的是为
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传授公共卫生的基本理
论和技能，为学生未来在公共卫生领域从事高层次
工作（如公共卫生研究和管理）打下基础。而我国

的 MPH 研究生最少都要 2 年才能完成毕业，国家设

立 MPH 项目的核心是为国家培养层次较高的应用

公开期刊至少发表 1 篇文章。

（7）就业情况：相对而言，发达国家 MPH 研究

生毕业去向更为多样化，而国内 MPH 毕业生主要

选择在医疗卫生机构就业。

综合来看，我国 MPH 培养与发达国家培养相

差较大。为推动我国 MPH 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本

研究建议从以下方面做出改变：

（1）我国教育机构应尽快制定核心能力模型，

对 MPH 学生应掌握的专业能力做出明确规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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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院校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依据。
（2）放宽入学的专业要求，鼓励不同专业背景
的学生申请。

[5]

制压缩至 2 年。

[6]

（3）缩短培养年限，全日制压缩至 1 年，非全日
（4）改进课程体系。公共必修课可分模块设

置，增加方法及应用类的课程。选修课分领域开
设，增加选修课的种类，适当增加交叉学科领域的
课程。

[7]

（5）改革实践能力的培养方案，增加不同类型
的实习机构和实习项目，实习评估可由基地导师和
院校导师共同考核。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实践报
告，可考虑论文、项目报告、视频、口头陈述等多种
形式。
（6）改进毕业评价标准。不同于科学学位研究

生的培养目标，MPH 研究生的培养重点应该更强

[8]

[9]

[10]

调独立采用科学方法解决实际公共卫生问题的能

力，而不是科研创新能力。本研究认为，对于 MPH

[11]

发表 1 篇学术论文”的要求改为“围绕一个具体公

[12]

这样的应用型硕士，培养单位可考虑将“要求毕业

共卫生问题，独立设计和完成一个项目，撰写报告，
汇报研究结果”。

（7）开设就业培训课程，帮助 MPH 毕业生树立

更宽泛的就业观，促使学生将所学的专业知识与相
关职业结合。
利益冲突

[2]

[3]

[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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