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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内容提要  

药学、药物科学和药学教育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变革。药剂师作为医疗服务的

提供者和科学工作者的新角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重视。全世界的药剂师为众多医疗团

队提供药品专业知识，以及开具处方，为其他医疗工作者提供重要的药品信息，包括药品的

益处，风险，潜在的不良反应。治疗传染病（如疟疾、肺结核和艾滋病）和慢病（如糖尿病、

高血压和癌症）药物的复杂性是空前的巨大。  

  

一个基于需求的实现更好健康成果的教育方法  

国际药学联合会(  FIP)  倡导坚持使用一种基于需求的教育方法，侧重于将药学教育和民

众和国家的健康需求连接起来。国际药学联合会教育方案(FIPEd)敦促所有成员国通过与所有

利益相关者进行仔细客观的对话来研究此议题。  

国际药学联合会教育方案开发团队的“基于需求的教育”模式提出，药学教育必须是基

于实地、对社会负责、全球合作以及有质量保证的，这样才能满足群体的健康需求。  

国际药学联合会已经建立和采用了一个可行的质量保证框架来支持这个方案。此外，“国

际药学联合会国际竞争力框架”(GbCF  v1)  已被一些国家采纳和借鉴，用来了解具体国家对

药学工作人员早期职业生涯规划和职前教育的需求。  

  

责任和教育  

医疗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多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药学界也不例外。高质量的药

学教育系统和它的提供有利于所有的民众和国家医疗重点方面。民众会期待高等教育机构是

对社会负责的，以及药学教育的提供有有效的质量保证系统，这个系统以明确的职业技能为

基础，与医疗需求相联系。发达国家政府正号召药学教育在医疗优化和药物公共健康中占主

导地位。  

这意味着药学教育要为治疗结果负责，还要为职业教育课程的发展负责，这些课程使药

学专业学生为未来将会出现的个体化医疗，信息系统和病人护理团队做好准备。同时发展中

国家正在寻求以病人为中心的课程和集中于公共健康的药学服务的相关支持来应对各国不

断改变的医疗环境，并且为了实现基本药物保障。  

  

对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的挑战  

每个国家提供药学服务的能力取决于是否有一批有能力的，能适应环境的从业人员，此

外，相应地，是否有一批综合的学术研究者来培训和协助大量初级药剂师和其他人员，在药

剂师初级和高级阶段起到支持作用  

然而，此份报告揭示了药学教育在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上，国家之间和世界卫生组织所

划分的区域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一般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的国家往往有较低的教育水平和较少的药剂师。这些国家需要保证教育水平和职前教育和培

训相联系，并作出持续的努力，以此来满足民众对药学服务的需求。  

药学学生和初级药剂师也在药学教育的发展和转型上有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的学习经

验是改进医疗服务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全球依然缺乏大量的药剂师和学术研究者以及注

重实践的主管人员。高校和政府应该出台一些新的吸引人才的方法。  



对于开发更好的继续教育方案和适应现有药学工作者的药剂师发展模式，各国需要寻找

一个重点。更好的培训将会产出更优质的服务，培训应当包括对相关人员和助理的培训和管

理，但是这一点依然是政策上的疏漏。  

对药学教育和其重要的影响因素的理解对于规划医疗人力资源和实现人人都能获得药

品和享受药品服务至关重要。与主要合作伙伴（包括政府和国家、国际药学组织）的合作，

对持续应对面临药学教育的挑战相当重要。  

  

     



  

  

  

  

第七部分  总结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药剂师的职责已经从药品导向变成了病人导向。一个职业教育和培

训组织对于医疗工作者改善治疗效果，改进病人的生活质量，帮助民众保持健康，以及促进

科学和医学进步起着关键作用。现今的药学职前教育和培训对从业人员满足各国不断复杂化

的医疗需求都是相当重要的。  

此次《2013 年世界药学联合会教育报告》呈现了当前世界 109 个国家与地区的药学教

育和工作人员的现状，涵盖了大约 175000名药学学生和 2500所药学院校。  

2013 年世界药学联合会教育方案的《全球药学教育调查》的数据表明，药学教育在教

学水平和基础设施上，国家之间和世界卫生组织所划分的区域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差距

一般与该国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往往有较低的教育水平

和较少的药剂师。此外，非洲国家往往有较低的教育水平和药剂师培养渠道。这对未来人人

能平等享受医疗服务提出了一些指向。各国需要保证教育水平和职前教育和培训相联系，并

作出持续的努力，以此来满足民众对药学服务的需求  

世界药学联合会教育方案(FIPEd)  在 2011年由世界药学联合会成立，目的使药学和药学

学科教育领域的健康促进团体和领导者联合起来。世界药学联合会教育方案致力于促进药学，

药物科学和药学教育方面的变革，使药学工作者能满足目前和未来世界的医疗需求。  

促进药学教育是方案的一部分，世界药学联合会教育方案已经建立了“国际药学联合会

国际竞争力框架”(GbCF  v1)  ，它包含了一系列的竞争力素质。它可作为初级阶段的指导，

不只是供单一阶段也可供高级阶段参考，然而这并不表示存在一个全世界通用的课程模式。  

报告中的 14个案例分析（见第 5部分）展现了全球药学教育正在发生的变革。特别是

向以患者为中心的转变、以团队为基础的、关注临床的转变，以及课程加入面向患者实践的

内容。但是依然缺乏药学学术研究者和临床药剂师。高校和政府应该出台一些新的吸引人才

的方法。对药学教育和其重要的影响因素的理解对于规划医疗人力资源和实现人人都能获得

药品和享受药品服务至关重要。与主要合作伙伴（包括政府和国家、国际药学组织）的合作，

对持续应对面临药学教育的挑战相当重要。  

世界药学联合会教育方案(FIPEd)致力于促进世界对教育的深入理解，并希望读者们不仅

是阅读此份报告，而且参与其中，通过世界药学联合会教育方案的平台和社区共享解决教育

问题的经验和策略。国际药学联合会教育方案开发团队的目标是基于需求改进药学教育的课

程设计和支持工具。这些将包括职前和上岗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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