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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毕业生认识评价的
某医科大学卫管专业课程改革分析
胡思远袁胡 月袁顾加栋

渊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要院

研究其对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课程
以某医科大学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毕业生为对象，

设置的评价，
以及其在实践中对课程知识的需求。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调查卫生事业管理、

课时数和授课时段的评价情况等。共完成有效
卫生法学和医院管理专业毕业生对课程的重要性、
问卷 圆园愿 份。运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对分析结果采用描述性分析及卡方检验。

课程设置总体满意度

较高，
同时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高等数学课程重要性被夸大，课时数过多；
医学课程重要性评价高，
但是课时数安排偏多，
工具学科课时数不足，
实习时间安排需要自主化等。

继续优化医学课

程结构，
根据社会需要增加工具学科课时，
在实践环节中给予学生更多自主选择。
关键词院毕业生曰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曰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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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目标袁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的途径遥

程袁培养具备坚实的管理理论基础尧医学基础知识与

一尧 资料与方法

技能袁能在医疗尧卫生行政等机构从事管理尧教学尧科
研工作的复合型卫生事业管理人才 咱员暂遥 目前袁各高校

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培养广泛开展遥 在卫生事业管理
专业开办的二十余年间袁五十余家卫生事业管理人
才培养机构形成了以本科为主的专本科尧硕博士研
究生不同学历层次的教育体系袁其中仅本科教育院
校就有三十余所 咱圆暂遥 在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袁如何提高毕业生的专业素质
和能力也得到了广泛重视遥改进课程设置上的不足袁
加强课程教育正是提高学生专业素质和能力的主要
途径 咱猿暂遥

本调查联系了某校全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毕业
学生袁最终联系到 圆园园猿耀圆园员猿 级的 圆源猿 名卫生事业
管理相关专业本科毕业生袁 并发放正式调查函袁有
圆园愿 名毕业生通过问卷星网站在线填写袁 有效回收

率 愿缘援缘怨豫遥 调查对象分布在江苏尧上海尧北京尧广州
和 国外袁男 怨愿 人渊源苑援员圆豫冤袁女 员员园 人 渊缘圆援愿愿豫冤袁在
校 攻 读 本 科 时 所 学 专 业 为 卫 生 管 理 的 有 员缘猿 人

渊苑猿援缘远豫 冤袁医 院 管 理 猿园 人 渊员源援源圆豫 冤袁卫 生 法 学 圆缘
人渊员圆援园圆豫冤遥

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遥 自行设计

考虑到毕业生经历了完整的课程教育袁并且有

调查问卷袁经学校专家论证并进行预调查袁在对问卷

一定的实践经历袁对课程设置有相对客观全面的认

进行完善和修改后袁将问卷上传问卷星网站袁通过发

识袁本研究选取了某医科高等院校卫生事业管理相

送调查函的方式袁邀请毕业生填写袁从而广泛调查不

关专业 圆园愿 名毕业生调查 了其对所学课程的重要

同地域的毕业生遥数据通过问卷星网站录入后袁通过

一定的参考依据袁探索优化课程设置袁更好地完成培

毕业生进行实名访谈袁访谈内容包括院毕业生对课程

性尧课时尧授课时间的认识评价袁以对课程改革提供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统计和分析遥 利用网络即时通讯工具袁对

基金项目院南京医科大学野一二五冶教育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渊圆园员猿原园愿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猿原园怨原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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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和课程体系的评价袁所学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

问卷中给课程的重要性计分袁 认为课程重要的

作用袁毕业生对课程设置的建议遥 访谈结束后袁对访

计 猿 分袁一般计 圆 分袁不重要计 员 分袁进行排序袁课程
重要性前五位和最后五位如表 员 所示遥

谈记录进行归纳整理遥

排名前五的每门课程袁 其重要性皆大于排名后

二尧 结果与分析

五的课程袁经 孕藻葬则泽燥灶 卡方检验袁结果为 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

渊一冤课程重要性的评价

排序
员园
圆园
猿园
源园
缘园
猿圆
猿猿
猿源
猿缘
猿远

课程
应用文写作
卫生事业管理
管理学原理
卫生法学
医院管理学
会计学
审计学
人体机能学
生物医学导论
高等数学

说明排名前五的课程和排名后五的课程重要性评价
表员

课程重要性评价结果

重要渊灶冤

重要性得分越重要伊猿垣一般伊圆垣不重要伊员

员愿源
员愿圆
员苑怨
员苑愿
员苑怨
园愿员
园苑圆
园苑猿
园远愿
园缘圆

一般渊灶冤

不重要渊灶冤

园圆员
园圆员
园圆远
园圆远
园圆员
员员圆
员员远
员园缘
员园圆
园怨猿

重要性得分渊分冤

园猿
园缘
园猿
园源
园愿
员缘
圆园
猿园
猿愿
远猿

缘怨苑
缘怨猿
缘怨圆
缘怨园
缘愿苑
源愿圆
源远愿
源缘怨
源源远
源园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排名最末的高等数学和生物医

渊三冤授课时段恰当性的评价

学导 论重 要 性 经 卡 方检 验 袁 结 果 为 字 越愿苑援猿苑袁孕 越

对于医学基础课和公共基础课在大一尧大二进行

圆

园援园员猿袁说明高等数学和生物医学导论重要性之间存

学习袁毕业生普遍比较赞同袁而对大三第一学期学习的

学导论重要遥 其余课程之间经统计学分析袁差异不

医学基础课程对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学生来说袁 教学内

在统计学差异袁毕业生们认为高等数学没有生物医

临床疾病概要袁 则有 圆源 名毕业生认为授课时间偏晚袁

显著袁说明毕业生们认为其他课程的重要性之间不

容深奥难懂袁课时数多袁所以应当考虑在大二学年下学

存在统计学差异遥

期和临床基础一起学习渊参照康复等医学相关专业冤遥

渊二冤课时数量的评价

渊四冤实践课程的分析

调查显示袁毕业生们认为课时数适中性最高的

在课程设置中袁除了理论课程的教学袁实践教学

五门课程是卫生经济学尧卫生学尧卫生监督学尧健康

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遥毕业生对实践环节安排满

教育学和医学伦理学曰最低的五门课程从低到高依

意度为 猿源援员猿豫袁不满意度为 愿援远缘豫遥 说明毕业生对实

次为高等数学尧人体机能学尧人体疾病病原病理学尧
大学语文尧应用文写作遥

践安排总体评价尚可袁完全满意人数不多袁仍有需要
改进的地方遥实践课程主要包括实习和毕业论文的书

高等数学被 愿苑 名毕业生认为是课程数偏多的

写遥 对实习的评价主要从其对就业有无帮助和实习时

于全部的专业课袁也高于除数据库与管理信息系统尧

如表所示袁 认为实习对工作有帮助的毕业生达

课程袁排名第一遥 作为公共基础课程袁愿圆 个课时数高

间安排是否合理两个角度评价袁结果分别见表 圆尧猿遥

宏微观经济之外的专业基础课袁两个学期的教学日
程长于医学类专业和非生物工程的医学相关专业遥
在医学基础课程中袁人体机能学尧病原病理学基础尧
临床疾病概要尧生物医学导论尧人体结构学这五门医
学课程排在毕业生认为课时数偏多课程中的第二至
六位袁表明作为医学特色管理专业学生袁毕业生在充

对就业
的帮助
大
一般
小

分认识到医学课程重要性的同时袁普遍存在对其课
时数偏多的质疑遥
对应用文写作尧卫生法学尧西方管理史尧大学语
文和行政管理课程袁毕业生认为安排的课时数较少袁
希望增加课时遥

评价
合理
一般
不合理

表 圆 实习对工作的帮助

毕业生专业
卫生管理 卫生法学 医院管理
远怨渊源缘援员冤
缘远渊猿远援远冤
圆愿渊员猿援猿冤
表猿

愿渊猿圆援园冤
怨渊猿远援园冤
愿渊猿圆援园冤

员猿渊源猿援猿冤
员猿渊源猿援猿冤
园源渊员猿援源冤

咱灶渊豫冤暂
合计
怨园渊源猿援猿冤
苑愿渊猿苑援缘冤
源园渊员怨援圆冤

实习时间安排的合理性
人数
员员圆
园苑缘
园圆员

构成比渊豫冤
缘猿援愿缘
猿远援园远
员园援员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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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愿园援苑苑豫袁 认为实习时间安排合理的毕业生达到

赞同实习对工作有作用袁而仅 缘园豫的毕业生认为实

评价进行卡方分析袁孕 越 园援源员袁差异无统计意义遥 而

要所造成的个性化差异遥 目前统一安排的实习时间

对实习时间安排袁访谈中得知袁一部分实习生因为考

给学生自主选择的机会较少袁 对于已经找好实习单

研等原因袁希望延迟实习袁从 圆园园怨 级开始袁已经开始

位袁可以抓住就业机会的毕业生不太有利袁同时考研

考虑到这种情况将实习时间延后袁也有极少数实习

毕业生延后实习的意愿也很强烈袁 可以考虑在保证

生认为袁 上海等地区的招聘在 员圆 月份左右就结束

实习点质量和实习时长的前提下袁 给予学生自主调

三尧 对课程设置问题的讨论

四尧 课程改革的建议

缘猿援愿缘豫遥 对不同专业方向毕业生的实践课程重要性

了袁所以希望实习时间提前遥

习时间安排合理遥 这主要是由于学生的个人发展需

整实习开始时间的机会遥

渊一冤医学课程尧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课时的比

渊一冤完善课程体系袁明确课程关系
目前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课程由几块构成院工

重问题
医学课程是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区分其他管理专

具性学科尧经济类学科尧管理类学科尧法律类学科以

业的特色和不同之处袁目前所占课时比重最多袁难度

及医学类学科等遥 根据专业需求和课程在课程体系

较大遥 目前袁本专业的医学课程尧专业基础课程和专

中的地位袁 研究认为可以对课程之间的关系做如下

业课程课时比为 源颐愿颐缘遥 虽然毕业生对医学课的重要

调整遥

法学课程课时数尚显不足袁该课程重点介绍了叶执业

结构

性认识较高袁但普遍认为医学课时数偏多遥 而卫生

员援 整合医学课程袁根据专业需求优化医学知识

医师法曳尧叶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曳尧举证责任和知情同

对于卫管专业人员袁 医学知识是特色和专业工

意权袁而对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曳尧叶医疗器械监督管

作的需要袁但是作为管理学学位的学生袁对医学知识

理条例曳等法律介绍较少遥

的掌握无须做到和临床医学的学生相同的程度袁而

渊二冤过分看重个别学科袁对工具学科重要性认
识不足
工具性学科包括信息检索尧数据分析和软件应

应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和了解袁达到野懂医不行医冶的
程度 咱源暂遥 目前人体结构学尧人体机能学尧人体疾病学
基础尧临床医学基础尧临床疾病概要等课程袁已经针

用尧数据库与管理信息系统尧流行病学和统计学等遥

对医学相关专业的特点袁 对医学知识进行了有机整

这些学科是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的重要技能袁同

合 咱缘暂遥 但是袁医学相关专业也有其各自特点袁针对卫

时也是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遥

生事业管理专业袁尚无个性化的医学课程整合方案遥

在课时数评价中袁有 源员 名毕业生认为数据分析

对于本专业毕业生袁临床课程在保持广度尧降低深度

与软件应用课时偏少袁猿源 名毕业生认为信息检索课

的同时袁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理解诊疗思维和过程袁

程偏少袁有 员源园 名毕业生认为数据分析与软件应用

夯实医学基础知识袁 以应对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医疗

课程重要袁 仅 员员 名毕业生认为不重要袁员猿苑 名毕业

纠纷和临床路径设置等问题遥

重要遥 值得说明的是袁以上工具学科中认为其课程

程的课时

生认为信息检索课程重要袁仅 员猿 名毕业生认为其不
不重要人数最多的也仅 员猿 名毕业生曰而高等数学则

圆援 完善课程体系袁合理分配医学课程和管理课
课程的课时数应按照其在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

有 愿苑 名毕业生认为偏多袁在重要性评价中袁高等数

位来分配遥 根据何小菁等 咱远暂的研究袁从卫生事业管理

为其重要的人数在所有课程中最少袁认为其不重要

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的比例约为 猿颐源颐缘遥 在课时上

学也有 远猿 人认为其不重要袁仅 缘圆 人认为其重要袁认

专业本科培养目标来看袁专业核心课程中公共课尧专

的人数在所有课程中最多遥 所以袁对工具学科和以

给予管理类专业课充分的时间袁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

高等数学为代表的个别公共基础课的课程设置是有
失偏颇的遥
渊三冤实习时间安排缺乏自主化

管理素养袁培养管理思维和综合素质遥
猿援 根据形势变化袁增加新的课程适应就业需要

从今年起袁 江苏省卫生厅直属单位行政岗位考

对大多数实习生来说袁通过实习可以在专业对

试由人社厅和卫生厅分别组织卫管综合考试和行政

口度较高的岗位接受锻炼袁获得工作经验袁提高就业

能力考试袁转变为单独由人社厅组织行政能力考试遥

竞争力袁甚至部分实习单位在认可实习生能力后袁可

这项变动体现了对卫管岗位的需求正在发生变化遥

以直接与实习生签订劳动合同遥 愿园豫以上的毕业生

应该增加有助于卫管学生就业的课程袁 比如公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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