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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9/2021_2022_2006-2010_E

5_c23_169017.htm 为方便查阅，对列入《大纲》的课程进行了

编码。编码的体例采用字母加数字的形式。字母采用汉语拼

音的三个大写字母，G、Y、Z。其中G代表共用课程；Y代表

药学类特有课程 ；Z代表中药学类特有课程。数字采用二组3

位数字，第一位是课程性质的代码，分别用1、2、3、4表示

。其中1代表专业基础课，2代表专业课，3代表拓展课，4代

表研讨课。后两位是课程的流水号。从01、02、03⋯⋯直到

最后一门课。执业药师继续教育课程体系见表1；执业药师（

药学类）课程目录见表2；执业药师（中药学类）课程目录见

表3；执业药师（药学类、中药学类）共用课程见表4；执业

药师（药学类、中药学类） 研讨课见表5。表1： 执业药师继

续教育课程体系 一、药学类 门数 课程名称 1．专业基础课 3

1.生理学2.医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3.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

．专业课 6 1．体内药物分析2.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3．药

物治疗学4．临床药理学5.临床医学概论6.药源性疾病与防治 3

．拓展课 6 1.药物流行病学2.诊断学基础3.药物信息检索4.医

药伦理学5.心理健康学6.沟通技巧 4．研讨课 5 1．药事管理

学2.药理学3.药物分析4.药剂学5.药物化学 二、中药学类1．专

业基础课 4 1．生理学2.医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3.中医学基础 4.

药理学2．专业课 6 1.方剂学2.中药治疗学3.中药药理学4.中药

不良反应及药源性疾病概论5.中药商品学6.中药分析3．拓展

课 5 1.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2.药物信息检索3.医药伦理

学4.心理健康学5.沟通技巧4．研讨课 5 1.药事管理学2.中药



学3.中药药剂学（含中药炮制）4.中药鉴定学5.中药化学表2：

执业药师（药学类）课程目录编码 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页码G－1－01 药学类 专业基础课 生理学 11来源

：www.examda.comG－1－02 药学类 专业基础课 医学微生物

学和免疫学 12Y－1－03 药学类 专业基础课 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 23Y－2－04 药学类 专业课 体内药物分析 24G－2－05 

药学类 专业课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 14Y－2－06 药学类 

专业课 药物治疗学 25Y－2－07 药学类 专业课 临床药理学 26

来源：www.examda.comY－2－08 药学类 专业课 临床医学概

论 27Y－2－09 药学类 专业课 药源性疾病与防治 30Y－3－10 

药学类 拓展课 药物流行病学 31Y－3－11 药学类 拓展课 诊断

学基础 33来源：www.examda.comG－3－12 药学类 拓展课 药

物信息检索 16G－3－13 药学类 拓展课 医药伦理学 17G－3

－14 药学类 拓展课 心理健康学 18G－3－15 药学类 拓展课 沟

通技巧 20G－4－16 药学类 研讨课 药事管理学 47Y－4－17 药

学类 研讨课 药理学 47Y－4－18 药学类 研讨课 药物分析 47Y

－4－19 药学类 研讨课 药剂学 48来源：www.examda.comY－4

－20 药学类 研讨课 药物化学 48表3： 执业药师（中药学类）

课程目录 编码 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页码G－1－01 中药学

类 专业基础课 生理学 11G－1－02 中药学类 专业基础课 医学

微生物学和免疫学 12Z－1－03 中药学类 专业基础课 中医学

基础 35Z－1－04 中药学类 专业基础课 药理学 36Z－2－05 中

药学类 专业课 方剂学 37Z－2－06 中药学类 专业课 中药不良

反应及药源性疾病概论 39Z－2－07 中药学类 专业课 中药药

理学 40Z－2－08 中药学类 专业课 中药治疗学 42Z－2－09 中

药学类 专业课 中药商品学 43Z－2－10 中药学类 专业课 中药



分析 45来源：www.examda.comG－3－11 中药学类 拓展课 生

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 14G－3－12 中药学类 拓展课 药物信

息检索 16G－3－13 中药学类 拓展课 医药伦理学 17G－3－14 

中药学类 拓展课 心理健康学 18G－3－15 中药学类 拓展课 沟

通技巧 20G－4－16 中药学类 研讨课 药事管理学 47 Z－4－17 

中药学类 研讨课 中药学 48来源：www.examda.comZ－4－18 

中药学类 研讨课 中药药剂学（含中药炮制） 49Z－4－19 中

药学类 研讨课 中药鉴定学 49Z－4－20 中药学类 研讨课 中药

化学 49 表4： 执业药师（药学类、中药学类）共用课程编号 

课程编码：药学/中药学 课程名称 页码1 G－1－01 生理学 112

G－1－02 医学微生物和免疫学 123 G－2－05/G－3－11 生物

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 144 G－3－12 药物信息检索 165 G－3

－13 医药伦理学 176 G－3－14 心理健康学 187 G－3－15 沟通

技巧 20来源：www.examda.com8 G－4－16 药事管理学（研讨

课） 47表5： 执业药师（药学类、中药学类）研讨课程编码 

类别 课程名称 页码G-4-16 共用课 药事管理学（共用课）

47Y-4-17 药学类 药理学 47Y-4-18 药学类 药物分析 47Y-4-19 药

学类 药剂学 48来源：www.examda.comY-4-20 药学类 药物化

学 48Z-4-17 中药学类 中药学 48Z-4-18 中药学类 中药药剂学（

含中药炮制） 49Z-4-19 中药学类 中药鉴定学 49Z-4-20 中药学

类 中药化学 49（五）教学大纲 执业药师（药学类、中药学类

）共用课程教学大纲内容见附件1；执业药师（药学类）课程

教学大纲内容见附件2；执业药师（中药学类）课程教学大纲

内容见附件3；执业药师（药学类、中药学类）研讨课专题见

附件4。 四、有关要求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应认真做好本地区执业药师队伍的现状调研，



摸清执业药师队伍的专业、学历层次、专业技术职务及培训

需求等有关情况，科学地指导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施教机构开

展执业药师继续教育，规范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应加强

对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施教机构的指导与评估检查，使其不断

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二）“十一五”期间不再

遴选、确认和公布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年度必修内容和选修内

容。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施教机构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大

纲》要求和本地区执业药师队伍现状及培训需求，自主确定

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年度必修内容、选修内容，科学设置执业

药师继续教育的培训课程，并将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年度计划

报送本辖区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在教学内容上应

注重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和针对性，跟踪药学、中药学

、生物学、医学学科发展的前沿。在教学方法上，鼓励执业

药师继续教育施教机构不断创新继续教育机制和形式，适应

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的需要。倡导采用现代、新颖、实用的教

学方法，如以问题为中心、计算机辅助教学、案例教学、情

景模拟教学等，在教学手段上，推广网络教育、远程教育、

电化教育，提高教学和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分层次、分类型

、分阶段地组织实施，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按需施教，不

断提升执业药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应根据国食药监人〔2003

〕298号文件中的《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学分授予细则》确定必

修、选修内容学分，经培训考核合格后，在《执业药师继续

教育登记证书》上确认与登记盖章。应严格考核程序，检验

学习效果，考核形式由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施教机构自主确定

。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施教机构应认真做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

效果评估，以评促改，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三）执业药师



应根据自身知识结构和培训需求，对照《大纲》的基本要求

，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自主选择继续教育内容，完成

规定学分。应不断加强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学习，增强职业

道德伦理观念，不断提高药学服务水平。“十一五”末基本

达到正规高等药学（中药学）专业本科水平。 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将不定期地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实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附件1．执业药师（药学类、中药学类）共用课程教

学大纲 2．执业药师（药学类）课程教学大纲来源

：www.examda.com 3．执业药师（中药学类）课程教学大纲 4

．执业药师（药学类、中药学类）研讨课专题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