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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教育·

国际康复相关专业硕士、博士培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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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理工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英国卡迪夫大学

康复相关专业非研究型硕士学位设置概况

在中国香港理工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英国卡迪夫大学、
英国阿斯顿大学等大学均有开设，见表 1。

康复专业理学硕士（MSc）及应用科学型硕士（MappSc）
表 1 中国香港理工大学、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英国卡迪夫大学康复相关专业非研究型硕士学位设置
中国香港理工大学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英国卡迪夫大学

学位种类

MSc：理学硕士

MSc：理学硕士
MappSc：
应用科学型硕士

MSc：理学硕士
PGDip：
研究生文凭课程

学制学时

脱产制和在职制
脱产制 12 个月；
在职制 30 个月

脱产制和在职制
脱产制 24 个月；在职制 48 个月

脱产制和在职制
脱产制 18 个月；在职制 48 个月

学费

研究方向

本地学生 90000 港币
非本地 100050 港币

1.物理治疗方向 21600 美元
2.作业治疗方向 33600 美元
3.康复咨询方向 16320 美元
4.联邦政府研究训练项目资助
（每 1.0EFTSL 本地生源）

1.神经康复物理治疗方向
2.发育障碍人士的康复方向
3.康复科学方向-手法物理治疗方向、职
业治疗学方向、运动物理治疗学方向

1.物理治疗硕士
2.作业治疗硕士
3.康复咨询方向（包括学位型）
4.应用科学型硕士（康复方向）

脱产制：
4950 英镑
在职制：
2475—2700 英镑
（英国及欧洲本地生源）

1.神经康复(MSc)
2.神经-肌肉骨骼疾病物理治疗(MSc/PGDip)
3.物理治疗(MSc)
4.运动物理治疗(MSc/PGDip)
5.作业治疗与健康(MSc)
6.作业治疗(MSc/PGDip)

注：EFTSL=完成专业的时间/课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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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学康复专业硕/博士课程及研究方向设置
香港理工大学开设有物理治疗理学硕士，其中具体分为

三个方向：神经康复物理治疗方向、发展障碍人士康复方向
和康复科学方向，其中第三个方向又细化为手法物理治疗方

样本大小的计算和定性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统计概念、数据
分析（包括使用统计软件包），统计结果的解释等，为进一步
不同方向的临床研究奠定基础。
项目学习相关课程主要在于通过证明分析和评价能力、

向、作业治疗学方向和运动物理治疗学方向。学制包括脱产

批判性地分析与项目有关的文献，培养学生在科学环境中提

制和在职制两种，学时分别是 12 个月和 30 个月，在此期间

出研究发现，问题式等教学法教会他们如何深入研究一个既

内，需要修满 2 项必修课程共 9 分：包括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

定的问题[2]；选修课可以从康复科学系针对其他专业理学硕

（3 分）以及项目学习（6 分），5 门核心课程（15 学分）
（见表 2）

士学位开设的课程，以及其他系开设的课程中选择。除此之

和 2 门选修课程（6 学分），总计学分 30 分。其中选修科目包

外，更提供申请者继续深入研究的机会，开设了脱产制和在

括：物理治疗中的针刺理论和实践、神经康复和新进展、神经

职制 PhD（博士学位）和 MPhil（哲学硕士学位），其中 6 大分支

心理康复、独立学习、疼痛处理的多维方法等。

研究方向细化为若干小的研究课题（见表 5），体现了康复专

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相关课程提供完成一个高质量的
研究提案和实施研究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主要包括研究

业在新阶段的研究趋势——多角度、多领域、多层次、多方法
交汇的康复医学[3—4]。

伦理学、计量问题、实验和非实验研究设计、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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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香港理工大学康复专业方向 MSc 核心课程

专业方向
神经康复
物理治疗

发展障碍人士的
康复

康复科学手法
物理治疗学

作业治疗学

运动物理治疗学

3

核心课程（15 学分）
神经解剖和神经生理高级课程
现代神经康复物理疗法
神经系统康复高级物理疗法 1、2
神经系统障碍诊断思路及预后评估
发展障碍人士社会心理康复
残障人士教育与康复的社会-政治环境
发展障碍人士感觉和运动介入
发展障碍人士康复新进展
发展障碍儿童相关事宜
游戏疗法理论和实践
职业康复
康复与专业健康咨询理论和实践
发展障碍人士个案处理
康复个案处理原则

生心理学、健康护理体系、老年人跌倒风险预防、国外的健康
科学系、本地区的健康科学系、健康科学交流、患者与从业者
交流问题、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选修课程研究的独立学
习；性保健相关课程——性保健的介绍，性、性别和性能力，
性健康中的交流技术，性能力与老龄化，疾病以及残疾状态
下的性能力。不同的部分则是侧重各自应用领域，具有相当
的针对性，不同境况下的物理疗法，以及作业疗法的选择尤
为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MappSc 培养隶属于临床与
康复科学系研究团队，该团队主要致力于关节炎与肌肉骨骼
疾病、胸部肿瘤、心肺疾患的物理治疗、神经康复、作业疗法
等几个领域，研究组所开展的相关研究方向十分具体（见表
3），申请人可以进一步申请该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由联邦
政府研究训练项目资助的研究课题分别由临床康复科学系
研究团队下属的关节炎与肌肉骨骼疾病研究组、胸部肿瘤研

肌肉骨骼疾病物理治疗诊断过程
肌肉骨骼系统损伤与修复
神经-肌肉骨骼系统疾病物理治疗诊断学
高级手法物理治疗原则和操作（上、下）
高级手法物理治疗操作 1、2

究组、心肺疾患物理治疗研究组、神经康复研究组和作业疗

神经-心理康复
职业康复
心理测量理论与实践
补充和替代疗法
康复与专业健康咨询理论和实践
高级作业疗法研究
神经康复新进展
神经疾病中手参与能力作业治疗管理
认知障碍老人临床管理
手功能康复高级作业疗法

首要的前提是需要掌握科学实验研究的一般原则，对于申请

肌肉骨骼疾病物理治疗诊断过程
肌肉骨骼系统损伤与修复
运动物理治疗实践与临床高级整合
运动物理治疗临床实践 1、2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康复专业方向硕/博士课程及研究方

向设置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开设有康复专业 MSc，包括物理治疗
方向、作业治疗方向、康复咨询方向（包涵学位型）和 MappSc
（康复方向）。学制同样包括脱产制和在职制，学时分别是 24
个月和 48 个月，需要修满 90 分核心课程以及 6 分选修课，康
复咨询方向则是 84 分核心课程以及 12 分选修课。物理治疗
和作业治疗方向的课程设置有 2/3 是相同的，包括：公共基础
类课程——临床研究统计学、临床推理学、临床教学和管理、
高质量研究方法、医学专业术语基础、循证医学、医学卫生专
业研究调查、特殊人群的调查研究。医学基础课程——运动
代谢和生理、人类运动学习和控制、肌肉骨骼系统临床解剖
学、人体力学、老化、生物学和健康，健康生物信息学基础及
840

体系。医学公共课程——发展医学环境中的网络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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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研究组承担，每个研究组成员有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需
要有不同领域研究背景的申请者，如生理学、工程学、计算机
科学、神经病学、心理学到生物力学，或是其他专业领域，但
康复专业领域研究型学历的申请者，只要之前你的研究经
历、研究方向与该研究团队涉及学科相关，都可以申请相关
PhD 或 MappSc。生物医学家和工程学家等主要研究集中在
如何采取专业技术干预疗效，康复研究者则是集中于从各自
领域验证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从目前研究现状到一些潜在
研究领域，从事超声、运动分析、医学文献系统分析、随机对
照试验等相关技术人员亦亟需纳入他们的研究团队。在资
费方面，除了学校设置的奖学金，还有很多兼职机会供申请
者选择。
4

英国卡迪夫大学康复方向专业硕/博士课程及研究方向

设置
英国卡迪夫大学以培养康复人才能够在各自领域内以
专业水平胜任工作为目的，无论从课程设置、知识结构、技能
培训以及远景规划均以该体系内国际组织的相关金标准作
为评价手段，因此对于各康复专业方向学位的设置，包括神
经康复(MSc)、神经-肌肉骨骼疾病物理治疗(MSc/PGDip)、物
理治疗(MSc)、运动物理治疗(MSc/PGDip)、作业治疗与健康
(MSc)、作业治疗(MSc/PGDip)。学制同样包括脱产制和在职
制，学时分别是 18 个月和 48 个月，需要修满 100—120 学分，
其中必修课程 30—40 学分，其余学分可以在通用科目、专业
科目和共享科目中选择。
各专业方向课程均包含健康和社会保健研究方法这一
必修课程，其余神经康复两个方向着重神经系统疾病康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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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康复专业方向硕士课程
物理治疗方向

作业治疗方向

视觉观点
神经系统物理治疗
肌肉骨骼系统物理治疗
物理治疗实践课
儿科物理治疗
老年物理治疗
特殊人群物理治疗
科学训练法
肌肉骨骼系统物理治疗
心血管系统物理治疗
专业科学训练法
神经及心血管系统物理治疗
物理疗法保健和社会化
终生化物理疗法

康复咨询方向

临床神经病学
社会心理学和认知策略
生物力学和感觉运动策略
心理健康介入措施
作业治疗实践评价
作业治疗评估和计划
家庭及社区环境中的作业疗法
学校及工作环境中的作业疗法
人-环境-作业疗法
作业治疗中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作业疗法理论与实践
作业疗法专业实践技术进展
社区背景下现场作业治疗法
作业疗法专业技术实施
作业治疗实践的评估
反馈与作业治疗实践
作业疗法学习与协调难题
健康、安全和康复中的作业疗法
专业选修课程概论

表4
物理治疗(MSc)
必修：
健康和社会保健研究方法
选修：
影像评价基础和放射影像报告
影像鉴阅：四肢、轴向、胸部
工作地点的学习与教学
健康和社会保健伦理学
组织、系统和功能评估
神经肌肉骨骼疾病诊断与治疗、训练理论、高级评估
与处理方法
肌肉骨骼疾病诊断与治疗
心肺物理治疗和病理生理学
人类运动和功能障碍相关神经科学
神经系统疾病康复理论基础
质量研究方法
临床运动机能学
高级临床训练
心肺物理治疗
运动和训练参与
运动能力与损伤科学
实验方法和数据分析
运动损伤的评估与处理
人类健康工程学
拓展专业范围训练

康复哲学
社会心理和医学康复应用
脑损伤康复
创伤后精神紧张性精神障碍康复
慢性疼痛和康复管理
康复角度看公众罪犯
酒精毒品滥用康复
职业发展和咨询
工伤和工人赔偿
康复法规观点
咨询应用和个案分析
客户评估和职业配置
专业实践
业余爱好康复管理
引导的康复咨询
精神病康复
康复咨询论文
专业实践

MappSc 康复方向
腰痛诊断、处理与预防
慢性踝关节功能障碍预测
踝关节扭伤者移动策略
腰痛问题新见解：
博士学习机遇
淋巴水肿的早期介入
接触运动的适应
视觉运动的本体感觉和振动诱发错觉
接触动作负效应的视觉影响
腰痛生活方式相关因素的调查研究：
决定患者与治疗师的正性联合因素
以及腰痛运动分析和肌肉募集足踝
评估与治疗
接触中的运动知觉：
运动诱导的皮肤
伸展和移位
提高下运动神经元表皮神经麻痹远期效果

英国卡迪夫大学康复方向专业硕士课程
运动物理治疗
(MSc/PGDip)
主干课程：
健康和社会保健研究方法
运动能力与损伤科学
运动损伤评估与处理

作业治疗(MSc/PGDip)/
作业治疗与健康(MSc)
必修：
健康和社会保健研究方法
作业治疗理论和哲学

选修：
神经系统疾病康复理论基础
质量研究方法
实验方法和数据分析
健康和社会保健伦理学
作业治疗科学
专业训练的健康促进
作业治疗的创造性和艺术
作业治疗行业专业训练
人类运动和功能障碍相关神经科学

关基础理论与临床。其中神经-肌肉骨骼疾病物理治疗

究方法，实验方法和数据分析，健康和社会保健伦理学、人类

(MSc/PGDip)的主干课程还包括：神经肌肉骨骼疾病诊断与

健康工程学、临床运动机能学，工作地点的学习与教学，高级

治疗、高级评估与处理方法、训练理论，高级临床训练，组织、

临床训练等选修科目。另外，康复边缘学科——健康和社会

系统和功能评估；神经康复方向包括：人类运动和功能障碍

保健伦理学、人类健康工程学、临床运动机能学也列入选修

相关神经科学，神经系统疾病康复理论基础。选修课程强调

课程中，着眼于神经康复交叉研究拓展。而工作地点学习与

科学研究方法基础课程 ，例如神经康复方向设置了质量研

教学、高级临床训练等实践课程也是课程重点组成部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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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中国香港理工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美国戴顿大学、
英国卡迪夫大学博士以及研究型硕士学位设置
香港理工大学

学位种类
学制
学时

学费

研究方向/课程

PhD：
博士学位
MPhil：
哲学硕士
脱产制和在职制
PhD:脱产制 36 个月；在职制 72
个月(学士学位者 48/96 个月)
MPhil:脱产制 24 个月，
在职制
48 个月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美国戴顿大学

PhD：
博士学位

DPT：
物理治疗博士

脱产制和在职制
PhD:脱产制 48 个月，
在职制
96 个月

脱产制
36 个月(3 学年)

英国卡迪夫大学
PhD：
博士学位
MPhil：
哲学硕士
脱产制和在职制
PhD:脱产制 36 个月
在职制 60 个月
MPhil：
脱产制 12 个月
在职制 24 个月

脱产制：
42100 港币（自费学 （本地生源）
（本地生源/学年）
生，
无奖学金、无基金资助，但 联邦政府研究训练项目资助 27912 美元
可以有部分系里的基金资助）
在职制：
21050 港币
*每延长注册 6 个月时间费
用-10525 港币
考试费用-PhD:1900 港币
MPhil:1500 港币

(英国及欧洲本地生源/学年)
PhD:13590 英镑
MPhil：
脱产制 3844 英镑
在职制 1922 英镑

1.中西医荟萃之康复医学：脑卒
中的神经基础、太极拳与老年
人的健康促进
2.运动医学，神经控制和康复：
平衡和步态异常的康复、脑卒
中后运动功能障碍的康复、神
经功能障碍人群的运动学习、
神经功能物理治疗、儿童运动
功能感觉-运动基础
3.肌肉骨骼疾病康复：烧伤和手
功能康复、回归工作环境的作
业治疗、肌肉骨骼疾病运动和
手法治疗、腰痛病人姿势和肌
肉控制、腰痛对于躯干肌肉疲
劳和激活的影响、工作相关肌
肉骨骼功能障碍和工效学
4.神经科学、神经可塑性和认知
康复：神经可塑性和功能重建
的神经生理基础、脊髓损伤再
建、精神病的心理疗法改善效
果的脑成像（结构和功能性磁
共振）研究、神经功能缺损人群
的信息处理、认知和神经康复、
创新认知康复—科学和实践
5.社会心理康复、健康和福利：
脑病人群社会心理学介入，家
庭看护者的文化信仰和福利、
家庭安全和信息交流技术，慢
性疾病和残疾的社会心理调节
6.运动医学和康复：肌肉骨骼系
统组织修复、运动疼痛、平衡和
稳定性、声学压力波对于运动
组织愈合的影响、运动中离心
肌肉的损伤：机制、适应性和临
床应用、肌肉疲劳机制：提高运
动能力的介入策略

1.康复疗效评估，急慢性情
况进展和预后:糖尿病神经
病变：足部并发症预防和处
理、肌肉骨骼系统急慢性损
伤康复、神经系统可变性和
康复、呼吸功能康复
2.促进和保持健康活力生活
方式：慢性呼吸疾患和早期
物理运动介入、糖尿病神经
病变患者无冲击抗阻训练效
果：
急性期和远期适应
3.健康保健服务评估和专业
训练进展：
作业理论和作业
科学、作业理论实践、作业理
论效果评估及进展

1.腰痛诊断、处理与预防
2.慢性踝关节功能障碍预测
3.踝关节扭伤者移动策略
4.腰痛问题新见解：
博士学
习机遇
5.淋巴水肿早期介入
6.氨基葡萄糖远期疗效
7.膝关节置换术后最大化康
复：
在新强度等级训练组和
普通训练组比较近期和远期
疗效的一个多中心临床随机
试验
8．视觉运动本体感觉和振
动诱发错觉
9．腰痛生活方式相关因素
的调查研究：
决定患者与治
疗师的正性联合因素以及腰
痛运动分析和肌肉募集
10.足踝评估与治疗
11.接触运动的适应
12.接触动作负效应的视觉
影响
13.接触中的运动知觉：
运动
诱导皮肤伸展和移位
14.提高下运动神经元表皮
神经麻痹远期效果
15.儿童神经和肌肉功能障
碍治疗

1.功能生理学：
病理生理学
简介、运动生理学
2.专业讨论：
健康保健、临床
实践、领导与管理、贸易与市
场、专业评估和进展
3.人体解剖学
4.神经科学
5.运动科学
6.药物治疗学
7.临床学：
组织损伤与修复、
医学诊断学简介、体感疗法、
增殖分化学、最新医学技术
8.临床轮转：
医学总论、神经
康复、骨科/运动医学、实践
和临床思路培养
9.临床病理学：
总论、神经病
学、骨科学、高级治疗学
10.临床技能实验室：
医学总
论、神经病学、骨科学、高级
疗法
11.临床问题讨论：
医学总
论、神经病学、骨科学、高级
疗法
12.现代临床实践选修:替代
疗法、运动员训练、工人康
复、手法治疗、手法淋巴回
流、神经病学、妇科保健
13.专业研究

治疗专业方向除与之前重复的辅助研究基础课程，以及

诊断治疗的物理治疗整体临床思维的培养。作业治疗同样

康复边缘学科，物理治疗和运动物理治疗方向的课程多集中

从专业理论、技能训练、创造性和艺术性等方面完善作业治

于物理治疗相关专业临床技能的培养，例如影像诊断，对于

疗整体思维，兼具研究价值与临床价值（见表 4）。同时，脱产

神经系统、肌肉骨骼系统、心肺系统从生理病理、康复评定到

制和在职制 PhD（博士学位）和 MPhil（哲学硕士学位）的 3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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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方向的研究课题（见表 5）不仅着眼于康复对于疾病的疗

系[5]，国际上对于康复相关专业高学历人才有较强需求[6]，康

效观察和评估，更强调在促进和保持健康生活方式以及卫生

复专项研究人才培养尚有待拓展规模[7]，跨学科应用和建立

保健服务领域的康复。

新理论模型的工作尚待开展[8]。纵观目前国际上有代表性的
大学对于康复专业硕士、博士的培养现状，其培养模式、教学

5

美国戴顿大学物理治疗博士专业课程设置

内容、研究方向，以及未来规划等均有系统而完备的定义。

美国戴顿大学 2005 年起所设立的物理治疗博士（DPT）

本文中所列培养经费均针对其本国人员，而对于国外申请

学位前身是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物理治疗硕士（MPT）学位，随

者，学费平均要达到所列数字的两倍。国内是否能根据自身

着物理治疗师培养计划转移到戴顿大学的校园，MPT 的培养

发展情况考虑增设适合国情的康复相关专业硕士、博士培养

同时升级到 DPT。他们倡导“学习、领导、服务”，在康复应用

计划，
尝试制度和模式的创新是值得更多思考的问题。

中强调专业决策，在问题解决中重视批判性临床思维，因此，
在 DPT 的培养过程中，除了夯实多相关专业基础知识，新角
度的专业临床课程，亦提供实践应用必要的知识、技能和行
为方式等十分丰富和宝贵的教育结构和经验；培养专业临床
思路和实践能力，广泛涉猎临床多交叉学科，更将专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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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教育·

康复治疗专业理疗学双语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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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治疗学双语教学意义重大。我校针对康复治疗专

双语教学的深入开展奠定基础。

业本科生进行理疗学双语教学实践，探讨康复治疗专业双语
教学的可行性，发现和总结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建立

1 对象与方法

可行的理疗学基础课程双语教学方案，为康复治疗专业课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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