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简介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为直属山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国办院

校，办学特色鲜明、实力雄厚，是集技

师、高级技工、本专科学历教育和职

业技能鉴定为一体的全日制国家级

重点技术院校。建校三十多年来为全

国医药企事业单位培养各类人才

70000余人。

学院地处举世闻名的泰山脚下，

北临泉城济南，南接孔孟之乡曲阜。

学院秉承“明德厚能、敬业乐群”的职

教理念，将保障人类健康的医药与百

年大计教育相结合，遵循“就业才是

硬道理”的指导思想，精心施教，保证

每位莘莘学子能够学有所长、学以致

用、学有所成。

学院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

师70余人。共开设药品营销、制药工

程、生物工程、食品科学等四大类近

20个专业。

学院以改革创新、转型发展为主

题，锐意进取，建有山东省高技能人

才培训基地，山东省医药行业大学生

创业孵化基地，食品药品检测中心；

学院实行“一体化”教学，建有符合国

家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GMP实
训车间、中药博物馆、有国内知名的

标本馆、有以泰山为依托的药用植物

野外实习基地，与全国上百家知名医

药企业签署了实习就业协议，历年毕

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均均为100%。由

于办学成绩突出，学院先后荣获“全

国医药教育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

能人才培养基地”、“山东省医药行业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等荣誉称号，

在全国医药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多

次获得总分第一名。

办学优势
国家办学 学院为省政府批准

的全额拨款副厅级单位。学生毕业时

可以获得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验印的山东医药技师学院毕业

证书和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全国通

用。根据鲁发{2004}28号文件、鲁政发{
2003}83号文件和鲁老社办{2003}67号
文件精神，技师毕业生比照高等教育

本科毕业生各项待遇执行；高级技工

毕业生与大专学历人员同等对待。毕

业生足不出校即可找到理想单位，保

证毕业生满意就业、高薪就业。

100%就业 学院与国内上百家

医药企事业单位保持紧密联系，保证

100%就业；学生就业工作环境好，技

术性强，是蓝领中的白领。

技能+学历 学生在掌握工作所

需技能的同时，还可以根据需求分别

取得本科、专科学历，可以考取药师、

执业药师，为自主创业打下基础。

为朝阳行业输送高技能人才

不论金融危机、经济下滑、就业困难

等形势下，医药行业免受冲击，是永

远的朝阳行业！到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就读，特色鲜明、受益终生。

高质量教学 学院拥有高素质

的师资队伍和先进的教学设施，实行

“一体化”教学，学生在学院学习与将

来工作接轨，犹如身临其境，确保每

名学生学有所成。

山东省医药行业大学生创业孵

化示范基地 经过努力，学院被确定

为“山东省医药行业大学生创业孵化

示范基地”。基地为开放式、多功能的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为学院及周边

高校和社会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便

利条件。

省三星级科普教育基地 学院

中药文化博物馆被省科协、财政厅评

为“山东省三星级科普教育基地，并

被泰安市确定为泰山文化旅游基地

和中小学科普教育基地。

山东泰山食品药品检测中心

学院山东泰山食品药品检测中心

经过专家评审验收，获得山东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颁发的“资质认定计量认

证证书”以及“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

定证书”。中心已具备食品、药品45个
项目的法定条件和检验检测的能力。

国家政策支持 全部免除学费。

根据人社部发{2014}96号文件精神，高级

技工和预备技师毕业生，参加企事业

单位招聘、确定工资起点标准、职称评

定职位晋升等方面，按照全日制大专

学历，享受相应待遇政策。鲁政办字{

2013}126号文件精神，中职教育实行“双

证互通”，高等职业教育与技师教育合

作培养。山东省内可以考取国家基层

公务员。

实训设施
学院建有符合国家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的GMP实训车间，实训

条件国内一流，可以进行片剂、丸剂、

口服液、胶囊、栓剂、膏剂、颗粒剂等

的生产实训。

学院建有中药饮片生产车间及

中药炮制车间，能够全面培养学生中

药饮片的规范化生产和加工流程，为

今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

学院建有中西药模拟药房，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犹如在现实的工作场

景，达到与实际工作零距离接触。

学院建有国内著名的中药标本

馆，便于学生对各类药材进行对比，

区分药材的真假、伪劣，使学生在把

握药材质量上先行一步，在将来工作

中能得心应手。

学院建有大型物流实验室，药品

物流是近几年来医药行业的新兴事

物，人才极度匮乏，学院花费巨资建

设了物流实验室，能以最快的速度培

养出医药物流人才。

学院建有信息中心、语音室，能

够培养学生计算机的操作技能和外

语学习能力，为适应将来的工作打下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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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专业介绍
中药专业

中药专业以中药经营与管理为

主，兼顾西药经营与管理。我院在对

医药企业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加强专

业建设、课程建设，使学生所学知识、

技能与企业需求零距离对接，学生在

实习期间即可带薪顶岗实习，独挡一

面。本专业中药中医方面的课程占

60%，西药西医方面的课程占40%。

主要课程：中医基础、中药学、方

剂学、中成药、中药性状鉴别、中药显

微鉴别、中药调剂、药店销售、中药保

管与养护、中药市场营销、中药物流

配送、药品购销实务等。

就业去向：省内外重点企业从事

中药生产、经营、检验、制剂和管理等

方面的工作。

药品营销专业
药品营销专业以西药经营与管

理为主，兼顾中药经营与管理。我院

在对医药企业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加

强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使学生所学

知识、技能与企业需求零距离对接，

学生在实习期间即可带薪顶岗实习，

独挡一面。本专业西药西医方面的课

程占60%，中药中医方面的课程占

40%。

主要课程：医学基础、药物商品

学、药品保管与养护、药品购销实务、

药店销售、药品市场营销、药品物流

配送、经济核算、中医基础、中药的应

用、中药鉴别、中药调剂等。

就业去向：省内外医药行业大型

骨干企业、医疗机构、药品储备等单

位从事医药购销、养护、调剂、质量控

制及技术管理工作。多年来毕业生供

不应求。

中药制药专业
中药制药专业培养具备中药制

药专业的基础知识和高级技能，能够

熟练使用常见中药制药设备，从事各

种剂型的中药制备的高级技能人才。

主要课程：中药制剂技术、中药

炮制技术、药材商品鉴定技术、中药

制剂检验技术、GMP实施技术、中药

储存与养护等。

就业去向：省内外重点医药企业

从事中药制剂生产、中药质量检验等

工作。

药物制剂专业
药物制剂专业培养具备药物制

剂专业的基础知识和高级技能，能够

熟练使用各种药物制药设备，从事西

药各种机型生产的药物制剂的高级

技能人才。

主要课程：药物制剂技术、制剂

设备、制剂检测技术、GMP实施技

术、药品储存与养护、药店零售技术

等。

就业去向：能在省内外重点医药

企业从事生产、设备维护、制剂检验

等工作。

药物分析与检验专业
药物分析与检验专业培养具备

药品分析、药物检验专业基础知识

和高级技能，能够熟练使用药物分

析检验设备，从事各种药品、制剂质

量检查与控制工作的高级技能人

才。

主要课程：药物分析技术、药品

质量检测技术、现代仪器分析技术、

药物制剂技术、GMP实施技术、GSP
实施技术等。

就业去向：省内外重点医药生产

企业、药品检验机构从事药品分析和

药品质量控制相关的工作。

化学制药专业
化学制药专业培养有化学制药

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与实验技

能，具有较强的化学制药工艺生产设

计、操作和管理能力，具有原料药检

验能力，正确使用和维护一般化学制

药生产设备的能力，并能排除常见故

的专门应用性人才。

主要课程：药物合成单元反应、

化学制药工艺技术、制药设备、药物

化学、药物制剂技术、GMP实施技

术、医药企业生产管理等。

就业去向：在医药、农药、精细化

工和生物化工等行业从事相关工作。

生物制药专业
生物制药专业是国际和国内增

长最快的行业之一，21世纪是生物技

术的世纪，生物制药已成为中国高新

技术发展的重点。

主要课程：生物化学及生物化学

实验、分子生物学及分子生物学实

验、药理学及药理学实验、药剂学及

药剂学实验、生物技术制药、生物制

药工艺学、发酵工程、药品与生物制

品检验。

前景展望：生物技术药物已广

泛用于治疗癌症、艾滋病、贫血、发

育 不 良 、糖 尿 病 、心 力 衰 竭 、血 友

病、囊性纤维变性和一些罕见的遗

传疾病。现在许多大型制药公司面

临着大量专利即将过期、而同时产

品储备非常不足的情况，因而不得

不从生命科学公司中寻找新药。新

的药物发现技术使得寻找特殊疾病

药靶的途径变得越来越便捷、迅速

和精确。由此可见，我国生物医药产

业的发展亟需大量的医药高技能人

才。

中草药种植专业
中草药种植专业培养具备中草

药基本理论，中草药植物引种驯化、

栽培、加工、成分分析与质量评价的

基本知识和技能，从事中草药植物

引种栽培、育种，中草药销售与管

理，技术开发推广等方面工作的高

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课程设置：药用植物学、中草药

学、中草药栽培技术、中草药材贮藏

与加工技术、企业经营管理、中草药

专业基本技能训练、中草药栽培技

术技能训练、中草药病虫害防治技

术技能训练、中草药材贮藏与加工

技能训练、岗位就业综合实训等。

就业方向：可应职于中药材生

产、技术、管理、加工、销售、服务等职

业岗位群，也可应职于种植类的其它

岗位。

保健按摩专业
保健按摩专业培养能够从事养

生保健、推拿按摩的高素质技能型专

门人才。

主要课程：中医学基础、中药鉴

定技术、实用方剂与中成药、推拿治

疗技术、中医疾病防治学、临床疾病

概要、中医养生保健、中医学基础、中

医养生学、经络腧穴学、临床方剂应

用、推拿治疗技术、中医养生保健方

法与技能、养生医学概要、中医疾病

学等。

就业方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养生会所、医药

公司、化妆品美容公司等从事推拿

保健、健康养生指导、药膳食疗咨询

等工作，以及从事与中药相关的工

作。

报名电话：0538-8941886 8941888 8942266 8941897

学院网址：www.sdyyjsxy.com

学院地址：泰安市南高新技术开发区凤天路999号(乘火车
在泰山火车站、乘汽车在老汽车站乘坐28路公交车到山东医药
技师学院站即到；乘高铁、动车在泰安站可乘44路直达学院)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2015年招生专业

学院多次在全国医药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奖 学院承办全省医药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山东省科普教育基地

层次 招生对象 专业 学制 证书

预备技师
高中或同等
学历

中药、药品营销、中药制药、药
物制剂、化学制药、生物制药、
药物分析与检验、保健按摩

3年 预备技师

高级工 初中

中药、药品营销、中药制药、药
物制剂、化学制药、生物制药、
药物分析与检验、保健按摩、食
品加工与检验

4年 高级工

中级工 初中及以上 中草药种植 2年 中级工

说明：
1.所有专业全部免除学费。
2.国家助学金发放标准：在校一、二年级中草药种植专业的学生享受每生
每年1500元国家助学金。
3.在校期间符合报读预备技师条件后，可以升入预备技师班学习。
4.在校期间可以同时学习专科课程，取得专科学历，学费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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