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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驗是我國公衛師制度創建時的重要參考。故本

文特別就美國公衛師之歷史背景與發展、考試資格與

內容、就業情形與薪資等進行簡短介紹，希望能給國

內讀者一些比較經驗上的參考。

American experience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aiwan’s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exam-taking 
eligibility and exam content, career development, and 
salary of the American certified public health (CPH) fo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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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to readers in Taiwan.

壹、序言

論起我國公衛師制度的創建過程1，不可諱言地，有許多

部分是透過參考以美國為首的其他先行國家，來獲得寶貴的

經驗與參考而有的設計2。故以下本文，特別就美國公衛師考

試，也就是被稱為「公共衛生專業認證」（Certified Public 

Health, CPH）3之歷史背景與發展、考試資格與內容、就業情

形與薪資來進行介紹，希望能給國內讀者一些比較經驗上的參

考。

貳、歷史背景與發展沿革

與醫師、藥師、護理師等醫療專業人員不同，美國的公共

衛生專業人員也曾很長的一段時間欠缺證照、認證、註冊等專

業認可的機制，而僅是以公共衛生碩士學位（Master of Public 

Health, MPH）作為從業人員是否具有公共衛生專業的一種非

正式認證4。

1  關於我國公共衛生師的創建過程與發展，可參見臺大公衛所陳保中
教授在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的報告與資料：陳保中，公共衛生師推動
立法過程與未來展望的介紹，http://dph.ntu.edu.tw/uploads/root/
PHProfessional.pdf（瀏覽日期：2021年4月30日）

2  同前註，17頁以下。
3  參見美國公衛專業認證官方網頁：https://www.nbphe.org/。
4  Allison Foster, Certified in Public Health Program: Credentialing 

Public Health Leaders, 2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GOVERNANCE 26-34(2016)；這中間也有一部分美國公衛學者們認為，
以MPH作為公共衛生專業上的非正式認證足以，並不需要多此一舉的
發展CPH這一套可能也有盈利目的之制度。參見本文作者與美國奧瑞
岡州立大學公衛學院紀駿輝教授（Dr. Chunhuei Chi）的電子郵件討論
紀錄，作者也在此特別感謝紀教授對於美國公衛教育歷史與發展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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