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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资料来源资料来源资料来源

� PUMC PUMC PUMC PUMC 课程改革研究课程改革研究课程改革研究课程改革研究

� 2003200320032003年年年年12121212月对美国四所著名医学院月对美国四所著名医学院月对美国四所著名医学院月对美国四所著名医学院（（（（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哥伦比亚，，，，
哈佛哈佛哈佛哈佛, , , , 约翰约翰约翰约翰 霍普金斯霍普金斯霍普金斯霍普金斯, , , , 加州大学旧金山校区加州大学旧金山校区加州大学旧金山校区加州大学旧金山校区））））
的访问的访问的访问的访问。。。。

� 参加国内外医学教育会议参加国内外医学教育会议参加国内外医学教育会议参加国内外医学教育会议。。。。

� 参加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并承担参加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并承担参加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并承担参加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并承担
美国医学教育管理体制的研究子课题美国医学教育管理体制的研究子课题美国医学教育管理体制的研究子课题美国医学教育管理体制的研究子课题。。。。

� 这两年与美国大学校长这两年与美国大学校长这两年与美国大学校长这两年与美国大学校长，，，，医学院院长医学院院长医学院院长医学院院长，，，， 副院副院副院副院
长长长长，，，， 系主任系主任系主任系主任，，，，医院院长及有关教授医院院长及有关教授医院院长及有关教授医院院长及有关教授，，，， 教学行政教学行政教学行政教学行政
管理人员及医学生的交谈管理人员及医学生的交谈管理人员及医学生的交谈管理人员及医学生的交谈。。。。

� 互联网和平面文献互联网和平面文献互联网和平面文献互联网和平面文献。。。。



我想我想我想我想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 我印象中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趋势我印象中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趋势我印象中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趋势我印象中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趋势

� 课程改革的思路课程改革的思路课程改革的思路课程改革的思路

� 课程改革特点课程改革特点课程改革特点课程改革特点

� 教学意识教学意识教学意识教学意识

� 美国医学院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美国医学院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美国医学院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美国医学院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 医学院和教学医院的关系医学院和教学医院的关系医学院和教学医院的关系医学院和教学医院的关系



我印象中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趋势我印象中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趋势我印象中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趋势我印象中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趋势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 面对科学技术面对科学技术面对科学技术面对科学技术，，，，人口和临床人口和临床人口和临床人口和临床
实践的迅猛变化实践的迅猛变化实践的迅猛变化实践的迅猛变化，，，，

– 美国医学院校纷纷开始思索美国医学院校纷纷开始思索美国医学院校纷纷开始思索美国医学院校纷纷开始思索
和寻找医学教育的新模式来和寻找医学教育的新模式来和寻找医学教育的新模式来和寻找医学教育的新模式来
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新挑战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新挑战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新挑战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新挑战。。。。





我印象中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趋势我印象中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趋势我印象中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趋势我印象中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趋势

�� 生命科学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使医学教育生命科学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使医学教育生命科学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使医学教育生命科学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使医学教育生命科学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使医学教育生命科学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使医学教育生命科学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使医学教育生命科学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使医学教育

工作者认识到要预见科学的进展和医学工作者认识到要预见科学的进展和医学工作者认识到要预见科学的进展和医学工作者认识到要预见科学的进展和医学工作者认识到要预见科学的进展和医学工作者认识到要预见科学的进展和医学工作者认识到要预见科学的进展和医学工作者认识到要预见科学的进展和医学
的未来是不可能的的未来是不可能的的未来是不可能的的未来是不可能的。。。。的未来是不可能的的未来是不可能的的未来是不可能的的未来是不可能的。。。。

�� 知识爆炸和迅速老化是不可避免的知识爆炸和迅速老化是不可避免的知识爆炸和迅速老化是不可避免的知识爆炸和迅速老化是不可避免的。。。。知识爆炸和迅速老化是不可避免的知识爆炸和迅速老化是不可避免的知识爆炸和迅速老化是不可避免的知识爆炸和迅速老化是不可避免的。。。。

�� 在医学教育过程中获取知识和技能固然在医学教育过程中获取知识和技能固然在医学教育过程中获取知识和技能固然在医学教育过程中获取知识和技能固然在医学教育过程中获取知识和技能固然在医学教育过程中获取知识和技能固然在医学教育过程中获取知识和技能固然在医学教育过程中获取知识和技能固然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重要重要重要重要，，，， 对与知识和技能密切相关的科对与知识和技能密切相关的科对与知识和技能密切相关的科对与知识和技能密切相关的科对与知识和技能密切相关的科对与知识和技能密切相关的科对与知识和技能密切相关的科对与知识和技能密切相关的科
学学学学，，，，艺术艺术艺术艺术，，，，和伦理道德深刻理解也很重和伦理道德深刻理解也很重和伦理道德深刻理解也很重和伦理道德深刻理解也很重学学学学，，，，艺术艺术艺术艺术，，，，和伦理道德深刻理解也很重和伦理道德深刻理解也很重和伦理道德深刻理解也很重和伦理道德深刻理解也很重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我印象中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趋势我印象中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趋势我印象中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趋势我印象中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趋势

�促进积极主动和继续不断的学习促进积极主动和继续不断的学习促进积极主动和继续不断的学习促进积极主动和继续不断的学习，，，，

�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开展多学科开展多学科开展多学科开展多学科
整合整合整合整合，，，，以案例为基础的课程计划以案例为基础的课程计划以案例为基础的课程计划以案例为基础的课程计划，，，，

�大量使用最新医学教育技术大量使用最新医学教育技术大量使用最新医学教育技术大量使用最新医学教育技术，，，，

�培养培养培养培养“未分化的干细胞未分化的干细胞未分化的干细胞未分化的干细胞”型的医生型的医生型的医生型的医生。。。。



–医学教育的重点不应该是医学教育的重点不应该是医学教育的重点不应该是医学教育的重点不应该是
今天的知识今天的知识今天的知识今天的知识((((今天的科学概今天的科学概今天的科学概今天的科学概
念和事实念和事实念和事实念和事实))))，，，，而必须强调培而必须强调培而必须强调培而必须强调培
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寻求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寻求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寻求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寻求和使用信息的能力，，，，
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课程改革的思路课程改革的思路课程改革的思路课程改革的思路



– 随着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和蛋白质组随着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和蛋白质组随着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和蛋白质组随着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和蛋白质组
计划的展开计划的展开计划的展开计划的展开，，，，我们已经认识到所有我们已经认识到所有我们已经认识到所有我们已经认识到所有
疾病都是环境和基因相互作用的结疾病都是环境和基因相互作用的结疾病都是环境和基因相互作用的结疾病都是环境和基因相互作用的结
果果果果。。。。

– 健康和疾病健康和疾病健康和疾病健康和疾病，，，，正常与不正常都是相正常与不正常都是相正常与不正常都是相正常与不正常都是相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因此因此因此因此，，，，传统的美国医学教育传统的美国医学教育传统的美国医学教育传统的美国医学教育
第一年教授第一年教授第一年教授第一年教授“正常正常正常正常” ，，，，第二年教授第二年教授第二年教授第二年教授
“异常异常异常异常”的模式已经过时的模式已经过时的模式已经过时的模式已经过时。。。。

课程改革的思路课程改革的思路课程改革的思路课程改革的思路



–无论是从知识爆炸和老化的无论是从知识爆炸和老化的无论是从知识爆炸和老化的无论是从知识爆炸和老化的
角度还是从传统模式过时的角度还是从传统模式过时的角度还是从传统模式过时的角度还是从传统模式过时的
角度角度角度角度，，，，现有的课程都必须改现有的课程都必须改现有的课程都必须改现有的课程都必须改
革革革革。。。。

课程改革的思路课程改革的思路课程改革的思路课程改革的思路



怎么改怎么改怎么改怎么改？？？？

�课程改革特点课程改革特点课程改革特点课程改革特点

–打破传统学科打破传统学科打破传统学科打破传统学科，，，，整合基础医整合基础医整合基础医整合基础医
学和临床医学学和临床医学学和临床医学学和临床医学，，，，

–强调临床技能和态度强调临床技能和态度强调临床技能和态度强调临床技能和态度。。。。



怎么改怎么改怎么改怎么改？？？？

�课程改革特点课程改革特点课程改革特点课程改革特点

–强调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强调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强调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强调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
社会问题以及伦理道德问题社会问题以及伦理道德问题社会问题以及伦理道德问题社会问题以及伦理道德问题

–小组合作教学小组合作教学小组合作教学小组合作教学，，，，学生为驱动学生为驱动学生为驱动学生为驱动
和问题为中心的独立学习过和问题为中心的独立学习过和问题为中心的独立学习过和问题为中心的独立学习过
程程程程



怎么改怎么改怎么改怎么改？？？？

� 课程改革特点课程改革特点课程改革特点课程改革特点

– 在教学计划中增加卫生政策在教学计划中增加卫生政策在教学计划中增加卫生政策在教学计划中增加卫生政策，，，，社会问社会问社会问社会问
题题题题，，，，职业道德职业道德职业道德职业道德，，，，伦理学伦理学伦理学伦理学，，，，沟通技巧沟通技巧沟通技巧沟通技巧，，，，流流流流
行病学行病学行病学行病学，，，，老年病学老年病学老年病学老年病学，，，，毒物滥用毒物滥用毒物滥用毒物滥用，，，，卫生系卫生系卫生系卫生系
统统统统，，，，营养营养营养营养，，，，以性别为基础的医学等内以性别为基础的医学等内以性别为基础的医学等内以性别为基础的医学等内
容容容容，，，，

– 强调学生掌握信息技术在医学中应用强调学生掌握信息技术在医学中应用强调学生掌握信息技术在医学中应用强调学生掌握信息技术在医学中应用，，，，

– 课程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课程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课程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课程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以哈佛大学医学院为例以哈佛大学医学院为例以哈佛大学医学院为例以哈佛大学医学院为例



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

� 以问题为中心的课程改革强调刺激学习以问题为中心的课程改革强调刺激学习以问题为中心的课程改革强调刺激学习以问题为中心的课程改革强调刺激学习，，，，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 学生自己总结和形成概念学生自己总结和形成概念学生自己总结和形成概念学生自己总结和形成概念，，，，获取信息获取信息获取信息获取信息，，，，

� 培养人际交流和团队建设的技能培养人际交流和团队建设的技能培养人际交流和团队建设的技能培养人际交流和团队建设的技能，，，，

� 提高对医学中心理社会问题的敏感性提高对医学中心理社会问题的敏感性提高对医学中心理社会问题的敏感性提高对医学中心理社会问题的敏感性，，，，

� 在基础医学和人文课教学中提供临床背景在基础医学和人文课教学中提供临床背景在基础医学和人文课教学中提供临床背景在基础医学和人文课教学中提供临床背景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

�学生面对的是临床真实问题学生面对的是临床真实问题学生面对的是临床真实问题学生面对的是临床真实问题，，，，

�老师起的是教练作用老师起的是教练作用老师起的是教练作用老师起的是教练作用，，，，

�学生分成小组共同解决问题学生分成小组共同解决问题学生分成小组共同解决问题学生分成小组共同解决问题，，，，
掌握学习的主动权掌握学习的主动权掌握学习的主动权掌握学习的主动权。。。。





Lecture

M             T              W             Th              F

哈佛基础医学教学模式哈佛基础医学教学模式哈佛基础医学教学模式哈佛基础医学教学模式
The New Pathway Tutorial System

Lecture Lecture Lecture Lecture

Tutorial Tutorial TutorialLab Conference

Selective Patient-
Doctor



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

�在课程计划中保证学生的自学和小组在课程计划中保证学生的自学和小组在课程计划中保证学生的自学和小组在课程计划中保证学生的自学和小组
讨论时间讨论时间讨论时间讨论时间((((每周三到四个半天时间每周三到四个半天时间每周三到四个半天时间每周三到四个半天时间))))，，，，

�整个学习过程中贯穿多学科联合的方整个学习过程中贯穿多学科联合的方整个学习过程中贯穿多学科联合的方整个学习过程中贯穿多学科联合的方
式并提供二十一世纪前沿和热门学科式并提供二十一世纪前沿和热门学科式并提供二十一世纪前沿和热门学科式并提供二十一世纪前沿和热门学科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



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

�从基础生物医学从基础生物医学从基础生物医学从基础生物医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数量化数量化数量化数量化
生物科学技术和工程学以及社会中的生物科学技术和工程学以及社会中的生物科学技术和工程学以及社会中的生物科学技术和工程学以及社会中的
医生四个方面为学生提供二十一世纪医生四个方面为学生提供二十一世纪医生四个方面为学生提供二十一世纪医生四个方面为学生提供二十一世纪
前沿和热门学科知识前沿和热门学科知识前沿和热门学科知识前沿和热门学科知识。。。。



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

�在基础生物医学方面在基础生物医学方面在基础生物医学方面在基础生物医学方面，，，，包括遗传学包括遗传学包括遗传学包括遗传学，，，，
免疫学免疫学免疫学免疫学，，，，传染病学传染病学传染病学传染病学，，，，癌症生物学癌症生物学癌症生物学癌症生物学，，，，神神神神
经科学经科学经科学经科学，，，，和整合和整合和整合和整合((((Integrative)Integrative)Integrative)Integrative)生理生理生理生理
学学学学。。。。

�在临床医学方面在临床医学方面在临床医学方面在临床医学方面，，，，包括流行病学包括流行病学包括流行病学包括流行病学，，，，临临临临
床试验床试验床试验床试验，，，，卫生服务研究卫生服务研究卫生服务研究卫生服务研究，，，，面向病人和面向病人和面向病人和面向病人和
应用的研究和预防医学应用的研究和预防医学应用的研究和预防医学应用的研究和预防医学。。。。



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

� 在数量化生物科学技术和工程学方面在数量化生物科学技术和工程学方面在数量化生物科学技术和工程学方面在数量化生物科学技术和工程学方面，，，，包包包包
括生物信息学括生物信息学括生物信息学括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bioinformaticsbioinformaticsbioinformatics))))，，，，计算生计算生计算生计算生
物学物学物学物学((((computational biology), computational biology), computational biology), computational biology), 影像影像影像影像
学学学学，，，，生物物理学生物物理学生物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工程学和生物工程学和生物工程学和生物工程学。。。。

� 在社会中的医生方面在社会中的医生方面在社会中的医生方面在社会中的医生方面，，，，包括医学教育包括医学教育包括医学教育包括医学教育，，，，公公公公
共卫生共卫生共卫生共卫生，，，，卫生政策卫生政策卫生政策卫生政策，，，，卫生管理卫生管理卫生管理卫生管理，，，，社会医社会医社会医社会医
学学学学，，，， 国际医学国际医学国际医学国际医学，，，，医史医史医史医史，，，，和全球及环境卫和全球及环境卫和全球及环境卫和全球及环境卫
生生生生。。。。



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



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

� 在医学教育办公室中专门设立了以下机构和在医学教育办公室中专门设立了以下机构和在医学教育办公室中专门设立了以下机构和在医学教育办公室中专门设立了以下机构和
功能以功能以功能以功能以巩固课程改革的成果巩固课程改革的成果巩固课程改革的成果巩固课程改革的成果

�医学教育工作者学会医学教育工作者学会医学教育工作者学会医学教育工作者学会((((Academy of Medical Academy of Medical Academy of Medical Academy of Medical 
Educators)Educators)Educators)Educators)

�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lleges)Advisory Colleges)Advisory Colleges)Advisory Colleges)

�临床技能中心临床技能中心临床技能中心临床技能中心

�教育研究和发展办公室教育研究和发展办公室教育研究和发展办公室教育研究和发展办公室

�教育技术办公室教育技术办公室教育技术办公室教育技术办公室

�国际项目办公室国际项目办公室国际项目办公室国际项目办公室

�学生研究办公室学生研究办公室学生研究办公室学生研究办公室



�学生研究办公室主任是原哈佛医学学生研究办公室主任是原哈佛医学学生研究办公室主任是原哈佛医学学生研究办公室主任是原哈佛医学
院负责医学教育的院长院负责医学教育的院长院负责医学教育的院长院负责医学教育的院长，，，，

�国际项目办公室主任是原美国卫生国际项目办公室主任是原美国卫生国际项目办公室主任是原美国卫生国际项目办公室主任是原美国卫生
和福利部部长助理和福利部部长助理和福利部部长助理和福利部部长助理。。。。

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



� 医学教育工作者学会是一个全校性的旨医学教育工作者学会是一个全校性的旨医学教育工作者学会是一个全校性的旨医学教育工作者学会是一个全校性的旨
在促进教学支持教师的组织在促进教学支持教师的组织在促进教学支持教师的组织在促进教学支持教师的组织。。。。

� 该学会成员可以享受以下与教学有关的该学会成员可以享受以下与教学有关的该学会成员可以享受以下与教学有关的该学会成员可以享受以下与教学有关的
好处好处好处好处：：：：专项基金支持的教学职位专项基金支持的教学职位专项基金支持的教学职位专项基金支持的教学职位，，，，教学教学教学教学
改善基金改善基金改善基金改善基金，，，，为教师升职呼吁为教师升职呼吁为教师升职呼吁为教师升职呼吁，，，，教师进修教师进修教师进修教师进修
学习的机会等学习的机会等学习的机会等学习的机会等。。。。要成为学会成员要成为学会成员要成为学会成员要成为学会成员，，，， 教师教师教师教师
必须发挥教学带头作用并指导低年资老必须发挥教学带头作用并指导低年资老必须发挥教学带头作用并指导低年资老必须发挥教学带头作用并指导低年资老
师关于教学的艺术和实践师关于教学的艺术和实践师关于教学的艺术和实践师关于教学的艺术和实践。。。。

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



�医学教育办公室现有五个咨询委员医学教育办公室现有五个咨询委员医学教育办公室现有五个咨询委员医学教育办公室现有五个咨询委员
会会会会,,,,加强师生联系加强师生联系加强师生联系加强师生联系，，，，为学生的职业生为学生的职业生为学生的职业生为学生的职业生
涯提供咨询涯提供咨询涯提供咨询涯提供咨询。。。。

�临床技能中心支持临床技能和沟通临床技能中心支持临床技能和沟通临床技能中心支持临床技能和沟通临床技能中心支持临床技能和沟通
能力的开发能力的开发能力的开发能力的开发，，，，整合与评价整合与评价整合与评价整合与评价，，，，包括标包括标包括标包括标
准病人的培训准病人的培训准病人的培训准病人的培训。。。。

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



�教育研究和发展办公室已经开发出以教育研究和发展办公室已经开发出以教育研究和发展办公室已经开发出以教育研究和发展办公室已经开发出以
网络为工具的教学评价系统网络为工具的教学评价系统网络为工具的教学评价系统网络为工具的教学评价系统。。。。

�教育技术办公室通过开发一系列网络教育技术办公室通过开发一系列网络教育技术办公室通过开发一系列网络教育技术办公室通过开发一系列网络
教学辅助工具支持课堂教学和沟通教学辅助工具支持课堂教学和沟通教学辅助工具支持课堂教学和沟通教学辅助工具支持课堂教学和沟通。。。。

�国际项目办公室为师生提供国际合作国际项目办公室为师生提供国际合作国际项目办公室为师生提供国际合作国际项目办公室为师生提供国际合作
的各种信息和机会的各种信息和机会的各种信息和机会的各种信息和机会。。。。

�学生研究办公室帮助学生开展科研学生研究办公室帮助学生开展科研学生研究办公室帮助学生开展科研学生研究办公室帮助学生开展科研，，，，
联系导师联系导师联系导师联系导师，，，，申请基金等申请基金等申请基金等申请基金等。。。。

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











大量使用最新医学教育技术大量使用最新医学教育技术大量使用最新医学教育技术大量使用最新医学教育技术

– 网络网络网络网络

– 计算机计算机计算机计算机

– 模拟病人模拟病人模拟病人模拟病人



为什么要大量使用为什么要大量使用为什么要大量使用为什么要大量使用
现代教育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现代教育技术?

� 医学知识更新很快医学知识更新很快医学知识更新很快医学知识更新很快,,,,特别是基因组学特别是基因组学特别是基因组学特别是基因组学
和蛋白质组学把我们带进了新时代和蛋白质组学把我们带进了新时代和蛋白质组学把我们带进了新时代和蛋白质组学把我们带进了新时代....

� 医学知识视听的特征医学知识视听的特征医学知识视听的特征医学知识视听的特征....

� 每每每每门课由门课由门课由门课由许多老师许多老师许多老师许多老师////医生来上医生来上医生来上医生来上,,,,学生归学生归学生归学生归
纳消化工作量大纳消化工作量大纳消化工作量大纳消化工作量大....

� 将课堂联结到网络将课堂联结到网络将课堂联结到网络将课堂联结到网络,,,,可以随时更新可以随时更新可以随时更新可以随时更新,,,,



为什么要大量使用为什么要大量使用为什么要大量使用为什么要大量使用
现代教育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现代教育技术?

� 将课堂联结到网络将课堂联结到网络将课堂联结到网络将课堂联结到网络,,,,可以随时更新可以随时更新可以随时更新可以随时更新,,,,

� 加强了师生联系沟通加强了师生联系沟通加强了师生联系沟通加强了师生联系沟通....

� 教师教师教师教师,,,,教学管理人员教学管理人员教学管理人员教学管理人员,,,,学生需要网络教学生需要网络教学生需要网络教学生需要网络教
育和管理资源来改善获取和使用信息育和管理资源来改善获取和使用信息育和管理资源来改善获取和使用信息育和管理资源来改善获取和使用信息
的状况提高学习和管理效益的状况提高学习和管理效益的状况提高学习和管理效益的状况提高学习和管理效益

� 教师教师教师教师,,,,教学管理人员教学管理人员教学管理人员教学管理人员,,,,学生应该有一个学生应该有一个学生应该有一个学生应该有一个
指定的网站来评价记录医学院的教育指定的网站来评价记录医学院的教育指定的网站来评价记录医学院的教育指定的网站来评价记录医学院的教育
和管理活动和管理活动和管理活动和管理活动....



马里兰大学的马里兰大学的马里兰大学的马里兰大学的MedScope

� MedScope, 第一年医学生就开始使用的帮助
学生学习的网站, 1996年就开始用于教学评估

� MedScope第二年的医学生也用

� 教师讲稿,PPT都放在MedScope

� 教学区无线上网

� Simul-Dog, 1997开始用于心脏生理学教学















旧金山旧金山旧金山旧金山UCSFiROCKET





哈佛哈佛哈佛哈佛MyCourses

2.  Application
Layer

Course tools

Course content

Case Tools

Student/Fac 
Services

InternetHarvard Medical School 
Authentication

Browser and Mobile Devices

3.  Data
Layer

Database

1.  Presentation
Layer







约翰约翰约翰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学习中心学习中心学习中心学习中心



约翰约翰约翰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学习中心学习中心学习中心学习中心







医学模拟教学



医学模拟教学

Speech , Respiration(呼吸呼吸呼吸呼吸), Chest excursion 
Breath sounds(呼吸音呼吸音呼吸音呼吸音), Heart beat and tones 
Pulses , Arterial and alveloar blood gas 
concentrations, Real time vital signs (BP, HR, 
RR, O2sat)(实时生命体征实时生命体征实时生命体征实时生命体征), Pupillary response
Anatomical airway, Surgical features 
Catheterization features, Able to "receive” drugs
Able to “receive” fluids/blood 
Programmable physiology 



教学意识教学意识教学意识教学意识

– 几乎所有学校的教学都没有保证的几乎所有学校的教学都没有保证的几乎所有学校的教学都没有保证的几乎所有学校的教学都没有保证的
经济资源经济资源经济资源经济资源....

– 哈佛大学医学院和约翰哈佛大学医学院和约翰哈佛大学医学院和约翰哈佛大学医学院和约翰 霍普金斯霍普金斯霍普金斯霍普金斯
大学医学院负责教学的院长都没有大学医学院负责教学的院长都没有大学医学院负责教学的院长都没有大学医学院负责教学的院长都没有
专项教学基金专项教学基金专项教学基金专项教学基金。。。。他们组织协调教学他们组织协调教学他们组织协调教学他们组织协调教学
全靠教师有很强的教学意识以及说全靠教师有很强的教学意识以及说全靠教师有很强的教学意识以及说全靠教师有很强的教学意识以及说
服和建立共识服和建立共识服和建立共识服和建立共识。。。。



教学意识教学意识教学意识教学意识

– 学校期望他们学校的每个教师必须教学学校期望他们学校的每个教师必须教学学校期望他们学校的每个教师必须教学学校期望他们学校的每个教师必须教学。。。。
教师也为能够参与教学感到骄傲教师也为能够参与教学感到骄傲教师也为能够参与教学感到骄傲教师也为能够参与教学感到骄傲。。。。从来没从来没从来没从来没
有发生过基础课教师和医学院附属有发生过基础课教师和医学院附属有发生过基础课教师和医学院附属有发生过基础课教师和医学院附属////教学医教学医教学医教学医
院教师不重视教学的情况院教师不重视教学的情况院教师不重视教学的情况院教师不重视教学的情况

– 哈佛大学医学院与教学医院没有隶属关哈佛大学医学院与教学医院没有隶属关哈佛大学医学院与教学医院没有隶属关哈佛大学医学院与教学医院没有隶属关
系系系系，，，，但医院招聘科主任必须有医学院院长但医院招聘科主任必须有医学院院长但医院招聘科主任必须有医学院院长但医院招聘科主任必须有医学院院长
参与参与参与参与。。。。是否热爱和重视教学是能否受聘的是否热爱和重视教学是能否受聘的是否热爱和重视教学是能否受聘的是否热爱和重视教学是能否受聘的
关键关键关键关键。。。。



美国医学院的管理体制美国医学院的管理体制美国医学院的管理体制美国医学院的管理体制

– 综合大学内设医学院综合大学内设医学院综合大学内设医学院综合大学内设医学院::::哈佛哈佛哈佛哈佛

– 医院办医学院医院办医学院医院办医学院医院办医学院: : : : NY Sinai medical NY Sinai medical NY Sinai medical NY Sinai medical 
schoolschoolschoolschool

– 独立的医学科学中心独立的医学科学中心独立的医学科学中心独立的医学科学中心 UCSF UCSF UCSF UCSF 



美国医学院的美国医学院的美国医学院的美国医学院的运行机制运行机制运行机制运行机制

� 行政长官负责制行政长官负责制行政长官负责制行政长官负责制

– 在大学内在大学内在大学内在大学内，，，，学院内有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学院内有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学院内有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学院内有各种各样的委员会，，，，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教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管理委管理委管理委管理委
员会等实行民主管理员会等实行民主管理员会等实行民主管理员会等实行民主管理；；；；

– 权利下放到基层的教研室与教授权利下放到基层的教研室与教授权利下放到基层的教研室与教授权利下放到基层的教研室与教授，，，，所以权所以权所以权所以权
利最大的应当为能得到资助的教授及科室利最大的应当为能得到资助的教授及科室利最大的应当为能得到资助的教授及科室利最大的应当为能得到资助的教授及科室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往往就是资格最老的教授往往就是资格最老的教授往往就是资格最老的教授往往就是资格最老的教授））））



医学院和教学医院的关系

� 据美国医学会调查据美国医学会调查据美国医学会调查据美国医学会调查，，，，126126126126个经认证的医学院使用个经认证的医学院使用个经认证的医学院使用个经认证的医学院使用896896896896个医个医个医个医
院进行临床教学院进行临床教学院进行临床教学院进行临床教学。。。。

� 52525252个医学院使用个医学院使用个医学院使用个医学院使用82828282个大学或医学院自己拥有的附个大学或医学院自己拥有的附个大学或医学院自己拥有的附个大学或医学院自己拥有的附
属属属属

� 111111111111个医学院使用个医学院使用个医学院使用个医学院使用473473473473个私立非赢利性医院个私立非赢利性医院个私立非赢利性医院个私立非赢利性医院

� 41414141个医学院使用个医学院使用个医学院使用个医学院使用83838383个私立赢利性医院个私立赢利性医院个私立赢利性医院个私立赢利性医院

� 95959595个医学院使用个医学院使用个医学院使用个医学院使用144144144144个联邦政府国防部或退伍军人个联邦政府国防部或退伍军人个联邦政府国防部或退伍军人个联邦政府国防部或退伍军人
部的医院部的医院部的医院部的医院

� 68686868个医学院使用个医学院使用个医学院使用个医学院使用114114114114个州政府个州政府个州政府个州政府，，，，郡政府或市政府的郡政府或市政府的郡政府或市政府的郡政府或市政府的
医院医院医院医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请提宝贵意见请提宝贵意见请提宝贵意见请提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