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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醫學院創院院長 霍文遜院長 

回顧當初，在澳門建立第N�`門ÿ養醫學人才的醫

學院，見證第N批醫學生ü讀希波[拉底誓詞，]s

來說確ÿ是<美夢r真=2q`刊_ 錄澳門第N�

提供w外x科醫學學士學O課程的醫學院的r立Üw

�展�程2 

s很榮~r為澳門第N�醫學院的創院院長，ÿ現了

孫中山Y生在澳門ÿ育� 醫生的偉大夢想2醫學課

程ñÿ養學生的能力為q，課程的設置參考了香港�

國際知]醫學院�提供的w外x科醫學學士學O課程的框架�w容2s們絕大

多數的醫學生來自澳門，他們�Þ嚴格標準，ñ<迷你多站式面試=的形式被

選ô出來2為確保教學質ß，s們的教學團隊由世界各地的頂尖醫學教育`家

和� 的學者們�組r2夢想雖þ變為現ÿ， 但s們仍_建立堅ÿ的Ā礎ñ

}行s們的�諾，ÿ訓<明日醫生=，肩¬Ý要使命為澳門市民服務2 

自Ð零Ð零�No，ð型冠狀病毒引�的肺炎疫情席捲x球2`為N�� 的

醫學院，s們遇到了真ÿ而Ā大的考驗2面]意料之外的挑戰，優ù的教學團

隊�極ê]，並迅�_學習和ÿ驗課調整為在線教學模式，ñ確保s們的課程

�利²行2n外，q學院的教研人員�極參�ð型肺炎疫苗的研�ý`Üw他

相關的科研活動，w中p關創ð教學的數據þ在學術期刊中rß�表，ñ利ý

業界\Ï²行交流Vï2 

雖然Î�s們經�了N場嚴峻的考驗，但值得慶~的是，在撰ûq`刊時，q

學院þ�利錄×了第Ð批明日醫生2]n，s們保證_繼續凝心聚力為學生提

供S越教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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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謝 

在澳門特別行�S�府1高等教育�和衛生�的支持Q，澳門科�大學�利建

立了q澳第N�醫學院2s們再次ôñ最誠摯的謝意2 

醫學院向澳門科�大學校監廖澤雲博士1校長劉良教授1副校長唐嘉樂博士1

教務處處長易à嫦女士，ñÜ大學裏每NO在籌備醫學院的Þ程中爲s們提供

幫û的人士，衷心地感謝他們]醫學院的r立�`出的®獻2 

s們還要感謝學院秘書陳家璧女士1|共衛生學博士生王湘女士Ü|共衛生學

博士生陶曉ßY生Tû_英語`刊翻ïr中文2  

最à，s們要感謝醫學院的�p行�人員和�術人員2他們在疫情期間，ü力

確保教學行�ý`áxp序地Û`，並讓線P授課�利地開展，從而使s們能

夠á然地渡Þ每N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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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N章 

�ó沿革 

Niv Patil 教授1霍文遜教授 

NÞÞ七�，在明朝à方的准許Q，葡萄牙人在珠江O角洲西岸N帶ñÜ珠江

出海口設立了貿易站2當時的傳教士1Ïà和中醫醫師在澳門半島1}仔半島

ñÜ路環半島的教堂和º�裏擔任初級醫療保健人員2 

鏡湖慈善會ýN{七N�開設了澳門第N�中醫醫院，提供中醫º療2N{九

Ð�，26 歲的孫中山Y生×得了醫學學士學Oà來到澳門行醫，並ýN{九

Ð�在鏡湖醫院開設西醫治療服務ñÜr立醫學部，締 了ÿ養醫學人才的夢

想2 

N{七四�，澳葡�府建立了Ïow綜合醫院2 

在澳門回�七�之à即Ð零零}�的Oo，前¯為中醫º療中心的澳門科�大

學附屬醫院建r啟用，並à設了西醫治療，ÿ提供Q院和門º服務，設置

60 張床O2 

儘管社會]西醫服務的需求p�增à，然而，在葡萄牙�府管治Q的澳門並沒

p開設N�m規的醫學院2P個世紀，在澳門從Ï醫療ý`的醫生的教育�ÿ

訓主要來自葡萄牙1中國大陸1香港或w他地方2 

自Ð零N零�ñ來，澳門科�大學健康科學學院ÿ醫學院的前¯ĀN直在�醫

學教育`家²行系列磋商，ä索在澳門提供醫學教育和ÿ訓的ÿ能性2終ý，

在澳門科�大學Ā金會行�委員會主席兼澳門科�大學校監廖澤雲博士的英明

 ^Q，s們�極è動�澳門特S�府²行討論，並ýÐ零NÞ�九oÐTÞ

日m式向澳門特別行�S�府高教�申辦w外x科醫學學士學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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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ßí簡明ÿ 

為澳門ÿ育術德兼備1人文素養�`業態þ兼x的<明日醫生=，隨著q科教

育的持續�展，p效Ð²和開展q院的`業醫學ÿ訓2 

健康科學學院(醫學院前¯)定期參�每季þ的中葡國際醫學論壇2ü論壇rß

地為世界知]醫學教育`家搭建N個交流�臺，如歐洲醫學教育T會(AMEE)

秘書長 Professor Ron Harden 和英國愛O堡皇家外科學院院長 Professor 

Michael Lavell-Jones 等，他們為醫科課程提供了寶貴的指^意見2澳門特S

�府高教�在課程審查的Þ程中�請了國外醫學教育`家²行研究和審查課程

為`要在澳門開設醫學院？ 

澳門是NÿU滿活力的國際知]城市，吸引了來自中國大陸和世界各地的Úû，每�

來訪人數高Ô 2,500萬人次2多�來，澳門]民和訪û]q地的Ā|和高水準醫療服

務，ñÜ醫療教育�ÿ訓水準的期望也在不斷提高2 

爲滿足q地需求，醫學院設p`業醫療�展中心，ô力ý為澳門ÿ養<明日醫生=和

優ù的醫療人才Ā並ĀýĀ證ÿ�的國際標準，為品質服務鋪�了Ó路2 

ÏÿP，Nÿ逾�萬人口的城市能滿足N�醫學院並每�為 100]醫學生提供臨床ÿ

習和經驗2電子和資訊�術的²o，ÿ為Ā礎和ê用健康科學的教學提供模擬現ÿ環

境訓練，從而增à學生學習的機會2 

ÿ育明日醫生，使他們r爲富p\理心1愛心和優ù的溝�者，不僅要學習Ā礎和臨

床科學的主�知識，還要_人文和Ó德`為醫學課程的N部V2當Î醫學教育的大趨

勢是ñÿ養學生的能力為Ā礎，�種教育模式þr爲醫學ÿ�必不ÿ少的N部V2 

建立N�能提供轉制課程的醫學院，ÿ為在w地醫科畢業的澳門人提供適合的臨床教

學1�證和當地語系W課程，ñ滿足澳門的需求並Ô到國際水準2s們還提供�w他

衛生保健`業人員²行跨學科`業教育的機會，例如護理1�û/ÿï醫學ÿ如:中

醫Ā1康ÿ醫學和藥學2為n，澳門需要建立N�醫學院，ñ高質ß的教育和ÿ訓來

提昇q地醫療保健水準2 

Ð零NÞ�首次提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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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ý2澳門霍英東Ā金會等慈善機構]q學院的鼓勵，]Ð²醫學院的o來�

展p著深遠的意義2 

在Ð零N}��p，q學院向澳門特別行�S高等教育�展示了N場互動式課

程Ï紹會ð，雙方就建立醫學院必備的學術資格和Ā礎設þ等問題互相討論2 

高等教育�指出ÿ 

澳門科�大學þ建立了完善的健康科學學院ĀQ設pY²的�能ÿ訓中心，�

香港1w地和海外機構建立學術交流，ñ提供更多合`機會2 

經Þ�持份者²行多次T商，在s們感到焦慮和挫敗的時Y，突然出現NÓ曙

Z ─ 澳門特別行�S�府高等教育�和衛生�m式批准澳門科�大學開辦w

外x科醫學學士學O課程2 

澳門特別行�S�府在Ð零N九�NoT四日刊載:澳門特別行�S|報;，

x准澳門科�大學開設w外x科醫學學士學O課程2 

澳門科�大學ýÐ零N九�OoN日m式_健康科學學院更]為醫學院2除了

ð批准的w外x科醫學學士學O課程之外，醫學院還提供了食品�營養科學學

士學O課程1|共衛生學碩士學O課程1護理學碩士學O課程和|共衛生學博

士學O課程2 

食品�營養科學學士學O課程í在ÿ養食品和營養科學 域的`業人才，課程

涵蓋p機W學1解剖學1生理學1生物醫學科學ñÜ管理課程等學科，學生在

校期間p參�ÿ習的機會2護理學碩士學O課程í在為學生提供高級的護理理

論知識和臨床ÿ�2|共衛生學碩士學O課程和|共衛生學博士學O課程í在

讓研究生à深]|共衛生學相關原理的理解，並參�Ý點研究�目2 

醫學院剛r立之際就þ馬不停蹄地開展招生ý`，抓緊時間招募了第N批醫學

生2澳門Üw他鄰近地S的中學]ðr立的醫學院表示熱烈k迎2期間s們為

准考生組~了y場簡Ï會，獲得了很好的反響，並吸引了大批優ù學生前來報

讀2ý是，<迷你多站式面試=的考生]單隨à便篩選了出來2  



 4 

第 4/2019 號社會文W司司長批示  

社會文W司司長行使:澳門特別行�SĀq法;第}T四條賦予的職權，並y據第

6/1999 號行�法規:�府部門Üÿ體的組~1職權�Û`;第Þ條第N款ÿNĀ�，

結合第 10/2017 號法ß:高等教育制þ;第T四條第N款的規定，`出批示2 

N1在澳門科�大學開設w外x科醫學學士學O課程2 

Ð1x准P款�指課程的學術�教學編排和學習計劃，ü學術�教學編排和學習計劃

載ýq批示的附件NÜ附件Ð，並為q批示的組r部V2 

O1q批示自|佈翌日起生效2 

Ð零N九�No七日 

社會文W司司長 譚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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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科�大學在Ð零N九�九o}日�行首^w外x科醫學學士學O課程開學

y禮，ï開了ð的序幕2第N批醫學生Üwx母，還p嘉賓們出席了y禮2在

莊嚴~聖的氣氛Q，N眾醫學生由創院院長霍文遜教授 誓，共\ü讀希波[

拉底誓詞並²行授袍儀式，然à向wx母和師長鞠°，ñ表Ô最深厚的敬意2 

`為澳門póñ來的第N�醫學院，y禮當y，讓學生和教職員ý深感Ý任2

然而，還oUV體會到被賦予�N份深{意義�帶來的喜悅，數oà，N場突

如w來的ð冠肺炎疫情席捲x球，卻讓大家經Ø了N場�ó性的風暴2 

在撰ûq文時，澳門科�大學醫學院`為澳門目前唯NN家獲得澳門特別行�

S�府批示開設w外x科醫學學士學O課程的學術機構2儘管社會]醫學院仍

s們首批醫學生在開學y禮

P²行ü誓儀式 ÿP圖ĀĀ

醫學院第N張合照ÿQ

圖Ā2  



 6 

存的誤解，他們�為為增à經濟收益，s們招生的主要]象ñ海外生為主，Ï

ÿP，s們錄×的學生絕大多數來自澳門ÿ請參閱第Þ章Ā2 

`為q`刊的第N章， 載了澳門首個醫科課程的�ó性時{，í在讓社會大

眾能深入瞭解醫學院的Û`，且_醫學院的ÿ際情況 錄並保存Q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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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Ð章 

萬般óĀ的考驗 

Niv Patil 教授1 

Christopher Cottrell Y生 

Ð零N九óÐ零Ð零學�第N學期  

美夢得ñr真之à，óè的ý`馬P展開2在第N學期，從N組靈活性的<Ā

礎模塊=開始，包括數星期的密Ø式演講1研討會和ý`坊ÿ請參閱第O

章Ā2w容涵蓋了臨床的Ā礎科學1醫學人文1倫理1法ß和溝�的教學2s

們ã用團隊^向學習和案例式學習的方式，讓學生體會到醫學ÿ�的真m意

義2n外，學生參�美國哈_大學醫學院 HMX 線P學習系列Ā礎課程的學習

ÿ請參閱第{章Ā，ñ²No�展Ý要醫學概念Üw臨床ê用2 

�ÞñP結合的方法ÿ的]學生的學習r效²行î期評p，並適時`出調整2

q院ÿþ^師制þ，^師�學生定期在每o最少²行N次會ðÿ請參閱第}

章Ā2會ð的Ý點是聽×學生的反饋意見並讓教師]課程²行反思2長ÔN個

_時的會ðÿy據ÿ際需要提供²No的評p和無縫的改²2為n，學生è選

出班ï表，ñTû處理班務ý`2 

形r性考x和û觀結構W臨床考試(OSCE) 

醫學生在Ð零N九�TÐo�行第N次形r性考試，w容包含N系列多�選擇

題和û觀結構W臨床考試2 

 `業醫學�展中心和醫療Ü衛生持續ÿ訓中心設p多個模擬ÿ訓S域，包括

模擬救護車V流ý1模擬手術ý1模擬產�ñÜ解剖教ýÿý見第七章Ā2在

û觀結構W臨床考試期間P述教ý均被改建為考試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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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Ð零N九�TÐoTN日P午²行首次û觀結構W臨床考試，手機Ü個

人物品需存�在指定O置2學生Y在模擬救護車V流ý等待，然à輪流到考試

站²行û觀結構W臨床考試2每次}]學生，w容涵蓋了心肺ÿ蘇術1N般¯

體檢查1簡單的縫合術和打結等2 

�Þ形r性考x1û觀結構W臨床考試和哈_醫學院 HMX 線P學習系列Ā礎

課程ÿ請參閱第{章Ā，_pûý醫學生了解醫學課程的考x和評pÿ�的模

式和流程2]大多數學生而言，�是他們在醫學教育中²行的第N次評p考

x2 

Øð冠肺炎疫情�衝擊的第Ð學期  

Ð零Ð零�No，ð的學期U滿了希望和壓力2學生意識到�結性考x_在}

個o之à²行2教師們除了áý部署ð學期的課程ñ外，還需要準備第Ð批ð

生的面試ý`ñÜð學�的Ā礎教材2 

面授課堂在Ð零Ð零�No份前O±直ó農曆ð�假期前仍m常地²行2 

隨às們得到p關o知肺炎的ð聞和醫學消息2OýXð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

會ýÐ零N九�TÐoOTN日向澳門特別行�S衛生��報了o知肺炎的情

況，並ý翌日]來自w地的�p航班²行了體溫檢查2澳門特Sã×了更à警

惕的|共信息和衛生措þ2 

教學團隊的各Or員]Ð零零O�非y型肺炎仍然s象深{，�是否意味著\

樣的Ï情_再N次�生？ 

澳門首ßð冠肺炎病例�生在Ð零Ð零�NoÐTÐ日2翌日，澳門便開始ã

×更à嚴格的措þ2n�影響了�p人，尤w是教育 域人士2 

澳門特別行�S�府ýÐ零Ð零�NoÐT九日ü佈，澳門高等院校第Ð學期

的�p課程(包括澳門科�大學)è遲óÐ零Ð零�Ðo中旬²行線P教學2q

院的教學團隊r員�極商討ñ尋求最p效的ê急方案，并把握時間起草了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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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模塊2許多人è測Xç�次肺炎屬ýN種類似ý非y型肺炎的冠狀病毒，

那¾它ÿ能在春季或初夏結束2 

Ïÿ打破了大家的猜測2隨著Ðo中旬的來臨，恢ÿ高等教育的面授課堂仍然

沒p得到確定的時間表2s們必須Y排除o知的因素來²行課程的á排2 

最終，s們ã用了線P模式來完r的ÐoóÞo期間近 150 場的課程ÿ請參閱

第四章Ā，�Þ選擇題1書面`業和學生視頻演示等方面的組合來完r]課程

`業的評p2 

]家學習能讓學生在家 鬆參�線P課堂，但它也帶來了許多問題，尤w是在

`注學習方面2]ýÿ�性較強的醫學課程，ñ線P教學來×ï傳統面授教

學，N定程þP為教學增添了困÷，特別是團隊^向學習部VĀ而ÿ驗課和臨

床�能學習則÷ñ用線P形式來呈現2ñ團隊為q的學習�目也只能針]大家

參�課堂活動的表現考x，而無法評pw個人得V2 

語言�溝�課程是¯穿醫科Þ�的縱向模塊課程，_�ÞN系列個人`業來²

行2w中包括模擬醫學]ûû``業，ñÜ病�閱讀� SOAP �û法 

(Subjective，S ÿ主觀資料Ā Objective，O ÿû觀資料Ā Assessment，A ÿ

評pĀ Plan，P ÿ計劃)2學生利用 SOAP 來製`獨�視頻，ñ提高他們的英

語流利程þ2 

ð冠疫情封城à而開設的þ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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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課餘時還ÿ參�哈_醫學院 HMX 線P課程的學習ÿý見第{章Ā2大

多數學生考獲<合格=r�，在線評x中�均V超Þ 80% 2 

ñ面授和線P方式²行迷你多站式面試   

q院î在Ð零N九�TNo (即ð冠肺炎疫情�生前) �行了第Ð批次醫科招生

ý`ÿ請參閱第Þ章Ā，ñ面]面方式²行了澳門中學保薦生入學的迷你多站

式面試2隨à因Ø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ñÜ聚會的限制和保持社交距ö的需

要，在春季的四o和Þo�行的迷你多站式面試V別ñ<面]面=和在線訪談

y種形式結合²行2在Ð零Ð零�OoQ旬ÿþ第Ð輪限制措þ之à，部V教

職人員滯留在香港而o能返回澳門2 

q地的考生親臨校園²行面試，彼n之間保持社交距ö2他們被á排在設p�

風系統的電腦考ý裏，�¯處香港的面試考à²行單獨交談2 

¯處澳門的教師則用<面]面=的方式]學生²行面試，期間ã×了最大程þ

的保持社交距ö措þ2 

第N次�結性考試 

在ð冠肺炎疫情期間²行�結性考x，讓s們的籌備Þ程面]更大的挑戰2�

結性考xñ筆試的方式²行，設p選擇題1簡答題和û觀結構W臨床考試題2 

絕大多數澳門學生被批准返回校園²行筆試2但由ýØ到社交距ö的限制，來

自中國X方1Ā灣和香港的學生需另`特別的考試á排2 

s們V別在Xð1Ā灣和香港設置考場2w餘大部V在澳門學習的學生經多]

教職員的監考，V別在大學校園w的O個教ý中²行考x2 

û觀結構W臨床考試面臨的挑戰則更大2在不\的地Sp效地²行û觀結構W

臨床考試，並為w評V簡直是不zÿ能的Ï2因n，s們即時`出了調整，改

為書面xq的û觀結構W臨床考試 OSC-Written-EÿOSCWEĀ，á排�選擇

題和簡答題的考x在\N地點²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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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教學的學生體驗  

前文提到，在諸如醫學課程n類�xÿ用性的課程中，面授課程學習的Ý要性

顯而易見2但是，學生]家學習面臨著更多的挑戰，尤w是�T弟姐妹和x母

共處時會出現注意力V散的情況2由ý社交時間和學習時間經常交ÛÝ疊，�

ñ學生還面臨著_y者V開的挑戰2在校園的教學環境中，社交媒體1視頻Ú

戲和電影從o出現Þ2 

N]學生²行線P演示的時Y，背o中傳來z耳的建築聲，突顯了學生Ø中注

意力的÷þ和壓力2n外，`為醫學生，他們ñ特別敏感的態þ和\理心接觸

到疫情相關的ð聞，在某程þP講，�]他們的情緒打擊很大2 

ý他們而言，�確ÿ是他們在接Ø醫學教育Þ程中的洗禮Ā\時，也是]s們

在辦學第N�試圖è出的醫學課程的N場洗禮2 

由ýs們N直擔心在ð冠肺炎疫情à時ï的ð常態是_會ÿþ定期封鎖和]家

ðĀ也為了評ps們線P教學的p效性，s們特請\學們提供p關線P學習體

驗的反饋意見2 

儘管在線教學pw好處，但學生還是更喜k面授課堂2NO學生û信給s們

說ÿ 

<由ý遠程教育ÿ家裡pz多的自由Ā，s無法`注地學習2= 

學生用y個黃ô的笑臉帶著N團藍ô的汗水表情符號笑了笑，試圖在á劣的情

況Q做到最好2 

另NO學生ûÓÿ<s想念s們美麗的校園2= 

�體而言，學生仍然很想念校園中的美好生活1Ý情和�師ÿ請參閱第T四

章Ā2當中p人更渴望Ýþ團隊Û動和社交機會2 

s們p\樣的感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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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s們�師的反饋 

在第N學��底，當s們經

�疫情之à，s們要求\學

]學習給予意見回饋2他們

的回饋]� 的教師來說非

常Ý要，�pûý教學團隊

的�展2s們把學生的評論

�結起來ÿ_體大_�反饋

的nÝ性rm比Ā2大多數

學生]課程感到很p趣，讓

學生留Q深{s象的是教學質ßñÜ教師如`把複雜的w容變為易ý理解的概

念2他們感到教學團隊U滿了熱情1善良1活力1`業和Ý善，讓學生的學習

Ï半ß倍2 

走入ð常態 

在撰ûq文時，高等院校仍需按照澳門特別行�S�府的指引嚴格ÿþ防疫措

þ2包括�p教職人員和學生都必須配戴口罩，ñÜ在�p教ý中的ÿO需保

ð常態ÿ保持社交距ö

Q的課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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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最少N米距ö的措þ2q院遵照�些ð規定，從第Ð�開始，x面恢ÿ面授

課堂1團隊^向學習1ÿ驗課和臨床�能學習2 

\時，s們也k迎N�級ð生的à入2除了來自àÿ大和瓦ü阿圖的O]海外

學生之外，�p\學都þ經áx返回校園2s們m在為N�級醫學生²行面授

�線P形式相結合的混合教學2 

在Ð零Ð零�九oÐT四日，大學�辦了N場開學y禮2s們帶著開心接納的

心情和口罩熱烈k迎了第Ð批ð生的到來2 

]ýs們� 的醫學院來說，�是動盪而U滿挑戰的N�2煙火在cc消失，

但恐懼依然存在2不論�生Î¾Ï，s們都_會×得最終的勝利！ 

部V第Ð批的醫學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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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科�大學醫學院開辦的w外x科醫學學士學O課程為期}�，包括Þ�的

常規課程和N�的臨床ÿ習2q課程的主要目標在ý為澳門ÿ育<明日醫

生=，使他們x備\理心1愛心Ü�能，從而為澳門和世界各地的人民提供p

效和高水準的醫療照護服務2課程ñÿ養學生的能力為Āq，�Þ幫û學生獲

得知識1�能1Ó德和職業素養來}行職°2 

課程結構請參閱表N水準和垂直ÿ標軸�整合的資料2在首y�的課程中，解

剖學1生理學1生物W學1病理學1微生物學1藥理學等傳統Ā礎科學的學科

被整合在N起，因為Ā礎科學的整合ÿ稱為水準整合Ā在臨床ÿ�中的ê用性

是非常大的2n外，在Ā礎科學ÿN般á排在較î期的課堂Ā和臨床科學ÿN

般á排在較à的課堂Ā之間會à插N種特定的整合，s們稱為縱向整合2 

醫學生在第N�學期會接觸到臨床科學，ñ展示Ā礎科學如`在臨床環境中ê

用2\時，Ā礎科學_在w臨床階段中Ýð被審視，ñ強調Ā礎科學在臨床ÿ

�中的Ý要性2 

第O章 

明日醫生的課程 

陳立Ā教授1霍文遜教授 

課堂ÿþ圖Ā和ÿ�演示ÿô圖Ā都是s們課程關鍵的組r部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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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N ─ 澳門首個獲批的w外x科醫學學士學O課程的課程結構和教學大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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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醫學課程中，s們_特別強調主動學習2在團隊^向學習中，學生ñ團

隊合`的方式解決真ÿ的臨床問題2它是課程中主要的結構W主動學習方法2

醫學生在不\的課堂中都能�極學習2因n，在ÿ驗課中，學生之間ÿñ愉快

地合`，甚ó�Þ相互T`完r任務而獲得ð知識2即使在授課Þ程中，學生

也經常參�激�思維的活動，尤w是在臨床情境Qê用�學知識的時Y2 

課程的前Þ�從第N�第N學期的Ā礎模塊開始，然à_剩餘的四�半V爲四

個階段ÿ第N階段，臨床設置Q的生物醫學科學課程Ā第Ð階段，Ā礎臨床見

習Ā第O階段，高級臨床見習Ā第四階段，臨床`科見習和û理ÿ習2 

第N階段的課程ÿ第N和第Ð�Āÿ在臨床背oQÏ紹醫學教育和生物醫學2 

前O個o為^讀課程，Ý點讓學生瞭解課程結構1溝��ÿ的Ý要性1語言能

力1Ó德倫理1人文素質和醫生的職°2�Þü階段的課程引^學生在臨床P

ê用Āq科學的概念，ñÜ主動學習和Ā證ÿ�2ü模塊完r之à會²行形r

性評p，ñ使學生熟悉考試要求和�ÿ2 

s們的教學方式ÿ課堂1團隊^向學習1ÿ�和臨床�能2  



 17 

第N階段繼續²行，每個為期Þ±的模塊的教學是按不\的臨床個案，�解剖

學1生理學1生物W學1藥理學1病理學1微生物學等知識整合²行2授課結

束à_²行N次�結性的筆試和ÿ�性考試，另外再完r四±的選修課程，然

à學生才會²入到第O學�第Ð階段的學習2 

第Ð階段ÿO�級Āÿ臨床見習 

第O�的Ā礎臨床課程V別在醫院1衛生中心和社Sº�O個地方²行輪轉2

學生_在面]真ÿ患者中學習各種不\ 域的Ā礎臨床檢查�能2在常規和�

û性檢查前，學生_p機會�Þ詢問病ó和體格檢查`出º斷2課程結束時會

²行第O次筆試和臨床�能考試，接著是四±的選修課程2 

第O階段ÿ第四�Āÿ高級臨床見習 

為期}個o的高級臨床見習是臨床Ā礎課程ÿ�的延伸，包括從_兒科到�人

科ñÜ精~科患者檢查和管理的闡述，ñ鞏固臨床º斷�能2ü高級見習期

w，學生_被á排ó醫院和º�²行ÿ習2見習結束à不會p�結性考試2但

是，學生的臨床日�和臨床能力的形r性評p_`為持續評p的N部V2 

第四階段ÿÞ�級Āÿ`科臨床見習和ÿ習û理 

`科見習為期N�，共}個`科，每科{±的輪轉課程 2輪轉科ý包括外

科1婦產科1兒科1家庭醫學1社S醫學和w他亞`科2見習的Ý點是處理問

題2�Þ第N1Ð階段ñÜ第O階段的部V模塊學習à，學生ê能掌握足夠的

�能，ÿñÿ習û理的角ô，Tû`業團隊參�患者的處理2在完r`科見習

和複習期à，學生_²行最終考試2 

選修課 

V別在第N1Ð1O和最àN學�的期p，學生ÿ修讀N門選修科目ñ開闊視

Þ，使學生在衛生保健`�1ß願服務1國際衛生等 域獲×經驗2學生_�

指定的^師N起ý`ñ確保w參�的�極性2ý情請見第九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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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習 

在rß�Þ醫學學士課程的考試之à，學生必須在澳門Üw他地S�ÿ的ÿ訓

單O接Ø為期N�的w外x科臨床ÿ習2澳門科�大學_監督學生的ÿ習情

況，ñ確保學生獲得x面優質的臨床經驗2學生需要得到^師]wÿ習 錄的

�ÿ，並由^師簽署確�完rÿ習且符合要求的文檔之à，ü生方ÿÜ格，Ô

到完r整個課程的要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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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為q學習方法 

s們N直ã用團隊為q的學習方法`為主動學習的Ý要手段2在疫情�生前，

s們的學生N直在面授課堂中使用ü方法2自Ð零Ð零�Ðo疫情開始，s們

便ñ在線形式開展2 

教學團隊利用互動式教學軟體 Socrative 來Ð²解剖學，組~病理學和生理學

的配合團隊為q的學習方法2s們使用n方法rß執行了�p團隊為q學習方

法的教學組件，包括個人準備þ確�測試(iRAT)，團隊準備þ確�測試(tRAT)

和ê用練習(AE)2 

在團隊為q學習的每個環節中，學生V別] iRAT ñÜ_組 tRAT 和 AE 的提

問²行回答2學生能夠�Þ Zoom V組討論ý1微信和 WhatsApp ²行V組

討論2�ÿ能是�Þ在線ê用形式來²行遠距ö團隊為q學習的第N個ÿ例2 

s們把�次�Þ線P²行團隊為q學習的創ðr果�表在美國生理學會的期

刊44:生理學教育²展;P，�x球各地的醫學教育者Vï交流2 

ÿ驗演示 

學生的ÿ驗課也Ø到ð冠疫情的影響，但�並沒p阻ls們提供ÿ驗課2足智

多謀的�師們錄製了生物W學的ÿ驗視頻，�Þ Zoom 向學生展示，並在課堂

結束前Û用 Socrative ²行線P即時測驗，ñ確保學生理解教材w容2Ý要的

第四章   

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創ð教學�ÿþ 

Anand Bhaskar 教授1莫|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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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能學習在整個封鎖期w持續²行，s們�Þ Zoom ²行現場直播，向學

生展示]真人和人體模型²行外周脈搏檢查和血壓測ß的操`2 

s們執行的另N�創ð性ÿ�演示是�Þ]在線ß願者²行心電圖和肺活ß測

定儀 錄2�Þ遠程式ç制制教師的筆 q電腦，要求學生�Þ Zoom ] 錄

的Î跡²行V析2��創ð得到了�ÿ，並且最近�表在:生理學教育²展;

雜�Pÿ請參閱第TN章Ā2 

隨著在線教學的持續rß，s們�Þ Zoom ²行了更多ÿ務演示2N個出ô的

例子是學生�極參�大體解剖學ÿ�演示2在線PV配給他們_組討論的各種

主題，學生�Þ使用»Û和w他ÿ用ýx²行討論學習2�些類似ý在疫情封

鎖前ñ面授方式²行大體解剖學ÿ�課程中學生的演示2在封鎖前，s們還會

使用w他創ð教學ýx，例如虛擬ÿ境模擬系統 1支氣管鏡模擬系統1O維

虛擬解剖軟件和硬體來教授解剖學，從而使學生習dý學習解剖學的創ð方

法2線P互動ýx大Ø學生的好評2 

虛擬ÿ驗 

虛擬ÿ驗也是s們主動學習計劃的Ý要組r部V2學生²行了各種虛擬ÿ驗，

�常是ñ生物ÿ驗²行的2�些包括血液學測試，例如血�胞比容的測ß1血

~蛋�p計1��胞差異計數和使用Āý虛擬模擬的ÿ驗²行的血型檢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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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外x科醫學學士學O課程共p四個入學途徑2 

1) 澳門中學保薦生Ā 

2) 四校聯考入學Ā 

3) 直接入學Ā 

4) w地入學2 

P述各種入學途徑中，學業r�仍然是ó關Ý要的因素2每�報考w外x科醫

學學士學O課程的競爭非常激烈2經Þ初o篩選之à，s們會�請xp優ù學

業表現的考生參à迷你多站式面試2考à在不\站S向考生詢問p關學習醫學

的動機1課外活動情況ñÜ如`ê]壓力等問題2他們給出的答案ñÜ在迷你

第Þ章   

²入醫學院 

蒙梓棋博士 

在Ð零N九óÐ零Ð零學�錄×的學生中ñ澳門]民為主，_�

數的{r2s們m\現�諾，為澳門ÿ育q地的明日良醫2 

s們首次²行迷你多站式面試環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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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站式面試P的表現_]s們錄×學生的決定xpN定影響2 

來自澳門的q地學生_錄×學生的比例最大2在第N批和第Ð批醫學生中，近

{r的學生來自澳門2 

學習r�優異的學生ÿñ申請優異獎學金ÿ獲 25%學¿津ÀĀ和y級學¿錄×

獎學金ÿV別為 50%和 100%學¿減]津ÀĀ2Ð零N九�共p七]學生獲×

獎學金2翌�，第Ð批錄×生考×了更優ù的r�，最終p 15 ]錄×生獲得

了獎學金2 

學生是q院和w外x科醫學學士學O課程的最終ï言人2s們_ü力吸引和招

收最優ù的學生報讀s們的醫學課程2 

 2019 2020 

Ð零N九學�和Ð零Ð零�的醫學生入學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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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醫學是N�ó钜的任務2吸收的信息ß大到ð人÷ñ置信，àP剛開始醫

科學習時馬P就要�Ø考試的壓力，�ÿ能會]醫學生 r極大的壓力2�n

\時，還要在²入大學N�級時適êð環境 1ð\學和ð的學習方法2 

s們為醫學生提供xp社會支援感的^師制þ，ñ指^他們r為醫生2�pN

�級ð生在開學à便à入^師計劃，立即被V配N]教師`為^師2每O^師

ÿV配 5-6 ]學生，由^師制þT調人員隨機V配á排2 

^師¯兼多職2他們�學生每o定期會面，瞭解學生的²展和社交生活，ñ便

Üî�現學生是否存在任`社會或學術問題2^師會為學生提供忠告建ð，並

在必要時為學生提供`業支援2T調人員在啟動^師計劃之前，會向^師們Ï

紹各人的角ô和職°2 

醫科課程前四個o會�行^-生的強制性會ð2學生們在教師辦|ý或w他地

方�^師會面，討論他們�遇到的各種問題2在最初的幾個o中，會ð的頻繁

性和強制性是很Ý要的，因為ü段時間也是學生在適êð環境時需要最大支援

的時間段2 

在最初的強制性會ð之à，學生ÿy據ÿ際需要來á排�^師會面2電子郵

件1微信和 WhatsApp 等ê用程式是師生聯繫的主要方法2^師制þ的任`互

動都會保存 錄2學生的學業r�會提供給^師們，ñ便^師瞭解學生在學業

P的²þ2^師會Tû指^學生解決他們面臨的各種學術和非學術問題2 

第}章 

^師計劃  

Anand Bhaskar 教授1鍾金淑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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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計劃的主要ß能是為學生提供社會支援而不是學業支援2學業問題會轉Ï

給相關科任�師2被確定為需要²行�^的學生_被轉Ï到學生Ï務處2^師

還會建ðw學生選擇合適的選修�目2 

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師計劃 

大學在疫情期間暫停面授教學，^師計劃變得更x意義2學生面]更多挑戰，

如他們無法�自ý的朋Ý和\學相見，還要Ýð適ê線P課堂和ÿ驗課的ð常

態2在封鎖期間，^師計劃繼續²行，�Þ電子郵件1微信和 WhatsApp 等在

線�臺²行師生互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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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建立了醫療Ü衛生持續ÿ訓中心和醫學模擬ÿ訓中心，ô力ý開展高質

ß的q科醫學ÿ訓和持續醫學教育，í在改善澳門醫療保健服務2自Ð零NN

�起，中心N直開展臨床ÿ��能ÿ訓，接Øÿ訓的醫護人員超Þ 3,500 人

次，當中þ參�課程的`科醫生} 800 人次1前線醫生} 1,200 人次Ü護理人

員} 1,500 人次2 

第七章   

持續追求S越 

陳比利博士1陳立Ā教授 

s們的ÿ訓中心配備最Y²的醫學模擬ÿ訓設備，用`持續醫學教育�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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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配置多Ā虛擬ÿ境醫學訓練系統和創ð的學習ýx2包括ÿ 3D 互動虛擬

解剖儀1機械人外科�能和手術模擬訓練器1心血管Ï入手術模擬訓練器1高

保真超聲波模擬教學系統ÿ結合心臟1肺部1ú部和婦產科ß能的學習�

臺Ā1便攜式超聲波檢測系統13D 脊椎手術模擬訓練系統1關節w視鏡手術

模擬訓練器1ú腔鏡Üw視鏡手術模擬訓練系統等2學習範圍涵蓋急Ý症醫

學1心臟w科1心胸外科1~經外科1婦產科1兒科1影像科1胃ù科1骨

科1泌�科1n外科Ü解剖學等 域2s們rß建立了臨床ÿ��能的學習�

自 2011 �起，s們的ÿ訓中心N直在為醫療`業人員²行ÿ訓2  

s們的ÿ訓中心_在s們的醫學課程中扮演Ý要角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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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ÞN系列醫療學術課程，為澳門提供高質ß的醫療模擬ÿ訓課程2使q

地醫務人員能夠在ÿç和áx的環境中熟悉最ð的操`�能，從而Ð²高水準

的²o和`業精~，讓患者能夠獲得更好的醫療服務2 

ü中心很榮~獲得英國愛O堡皇家外科學院1中華醫學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醫師T會的資格�ÿ2 

`為w外x科醫學學士學O課程中的N個x心角ô，醫學模擬ÿ訓中心�提供

的各種醫學臨床�能ÿ訓þ納入課程的學習2�種模擬ÿ訓模式是傳統教學方

法的Ý要ÜU，不僅能讓醫學生�Þÿ驗學習提昇醫學�能，還能Ð²團隊合

`精~和溝�能力，並能保證學習的áx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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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標竿學習概念 

黃�南博士1張康教授 

]ý任`醫學教育機構來說，獲得x球�ÿ是很Ý要的N部V2]s們�N�

� 的醫學院而言，尤w如n2藉n也ÿ向澳門特S�府1市民大眾ñÜ持份

者保證q院p能力ÿ養符合資格的學生2因n，p必要使s們的學生Ô到國際

標準2 

為n，s們特�哈_大學醫學院合

`，訂ü了 HMX 線P學習系列Ā

礎課程，並�q院的課程N起Û行

ÿ請參閱第O章Ā2HMX 線P學

習系列涵蓋了生理學1遺傳學1生

物W學1藥理學和]疫學等Ā礎主

題2每個主題跨越T±，每±�佈

ð教材2N�級和Ð�級的醫學生

需要�入 HMX þ站自學教材，並

需按時參à特定主題的預定考試2

第N批醫學生þýÐ零N九�參à

了第N� HMX 生物W學和生理學

的線P考試2w中，大部V學生獲

得了優異r�，考試V數超Þ

80% ，並獲得由哈_醫學院�出

的證書2 
哈_大學醫學院 HMX 線P學習系列ÿP圖Ā和s們

的醫學生參à HMX 考試ÿQ圖Ā2  



 29 

由ýð冠肺炎疫情x球大爆�，w餘的主題模塊被迫è遲2但是，在撰ûq文

時，þá排Ð�級學生在Ð零Ð零�TÐo參à HMX ]疫學1藥理學和遺傳

學考試2 

自Ð零NN�ñ來，`業醫學�展中心(請參閱第七章)r為中國醫師T會唯N

授權的臨床�能和模擬ÿ訓中心2\時獲得愛O堡皇家外科學院頒授x面�能

�展�ÿÿ訓中心資格，�是愛O堡皇家外科學院首次ý大中華地S頒授�ÿ

資格2醫療Ü衛生持續ÿ訓中心是美國心臟T會在澳門地S國際�ÿ的訓練中

心之N2 

q學院是x球þ絡的N部V2自Ð零N九�Toñ來，q院þ被rß列入由由

世界醫學院校聯合會和聯合國際醫學教育研究Ð²Ā金會共\編制的:世界醫

學院校]錄;2 

世界葡語系國家醫學院大聯盟在Ð零N九�TNor立，q學院亦是創始r員

之N2w他創始r員包括來自葡萄牙1巴西和莫O比[等地的 12 �頂尖醫學

院2 

q學院r為世界葡語系國家醫學院大聯盟的創會r員之N，Pa琀椀l 教授ï表q學院向ü會ô送紀念

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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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外，q學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ÿ原衛生部Ā簽訂了醫學

教育合`Tð，ñÐ²雙方在醫學和保健 域P的合`，à強中國大陸�澳門

特別行�S之間在]醫療保健`業人員的持續醫學教育和�能ÿ訓P的交流2

`業醫學�展中心ÿ請參閱第七章Ā還ô力ý�q地醫學組~相互合`，包括

澳門心臟學會Ü澳門急Ý症醫學會等2 

q學院�國際機構締結了Ý要的夥伴合`關Ï2s們的醫學課程Û用哈_醫學

院 HMX 線P學習計劃來建立國際學習的標竿2`業醫療�展中心ï譽x球，

奠定追求S越的Ā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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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個豐富的選修課程]ÿ訓高素質醫療人才ó關Ý要2不僅ÿ讓醫學生在感�

趣的`業 域中學習更高|次的知識ñÜ得到更深{的瞭解，還ÿñ在不\的

臨床和文W環境中r為p抱¬的醫生2因n，醫學生被要求在暑假期間必須參

�O門自學選修課 ÿ第N階段ÿ第N和第Ð�Ā參ày門，第Ð階段ÿ第O

�Ā參à第O門2 

學生_p機會在生物ÿ驗ý或物理ÿ驗ý²行Ā礎科學研究ñÜ臨床研究，並

從中豐富ÿ�經驗2s們會鼓勵學生參�q地或海外組~的ß願服務和社S服

務2他們也ÿñ選擇從Ï非科學或非醫學等 域的學習2 

選修課是自�性的，因ns們希望學生能y據自ý的意願來學習2監督和指^

職°由q學院指定的^師Ü�管機構的校外^師(日常主管)共\�擔2學生ê

在選修課開始時�醫學院的^師和�管組~的校外^師主管聯繫，ñ表Ô他們

]選修�目的�趣2在�管機構\意接納ü生之à，選修課必須獲得醫學院^

師和醫學院選修_組委員會批准2在第N學期結束之前，學生必須向q地和海

外機構提交選修�目的計劃申請書2 

然而，疫情的爆�影響了第N批醫學生的選修課申請2因n，他們只能在q地

機構參�義務選修課程2儘管如n，在Ð零Ð零�夏季，在q學院的TûQ，

許多學生被V別á排在香港尚ó醫療Ø團1澳門T康醫療中心1澳門特殊奧Û

第九章 

選修課程 

鍾金淑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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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º�1澳門ý會聯合�會ý人醫療�1澳門恩賜醫療中心²行選修課的學

習2部V學生在香港大學外科學系1微生物學系和生物醫學系參�研究`為選

修課程，亦p學生在科大醫院病理科1外科和胃ù病學科完r選修課2 

醫學生的選修課 

ÿþ圖Ā s們的醫學生在科

大醫院參�由 Daniel Stagg 醫

生主^的胃ùÓ選修課2 

ÿP圖Ā醫學生羅澤ü在香港尚ó

醫療中心參�由梁ß存醫生主^的

選修課2 

ÿþ圖ĀÐ�級學生顏妡庭在Ā灣愛

麗生醫療Ø團婦產科²行選修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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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T章 

科大醫院 

þô慧博士1林偉Ā教授 

在澳門特S�府的支持和衛生�的批准Q，科大醫院m式ýÐ零零}�OoÐ

TÞ日r立2醫院除保留原p中醫º療服務外，\時à入西醫º療的S素，務

求使醫療服務範圍趨ý完善2Ð零零七�{oT}日開�Q院部，目前�共設

置床O 60 張，UV�ð中西醫互Ü的優勢，r為q地最Y²的醫院之N2 

科大醫院ÿ落ý澳門路}S中心地帶P的澳門科�大學校園w2醫院ßí是希

望能在舒適和愉快的環境Q，用Y²的醫療設備，為患者提供優質的中1西醫

醫療服務2 

科大醫院是澳門科�大學醫學院1中醫藥學院Ü藥學院的臨床帶教Ā地，也是

x澳唯NN�x備大學支持的醫院2q院Q院部設p雙人病�1ú家病�ñÜ

豪華病�，適合不\病患的需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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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科大醫院的服務中心包括ÿ 

 西醫部 

 中醫部 

 國際健康管理中心 

 國際醫務中心 

 中醫藥學院`家臨床中心 

 臨床W驗º斷中心 

 w視鏡中心 

 醫學影像º斷中心 

 綜合康ÿº療中心 

 血液透析中心 

 腫瘤綜合治療服務 

 <治o病服務=ÿ預防醫學Ā 

在醫學生的臨床和ÿ習期間，科大醫院_為醫學生提供臨床學習的場地�機

會，使學生�Þ參�病人的治療服務，獲得裨益2 

科大醫院的Ā礎設þ和教學團隊能夠²行û觀結構W臨床考試，並Tû學生o

來的`業�展2 

隨著科大醫院擴建ý程的展開，_為醫學生和ÿ習醫生提供x面的臨床ÿ訓空

間，y據澳門醫學`科學院的規定提供Ā礎和高階`科ÿ訓活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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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N�前的開學y禮ñ來，儘管疫情爲s們帶來了許多困÷，但s們仍然堅持

醫學科研方面的ý`2q學院教學人員�表了多份xp影響力的文章刊物，在

研究方面也×得了Ý大rß2 

教學r果 

自Ð零Ð零�Noñ來，因社交距ö和�部地S封鎖，s們rß地調整了課程

設置，讓學生能夠�Þ線P方式繼續學習ÿ請參閱第四章Ā2�p�師都把課

堂和團隊為q的學習課程改爲線P模式²行，獲得了非常滿意的學生反饋2�

師還調整了ÿ驗課，Ý點是w外x科醫學學士學O課程ÿý見第O章Āÿ現在

線授課2值得N提的是，s們提供的肺活ß測ß方法比 Zoom 更ÿ用2�種方

法是由q學院 Anand Bhaskar 教授 ^的，首Y向學生遠程演示了üÞ程，隨

à學生ÿñ�Þ教師計算機的遠程式ç制制²行數據V析2�使學生ÿñ在�

第TN章 

追求S越1精益求精 

韓à裕博士1湯Ā信教授 

Bhaskar 教授針]虛擬肺活ß測定法��表的文章ñÜ由

陳立Ā教授�編û的解剖學教學指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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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指^Q親自觀察和處理肺活ß測定數據，而不必在校園w2Anand 

Bhaskar 教授在:生理學教育²展;雜�P�表了�種ð�的ÿ�方法2 

教師團隊�ð合`精~，相互幫ûí在為學生提供最優質的教育2陳立Ā教授

是:教學解剖學-ÿ用指南;的編輯，書中很多章節都是由陳教授撰û，並在

w中x面Ï紹了p效的教學方法2 

研究r果 

在Þ去的N�中，s們的教師�表了許多

�教育1醫學和科學p關的\行評審文

章2研究影響涵蓋了廣泛的主題，並ñ關

鍵詞雲 ÿ關鍵_的大_表示�生頻率更

高Ā的形式說明2 

s們不斷增長的研究活動和影響力的亮點

是由張康教授 ^的抗擊ð冠肺炎病毒的疫苗研�ý`2張教授Üw團隊開�

了N種針]ð冠肺炎病毒的棘突蛋�的Ý組疫苗2�削弱了病毒感染人類�胞

的能力2研究最終在國際頂尖學術期刊:自然;�表，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

q學院在 2020 ���表的Ý要研究r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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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張教授和q學院院長霍文遜教授還共\在國際頂尖學術期刊:�胞;合著

了N篇文章，Ï紹如`使用人ý智慧演算法和º斷模型來改善]ð冠肺炎患者

的SVº斷2 

w他教師亦p參�w他醫學和科研活動2湯Ā信教授參�了N�針]超Þ 40

萬東亞人的大型xĀ因組關聯研究，ñ確定 2 型糖�病相關的 180 個遺傳O

置2�包括從前沒p在歐洲血統個體的類似研究中報^的ð�遺傳O置，從而

突出了在亞洲人群中²行n類研究的Ý要性2该�研究在國際頂尖學術期刊

:自然;�表2Î�，湯Ā信教授和林偉Ā教授還�表了多篇關ý他汀類藥物

用ý降P膽固醇水�的文章2 

教學團隊²行了w他Ý要研究r果2 

 林偉Ā教授在去��表了 16 篇p關Þ敏和炎症的文章2 

 鍾金淑子教授�表了 10 篇關ý帕金森氏和阿爾茨海默氏病1骨骼肌ð陳ï

謝和中風的文章2 

 陳立Ā教授�表了 10 篇關ý解剖學教學現狀的文章和社論2 

社S參� 

Ð零Ð零�{o，q學院ñ學術主持的¯份rß�辦了p關法醫學1精~健康

和患者áx的在線/現場混合研討會2由陳比利博士組~並在金麗華酒店�

行，吸引了眾多教職員ý和q學院醫學生參à2來自香港的演講者�Þ Zoom

²行了視頻演講2香港大學醫學倫理�法ß研究中心聯席主任馬ü立博士Ï紹

了法醫學的N些ÿ際問題2香港心理衛生會義務顧問麥列菲菲教授就抑鬱症Ü

w治療`了x面的演講2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病理學系黎國思臨床醫學教授

就臨床ÿ�中的º斷錯誤問題²行了在線互動演示2來自香港的許佩華醫生展

示了她] α 地中海貧血的產前º斷ñÜ產前輸血ß效的研究數據2q學院副院

長 Niv Patil 教授談到了數_W時ï提供患者護理的現狀，ñÜ現ï醫師不斷

�展的要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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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q學院r立只pN�時間，但s們� 的教師×得了ð人振奮的r就2隨

著x球W帶來的挑戰，s們_ô力ý為學生提供最高水準的教學，並在教學和

研究方面×得更大的rß2 

Pa琀椀l 教授談Ü在數碼時

ï中為患者提供護理服

務的問題ÿþ圖Ā，ñ

Üq學院師生參�了N

場ñ線PÜ現場混合方

式²行的研討會ÿQ

圖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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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醫學`科學院ÿMAMĀÜ各V科學院ýÐ零N九�七oTO日r立，�

擔結構W`科ÿ訓計劃的°任，向各個臨床學科的`家頒授院士證書，ûQð

的�ó篇章2]ý澳門� 醫學畢業生和ÿ習生而言�的確是個好消息，讓p

ß者r為臨床ÿ�`家並繼續在醫學的職業Ó路P奮鬥2 

澳門醫學`科學院î在Ð零N}�Ðo籌備，當時社會文W司司長在澳門立法

會P向特S�府提出建ð，建立N個à方機構來ÿ訓q地醫學`家2 

第TÐ章 

醫學畢業生的o來 

霍文遜教授 

澳門醫學`科學院r立y禮暨院士頒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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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醫學`科學院þ�在N九九O�r立的香港醫學`科學院簽訂了合`T

ð，ü學院N直ô力ý提供畢業à醫學教育ÿ訓ý`，是N個`業T會2 

香港特別行�S食物Ü衛生��長在Ð零N九�七oTO日來澳見證香港醫學

`科學院�澳門醫學`科學院簽署諒解備à錄，ñà強y院之間的合`2 

預計除了`業ÿ訓外，澳門醫學`科學院的r立_會Ð²�提高初級1Ð級1

O級和四級護理和ÿ�質ß， 福澳門市民並è動醫療旅Ú2 

澳門科�大學醫學院`為醫學教育的連續體，_�澳門醫學`科學院合`，在

q科課程和畢業àÿ訓之間共\鑄建Nÿ橋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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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TO章 

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ÿs們是Y鋒！ 

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 

s們的故Ï 

爲了r為要求最嚴苛的課程之N，在迅��展的澳門醫療界中�P旅程的Y

鋒，s們需要做些Î¾？r為Y鋒需要x備多方面的條件，主要條件之N是x

備 ^能力和保持好奇心，並p去�現的能力而不是被 ^2由ýs們沒p學

長，s們學到的知識不僅×決ý師長提供的資源，還×決ýs們自ý去追求的

人生經驗2 

`為o來的醫生，s們必須意識到自ý社Sñ外的醫療保健問題2�各界\Ï

建立Ý好關Ï]s們開闊視Þó關Ý要2只p�Þ參�國際性活動，才能讓s

們理解x球人民的利他主義和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2s們p明確的目標，但不

確定`時`地開始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的r立2 

由s們的醫學生�r立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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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r立的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的學生ï表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

ÿAMSA-MacauĀ為s們提供�國際社會建立富pr效的關Ï的機會，在展示

ÿ養s們x備p效溝�和堅持不é能力的Ý要性方面，�是N次寶貴的經驗2 

首次接觸亞洲醫學生聯盟是在就讀第N學�的時Y，s們ü力ÿ養醫學生的關

鍵素質是ÿÝ誼1知識和行動，��他們的價值觀完美契合2 

s們在第N次申請r為亞洲醫學生聯盟觀察員時並orß2回顧Þ去，s們P

p了]學習時間的投入和ð生在適ê大學生活的壓力性調整期2�是N次很好

的學習機會，s們沒p�棄2相反，�次經驗讓s們學習並pÝ自ýñ迎接明

�rß的機會2籠罩在ð冠疫情Q的Ð零Ð零�，s們�Þ無數電子郵件和

Zoom 會ð聯繫了世界醫學生聯盟，ñ便在澳門建立自ý的V會2�次s們`

了更U足的準備，第Ð次向亞洲醫學生聯盟提交:觀察員會員;申請函，NW

都很�利！在Ð零Ð零�ToT日�行的亞洲醫學生聯盟第N次執行委員會會

ðP，經Þ亞洲醫學生聯盟國家執行委員會和�p地S主席的投票，s們的申

請獲得批准，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終ý誕生了！ 

除了寶貴的學習經驗ñ外，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pN個非常特殊的生

日ÿ 10102020ÿÐ零Ð零�ToT日Ā2然而，在�p慶}活動之à辛勤ý`

就開始了2s們_ü力r為亞洲醫學生聯盟中r熟的N個V會2 

s們的願o 

澳門是大灣S不ÿV割的N部V，s們_r為o來的醫療保健提供者2亞洲醫

學生聯盟澳門V會的建立_r為醫學界�s們�服務社S之間的�Ó2s們_

�辦�|眾健康p關的|眾活動和ý`坊，ñ�俗易懂的方式向|眾傳Ô複雜

的醫學信息2s們還_�亞洲w他醫學院校展開合`，ñä索o來為�pr員

開展學生交流計劃或選修課的ÿ能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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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創會執行委員會  

S域主席-Ð�級醫學生顏妡庭ÿ 

s很榮~r為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的S域主席2s的ý`是 

^和T調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執行委員會的活動，並擔任亞洲

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的à方ï表2Î�s的目標是在亞洲醫學生聯

盟澳門V會r員之間建立穩固的紐帶關Ï，r為s們�能創 的最

好篇章2 

S域副主席-Ð�級醫學生李欣樺ÿ 

s很高�能夠幫ûðr立的醫學院擴展她在國際聯繫方面�ð 

^`用2`為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的副主席，希望r員之間

引�p意義的討論2sí在為會員提供N個�極主動的環境，讓

他們UV體驗亞洲醫學生聯盟的知識1行動和Ý誼原則2s在o

來幾�的目標是幫û\伴Ô到並r長為準醫療`業人員和x球民

眾的¯份2 

秘書長-N�級醫學生黃瑋珩ÿ 

s的職°是TûS域主席和副主席確保會ð�利²行2\時s也

¬°任`外來查詢的聯絡點，再轉Ï往相關V會²行咨詢2  

|關部Ü文書美ü部長-Ð�級醫學生容曼琪ÿ 

s_製`�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相關的ü傳計劃，\時擔任聯

盟à方þ站和社交媒體的主管 2�是s們�世界w他地方交流的窗

口，s_不遺餘力地]外è廣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向\學1

校園人口和鄰近社Sü傳聯盟的Ï件1活動和機會，藉ñ提高聯盟

的知]þ2Î�，s希望能提昇各會員的參�þñÜ完善亞洲醫學

生聯盟澳門V會的會員招收ý`，ô力為聯盟奠定了堅ÿ的Ā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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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長-Ð�級醫學生余浩賢ÿ 

s¬°會¿的Ï務，保留�p資金，Üw收入和支出的 錄，ñ

確保s們的V會在務Pßßp條2s還¬°�Þ�þ報告�亞

洲醫學生聯盟交流p關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的務狀況信

息2 

贊û部長-N�級醫學生丘悦榕ÿ 

s¬°ÿþ和T調þ批准的慈善和籌款計劃 2s會�務長

合`，向外尋求適當的贊û，UV利用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

V會的資源2  

學術部長-Ð�級醫學生余雪�ÿ 

s的角ô是Ð²和鼓勵會員之間的學術²o�展，UV利用亞

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資訊Wþ絡媒體來製`學術w容2s�

為科學研究在健康和醫學方面xp不ÿ動搖的地O2s_�w

他會員N起ü力在s們的時Ï�訊中定期製`學術w容，ñó

üq地和國外醫學生的視Þ2 

s的目標是r為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會員�亞洲醫學生聯

盟r員之間p關學術出x物的橋樑，從而提昇]國際衛生問題

的�識並鼓勵持續醫學研究2  

會員資格和�展部長-N�級醫學生馬ß容ÿ 

s的職°是為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招募會員，並Ð²]會員的�

展和福利活動2s還¬°�S域主席和S域副主席合`，共\主辦亞

洲醫學生聯盟的à方活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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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交流部長-Ð�級醫學生蘇詠詩ÿ 

s很榮~能參�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的會務ý`2亞洲醫

學生交流計劃是亞洲醫學生聯盟中的N個不ÿ或缺的計劃2ü

計劃允許亞洲醫學生聯盟的r員參à為期 5-10 y的臨床前期

或臨床交流�目，ñ選擇他們�想要選擇的章節2s_盡最大

ü力Ð²澳門�世界各地醫學生之間的醫學交流�合`2  

|共衛生部長-Ð�級醫學生邱啟熙ÿ 

s非常榮~地r為亞洲醫學生聯盟澳門V會|共衛生部長2s

們_�亞洲醫學生聯盟的w他|共衛生部長緊密合`，在澳門

�辦|共衛生ü傳活動2 

亞洲醫學生聯盟電子�訊澳門V會ï表-Ð�級醫學生黃昱�ÿ 

s¬°由亞洲醫學生聯盟電子�訊�表的p關不\健康主題的文

章2來自澳門的醫學生ÿñ�Þ向s提交自ý的`品來表Ô]�些

健康û題的看法2希望�Þ電子ð聞�訊，讓s們向世界各地的醫

學生學習，\時能夠�表意見並讓人們瞭解s們在各種健康問題P

的立場2 

:亞洲醫學生聯盟期刊;澳門V會ï表-Ð�級醫學生楊×詩ÿ 

s無比榮~r為:亞洲醫學生聯盟期刊;ÿJ-AMSAĀ的V會ï

表2:亞洲醫學生聯盟期刊;是Nqñ學生為主^的在線開�式

生物醫學期刊2它為亞洲醫學生聯盟r員提供了N個交流�臺，

使他們的論文得ñ�表 2w願o在ý鼓勵在亞z地SÜw他地S

開展ñ學生為主^的研究2s希望澳門會在不久的_來提交s們

的第N份ñ醫學生為主^的研究論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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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T四章 

學生的角落 4 感言 

鍾金淑子教授1韓à裕博士 

學生感言 

s們徵Ø了第N批學生的反饋意見，ñ了解他們r為澳門首批醫學生的想法和

感Ø2 

s很高�自ý能夠r為澳門科�大學的醫學

生2教授們都很好，給予s們合適的教^2

當s們遇到困÷時，他們�是盡力幫ûs

們2s非常喜k團隊為主的學習模式，ÿñ

利用s學到的知識並_w牢 ý心2 

儘管在疫情的影響Q，s們無法²

行面授教學，但教師們還是ü力[

服困÷為s們á排線P教學，效果

不比面授課遜ô2另外，s在班P

結識了N些很好的ð朋Ý，s們N

起解決學習問題 2在n，s要特別

嗚謝鐘金淑子教授在選修課P的T

調，讓s從中學習到很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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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很榮~能夠r為澳門特別行�S

首個醫科課程的學生2澳門特S�

府和市民都期盼著�Ny的來臨，

希望澳門能夠p自ý的醫學院來ÿ

訓q地醫生2 

暑假期間，s選擇到科大醫院²行

選修課，��了非常豐富的學習經

驗2s深信選修課ÿñ使學生在課

餘時間學習更多知識，走出教ýñ

不\的方式²行學習，為s們在醫

學路途P的前²奠定堅ÿĀ礎2 

s非常p動力繼續自ý在澳門科�

大學的人生旅程2]s而言，�是

sÿ現夢想的好機會，因ns_會

儘s�能繼續前²2�就是s在澳

門特S第N�醫學院醫學課程首�

的經�2  

開學首y，�p教職員和教師們都出席了Ï紹會2最à，醫學院副院長 Patil 教

授說ÿ<Y鋒，k迎大家開啟ð的人生旅途2=�讓s為自ýr為póñ來第

N個<澳門製 =的醫學生而感到自豪2回想起在開學y禮P，多]�府ï表

出席見證��ó性的儀式2s站在臺P，穿P�袍ü讀誓詞，�向r為澳門q

土ÿ育的醫生的Ó路2 

s在臺X出生和長大，�是N個

U滿美味佳餚和迷人o點的地

方2因n，s獨自N人來到澳門

學習醫學絕]是N次很好的ä險

旅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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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們的腦海中仍然]P學期��生的Ï情p深{的s象，包括葡

韻嘉�華中國-葡語國家文W±1大學籃球比ý1美食節等2在眾

多活動中，s最喜k的是校服日2當ys們�p人都換P了自ý

的中學校服，大家拍了很多照w，N起回憶s們的中學生活2 

因ð冠肺炎疫情t機而在家ÿþ線P學習2s們看不到彼n，

但是在教師們的ü力Q，線P課程和面授課堂之間幾乎沒pS

別2儘管如n，s們還是�為�教師們面]面²行教授是最佳

的，師生雙向互動交流效果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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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N]大學ð生，s]ð學�感到

非常�奮，在�裡s�識了教師，\

學和醫學教育，但是s無法想像Î�

會�生Î¾Ï情2 

開學的第Ny，s不�識任`人，�

ñs嘗試主動�人問好並�人交談，

效果很好 2現在s��p\學的相

處都很融洽，s很珍惜在�裡�識的

每NO好朋Ý2 

回憶當初s在心血管解剖學的

課堂P是感到多¿地困惑，經

Þ多番失敗1嘗試和ÿ�，s

終ý~到真m適合自ý的學習

方法！因n，s給ð生的建

ð，那肯定是<不斷嘗試=... 

現在剛開始第Ð�，s�為N�級�

面臨的每N個挑戰都讓s�V�確信

醫學是s的o來 2而且s得到教師

們，\學和家人的大力支持，�]s

Îà}�的醫學生生活ó關Ý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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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TÞ章 

學術研討會ÿ 

疫情挑戰Q的醫學教育 

Niv Patil 教授1陳比利博士 

ð冠肺炎疫情�展為x球大流行，讓s們�樣� 的醫學院，ñÜw他醫學教

育機構Ø到很大的影響2q學院在Ð零Ð零�TNoN日ñ學術主持的¯份�

辦了N場]為<疫情挑戰Q的醫學教育=的學術研討會，�請世界頂尖醫學`

家Vï他們的經驗2活動ñ現場演講和視頻演講混合的會ð方式²行，�種模

式�疫情爆�期間的醫學教育非常相似2現場吸引了不少醫學教育界人士1學

院的醫學生ñÜ澳門特S�府衛生�和澳門醫學`科學院的ï表參�，另p

近 300 ]海外ï表參à了在線會ð2 

學術研討會的現場�言人和嘉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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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學院院長霍文遜教授在研討會開幕時ô辭，並簡單Ï紹了澳門醫學教育的現

況ñÜð冠肺炎疫情Q�帶來的影響2是次研討會�請了多O頂尖醫學`家學

者參�主題演講2美國國際醫學教育研究和Ð²Ā金會董Ï長 William Pinsky

教授Ï紹了�證和質ß保證在醫學教育中的Ý要角ô2Florentino Cardoso 教

授�表了在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如`改善醫學教育的見解2世界醫學教育聯合

會副主席 Duck-sun Ahn 教授講解了�世界各地醫學院校合`的Ý要性2廣州

中山大學醫學院常務副院長匡銘教授概述了w機構在醫學教育方面�`出的S

越r就�p效的創ð®獻2 

澳門醫學`科學院院長熊ß添教授`了主題演講，Ï紹澳門醫學`科學院在ÿ

訓o來醫學`業人士方面扮演的角ô2歐洲醫學教育學會秘書長 Ronald 

Harden 教授就英國]o來醫學教育的看法�表了演講2Üïq大學醫學院院

演講嘉賓包括 William Pinsky 教授ÿþPĀ1

Floren琀椀no Cardoso 教授ÿôPĀ1Duck-sun 

Ahn 教授ÿþĀ和匡銘教授ÿP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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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Fausto Pinto 教授講述了世界葡語系國家醫學院大聯盟ÿq學院是ü聯盟的

創會r員之NĀ的`用2 

q學院的教學r員出席了q次研討會2張康教授�表了]ð冠肺炎的研究ÿ請

參閱第TN章Ā2陳立Ā教授概述了在疫情爆�期間ÿ請參閱第四章Ā醫學院

²行在線教學的經�2Anand Bhaskar 教授Ï紹了教學團隊為醫學生提供創ð

的臨床ÿ��能教學的情況2陳比利博士講解`業醫療�展中心ÿ請參閱第七

章Ā配備最Y²的設備²行模擬醫學教育2黃�南博士就q學院的醫科課程²

行Ā準WV析法`出了Ï紹ÿ請參閱第{章Ā2最à，y]Ð�級醫學生ï表

李欣樺和顏妡庭`了精彩的演講，Ï紹他們`為w外x科醫學學士學O課程第

N批學生的經�ñÜ在線醫學教育的經�2 

演講嘉賓包括熊ß添教授ÿþĀ1

Ronald Harden 教授ÿþQĀ和

Fausto Pinto 教授ÿQ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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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們N\參�研討會並²行演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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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N 延續s們的Ý要任務 

霍文遜教授，Niv Patil 教授 

韓à裕博士，蒙梓棋博士 

Ð零ÐN�No，儘管ð冠肺炎大流行仍然影響著s們的生活，但鞏固s們夢

想的ü力仍在繼續… 

在撰ûq`刊時，q院þ經招收了y^醫學生 2\學們在澳科大教學大樓和

醫學模擬ÿ訓中心ÿý情請參閱第七章Ā�利開展了課堂1團隊^向學習1ÿ

驗課ñÜ臨床�能學習2當第N批醫學生²入O�級，即²入首階段的臨床教

學階段時，q學院^著手為醫學教育創 N個`用空間2 

醫學院ð�建的 P26 ýÐ零ÐN�Nom式投入Û`2 

解剖Ü生理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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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病理學教學 

團隊^向學習 

Ā礎ÿ驗ý 

 

臨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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Ð�級醫學生容曼琪  

Ð�級醫學生余浩賢  

N�級醫學生丘悦榕  

Ð�級醫學生余雪�  

N�級醫學生馬ß容  

Ð�級醫學生蘇詠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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