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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院[院院ÿ 霍文�院ÿ 

回顾`初，在澳门建立第N�_门ÿ{|学人才的|

学院，É证第N批|学生ýü希波克拉ß誓词，对q

来说确à是<美梦p真=2q_刊将²录澳门第N�

提供内外x科|学学士学O课程的|学院的p立Üw

发展历程2 

q很荣幸p~澳门第N�|学院的[院院ÿ，àā了

\中山Y生在澳门ÿ育�轻|生的_大梦想2|学课

程ñÿ{学生的能力~q，课程的¿置参考了香港P

ÿ×知]|学院�提供的内外x科|学学士学O课程的框架P内容2q们ÿ大

多数的|学生来自澳门，他们通Ïo格标准，ñ<迷你多站式面试=的形式被

�ôû来2~确保教学质à，q们的教学团队由世界各地的顶尖|学教育_家

和�轻的学者们�Āp2梦想虽þÙ~āà， 但q们Ï将建立_à的Ā础ñ

履行q们的�û，ÿ¯<明日|生=，肩负Þ要使命~澳门^民服á2 

自Ð零Ð零�No，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卷x球2`~N��轻的

|学院，q们遇到了真à而Ā大的考验2面对意料之外的挑战，`ù的教学团

队ÿ极Þ对，并迅�将学`和à验课调整~在线教学模式，ñ确保q们的课程

ú利ß行2m外，q学院的教研人员ÿ极参Pð型肺炎疫苗的研发ý`Üw他

相s的科研活ú，w中ps[ð教学的数据þ在学术期刊中pß发表，ñ利于

业界\Ïß行交流Vï2 

虽然Î�q们经历了N场o峻的考验，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撰写q_刊时，q

学院þú利录×了第Ð批明日|生2对m，q们保证将继续凝心聚力~学生提

供卓�教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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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N章 

历ó沿革 

Niv Patil 教授1霍文�教授 

NÞÞ七�，在明朝à方的准许Q，葡萄牙人在珠江O角洲西岸N带ñÜ珠江

û海口¿立了½易站2`时的`教士1Ûà和中||师在澳门半岛1}仔半岛

ñÜ路Ā半岛的教堂和诊�Ý担任初ÿ|疗保健人员2  

镜湖慈善b于N{七N�开¿了澳门第N�中||院，提供中|诊疗2N{九

Ð�，26 岁的\中山Y生×得了|学学士学O^来到澳门行|，并于N{九

Ð�在镜湖|院开¿西|治疗服áñÜp立|学部，缔 了ÿ{|学人才的梦

想2 

N{七四�，澳葡�府建立了Ïow综合|院2 

在澳门回_七�之^sÐ零零}�的Oo，前¯~中|诊疗中心的澳门科�大

学Ö属|院建p启用，并à¿了西|治疗，ÿ提供Q院和门诊服á，¿置

60 `床O2  

尽管社b对西|服á的需求p�增à，然而，在葡萄牙�府管治Q的澳门并没

p开¿N�l规的|学院2P个世纪，在澳门ÐÏ|疗ý`的|生的教育Pÿ

¯�要来自葡萄牙 1中ÿ大Ø 1香港或w他地方2 

自Ð零N零�ñ来，澳门科�大学健康科学学院ÿ|学院的前¯ĀN直在P|

学教育_家ß行系W磋商，探索在澳门提供|学教育和ÿ¯的ÿ能性2Ā于，

在澳门科�大学Ā金b行�委员b��|澳门科�大学校监廖泽ß博士的英明

�üQ，q们ÿ极èúP澳门特{�府ß行«论，并于Ð零NÞ�九oÐTÞ

日l式向澳门特别行�{�府高教�申Þ内外x科|学学士学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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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学ßí简明ÿ 

~澳门ÿ育术德|备1人文素{P_业态þ|x的<明日|生=， 随着q科

教育的持续发展，p效促ß和开展q院的_业|学ÿ¯2 

 健康科学学院 (|学院前¯) 定期参P每季þ的中葡ÿ×|学论`2ï论`p

ß地~世界知]|学教育_家搭建N个交流�Ā，如欧洲|学教育`b 

(AMEE) 秘书ÿ Professor Ron Harden 和英ÿ爱O堡皇家外科学院院ÿ

Professor Michael Lavell- Jones 等，他们~|科课程提供了ß¾的指ü意É2

澳门特{�府高教�在课程û查的Ï程中邀ÿ了ÿ外|学教育_家ß行研究和

~何要在澳门开¿|学院？  

澳门是NÿU满活力的ÿ×知]城^，吸引了来自中ÿ大Ø和世界各地的游ü，每�

来À人数高达 2,500万人k2多�来，澳门居民和Àü对q地的Ā层和高水�|疗服

á，ñÜ|疗教育Pÿ¯水�的期望_在O断提高2 

~满足q地需求，|学院¿p_业|疗发展中心，ô力于~澳门ÿ{<明日|生=和

`ù的|疗人才Ā并Ā于循证à践的ÿ×标准，~质à服á铺�了道路2 

ÏàP，Nÿ逾�万人口的城^能满足N�|学院并每�~ 100]|学生提供临床à

`和经验2电子和信息�术的ßn，ÿ~Ā础和Þ用健康科学的教学提供模拟āàĀ

境¯ÿ，Ð而增à学生学`的机b2 

ÿ育明日|生，使他们p~富p\理心1爱心和`ù的沟通者，O仅要学`Ā础和临

床科学的�~知识，ß要将人文和道德`~|学课程的N部V2`Î|学教育的大�

势是ñÿ{学生的能力~Ā础，à种教育模式þp~|学à践ßOÿ少的N部V2 

建立N�能提供转制课程的|学院，ÿ~在内地|科Ā业的澳门人提供�合的临床教

学1认证和q地W课程，ñ满足澳门的需求并达到ÿ×水�2q们ß提供Pw他卫生

保健_业人员ß行跨学科_业教育的机b，例如æ理1辅û/ÿï|学ÿ如:中|Ā1康

复|学和药学2~m，澳门需要建立N�|学院，ñ高质à的教育和ÿ¯来提Wq地

|疗保健水�2  

Ð零NÞ�首k提交申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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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查课程提þ2澳门霍英东Ā金b等慈善机构对q学院的鼓励，对促ß|学院

的o来发展p着深à的意O2 

在Ð零N}��p，q學院向澳Ā特別行�S高等教育�展示了N場à動式課

程Ï紹會議，雙方就建立醫學院ß備的學術資格和Ā礎設施等問題à相討論2 

在Ð零N}��p，q学院向澳门特别行�{高等教育�展示了N场交à式课

程Ï绍b°，Þ方就建立|学院ß备的学术资格和Ā础¿施等问题à相«论2 

高等教育�指ûÿ 

澳门科�大学þ建立了完善的健康科学学院ĀQ¿pYß的�能ÿ¯中心，P

香港1内地和海外机构建立学术交流，ñ提供更多合`机b2 

经ÏP持份者ß行多k`商，在q们感到焦虑和挫±的时Y，突然ûāN道曙

Z ─ 澳门特别行�{�府高等教育�和卫生�l式批准澳门科�大学开Þ内

外x科|学学士学O课程2  

澳门特别行�{�府在Ð零N九�NoT四日刊载:澳门特别行�{|ç;，

�准澳门科�大学开¿内外x科|学学士学O课程2  

澳门科�大学于Ð零N九�OoN日l式将健康科学学院更]~|学院2除了

ð批准的内外x科|学学士学O课程之外，|学院ß提供了食品P营{科学学

士学O课程1|共卫生学硕士学O课程1æ理学硕士学O课程和|共卫生学博

士学O课程2  

食品P营{科学学士学O课程í在ÿ{食品和营{科学�域的_业人才，课程

涵盖p机W学1解剖学1生理学1生物|学科学ñÜ管理课程等学科，学生在

校期间p参Pà`的机b2æ理学硕士学O课程í在~学生提供高ÿ的æ理理

论知识和临床à践2|共卫生学硕士学O课程和|共卫生学博士学O课程í在

¬研究生à深对|共卫生学相s原理的理解，并参PÞ点研究ù目2  

|学院Zp立之×就þ马O停蹄地开展招生ý`，抓紧时间招募了第N批|学

生2澳门Üw他邻à地{的中学对ðp立的|学院表示热烈l迎2期间q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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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019 ÷社b文Wøøÿ批示   

社b文Wøøÿ行使:澳门特别行�{Āq法;第}T四条赋Î的职h，并�据第

6/1999 ÷行�法规:�府部门Üà体的Āÿ1职hPß`;第Þ条第N款ÿNĀù，

结合第 10/2017 ÷法律:高等教育制þ;第T四条第N款的规定，`û批示2 

N1在澳门科�大学开¿内外x科|学学士学O课程2 

Ð1�准P款�指课程的学术P教学编排和学`«划，ï学术P教学编排和学`«划

载于q批示的ÖþNÜÖþÐ，并~q批示的Āp部V2 

O1q批示自|_翌日起生效2  

Ð零N九�No七日 

社b文Wøøÿ 谭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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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生Āÿ了n场简Ïb，获得了很好的ß响，并吸引了大批`ù学生前来ç

ü2于是， <迷你多站式面试=的考生]单随^便筛�了û来2 

澳门科�大学在Ð零N九�九o}日�行首届内外x科|学学士学O课程开学

y礼，揭开了ð的序幕2第N批|学生Üwx母，ßp嘉Ā们û�了y礼2在

庄o~圣的气氛Q，N_|学生由[院院ÿ霍文�教授�誓，共\ýü希波克

拉ß誓词并ß行授袍仪式，然^向wx母和师ÿ鞠°，ñ表达最深厚的敬意2  

`~澳门póñ来的第N�|学院，y礼`y，¬学生和教职员ý深感Þ任2

然而，ßoUV体b到被赋ÎàN份深{意O�带来的喜悦，数o^，N场突

如w来的ð冠肺炎疫情�卷x球，t¬大家经Ø了N场历ó性的风暴2 

q们首批|学生在开学y礼

Pß行ý誓仪式 ÿPĀĀĀ

|学院第N`合照ÿQ

Ā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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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q文时，澳门科�大学|学院`~澳门目前唯NN家获得澳门特别行�

{�府批示开¿内外x科|学学士学O课程的学术机构2尽管社b对|学院Ï

[的误解，他们认~~增à经济收益，q们招生的�要对象ñ海外生~�，Ï

àP，q们录×的学生ÿ大多数来自澳门ÿÿ参阅第Þ章Ā2 

`~q_刊的第N章，²载了澳门首个|科课程的历ó性时{，í在¬社b大

_能深入了解|学院的ß`，`将|学院的à×情况²录并保[Q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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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Ð章 

万般ðĀ的考验 

Niv Patil 教授1 

Christopher Cottrell Y生 

Ð零N九óÐ零Ð零学�第N学期 

美梦得ñp真之^，ðè的ý`马P展开2在第N学期，ÐNĀ灵活性的<Ā

础模块=开始，包括数星期的密Ø式演讲1研«b和ý`坊ÿÿ参阅第O

章Ā2内容涵盖了临床的Ā础科学 1|学人文 1伦理 1法律和沟通的教学2

q们采用团队ü向学`和案例式学`的方式，¬学生体b到|学à践的真l意

O2m外，学生参P美ÿ哈_大学|学院 HMX 在线学`系WĀ础课程的学`

ÿÿ参阅第{章Ā，ñßNn发展Þ要|学概念Üw临床Þ用2 

通ÏñP结合的方法ÿ的对学生的学`p效ß行î期评p，并�时`û调整2

q院à施ü师制þ，ü师P学生定期在每o最少ß行Nkb°ÿÿ参阅第}

章Ā2b°的Þ点是�×学生的ß馈意É并¬教师对课程ß行ß思2ÿ达N个

小时的b°ÿ�据à×需要提供ßNn的评p和无缝的改ß2~m，学生è�

û班ï表，ñ`û处理班áý`2 

形p性考�和üÊ结构W临床考试 (OSCE)  

|学生在Ð零N九�TÐo�行第Nk形p性考试，内容包�N系W多ù�择

题和üÊ结构W临床考试2 

_业|学发展中心和|疗Ü卫生持续ÿ¯中心¿p多个仿真ÿ¯{域，包括仿

真救æ车V流þ 1模拟手术þ 1模拟ï�ñÜ解剖教þÿÿ参阅第七章Ā2

在üÊ结构W临床考试期间P述教þ均被改建~考试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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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Ð零N九�TÐoTN日PXß行首küÊ结构W临床考试，手机Ü个

人物品需[�在指定O置2学生Y在模拟救æ车V流þ等à，然^ï流到考试

站ß行üÊ结构W临床考试2每k}]学生，内容涵盖了心肺复苏术 1N般

¯体检查 1简单的缝合术和打结等2 

通Ï形p性考�1üÊ结构W临床考试和哈_|学院 HMX 在线学`系WĀ础

课程ÿÿ参阅第{章Ā，将pû于|学生了解|学课程的考�和评pà践的模

式和流程2对大多数学生而言，à是他们在|学教育中ß行的第Nk评p考

�2 

Øð冠肺炎疫情�óü的第Ð学期 

Ð零Ð零�No，ð的学期U满了希望和压力2学生意识到总结性考�将在}

个o之^ß行2教师们除了á于部署ð学期的课程ñ外，ß需要准备第Ð批ð

生的面试ý`ñÜð学�的Ā础教材2 

面授课堂在Ð零Ð零�No份前O周直óÜ历ð�假期前Ïl常地ß行2 

随^q们得到pso知肺炎的ð闻和|学消息2O于Xð的ÿ家卫生健康委员

b于Ð零N九�TÐoOTN日向澳门特别行�{卫生�通ç了o知肺炎的情

况，并于翌日对来自内地的�p航班ß行了体温检查2澳门特{采×了更à警

惕的|共信息和卫生措施2 

教学团队的各Op员对Ð零零O�非y型肺炎Ï然s象深{，à是否意味着\

�的Ï情将再Nk发生？ 

澳门首ßð冠肺炎病例发生在Ð零Ð零�NoÐTÐ日 2翌日，澳门便开始

采×更ào格的措施2m�影响了�p人，尤w是教育�域人士2 

澳门特别行�{�府于Ð零Ð零�NoÐT九日ý_，澳门高等院校第Ð学期

的�p课程(包括澳门科�大学)èàóÐ零Ð零�Ðo中旬ß行在线教学2q

院的教学团队p员ÿ极商«ñû求最p效的Þ急方案，并把握时间起草了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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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模块2许多人è测Xçàk肺炎属于N种类似于非y型肺炎的冠状病毒，

那N它ÿ能在春季或初夏结束2 

Ïà打破了大家的猜测2随着Ðo中旬的来临，恢复高等教育的面授课堂Ï然

没p得到确定的时间表2q们ßûY排除o知的因素来ß行课程的á排2 

最Ā，q们采用了在线模式来完p的ÐoóÞo期间à 150 场的课程ÿÿ参阅

第四章Ā，通Ï�择题1书面`业和学生视频演示等方面的Ā合来完p对课程

`业的评p2 

居家学`能¬学生在家轻松参P在线课堂，但它_带来了许多问题，尤w是在

_注学`方面2对于à践性较强的|学课程，ñ在线教学来×ï`统面授教

学，N定程þP~教学增添了困难，特别是团队ü向学`部VĀ而à验课和临

床�能学`Y难ñ用在线形式来呈ā2ñ团队~q的学`ù目_只能针对大家

参P课堂活ú的表ā考�，而无法评pw个人得V2 

语言P沟通课程是贯穿|科Þ�的纵向模块课程，将通ÏN系W个人`业来ß

行2w中包括仿真|学对ß写``业，ñÜ病历阅üP SOAP 缮写法 

(Subjective，S ÿ�Ê资料Ā Objective，O ÿüÊ数据Ā Assessment，A ÿ

评pĀ Plan，P ÿ«划)2学生利用 SOAP 来制`独�视频，ñ提高他们的英

语流利程þ2 

ð冠疫情封城^而开¿的网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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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课余时ßÿ参P哈_|学院 HMX 在线课程的学`ÿÿ参阅第{章Ā2

大多数学生考获<合格=pÿ，在线评�中�均V超Ï 80% 2 

ñ面授和在线方式ß行迷你多站式面试  

q院î在Ð零N九�TNo (s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 �行了第Ð批k|科招生

ý`ÿÿ参阅第Þ章Ā，ñ面对面方式ß行了澳门中学保荐生入学的迷你多站

式面试2随^因Ø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ñÜ聚b的限制和保持社交距离的需

要，在春季的四o和Þo�行的迷你多站式面试V别ñ<面对面=和在线À谈

n种形式结合ß行2在Ð零Ð零�OoQ旬à施第Ðï限制措施之^，部V教

职人员滞留在香港而o能返回澳门2 

q地的考生亲临校园ß行面试，彼m之间保持社交距离2他们被á排在¿p通

风系统的«算机考þÝ，P¯处香港的面试考àß行单独交谈2 

¯处澳门的教师Y用<面对面=的方式对学生ß行面试，期间采×了最大程þ

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2 

第Nk总结性考试 

在ð冠肺炎疫情期间ß行总结性考�，¬q们的筹备Ï程面对更大的挑战2总

结性考�ñ笔试的方式ß行，¿p�择题1简答题和üÊ结构W临床考试题2 

ÿ大多数澳门学生被批准返回校园ß行笔试 2但由于Ø到社交距离的限制，

来自中ÿX方1Ā湾和香港的学生需另`特别的考试á排2 

q们V别在Xð1Ā湾和香港¿置考场 2w余大部V在澳门学`的学生经多

]教职员的监考，V别在大学校园内的O个教þ中ß行考�2 

üÊ结构W临床考试面临的挑战Y更大 2在O\的地{p效地ß行üÊ结构

W临床考试，并~w评V简直是Ozÿ能的Ï2因m，q们à时`û了调整，

改~书面xq的üÊ结构W临床考试 OSC-Written-EÿOSCWEĀ，á排P�

择题和简答题的考�在\N地点ß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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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的学生体验  

前文提到，在Ā如|学课程m类�xà用性的课程中，面授课程学`的Þ要性

显而易É2但是，学生居家学`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尤w是PT_姐妹和x母

共处时bûā注意力V散的情况2由于社交时间和学`时间经常交ÛÞ叠，�

ñ学生ß面临着将n者V开的挑战2在校园的教学Ā境中，社交媒体 1视频

游o和电影ÐoûāÏ2 

N]学生ß行在线演示的时Y，背o中`来z耳的建筑声，突显了学生Ø中注

意力的难þ和压力2m外，`~|学生，他们ñ特别敏感的态þ和\理心接触

到疫情相s的ð闻，在某程þP讲，à对他们的情Ā打ü很大2 

于他们而言，à确à是他们在接Ø|学教育Ï程中的洗礼Ā\时，_是对q们

在Þ学第N�试Āèû的|学课程的N场洗礼2 

由于q们N直担心在ð冠肺炎疫情^时ï的ð常态是将bà施定期封锁和居家

ðĀ_~了评pq们在线教学的p效性，q们特ÿ\学们提供ps在线学`体

验的ß馈意É2 

尽管在线教学pw好处，但学生ß是更喜l面授课堂2NO学生写信给q们

说ÿ 

<由于à程教育ÿ家Ýpz多的自由Ā，q无法_注地学`2= 

学生用n个黄色的笑脸带着N团蓝色的汗水Ā释笑了笑，试Ā在恶劣的情况Q

做到最好2 

另NO学生写道ÿ<q想念q们美�的校园2= 

总体而言，学生Ï然很想念校园中的美好生活1Ý情和�师ÿÿ参阅第T四

章Ā2`中p人更渴望Þþ团队ßú和社交机b2 

q们p\�的感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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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q们�师的ß馈 

在第N学��ß，`q们经

历疫情之^，q们要求\学

对学`给Î意É回馈 2他们

的回馈对�轻的教师来说非

常Þ要，àpû于教学团队

的发展2q们把学生的评论

总结起来ÿ_体大小Pß馈

的n遍性plÿĀ2大多数

学生对课程感到很p趣，¬

学生留Q深{s象的是教学质àñÜ教师如何把复g的内容Ù~易于理解的概

念2他们感到教学团队U满了热情1善ï1活力1_业和Ý善，¬学生的学`

Ï半ß倍2 

走入ð常态 

在撰写q文时，高等院校Ï需按照澳门特别行�{�府的指引o格à施防疫措

施2包括�p教职人员和学生都ßû配戴口罩，ñÜ在�p教þ中的ÿO需保

ð常态ÿ保持社交距离

Q的课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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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最少N米距离的措施2q院遵照àßð规定，Ð第Ð�开始，x面恢复面授

课堂 1团队ü向学` 1à验课和临床�能学`2 

\时，q们_l迎N�ÿð生的à入 2除了来自àÿ大和瓦ü阿Ā的O]海

外学生之外，�p\学都þ经áx返回校园2q们l在~N�ÿ|学生ß行面

授P在线形式相结合的混合教学2 

在Ð零Ð零�九oÐT四日，大学�Þ了N场开学y礼 2q们带着开心接ÿ

的心情和口罩热烈l迎了第Ð批ð生的到来2 

对于q们�轻的|学院来说，à是ú荡而U满挑战的N�2烟火在慢慢消失，

但恐惧依然[在2O论发生ÎNÏ，q们都将b×得最Ā的胜利！ 

部V第Ð批的|学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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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科�大学|学院开Þ的内外x科|学学士学O课程~期}�，包括Þ�的

常规课程和N�的临床à`2q课程的�要目标在于~澳门ÿ育<明日|

生=，使他们x备\理心1爱心Ü�能，Ð而~澳门和世界各地的人民提供p

效和高水�的|疗照æ服á2课程ñÿ{学生的能力~Āq，通Ï�û学生获

得知识 1�能 1道德和职业素{来履行职¯2  

课程结构ÿ参阅表N水�和垂直坐标轴�整合的数据2在首n�的课程中，解

剖学 1生理学 1生物W学 1病理学 1微生物学 1药理学等`统Ā础科学的

学科被整合在N起，因~Ā础科学的整合ÿĀ~水�整合Ā在临床à践中的Þ

用性是非常大的2m外，在Ā础科学ÿN般á排在较î期的课堂Ā和临床科学

ÿN般á排在较^的课堂Ā之间bà插N种特定的整合，q们Ā~纵向整合2  

|学生在第N�学期b接触到临床科学，ñ展示Ā础科学如何在临床Ā境中Þ

用2\时，Ā础科学将在w临床阶段中Þð被û视，ñ强调Ā础科学在临床à

践中的Þ要性2  

第O章 

明日|生的课程 

陈立Ā教授1霍文�教授  

课堂ÿþĀĀ和à践演示ÿôĀĀ都是q们课程s键的Āp部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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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N ─ 澳门首个获批的内外x科|学学士学O课程的课程结构和教学大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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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学课程中，q们将特别强调�ú学`2在团队ü向学`中，学生ñ团

队合`的方式解ô真à的临床问题2它是课程中�要的结构W�ú学`方法2

|学生在O\的课堂中都能ÿ极学`2因m，在à验课中，学生之间ÿñ愉快

地合`，甚ó通Ï相à``完p任á而获得ð知识2s使在授课Ï程中，学生

_经常参P激发思维的活ú，尤w是在临床情境QÞ用�学知识的时Y2 

课程的前Þ�Ð第N�第N学期的Ā础模块开始，然^将剩余的四�半V~四

个阶段ÿ第N阶段，临床¿置Q的生物|学科学课程Ā第Ð阶段，Ā础临床É

`Ā第O阶段，高ÿ临床É`Ā第四阶段，临床_科É`和û理à`2 

第N阶段的课程ÿ第N和第Ð�Āÿ在临床背oQÏ绍|学教育和生物|学2 

前O个o~üü课程，Þ点¬学生了解课程结构1沟通�ÿ的Þ要性1语言能

力1道德伦理1人文素质和|生的职¯2通Ïï阶段的课程引ü学生在临床P

Þ用Āq科学的概念，ñÜ�ú学`和循证à践2ï模块完p之^bß行形p

性评p，ñ使学生熟悉考试要求和�ÿ2  

q们的教学方式ÿ课堂1团队ü向学`1à践和临床�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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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N阶段继续ß行，每个~期Þ周的模块的教学是按O\的临床个案，P解剖

学1生理学1生物W学1药理学1病理学1微生物学等知识整合ß行2授课结

束^将ß行Nk总结性的笔试和à践性考试，另外再完p四周的�修课程，然

^学生才bß入到第O学�第Ð阶段的学`2 

第Ð阶段ÿO�ÿĀÿ临床É`  

第O�的Ā础临床课程V别在|院1卫生中心和小{诊�O个地方ß行ï转2

学生将在面对真à患者中学`各种O\�域的Ā础临床检查�能2在常规和辅

û性检查前，学生将p机b通Ï询问病ó和体格检查`û诊断2课程结束时b

ß行第Ok笔试和临床�能考试，接着是四周的�修课程2  

第O阶段ÿ第四�Āÿ高ÿ临床É`  

~期}个o的高ÿ临床É`是临床Ā础课程à践的延伸，包括Ð小儿科到�人

科ñÜ精~科患者检查和管理的阐述，ñā固临床诊断�能2ï高ÿÉ`期

内，学生将被á排ó|院和诊�ß行à`2É`结束^Obp总结性考试 2

但是，学生的临床日ß和临床能力的形p性评p将`~持续评p的N部V2 

第四阶段ÿÞ�ÿĀÿ_科临床É`和à`û理 

_科É`~期N�，共}个_科，每科{周的ï转课程 2ï转科þ包括外

科1妇ï科1儿科1家庭|学1小{|学和w他Þ_科2É`的Þ点是处理问

题2通Ï第N1Ð阶段ñÜ第O阶段的部V模块学`^，学生Þ能掌握足够的

�能，ÿñà`û理的角色，`û_业团队参P患者的处理2在完p_科É`

和复`期^，学生将ß行最Ā考试2 

�修课 

V别在第N1Ð1O和最^N学�的期p，学生ÿ修üN门�修科目ñ开阔视

ß，使学生在卫生保健_ù 1ß愿服á 1ÿ×卫生等�域获×经验2学生将

P指定的ü师N起ý`ñ确保w参P的ÿ极性2ð情ÿÉ第九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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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在pß通Ï|学学士课程的考试之^，学生ßû在澳门Üw他地{认ÿ的ÿ¯

单O接Ø~期N�的内外x科临床à`2澳门科�大学将监督学生的à`情

况，ñ确保学生获得x面`质的临床经验2学生需要得到ü师对wà`²录的

认ÿ，并由ü师签署确认完pà``符合要求的文档之^，ï生方ÿÜ格，达

到完p整个课程的要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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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q学`方法 

q们N直采用团队~q的学`方法`~�ú学`的Þ要手段2在疫情发生前，

q们的学生N直在面授课堂中使用ï方法 2自Ð零Ð零�Ðo疫情开始，q

们便ñ在线形式开展2 

教学团队利用交à式教学ðþ Socrative 来促ß解剖学，Āÿ病理学和生理学

的配合团队~q的学`方法2q们使用m方法pß执行了�p团队~q学`方

法的教学Āþ，包括个人准备þ确认测试(iRAT)，团队准备þ确认测试(tRAT)

和Þ用ÿ`(AE)2 

在团队~q学`的每个Ā节中，学生V别对 iRAT ñÜ小Ā tRAT 和 AE 的提

问ß行回答2学生能够通Ï Zoom VĀ«论þ1微信和 WhatsApp ß行VĀ

«论2àÿ能是通Ï在线Þ用形式来ß行à距离团队~q学`的第N个à例2 

q们把àk通Ï在线ß行团队~q学`的[ðp果发表在美ÿ生理学b的期

刊44:生理学教育ß展;P，Px球各地的|学教育者Vï交流2 

à验演示 

学生的à验课_Ø到ð冠疫情的影响，但à并没p阻kq们提供à验课2足智

多�的�师们录制了生物W学的à验视频，通Ï Zoom 向学生展示，并在课堂

结束前ß用 Socrative ß行在线à时测验，ñ确保学生理解教材内容2Þ要的

第四章 

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ð教学Pà施 

Anand Bhaskar 教授1莫|晖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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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能学`在整个封锁期内持续ß行，q们通Ï Zoom ß行ā场直播，向学

生展示对真人和人体模型ß行外周�搏检查和血压测à的操`2 

q们执行的另Nù[ð性à践演示是通Ï对在线ß愿者ß行心电Ā和肺活à测

定仪²录2通Ïà程ç制教师的笔²q«算机，要求学生通Ï Zoom 对²录的

轨迹ß行V析2àù[ð得到了认ÿ，并`最à发表在:生理学教育ß展;g

ßPÿÿ参阅第TN章Ā2 

随着在线教学的持续pß，q们通Ï Zoom ß行了更多àá演示2N个û色的

例子是学生ÿ极参P大体解剖学à践演示2在在线V配给他们小Ā«论的各种

�题，学生通Ï使用注释和w他ÿ用ýxß行«论学`2àß类似于在疫情封

锁前ñ面授方式ß行大体解剖学à践课程中学生的演示2在封锁前，q们ßb

使用w他[ð教学ýx，例如虚拟āà仿真系统 1支气管镜仿真系统 1O维

虚拟解剖ðþ和硬þ来教授解剖学，Ð而使学生`惯于学`解剖学的[ð方

法2在线àúýx大Ø学生的好评2 

虚拟à验 

虚拟à验_是q们�ú学`«划的Þ要Āp部V2学生ß行了各种虚拟à验，

通常是ñ生物à验ß行的2àß包括血液学测试，例如血þ胞ÿ容的测à 1

血红蛋�p« 1�þ胞差_«数和使用Ā于虚拟模拟的à验ß行的血型检

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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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x科|学学士学O课程共p四个入学途ß2 

1) 澳门中学保荐生Ā 

2) 四校联考入学Ā 

3) 直接入学Ā 

4) 内地入学2 

P述各种入学途ß中，学业pÿÏ然是ósÞ要的因素2每�ç考内外x科|

学学士学O课程的竞Ï非常激烈2经Ï初n筛�之^，q们b邀ÿxp`ù学

业表ā的考生参à迷你多站式面试2考à在O\站{向考生询问ps学`|学

的ú机1课外活ú情况ñÜ如何Þ对压力等问题2他们给û的答案ñÜ在迷你

第Þ章 

ß入|学院 

蒙梓棋博士 

在Ð零N九óÐ零Ð零学�录×的学生中ñ澳门居民~�，占总

数的{p2q们l兑ā�û，~澳门ÿ育q地的明日ï|2 

q们首kß行迷你多站式面试Ā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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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站式面试P的表ā将对q们录×学生的ô定xpN定影响2 

来自澳门的q地学生占录×学生的ÿ例最大2在第N批和第Ð批|学生中，à

{p的学生来自澳门2 

学`pÿ`_的学生ÿñ申ÿ`_奖学金ÿ获 25%学¾津½Ā和nÿ学¾录×

奖学金ÿV别~ 50%和 100%学¾减免津½Ā2Ð零N九�共p七]学生获×

奖学金2翌�，第Ð批录×生考×了更`ù的pÿ，最Āp 15 ]录×生获得

了奖学金2 

学生是q院和内外x科|学学士学O课程的最Āï言人2q们将ü力吸引和招

收最`ù的学生çüq们的|学课程2 

 2019 2020 

Ð零N九学�和Ð零Ð零�的|学生入学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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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是Nùð鉅的任á2吸收的信息à大到ð人难ñ置信，àPZ开始|

科学`时马P就要�Ø考试的压力，àÿ能b对|学生 p极大的压力2Pm

\时，ß要在ß入大学N�ÿ时�ÞðĀ境 1ð\学和ð的学`方法2 

q们~|学生提供xp社b支持感的ü师制þ，ñ指ü他们p~|生2�pN

�ÿð生在开学^便à入ü师«划，立s被V配N]教师`~ü师 2每Oü

师ÿV配 5-6 ]学生，由ü师制þ`调人员随机V配á排2 

ü师¯|多职2他们P学生每o定期b面，了解学生的ß展和社交生活，ñ便

Üî发ā学生是否[在任何社b或学术问题2ü师b~学生提供忠告建°，并

在ß要时~学生提供_业支持2`调人员在启úü师«划之前，b向ü师们Ï

绍各人的角色和职¯2 

|科课程前四个ob�行ü-生的强制性b°2学生们在教师Þ|þ或w他地

方Pü师b面，«论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2在最初的几个o中，b°的频繁

性和强制性是很Þ要的，因~ï段时间_是学生在�ÞðĀ境时需要最大支持

的时间段2 

在最初的强制性b°之^，学生ÿ�据à×需要来á排Pü师b面2电子邮

þ1微信和 WhatsApp 等Þ用程序是师生联系的�要方法2ü师制þ的任何à

ú都b保[²录2学生的学业pÿb提供给ü师们，ñ便ü师了解学生在学业

P的ßþ2ü师b`û指ü学生解ô他们面临的各种学术和非学术问题2 

第}章 

ü师«划 

Anand Bhaskar 教授1钟金淑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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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师«划的�要ß能是~学生提供社b支持而O是学业支持2学业问题b转Ï

给相s科任�师2被确定~需要ß行辅ü的学生将被转Ï到学生Ïá处2ü师

ßb建°w学生�择合�的�修ù目2 

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ü师«划 

大学在疫情期间暂停面授教学，ü师«划Ù得更x意O2学生面对更多挑战，

如他们无法P自ý的朋Ý和\学相É，ß要Þð�Þ在线课堂和à验课的ð常

态2在封锁期间，ü师«划继续ß行，通Ï电子邮þ 1微信和 WhatsApp 等

在线�Āß行师生à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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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建立了|疗Ü卫生持续ÿ¯中心和|学模拟ÿ¯中心，ô力于开展高质

à的q科|学ÿ¯和持续|学教育，í在改善澳门|疗保健服á2自Ð零NN

�起，中心N直开展临床à践�能ÿ¯，接Øÿ¯的|æ人员超Ï 3,500 人

k，`中þ参P课程的_科|生þ 800 人k1前线|生þ 1,200 人kÜæ理人

员þ 1,500 人k2 

第七章 

持续追求卓� 

陈ÿ利博士1陈立Ā教授 

q们的ÿ¯中心配备最Yß的|学模拟ÿ¯¿备，用`持续|学教育ù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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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配置多Ā虚拟āà|学¯ÿ系统和[ð的学`ýx2包括ÿ 3D àú虚拟

解剖仪1机械人外科�能和手术模拟¯ÿ器1心血管Ï入手术模拟¯ÿ器1高

保真超声波仿真教学系统ÿ结合心脏 1肺部 1腹部和妇ï科ß能的学`�

ĀĀ1便携式超声波检测系统13D �椎手术仿真¯ÿ系统1s节内视镜手术

模拟¯ÿ器1腹腔镜Ü内视镜手术仿真¯ÿ系统等2学`范围涵盖急Þ症|

学1心脏内科1心胸外科1~经外科1妇ï科1儿科1影像科1胃肠科1骨

科1泌�科1n外科Ü解剖学等�域2q们pß建立了临床à践�能的学`�

自 2011 �起，q们的ÿ¯中心N直在~|疗_业人员ß行ÿ¯2  

q们的ÿ¯中心将在q们的|学课程中扮演Þ要角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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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通ÏN系W|疗学术课程，~澳门提供高质à的|疗模拟ÿ¯课程2使q

地|á人员能够在ÿç和áx的Ā境中熟悉最ð的操`�能，Ð而促ß高水�

的ßn和_业精~，¬患者能够获得更好的|疗服á2 

ï中心很荣幸获得英ÿ爱O堡皇家外科学院1中_|学b和中_人民共和ÿ中

ÿ|师`b的资格认ÿ2 

`~内外x科|学学士学O课程中的N个�心角色，|学模拟ÿ¯中心�提供

的各种|学临床�能ÿ¯þÿ入课程的学`2à种仿真ÿ¯模式是`统教学方

法的Þ要补U，O仅能¬|学生通Ïà验学`提W|学�能，ß能促ß团队合

`精~和沟通能力，并能保证学`的áx性2 



 28 

第{章 

标竿学`概念 

黄�南博士1`康教授  

对于任何|学教育机构来说，获得x球认ÿ是很Þ要的N部V2对q们àN�

�轻的|学院而言，尤w如m2藉m_ÿ向澳门特{�府 1^民大_ñÜ持

份者保证q院p能力ÿ{符合资格的学生2因m，pß要使q们的学生达到ÿ

×标准2 

~m，q们特P哈_大学|学院合

`，¬购了 HMX 在线学`系WĀ

础课程，并Pq院的课程N起ß行

ÿÿ参阅第O章Ā2HMX 在线学

`系W涵盖了生理学 1遗`学 1

生物W学 1药理学和免疫学等Ā础

�题2每个�题跨�T周，每周发

_ð教材2N�ÿ和Ð�ÿ的|学

生需要登入 HMX 网站自学教材，

并需按时参à特定�题的预定考

试2第N批|学生þ于Ð零N九�

参à了第N� HMX 生物W学和生

理学的在线考试 2w中，大部V学

生获得了`_pÿ，考试V数超Ï

80% ，并获得由哈_|学院发û

的证书2 
哈_大学|学院 HMX 在线学`系WÿPĀĀ和q们

的|学生参à HMX 考试ÿQĀ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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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ð冠肺炎疫情x球大爆发，w余的�题模块被迫èà2但是，在撰写q文

时，þá排Ð�ÿ学生在Ð零Ð零�TÐo参à HMX 免疫学 1药理学和遗`

学考试2 

自Ð零NN�ñ来，_业|学发展中心 (ÿ参阅第七章) p~中ÿ|师`b唯N

授h的临床�能和模拟ÿ¯中心2\时获得爱O堡皇家外科学院颁授x面�能

发展认ÿÿ¯中心资格，à是爱O堡皇家外科学院首k于大中_地{颁授认ÿ

资格2|疗Ü卫生持续ÿ¯中心是美ÿ心脏`b在澳门地{ÿ×认ÿ的¯ÿ中

心之N2 

q学院是x球网þ的N部V 2自Ð零N九�Toñ来，q院þ被pßW入由

由世界|学院校联合b和联合ÿ×|学教育研究促ßĀ金b共\编制的:世界

|学院校]录;2 

世界葡语系ÿ家|学院大联盟在Ð零N九�TNop立，q学院î是[始p员

之N 2w他[始p员包括来自葡萄牙 1巴西和莫桑ÿ克等地的 12 �顶尖|学

院2 

q学院p~世界葡语系ÿ家|学院大联盟的[bp员之N，Pa琀椀l 教授ï表q学院向ïbô�纪念

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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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外，q学院P中_人民共和ÿÿ家卫生健康委员bÿ原卫生部Ā签¬了|学

教育合``°，ñ促ßÞ方在|学和保健�域P的合`，à强中ÿ大ØP澳门

特别行�{之间在对|疗保健_业人员的持续|学教育和�能ÿ¯P的交流2

_业|学发展中心ÿÿ参阅第七章Āßô力于Pq地|学Āÿ相à合`，包括

澳门心脏学bÜ澳门急Þ症|学b等2 

q学院Pÿ×机构缔结了Þ要的a伴合`s系2q们的|学课程ß用哈_|学

院 HMX 在线学`«划来建立ÿ×学`的标竿2_业|疗发展中心ï誉x球，

奠定追求卓�的Ā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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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个丰富的�修课程对ÿ¯高素质|疗人才ósÞ要2O仅ÿ¬|学生在感t

趣的_业�域中学`更高层k的知识ñÜ得到更深{的了解，ßÿñ在O\的

临床和文WĀ境中p~p抱负的|生2因m，|学生被要求在暑假期间ßû参

PO门自学�修课 ÿ第N阶段ÿ第N和第Ð�Ā参àn门，第Ð阶段ÿ第O

�Ā参à第O门2 

学生将p机b在生物à验þ或物理à验þß行Ā础科学研究ñÜ临床研究，并

Ð中丰富à践经验2q们b鼓励学生参Pq地或海外Āÿ的ß愿服á和小{服

á2他们_ÿñ�择ÐÏ非科学或非|学等�域的学`2 

�修课是自发性的，因mq们希望学生能�据自ý的意愿来学`2监督和指ü

职¯由q学院指定的ü师Ü托管机构的校外ü师(日常�管)共\�担2学生Þ

在�修课开始时P|学院的ü师和托管Āÿ的校外ü师�管联系，ñ表达他们

对�修ù目的t趣2在托管机构\意接ÿï生之^，�修课ßû获得|学院ü

师和|学院�修小Ā委员b批准2在第N学期结束之前，学生ßû向q地和海

外机构提交�修ù目的«划申ÿ书2 

然而，疫情的爆发影响了第N批|学生的�修课申ÿ2因m，他们只能在q地

机构参POá�修ù目2尽管如m，在Ð零Ð零�夏季，在q学院的`ûQ，

许多学生被V别á排在香港尚ó|疗Ø团1澳门`康|疗中心1澳门特殊奥ß

第九章 

�修课程 

钟金淑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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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诊�1澳门ýb联合总bý人|疗�1澳门恩赐|疗中心ß行�修课的学` 

2部V学生在香港大学外科学系 1微生物学系和生物|学系参P研究`~�

修ù目，îp学生在科大|院病理科 1外科和胃肠病学科完p�修课2 

|学生的�修课 

ÿþĀĀ q们的|学生在科

大|院参P由 Daniel Stagg |

生�ü的胃肠道�修课2  

ÿPĀĀ|学生罗泽ÿ在香港尚ó

|疗中心参P由梁ß[|生�ü的

�修课2  

ÿþĀĀÐ�ÿ学生颜妡庭在Ā湾爱

�生|疗Ø团妇ï科ß行�修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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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科大|院 

þô慧博士1林_Ā教授 

在澳门特{�府的支持和卫生�的批准Q，科大|院l式于Ð零零}�OoÐ

TÞ日p立2|院除保留原p中|诊疗服á外，\时à入西|诊疗的S素，á

求使|疗服á范围�于完善2Ð零零七�{oT}日开�Q院部，目前总共¿

置床O 60 `，UV发挥中西|à补的`势，p~q地最Yß的|院之N2 

科大|院ÿ落于澳门路}{中心地带P的澳门科�大学校园内2|院ßí是希

望能在舒�和愉快的Ā境Q，用Yß的|疗¿备，~患者提供`质的中1西|

|疗服á2 

科大|院是澳门科�大学|学院1中|药学院Ü药学院的临床带教Ā地，_是

x澳唯NN�x备大学支持的|院2q院Q院部¿pÞ人病�1ú家病�ñÜ

豪_病�，�合O\病患的需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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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时科大|院的服á中心包括ÿ 

 西|部 

 中|部 

 ÿ×健康管理中心 

 ÿ×|á中心 

 中|药学院_家临床中心 

 临床W验诊断中心 

 内视镜中心 

 |学影像诊断中心 

 综合康复诊疗中心 

 血液透析中心 

 肿瘤综合治疗服á 

 <治o病服á=ÿ预防|学Ā 

在|学生的临床和à`期间，科大|院将~|学生提供临床学`的场地P机

b，使学生通Ï参P病人的治疗服á，获得裨益2 

科大|院的Ā础¿施和教学团队能够ß行üÊ结构W临床考试，并`û学生o

来的_业发展2 

随着科大|院扩建ý程的展开，将~|学生和à`|生提供x面的临床ÿ¯空

间，�据澳门|学_科学院的规定提供Ā础和高阶_科ÿ¯活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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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N�前的开学y礼ñ来，尽管疫情~q们带来了许多困难，但q们Ï然_持

|学科研方面的ý`2q学院教学人员发表了多份xp影响力的文章刊物，在

研究方面_×得了Þ大pß2 

教学p果 

自Ð零Ð零�Noñ来，因社交距离和�部地{封锁，q们pß地调整了课程

¿置，¬学生能够通Ï在线方式继续学`ÿÿ参阅第四章Ā2�p�师都把课

堂和团队~q的学`课程改~在线模式ß行，获得了非常满意的学生ß馈2�

师ß调整了à验课，Þ点是内外x科|学学士学O课程ÿÿ参阅第O章Āàā

在线授课2值得N提的是，q们提供的肺活à测à方法ÿ Zoom 更à用 2à

种方法是由q学院 Anand Bhaskar 教授�ü的，首Y向学生à程演示了ïÏ

程，随^学生ÿñ通Ï教师«算器的à程ç制ß行数据V析2à使学生ÿñ在

第TN章 

追求卓�1精益求精 

韩à裕博士1汤宁信教授 

Bhaskar 教授针对虚拟肺活à测定法�发表的文章ñÜ由

陈立Ā教授�编写的解剖学教学指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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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指üQ亲自Ê察和处理肺活à测定数据，而Oß在校园内2 Anand 

Bhaskar 教授在:生理学教育ß展;gßP发表了à种ð颖的à践方法2 

教师团队发挥合`精~，相à�ûí在~学生提供最`质的教育2陈立Ā教授

是:教学解剖学-à用指南;的编辑，书中很多章节都是由陈教授撰写，并在

w中x面Ï绍了p效的教学方法2 

研究p果 

在Ï去的N�中，q们的教师发表了许多

P教育1|学和科学ps的\行评û文

章2研究影响涵盖了广泛的�题，并ñs

键词ß ÿs键词的大小表示发生频率更

高Ā的形式说明2 

q们O断增ÿ的研究活ú和影响力的亮点

是由`康教授�ü的抗üð冠肺炎病毒的疫苗研发ý`2`教授Üw团队开发

了N种针对ð冠肺炎病毒的棘突蛋�的ÞĀ疫苗2à削弱了病毒感染人类þ胞

的能力2研究最Ā在ÿ×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引起了媒体的广泛s

q学院在 2020 ��发表的Þ要研究p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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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教授和q学院院ÿ霍文�教授ß共\在ÿ×顶尖学术期刊:þ胞;合着

了N篇文章，Ï绍如何使用人ý智能算法和诊断模型来改善对ð冠肺炎患者的

{V诊断2 

w他教师îp参Pw他|学和科研活ú2汤宁信教授参P了Nù针对超Ï 40

万东Þ人的大型xĀ因Ās联研究，ñ确定 2 型糖�病相s的 180 个遗`O

置2à包括Ð前没p在欧洲血统个体的类似研究中çü的ð颖遗`O置，Ð而

突û了在Þ洲人群中ß行m类研究的Þ要性2ïù研究在ÿ×顶尖学术期刊

:自然;发表2Î�，汤宁信教授和林_Ā教授ß发表了多篇s于他汀类药物

用于降P胆固醇水�的文章2 

教学团队ß行了w他Þ要研究p果2 

 林_Ā教授在去�发表了 16 篇psÏ敏和炎症的文章2 

 钟金淑子教授发表了 10 篇s于帕金森氏和阿尔茨海默氏病1骨骼肌ð陈ï

谢和中风的文章2 

 陈立Ā教授发表了 10 篇s于解剖学教学ā状的文章和社论2 

小{参P 

Ð零Ð零�{o，q学院ñ学术�持的¯份pß�Þ了ps法|学1精~健康

和患者áx的在线/ā场混合研«b2由陈ÿ利博士Āÿ并在金�_酒店�

行，吸引了_多教职员ý和q学院|学生参à2来自香港的演讲者通Ï Zoom

ß行了视频演讲2香港大学|学伦理P法律研究中心联��任马ý立博士Ï绍

了法|学的Nßà×问题2香港心理卫生bOá顾问麦W菲菲教授就抑郁症Ü

w治疗`了x面的演讲2香港大学李嘉诚|学院病理学系黎ÿ思临床|学教授

就临床à践中的诊断错误问题ß行了在线àú演示2来自香港的许佩_|生展

示了她对α地中海贫血的ï前诊断ñÜï前输血ß效的研究数据2q学院副院

ÿ Niv Patil 教授谈到了数_W时ï提供患者æ理的ā状，ñÜāï|师O断

发展的要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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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q学院p立只pN�时间，但q们�轻的教师×得了ð人振奋的p就2随

着x球W带来的挑战，q们将ô力于~学生提供最高水�的教学，并在教学和

研究方面×得更大的pß2 

Pa琀椀l 教授谈Ü在数码时

ï中~患者提供æ理服

á的问题ÿþĀĀ，ñ

Üq学院师生参P了N

场ñ在线Üā场混合方

式ß行的研«bÿQ

Ā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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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学_科学院ÿMAMĀÜ各V科学院于Ð零N九�七oTO日p立，�

担结构W_科ÿ¯«划的¯任，向各个临床学科的_家颁授院士证书，写Qð

的历ó篇章2对于澳门�轻|学Ā业生和à`生而言à的确是个好消息，¬p

ß者p~临床à践_家并继续在|学的职业道路P奋斗2 

澳门|学_科学院î在Ð零N}�Ðo筹备，`时社b文Wøøÿ在澳门立法

bP向特{�府提û建°，建立N个à方机构来ÿ¯q地|学_家2 

第TÐ章 

|学Ā业生的o来 

霍文�教授 

澳门|学_科学院p立y礼暨院士颁授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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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学_科学院þP在N九九O�p立的香港|学_科学院签¬了合``

°，ï学院N直ô力于提供Ā业^|学教育ÿ¯ý`，是N个_业`b2 

香港特别行�{食物Ü卫生��ÿ在Ð零N九�七oTO日来澳É证香港|学

_科学院P澳门|学_科学院签署谅解备à录，ñà强n院之间的合`2 

预«除了_业ÿ¯外，澳门|学_科学院的p立将b促ßP提高初ÿ1Ðÿ1

Oÿ和四ÿæ理和à践质à， 福澳门^民并èú|疗旅游2 

澳门科�大学|学院`~|学教育的ß续体，将P澳门|学_科学院合`，在

q科课程和Ā业^ÿ¯之间共\铸建Nÿm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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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TO章 

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ÿq们是Y锋！ 

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 

q们的故Ï 

~了p~要求最o苛的课程之N，在迅�发展的澳门|疗界中踏P旅程的Y

锋，q们需要做ßÎN？p~Y锋需要x备多方面的条þ，�要条þ之N是x

备�ü能力和保持好奇心，并p去发ā的能力而O是被�ü2由于q们没p学

ÿ，q们学到的知识O仅×ô于师ÿ提供的资源，ß×ô于q们自ý去追求的

人生经验2 

`~o来的|生，q们ßû意识到自ý小{ñ外的|疗保健问题2P各界\Ï

建立Ý好s系对q们开阔视ßósÞ要 2只p通Ï参Pÿ×性活ú，才能¬

q们理解x球人民的利他�O和解ô问题的思维方式2q们p明确的目标，但

O确定何时何地开始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的p立2 

由q们的|学生�p立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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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p立的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的学生ï表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

ÿAMSA-MacauĀ~q们提供Pÿ×社b建立富pp效的s系的机b，在展示

ÿ{q们x备p效沟通和_持O懈能力的Þ要性方面，à是Nkß¾的经验2 

首k接触Þ洲|学生联盟是在就ü第N学�的时Y，q们ü力ÿ{|学生的s

键素质是ÿÝ� 1知识和行ú，àP他们的ÿ值Ê完美契合2 

q们在第Nk申ÿp~Þ洲|学生联盟Ê察员时并opß2回顾Ï去，q们P

p了对学`时间的投入和ð生在�Þ大学生活的压力性调整期2à是Nk很好

的学`机b，q们没p�`2相ß，àk经验¬q们学`并o装自ýñ迎接明

�pß的机b2笼罩在ð冠疫情Q的Ð零Ð零�，q们通Ï无数电子邮þ和

Zoom b°联系了世界|学生联盟，ñ便在澳门建立自ý的Vb2àkq们`

了更U足的准备，第Ðk向Þ洲|学生联盟提交:Ê察员b员;申ÿ函，NW

都很ú利！在Ð零Ð零�ToT日�行的Þ洲|学生联盟第Nk执行委员bb

°P，经ÏÞ洲|学生联盟ÿ家执行委员b和�p地{��的投票，q们的申

ÿ获得批准，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Ā于à生了！ 

除了ß¾的学`经验ñ外，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pN个非常特殊的生

日ÿ 10102020ÿÐ零Ð零�ToT日Ā2然而，在�p庆}活ú之^辛勤ý`

就开始了2q们将ü力p~Þ洲|学生联盟中p熟的N个Vb2 

q们的愿o 

澳门是大湾{OÿV割的N部V，q们将p~o来的|疗保健提供者2Þ洲|

学生联盟澳门Vb的建立将p~|学界Pq们�服á小{之间的通道2q们将

�ÞP|_健康ps的|_活ú和ý`坊，ñ通俗易懂的方式向|_`达复g

的|学信息2q们ß将PÞ洲w他|学院校展开合`，ñ探索o来~�pp员

开展学生交流«划或�修课的ÿ能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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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b执行委员b 

{域��-Ð�ÿ|学生颜妡庭ÿ 

q很荣幸p~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的{域��2q的ý`是�

ü和`调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执行委员b的活ú，并担任Þ洲

|学生联盟澳门Vb的à方ï表2Î�q的目标是在Þ洲|学生联

盟澳门Vbp员之间建立稳固的纽带s系，p~q们�能[ 的最

好篇章2 

{域副��-Ð�ÿ|学生李mnÿ 

q很高t能够�ûðp立的|学院扩展她在ÿ×联系方面发挥�

ü`用2`~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的副��，希望p员之间

引发p意O的«论2qí在~b员提供N个ÿ极�ú的Ā境，¬

他们UV体验Þ洲|学生联盟的知识1行ú和Ý�原Y2q在o

来几�的目标是�û\伴达到并pÿ~准|疗_业人员和x球民

_的¯份2 

秘书ÿ-N�ÿ|学生黄ÿ珩ÿ 

q的职¯是`û{域��和副��确保b°ú利ß行2\时q_

负¯任何外来查询的联þ点，再转Ïß相sVbß行咨询2 

|s部Ü文书美ý部ÿ-Ð�ÿ|学生容曼琪ÿ 

q将制`P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相s的ý`«划，\时担任联

盟à方网站和社交媒体的�管 2à是q们P世界w他地方交流的窗

口，q将O遗余力地对外è广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向\学1

校园人口和邻à小{ý`联盟的Ïþ1活ú和机b，藉ñ提高联盟

的知]þ2Î�，q希望能提W各b员的参PþñÜ完善Þ洲|学

生联盟澳门Vb的b员招收ý`，ô力~联盟奠定了_à的Ā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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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ÿ-Ð�ÿ|学生余浩°ÿ 

q负¯b¾的Ïá，保留�p资金，Üw收入和支û的²录，ñ

确保q们的Vb在®áPßßp条2qß负¯通Ï�þç告PÞ

洲|学生联盟交流ps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的®á状况信

息2 

赞û部ÿ-N�ÿ|学生丘悦榕ÿ 

q负¯à施和`调þ批准的慈善和筹款«划 2qbP®áÿ

合`，向外û求�`的赞û，UV利用Þ洲|学生联盟澳门

Vb的资源2 

学术部ÿ-Ð�ÿ|学生余雪颖ÿ 

q的角色是促ß和鼓励b员之间的学术ßn发展，UV利用Þ

洲|学生联盟澳门Vb信息W网þ媒体来制`学术内容2q认

~科学研究在健康和|学方面xpOÿú摇的地O2q将Pw

他b员N起ü力在q们的时Ï通±中定期制`学术内容，ñó

ÿq地和ÿ外|学生的视ß2 

q的目标是p~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b员PÞ洲|学生联

盟p员之间ps学术ûx物的m梁，Ð而提W对ÿ×卫生问题

的认识并鼓励持续|学研究2  

b员资格和发展部ÿ-N�ÿ|学生马ß容ÿ 

q的职¯是~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招募b员，并促ß对b员的发

展和福利活ú2qß负¯P{域��和{域副��合`，共\�ÞÞ

洲|学生联盟的à方活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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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交流部ÿ-Ð�ÿ|学生苏咏诗ÿ 

q很荣幸能参P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的báý`2Þ洲|

学生交流«划是Þ洲|学生联盟中的N个Oÿ或缺的«划2ï

«划允许Þ洲|学生联盟的p员参à~期 5-10 y的临床前期

或临床交流ù目，ñ�择他们�想要�择的章节2q将尽最大

ü力促ß澳门P世界各地|学生之间的|学交流P合`2 

|共卫生部ÿ-Ð�ÿ|学生邱启熙ÿ 

q非常荣幸地p~Þ洲|学生联盟澳门Vb|共卫生部ÿ2q

们将PÞ洲|学生联盟的w他|共卫生部ÿ紧密合`，在澳门

�Þ|共卫生ý`活ú2  

Þ洲|学生联盟电子通±澳门Vbï表-Ð�ÿ|学生黄昱颖ÿ 

q负¯由Þ洲|学生联盟电子通±发表的psO\健康�题的文

章2来自澳门的|学生ÿñ通Ï向q提交自ý的`品来表达对àß

健康ß题的看法2希望通Ï电子ð闻通±，¬q们向世界各地的|

学生学`，\时能够发表意É并¬人们了解q们在各种健康问题P

的立场2 

:Þ洲|学生联盟期刊;澳门Vbï表-Ð�ÿ|学生杨×诗ÿ 

q无ÿ荣幸p~:Þ洲|学生联盟期刊;ÿJ-AMSAĀ的Vbï

表2:Þ洲|学生联盟期刊;是Nqñ学生~�ü的在线开�式

生物|学期刊 2它~Þ洲|学生联盟p员提供了N个交流�Ā，

使他们的论文得ñ发表 2w愿o在于鼓励在Þz地{Üw他地{

开展ñ学生~�ü的研究2q希望澳门b在O久的将来提交q们

的第N份ñ|学生~�ü的研究论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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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T四章 

学生的角落 4 感言 

钟金淑子教授1韩à裕博士 

学生感言 

q们àØ了第N批学生的ß馈意É，ñ了解他们p~澳门首批|学生的想法和

感Ø2 

q很高t自ý能够p~澳门科�大学的|学

生2教授们都很好，给Îq们合�的教ü2

`q们遇到困难时，他们总是尽力�ûq

们2q非常喜l团队~�的学`模式，ÿñ

利用q学到的知识并将w牢²于心2 

尽管在疫情的影响Q，q们无法ß

行面授教学，但教师们ß是ü力克

服困难~q们á排在线教学，效果

Oÿ面授课�色2另外，q在班P

结识了Nß很好的ð朋Ý，q们N

起解ô学`问题 2在m，q要特别

呜谢钟金淑子教授在�修课P的`

调，¬qÐ中学`到很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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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很荣幸能够p~澳门特别行�{

首个|科课程的学生2澳门特{�

府和^民都期盼着àNy的来临，

希望澳门能够p自ý的|学院来ÿ

¯q地|生2  

暑假期间，q�择到科大|院ß行

�修课，累ÿ了非常丰富的学`经

验2q深信�修课ÿñ使学生在课

余时间学`更多知识，走û教þñ

O\的方式ß行学`，~q们在|

学路途P的前ß奠定_àĀ础2 

q非常pú力继续自ý在澳门科�

大学的人生旅程2对q而言，à是

qàā梦想的好机b，因mq将b

尽q�能继续前ß2à就是q在澳

门特{第N�|学院|学课程首�

的经历2 

开学首y，�p教职员和教师们都û�了Ï绍b 2最^，|学院副院ÿ Patil

教授说ÿ<Y锋，l迎大家开启ð的人生旅途2=à¬q~自ýp~póñ来

第N个<澳门制 =的|学生而感到自豪2回想起在开学y礼P，多]�府ï

表û�É证à历ó性的仪式2q站在ĀP，穿P�袍ýü誓词，Ð向p~澳门

q土ÿ育的|生的道路2 

q在ĀXû生和ÿ大，à是N个

U满美味佳肴和迷人o点的地

方2因m，q独自N人来到澳门

学`|学ÿ对是Nk很好的探险

旅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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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们的脑海中Ï然对P学期�发生的Ï情p深{的s象，包括葡

韵嘉�_中ÿ-葡语ÿ家文W周 1大学篮球ÿ赛 1美食节等2在

_多活ú中，q最喜l的是校服日 2`yq们�p人都换P了自

ý的中学校服，大家拍了很多照w，N起回àq们的中学生活2 

因ð冠肺炎疫情t机而在家à施在线学`2q们看O到彼m，

但是在教师们的ü力Q，在线课程和面授课堂之间几乎没p{

别 2尽管如m，q们ß是认~P教师们面对面ß行教授是最佳

的，师生Þ向àú交流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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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大学ð生，q对ð学�感到

非常t奋，在àÝq认识了教师，\

学和|学教育，但是q无法想象Î�

b发生ÎNÏ情2 

开学的第Ny，qO认识任何人，�

ñq尝试�úP人问好并P人交谈，

效果很好 2ā在qP�p\学的相

处都很融洽，q很珍惜在àÝ认识的

每NO好朋Ý2 

回à`初q在心血管解剖学的

课堂P是感到多N地困惑，经

Ï多番失±1尝试和à践，q

Ā于~到真l�合自ý的学`

方法！因m，q给ð生的建

°，那肯定是<O断尝试= ... 

ā在Z开始第Ð�，q认~N�ÿ�

面临的每N个挑战都¬q�V�确信

|学是q的o来 2而`q得到教师

们，\学和家人的大力支持，à对q

Î^}�的|学生生活ósÞ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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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TÞ章 

学术研«bÿ疫情挑战Q的|学教育 

Niv Patil 教授1陈ÿ利博士  

ð冠肺炎疫情发展~x球大流行，¬q们à��轻的|学院，ñÜw他|学教

育机构Ø到很大的影响2q学院在Ð零Ð零�TNoN日ñ学术�持的¯份�

Þ了N场]~<疫情挑战Q的|学教育=的学术研«b，邀ÿ世界顶尖|学_

家Vï他们的经验2活úñā场演讲和视频演讲混合的b°方式ß行，à种模

式P疫情爆发期间的|学教育非常相似2ā场吸引了O少|学教育界人士1学

院的|学生ñÜ澳门特{�府卫生�和澳门|学_科学院的ï表参P，另p

à 300 ]海外ï表参à了在线b°2 

学术研«b的ā场发言人和嘉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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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学院院ÿ霍文�教授在研«b开幕时ô辞，并简单Ï绍了澳门|学教育的ā

况ñÜð冠肺炎疫情Q�带来的影响2是k研«b邀ÿ了多O顶尖|学_家学

者参P�题演讲2美ÿÿ×|学教育研究和促ßĀ金b董Ïÿ William Pinsky

教授Ï绍了认证和质à保证在|学教育中的Þ要角色2Florentino Cardoso 教

授发表了在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如何改善|学教育的É解2世界|学教育联合

b副�� Duck-sun Ahn 教授讲解了P世界各地|学院校合`的Þ要性2广州

中山大学|学院常á副院ÿ匡铭教授概述了w机构在|学教育方面�`û的卓

�p就Pp效的[ð献2 

澳门|学_科学院院ÿ熊ß添教授`了�题演讲，Ï绍澳门|学_科学院在ÿ

¯o来|学_业人士方面扮演的角色2欧洲|学教育学b秘书ÿ Ronald 

Harden 教授就英ÿ对o来|学教育的看法发表了演讲2Ýïq大学|学院院

演讲嘉Ā包括 William Pinsky 教授ÿþPĀ1

Floren琀椀no Cardoso 教授ÿôPĀ1Duck-sun 

Ahn 教授ÿþĀ和匡铭教授ÿP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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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 Fausto Pinto 教授讲述了世界葡语系ÿ家|学院大联盟ÿq学院是ï联盟的

[bp员之NĀ的`用2 

q学院的教学p员û�了qk研«b2`康教授发表了对ð冠肺炎的研究 

ÿÿ参阅第TN章Ā2陈立Ā教授概述了在疫情爆发期间ÿÿ参阅第四章Ā|

学院ß行在线教学的经历2Anand Bhaskar 教授Ï绍了教学团队~|学生提供

[ð的临床à践�能教学的情况2陈ÿ利博士讲解_业|疗发展中心ÿÿ参阅

第七章Ā配备最Yß的¿备ß行模拟|学教育2黄�南博士就q学院的|科课

程ß行Ā准WV析法`û了Ï绍ÿÿ参阅第{章Ā2最^，n]Ð�ÿ|学生

ï表李mn和颜妡庭`了精彩的演讲，Ï绍他们`~内外x科|学学士学O课

程第N批学生的经历ñÜ在线|学教育的经历2 

演讲嘉Ā包括熊ß添教授ÿþĀ1

Ronald Harden 教授ÿþQĀ和

Fausto Pinto 教授ÿQ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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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们N\参P研«b并ß行演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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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录N 延续q们的Þ要任á 

霍文�教授，Niv Patil 教授 

韩à裕博士，蒙梓棋博士  

Ð零ÐN�No，尽管ð冠肺炎大流行Ï然影响着q们的生活，但ā固q们梦

想的ü力Ï在继续… 

在撰写q_刊时，q院þ经招收了n届|学生 2\学们在澳科大教学大楼和

|学模拟ÿ¯中心ÿÿ参阅第七章Āú利开展了课堂1团队ü向学` 1à验

课ñÜ临床�能学`2`第N批|学生ß入O�ÿ，sß入首阶段的临床教学

阶段时，q学院将着手~|学教育[ N个_用空间2 

|学院ðt建的 P26 于Ð零ÐN�Nol式投入ß`2 

解剖Ü生理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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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ÿ病理学教学 

团队ü向学` 

Ā础à验þ 

 

临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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