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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

教育评价

专业认证

内容提要



基于实践哲学和心理学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学习）

理论，对各类教育，包括医学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医学教育，探讨从一般规律向特殊规律的不断演变中予以理解

哲学——实验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医学教育学

做好医学教育，需要对医学教育所依托的相关理论予以认识

人类社会的进程中，人们为解释世界，提出各种学说，

形成了哲学的各种流派。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们认识、

征服自然的各种实践哲学，也为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

学等带来了发展的“原始思想基础”，属于实践哲学范

畴的社会学、教育学带给我们诸多的思考和发展

宏观角度

看教育



课程的组织模式

学科模式 器官系统模式 混合模式

课程的哲学基础 课程的设置取向 学习理论

永恒主义

要素主义

进步主义

重构主义

知识
为中心

学生
为中心

社会
为中心

行为主义

认知主义

人本主义

建构主义

课程的教学方式

讲授式教学

启发式教学

讨论式教学

翻转课堂
互动式教学

应该在更高的层面理解

医学教育和医学教育改革



1900+ 2000+
第一代

以学科为基础
课程设置

第二代
以问题为基础

教学创新

第三代
以卫生系统为基础

教育改革

1910 1950 1970 1986 2018

医学教育
改革规范

Flexner Report

PBL
器官系统
课程整合

全人教育
改革运动

本科教育重塑
回归本科教育

2003

医学教育
质量保障

社会变革
辛亥革命

苏联模式
经济建设

文化
大革命

改革开放
经济建设

本科为本
四个回归

合校扩招
新办升格

2020

认证机构
通过认定

第四代？
以健康为基础？
跨界交叉融合？



在学规模及毛入学率

*

*
★

★

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

至2016年共完成431次合校
涉及1086所大学

1990~2018年
毛入学率3.4%~48.1%

基本完成
新建校、扩招、合校

2018年总数2928所
普通高校2663所

（本科1245所
高职院校1418所）

成人高等院校265所

2020年6月30日
总数3005所

普通高校2740所
（本科1258所

高职院校1482所）
成人高等院校265所



项目 学位 专业布点 招生数量 临床训练时间1

八年制 博士 142 1500 1-2年

5+3一体化 硕士 27 4800~ 3年

五年制 学士
1613/1434

~70000 无
295

201908数据
临床医学专业办学基本情况

中国举办临床医学专业院校总数192所（其中举办五年制的190所）
1本科教育后 2教育部批准举办 3含军队院校 4有毕业生 5独立学院



医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医学教育管理体制还需进一步理顺

• 招生规模与资源不相匹配

• 医学教育质量和分布地区间的不均衡

• 医学教育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不完善

• 医学教育改革相对滞后

• 医学教育结果——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不高





经济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健康成为最大需求
成为国家战略

医学教育
机遇与挑战并存
科技革命重大机遇
健康中国战略机遇
医教协同发展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挑战

关于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群众
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 发展健康产业，推进医养结合，
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7]63号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0〕34号



1. 加快构建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提高生源质量，提升医学专业学历教育层次，深化院校医学教育改革，健全继
续医学教育制度，强化医学教育质量评估

2. 促进医学人才供给与需求有效衔接，全面优化人才培养结构

建立健全医学人才培养供需平衡机制，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
人才培养，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促进区域医学教育协调发展

3. 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医教协同管理

建立医学教育宏观管理协调机制，强化医学教育统筹管理，深化综合性大学医
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4. 完善人才使用激励政策

提升医疗卫生行业职业吸引力。

5. 完善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实施，保障经费投入，强化追踪监测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63号）

五个方面17条内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4号）

四个方面17条措施对2017年国办63号文件的强化和发展

1.全面优化医学人才培养结构
提升医学专业学历教育层次。加强医学学科

建设，推进麻醉、感染、重症、儿科等紧缺专业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大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力
度。加快高水平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加
快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促进医工、医理、
医文学科交叉融合

3.深化住院医师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改革
健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加大全科等

紧缺专业住院医师培训力度，加快培养一批防治
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保障住院医师合理待遇。
推进继续医学教育创新发展。职称评价破除唯论
文倾向

2.全力提升院校医学人才培养质量
提高入口生源质量，扩大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本科

医学专业招生规模。加强护理专业人才培养。传承创
新发展中医药教育。医教协同加强和规范高校附属医
院管理，夯实高校附属医院医学人才培养主阵地。完
善大学、医学院（部）、附属医院医学教育管理运行
机制。构建医学专业全覆盖的医学教育认证体系。加
快建立医药基础研究创新基地，建立“医学+X”多学
科交叉融合平台和机制

4.完善保障措施
加强医学教育综合管理和统筹，把医学教育创新

发展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本部门重点工作
计划。加强对医学教育投入保障



《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0〕34号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7]63号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0〕34号

宏观层面顶层设计
微观层面落实措施

理念层面的思考
概念方面的澄清

创新交叉的推进
以本为本的坚持

宏微相济

道术同一

如何落地实施



医学教育特色与医学教育规律

“以本为本”，“本科不牢，地动山摇”

人才成长规律

知识构建规律

（认知规律）

循证教育规律



“四新”概念

新理念：从疾病诊疗提升拓展为预防、诊疗和康养，
加快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促进为中心转变，
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

新定位：“大国计、大民生、大学科、大专业”

新内涵：道术、仁术、学术、技术、艺术

新医科：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体现“大健康”理念
和新科技革命内涵，推进医科与多学科交叉融合



从“教师的知识呈现”向“学生的知识构建”转变



Pathways（培养医生）
强调主动学习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早期临床、
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公共卫生，研究项目

哈佛大学医学院两种模式
MD“专业”

HST（培养医学科学家）
（Health Sciences & Technology）

由HMS和MIT联合开设

面向对生物医学研究或对物理或分子科学有浓厚兴趣和
背景的学生

强调对现代生物（医学）科学、病理生理过程、生物技
术中重要概念的基本理解



2020.3.26共识讨论会
中国医学教育改革需要

“内外齐动”“上下共鸣”



《中国医学教育管理体制和学制学位改革研究》
（教育部、卫生部联合设立，2003.4~2005.3）

1. 王德炳、李玉林《综合大学医学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研究》
2. 文历阳《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学制与学位改革研究》
3. 王卫平《医学终身教育体系研究》
4. 程伯基《中国医学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研究》

《构建中国医学教育科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教育部立项【教高司函（2007）120号】

1. 李玉林、文历阳教授《医学教育规模控制、层次结构
调整和办学效益提高研究》

2. 程伯基《医学教育的质量保障机制研究》
3. 吕兆丰《农村及城市基层医学人才的培养研究》
4. 柯杨《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的整合研究》





质量保障体系

外部质量保障（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是指外部组织机构的行动，如教育行政部门或
其他有别于院校的第三方机构去评估院校的人
才培养、教学计划和专业，以确定该院校的教
育质量是否达到既定标准。

内部质量保障（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是指高校为满足其人才培养的外部标准和内在
发展目标，自身实施的评估其教育活动质量的
程序、方法和措施。如课程评价、毕业生调查、
学生学业评价……

内部质量保障机制是外部质量保障机制的基础





1990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

1994~2019年：实施了五次高校本科评估

2020年~即将新一轮评估

1994~2002
190所学校

1996~2000
16所学校

1999~2001
26所学校

2003~2008
589所学校

2013~2019
超过530所学校

合格评估
优秀评估

审核评估

随机评估
水平评估



审核评估



质量

全球
战略

增值
评价

基于
证据

实质等效

循证评价
全方位的质量数据采集

增值评价
以学生为中心

评估的新趋势



体制上

• 从单一政府行政管理到多元
主体公共治理

• 从单一类型到多样化模式

理念上

• 从院校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

• 从强调过程和投入到结果为导向

方法上

• 从以主观评价为主到主客观评价相结合

• 从强调绩效问责到注重协商对话

• 从刚性强化走向柔性激励

重点上

• 从教学过程和具体活动到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 从横截面评价到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



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趋势

新体制

管办评分离—从单纯的政府行政管理到多元主体公共治理

内外结合—从外部质量保障向内部质量保障发展，内部质量保障

与外部质量保障互动，形成自觉的高校质量保障文化氛围

新理念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结果为导向的价值取向

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

新方法
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相结合—学校自评和质量状态数据相结合

合格评估、审核评估、专业认证三位一体



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趋势



改进结果评价 强化过程评价 探索增值评价 健全综合评价

结果是评价的导向

教育不强调结果，会
导致人才培养的弱化

通过对学生在大学期
间或某个阶段的学习
过程、学习结果的分
析，来描述学生在学
业成就上进步或发展
的增量

过程性评价在学习过
程中完成

强调学习者的主体参
与。是促进学习者发
展的过程

使用系统的、规范的
方法，采用多个指标、
多个维度、多个层面
同时进行评价

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增值评价—学业成就评估方式



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临
床医学教育中从学生视角进行的首
个全国性大型调查项目。项目关注
临床医学生的培养与发展状况。

由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发起，全
国高等院校医学教育研究联盟执行

调查数据是临床医学教学质量监测
数据的有益补充，共同服务于我国
医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2020年将在首次调查的基础上将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并开展针对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追踪调查

2019针对2019届临床医学本科阶
段毕业生开展首次调查
（33所院校，10062分有效问卷）

2020针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阶段
在校生开展调查
（119所院校，20万份有效问卷）

借鉴阿斯汀的高等教育“投入—环境—产出”、帕斯卡雷拉的学生
发展因果模型、阿斯汀和库恩的学生参与等院校影响力理论

中国临床医学生培养与发展调查（CMSS）





高校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

学校的自我评价和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发挥作用的基础，体现了高校质量保障的主体地位

“高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指学校以提高和保证教学质量为目标，秉持

整体的观念，依靠必要的组织结构，把学校各部门、各环节与教育质量有

关的质量管理活动严密组织起来，将教育和信息反馈的整个过程中影响教

育质量的一切因素控制起来，从而形成的一个有明确任务、职责、权限、

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教育质量管理的有机整体。该体系涵盖学生从入学

到毕业的整个输入输出过程，包括质量标准、相应的人财物条件保障、组

织保障、有效的评估和监控活动、有效改进机制等要素。



内部教育质量
保障体系

• 学校是质量
保证的主体

• 自主办学
• 内部治理
• 持续改进

• 保证人才培养目标
• 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 保证人才质量质量与

人才培养目标符合

• 专业化的质量管理机构
 在教务处增加质量管理的职能？
 建立门专门的质量管理机构？

• 主动控制模式
PDCA闭环

• 建设校园质量文化



工作设想

目标

标准

机构

评价

反馈

改进

质量目标
发展规划

高效力跟踪改进.
将改进成效纳入下
一轮评价中

反馈对象多元化，形式
多样化
（即时和定期反馈、年
度质量报告）
反馈结果的有效性

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
建立可靠的数据信息系统
常态化质量监控平台
专项评价和整体评价相结合
融入医学教育标准、审核评
估等外部评价的要素

建立和梳理各环节质
量标准
建立校级质量监测指
标体系

本科教学评价委员会
（含督导组）
评价与认证办公室
二级学院教办、学办

培养目标、教育资源、教学过程、
教育结果
教师评价、教学经费和条件评价
管理服务评价
教学机构评价（含基地）
专业评价、课程评价、生源评价
在校生发展评价、毕业生评价

内
部
质
量

保
障
体
系



具体实施路径
 教师评价：教师档案袋（课时工作量、教学成果、教评结果、教学发展、教学服务）

 教学经费和条件评价：教学状态数据库、专项教学检查调研、督导反馈

 管理服务评价：学生信息员、学生成长调查报告、毕业生调查、督导反馈

 教学机构评价：教学状态数据库、学院教学质量报告、专项调查

 专业评价：教学状态数据库、学院教学质量报告、专项调查

 教学过程评价：课程评价、领导听课、督导听课、教学检查

 生源评价：生源数据报告

 在校生发展评价：学生档案袋（预警） 、在校生培养质量问卷调查

• 培养目标达成度、知识能力增长度、专业认知度、职业成熟度、学习行为、教学培养现状
和改进、学生期待

 毕业生评价：毕业生调查（就业质量评价、职业发展质量）、用人单位反馈、就业
状况、医学毕业生要求分析、职业发展状况、培养过程分析和反馈



医学院校内部教育质量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评价机构不明确

评价对象重点放在对教
学环节的监控

对人才培养目标、结果
和资源保障关注不够

评价主体单一，主要
是学生、督导专家

对于同行评价、校外
利益相关方参与较少

评价系统注重监督功能

对改进功能重视不够，
反馈系统功能发挥不佳，
没有形成质量保障闭环

信息系统中主观评价
多，客观评价少

基于数据的质量分析
和评价不足

标准系统中，各种教
学标准和教学规范的
科学化和同质化有待
提高

评价的结果用于支持
决策系统没有规范化
和常态化



营造高校质量文化
 2002-2006年欧盟实施“质量文化课题”的研究，涉及欧洲36个国家134所高校

 质量文化致力于永久性提高质量的机构文化

 提出了八项“优秀原则”

1. 增强职工对学校的认同感

2. 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

3. 重视内部沟通并赋予教职工权力

4. 对于评估程序和标准达成一致

5. 对于关键数据做系统的定义、收集和分析

6. 吸纳各方面人员(教师、学生、家长、雇主等等)参与

7. 重视自评

8. 评估后及时跟踪研究并改进工作



什么是认证

 认证是由一个合法机构或者协会对学校或者专业学习方案

（课程）是否达到既定资质和教育标准的公共性认定

—《国际高等教育百科全书》

 医学教育认证由指定的专门机构、采用既定标准和程序对

医学教育机构进行审核与评估的过程

—《Overview of Accreditation of 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Programs Worldwide》



医学教育认证的意义

保障教育质量

促进教育改革

推进医学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全球医学人力资源的跨国界流动

医学教育的区域性特色和多元性特点

如何认证

方式：学校自评+外部专家考察评估

依据：《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

内容：依据《标准》，对教育过程进行评价

-是否符合标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标准的要求

-帮助学校找出弱项或者差距，指出改进方向



 1904年，美国医学院校等级制度是认证的萌芽

 1910年，《弗莱克斯纳报告》提出“认证”的概念

 1942年，LCME成立开始对美国、加拿大医学院校进行认证

 GMC、AMC……陆续开始医学教育认证工作

全球医学教育认证

截止2020.9.18
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
建有164个认证机构



WHO＋WFME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力
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卫生
人力资源质量保障计划



Basic Medical Education Post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1. Mission and Objectives
2. Educational Program
3. Assessment of Students
4. Students
5. Academic Staff/Faculty
6. Educational Resources
7. Programme Evaluation
8.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9. Continuous Renewal

1. Mission and Outcomes
2. Training Process
3. Assessment of Trainees
4. Trainees
5. Staffing
6. Training Settings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7. Evaluation of Training 

Process
8.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9. Continuous Renewal

1. Mission and Outcomes
2. Learning Methods
3. Planning and 

Documentation
4. The Individual Doctor
5. CPD-Providers
6. Educational Context and 

Resources
7. Evaluation of Methods 

and Competencies
8. Organisation
9. Continuous Renewal

“医学教育三部曲” 标准



以构建实质等效的认证制度为目标的创新发展阶段以颁布医学教育标准为标志的规范发展阶段以研究为支撑的起步阶段

通过WFME
机构认定

202020192018201720162015201420132012201120102009200820062002

建立医学教育质量保障课题组
研究拟订本科临床医学专业教育标准

哈尔滨医科大学试点认证
（WFME标准）

教育部、卫生部颁布
《本科医学教育标准（试行）》
（2008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试点认证（2008版标准）

认证工作委员会发布
《临床医学专业认证指南（试行）》

认证工作委员会发布
《本科医学教育标准》
（2016）

哈尔滨医科大学再认证
（2016版标准）

105/165学校
完成临床专业认证
36/165学校
接受前期考察

中国临床医学专业认证足迹

1 1 1 1 3 4 9 8 17 13 15 16 18



40

41

39

40

41

36

42

40

2

1

3

2

1

6

2

-6 4 14 24 34 44

明确培养目标

完善教育计划

提高教学质量

促进教学基地…

促进教学改革

加大资源投入

更新教育理念

优化教学管理…

有影响 无影响

认证对院校的影响



1998~~~~2000~~~~2002~~~~2003~~~~2008~~~~2012~~~~2014~~~~2015~~~~2017~       2020~~~

WFME

WCAME

征询意见
再次修订

2020

启动
再次修订

2020



临床专业认证体系

• 通过认证
• 不予认证

临床医学专业
认证体系

医学教育标准
认证过程

认证结论

认证机构（专家）

认证指南



认证程序与制度

学校申请
撰写

自评报告
现场考察

认证报告认证结论进展报告

一年前 半年前 4-7天

认证
初步报告

两月内工作
委员会

每一~两年
直至有效期结束

前期考察
制度

后期
回访制度

网络会议
制度

专家培训
制度

秘书培训
制度

认证反馈
制度



主要参考了WFME《本科医
学教育质量改进全球标准》

参照了澳大利亚、英国、
美国的医学教育标准



1、基本标准与发展标准
3、数字索引方式

2、必要的量化

4、新理念

5、多条注释



工作委员会
成员与顾问

工作委员会
会议



体现医学教育新理念和新趋势

• 尊重办学自主权、鼓励多样性

• 以结果为导向的医学课程设置和学业评价

• 全方位整合的理念和转化式学习

• 新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

• 关注学生的权益、成长和发展

• 新观念：跨专业、全球卫生观念、患者安全



认证结论

第一轮认证：

不予认证

认证通过，有效期3-8年

第二轮认证：三级认证理念 ？保基础、上水平、追卓越

不予认证

认证通过，有效期6年

认证通过，有效期10年



项目 审核评估 专业认证

对象 院校 专业

标准
自我标准：自己的尺子
量自己

《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

程序
指令—自评—现场考察
—评估报告—整改

申请—前期考察—自评—现场考察—认证报
告—进展报告—回访—再认证

专家 教育管理专家 同行专家

考察任务 找问题，找不足 对照标准，循证找长处和不足，提出改进建议

考察形式
分头考察、深度访谈、
看材料（试卷论文）

分组考察、座谈会、走访

工作方式
全面考察、独立判断、
适当侧重

全面考察、集体判断、分工协作

结论 写实性报告
不予认证，认证通过3-8年（第一轮）

不予认证，认证通过6年/10年（第二轮）



我国临床医学专业认证新变化

政府、学校、用人
单位、学生的参与、
探索和建构

淡化年限
注重发展

• 质量数据采集平台
• 学生增值评价
• 学业测试和执业医师

资格考试结果使用

相关利益方
共同参与

定性定量相结合

绩效问责到
协商对话



各国/地区认证机构
“认证（Accreditation）”医学院校

WFME
“认定（Recognition）” 认证机构

机构认定：保证医学院校的认证结果在国际上
被接受和高标准

• 世界各地医学院数量迅速增长，认证的需求不断
增长，私营和个体的机构开始提供认证服务

• 保证认证机构以稳健、透明和规范的方式运作



Panamerican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of Medical Schools 
(PAFAMS)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Europe 
(AMEE)

Association of Medical 
Schools in Africa (AMSA)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Region 
(AMEEMR)

South East Asian Reg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SEARAME)

Western Pacific Associ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WPAME）

【WFME分区】



WFME认证机构认定

23家机构已经完成认定

17家机构正在申请中……



2017年12月 香港

受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的委托，秘书处就机构认

定工作与WFME主席David Gordon接触，表达了WCAME
期待接受WFME进行机构认定的想法，得到认可和同意。

1. CAAM-HP (2012) Caribbean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for Education in 
Medicine and other Health Professions 

2. TEPDAD (2013) Association for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Programs, Turkey 

3. LCME & CACMS (2014) 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 
and the Committee on Accreditation of Canadian Medical Schools 

4. KIMEE (2016) Korean Institute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5. ACCM (2016) Accreditation Commission on Colleges of Medicine
6. JACME (2017) Japan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Medical Education



2018年7月 北京

教育部林蕙青部长接见David Gordon

明确指示机构认定对中国医学教育意义重大，
要求工作委员会及秘书处全力做好

2019年3月新加坡

WCAME参加西太区医学教育协会理事会议；

就机构认定具体事宜再次和Gordon主席沟通，
确定了机构认定时间为2019年10月20-27日



2019年4月 韩国

• 评估中心范唯主任等会见WFME主席和秘书处人员

• WFME年会上介绍了中国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十年
历程，受到国外同行的高度关注



机构认定标准

前言：

• 介绍WFME机构认定的意义、认定结论类型等

• 申请WFME机构认定前需要了解的相关文件

正文4大部分，共20条，41项

主要观察点

*认证机构的合法性、权威性和独立性

*标准的适宜性和及时修订

*认证程序的规范性，国际接轨

*申诉的处理程序

*信息共享的规范性

*认证记录管理的规范

*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



Sara Osman
苏丹医学委员会
认证理事会主任
（秘书）

Angel Centeno 
阿根廷奥斯特拉尔大学
生物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Lois Nora
美国医学专业委员会
前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Carol Hodgson
WFME高级顾问
美国



WFME专家组与工作委员会合影

WCAME通过WFME机构认定
中国医学教育史上的里程碑

（无条件认定，全球仅3家）

• 对工作委员会认证流程、认证后的监
督以及决策过程的全面认可

• 标志着有中国特色、与国际实质等效
的医学教育认证制度的建立

• 为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真正走向世界、
贡献中国智慧开拓了道路



WFME机构认定组提出的问题

1. 认证机构的合法性和独立性？

2. 认证机构的可持续性？（资源保障和制度支持）

3. 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认证不通过的院校？

4. 民办和私立学校是否纳入认证的范围？

5. 认证不通过对学校来说意味着什么？

6. 对于新建的医学院校，认证采用什么样的政策来保证质量？

7. 认证标准修订是否定期修订，修订标准的人是否经过专门培训？

8. 认证专家培训的频率、形式和效果

9. 认证过程中专家是如何收集证据，又是如何判断是否达到标准的？



报告之外的建议

一．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确定是否符合标准：

• 在现场考察之前确定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在报告草稿中予以阐明（例如，在认证

专家组电话会议上讨论哪里有问题，哪里没有问题），然后讨论在现场考察时（每天）

如何收集证据以确定合规性。

• 在现场考察的每晚讨论中，应聚焦标准的内涵，回顾一天中考察中了解到的（之前电

话会提到）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对之前列出的问题逐项讨论，弥补考察过程中证据或

材料收集不足，做出对学校某些内容是否符合标准的判断，以及对学校自评报告的内

容进行确认。这样，（认证）报告中与当天相关的内容每晚都得到更新和记录。

• 利用现场考察结束时的会议来确定考察所见、最终报告和认证结论建议。

• “逐字逐句”（初步报告）的撰写最好在决议会议之前完成，对于没有争议的部分，

也可以在现场考察之前或者在每晚讨论会上完成。这样，认证专家组可以有更多的时

间来专注应关注的领域。



二、WCAME现场考察期间的座谈会，会议规模最好小一些。如果每个参会者都

能清楚地介绍一下自己，将会很有帮助。WCAME秘书处应确保教师和学生有适

当的机会。

三、在不受医学院或大学领导干扰的前提下，回答认证专家组的问题。

四、尽管自评报告包含了学校所有或绝大部分信息，但许多规模较大的（现场

报告）会上（又）都包含了有关学校的详细PPT报告。这些时间最好花在直接与

那些负责医学院日常工作的人、教师、学生和住院医生交谈上。

五、鉴于在年度全体会议上对学校做出认证决定的成员总数是偶数，我们建议，

当票数相等时，WCAME主任可以投决定票。



“后机构认定时代”

医学教育认证的思考 * 首轮认证之后的临床专业认证“再出发”

* 国家医学教育认证制度的建立

* 医学教育全过程认证体系的建设和标准的建立

* 体现医学教育发展规律的医学教育标准是医学

教育实施与评价的“金标准”

* 医学教育与专业认证的国际交流

* 支持建立引领全球中医药学认证的国际标准和

认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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