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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

新冠疫情下在线全科医学教育对医学留学生的
优势与挑战
肖鹏

俞鸿雁

[摘要]

目的

叶彦

刘颖

任菁菁

杜亚平

潘天园

探讨新冠疫情下在线全科医学教育对医学留学生的优势与挑战。方法

招募疫情期间滞留国外

的 20 名浙江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育第 6 学年留学生，对其以网络问卷形式展开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授
课前全科医学理论学习与实践情况，留学生对全科医学学习意愿及需求情况，以及在线全科医学实践教育课程满
意度评估。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有 35.00% 的留学生在授课前有全科医学教育经历；所有留学生对全科医学教育

表达较高意愿，有 50.00% 以上的留学生希望在全科医学教育为互动模式，教学内容围绕常见病、慢性病，增加案例
分析等；医学留学生对教学总体满意度高，满意度评分为（8.10±2.44）分。结论

在线全科医学教育虽增进留学生

全科医学认知，深入其对基层全科医疗服务特色的了解，弥补部分无法返校进行面对面授课的缺陷，但仍有待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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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online-general medicine education for overseas studen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XIAO Peng，YU Hongyan，YE Yan，et al.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Research Center，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Hangzhou 31001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online-general medicine education for medical

overseas studen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Methods

Totally 20 overseas students who stay abroad during the

pandemic in their 6 th academic year of 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Medical Colleg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were recruited and investigated. The content of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s the theoretical study and practice of general
medicine before the lecture，medical study willingness and needs，satisfaction assessment of the courses. Results

The re-

sults of the survey showed that 35.00% of the overseas students had general practice education experience before teaching，all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pressed high willingness to general medicine education.Furthermore，50.00% of them
hoped that the lecture mode should be interactive，and the teaching content should be focused on common and chronic
diseases and add by case analysis，etc.The students have high overall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which’s average satisfacDOI：
10.13558/j.cnki.issn1672-3686.2022.0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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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score was 8.10 ± 2.44. Conclusion

Although

online-general medicine education can improve
medical overseas students' awareness，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imary general medicine services，and make up the deficiencies of inability to return to school for face-to-face
teaching，but it still needs to be opti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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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医学部自成立以来，已培育医学留学
生上千名，全科医学作为临床医学高等教育的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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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其在线教育平台建设深受教育领域重视。随
着疫情的往复，完善在线全科医学教育问题尤为急
迫。本次研究通过了解医学留学生授课前对全科
医学的认知水平，以及对我校全科医学在线实践教
学质量与效果的评价，以明确医学留学生对全科医
学实践课程学习需求及满意度，旨在优化全科医学
内部教学资源，构建在线全科医学教学模式，保障
全科医学教学质量及效率。
1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

有 20.00％的学生在授课前已在我国临床学习阶段
参与过与全科医学相关的临床实践学习和 15.00％
的学生在自己的国家以学生身份参与过与全科医
学临床实践学习。接受过全科医学理论知识学习；
对于类似新冠疫情等传染病的社区防控仍无学生
有学习与实践经历。
2.2 留学生接受全科医学学习意愿及需求情况调
查见表 1
表1

留学生对全科医学学习意愿及需求情况评分／例（％）

领域

强烈意愿

一般意愿

无意愿

间滞留海外并参与全科医学远程实践课程的浙江

学习全科医学

9 （45.00） 11（55.00）

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育的留学生，共计

从事全科医学

8 （40.00） 2（10.00） 10（50.00）

20 名，其中男性 8 名、女性 12 名；年龄 23～29 岁，平
均年龄（23.91±1.36）岁；学生国籍来源：泰国 8 名、印

基层学习

20（100）

0

0
0

度 5 名、巴林 3 名、缅甸 1 名、新加坡 1 名、巴基斯坦

与全科医生共同作业

0

17（85.00）

3（15.00）

主动学习

9 （45.00） 7（35.00）

4（20.00）

1.2

最感兴趣领域

1 名、英格兰 1 名。
方法

通过钉钉远程办公平台开展线上全科

医学实践教育课程，
课程教育为期 2 周，
授课内容包
括全科医学概念、全科医学慢性病管理、社区急性

传染病控制与管理、中医诊疗、中医针灸、全科医学
相关案例探讨等。授课前在钉钉平台共享与下次

常见病、慢性病

10 （50.00） 0

0

中医及妇科

2 （10.00） 0

0

产科及老年医学

4 （ 5.00） 0

0

其它

4 （ 5.00） 0

0

全科案例分析

11 （55.00） 8（40.00）

2（ 5.00）

师生互动模式

9 （45.00） 4（20.00）

7（35.00）

完整接诊

9 （45.00） 0

0

问环节 5～10 min，总课时约 45 min，与此同时，在所

独立查体

6 （30.00） 0

0

有教学视频下方配有翻译字幕，在线教学平台缓存

独立问诊

4 （20.00） 0

0

课件及授课视频。

其它

0

2（ 5.00）

授课内容相关文献、案例分析等内容供线下学习与

了解，1 周后线上汇报交流学习心得。教学模式为
英文授课，授课形式以授课老师主讲为主的直播课

程，授课过程中允许学生随时提问，且最后预留提

1.3

观察指标

调查问卷以扫二维码方式进行网

希望独立接诊

0

预期教学收获

上收集，调查对象通过网络匿名形式填写、审核并

提升诊疗技能

14 （70.00） 0

0

回收。调查内容包括授课前全科医学理论学习与

拓展临床认知

4 （20.00） 0

0

实践情况，留学生对全科医学学习意愿及需求情

其它

2 （10.00） 0

0

况，以及在线全科医学实践教育课程满意度评估。
满意度评估将从教学内容、教学师资水平、教学模

式、课后任务安排、教学总体满意度 5 个维度展开，
以评分制方式评定，0～10 分。共发放问卷 20 份，
授 课 前 调 查 问 卷 回 收 19 份 ，有 效 回 收 率 为
95.00％，授课后调查问卷回收 20 份，有效回收率
为 100％。
2

结果

2.1 授课前全科医学理论学习与实践情况调查 目

前无学生已具有全科医师从业执照，且有 65.00％的
学生在授课前未接触过全科医学临床实践工作，但

由表 1 可见，所有医学留学生对学习全科医学
表现强烈意愿，且≥50％的留学生希望通过在线全
科医学教育课程以师生互动的教学模式，学习常见
病、慢性病并提升诊疗技能，从而达到独立接诊的
目的，
以便今后从事全科医学专业。
2.3 全科医学实践教学内容调查 在实践教育学
习中希望接触的专业领域，以留学生意愿强弱依
次排序为急重症评估（80.00％），常见病、慢性病
及健康人群的健康管理（70.00％），未分化疾病诊疗
（70.00％），
预防医学（65.00％），
康复医学（50.00％），
健康教育（30.00％），
计划生育（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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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 线 全 科 医 学 实 践 教 育 课 程 满 意 度 评 分
医 学 留 学 生 对 教 学 总 体 满 意 度 高 ，达 到（8.10 ±

成果还需考虑学生对在线网络授课的适应性及接

师互动、课后 任务安排、职业规划帮助上的满意

本次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留 学 生 对 教 学 体 验 、临

度评分分别为（8.00±2.31）分、
（8.00±2.49）分、
（7.78±

床技能授课模式、教师互动等角度表示较高满意

2.44）分，其在教学体验、临床技能、授课模式、教
2.82）分 、
（8.00 ± 2.31）分 、
（7.47 ± 2.73）分 、
（7.68 ±

2.42）分。在全科医学知识理解、满足学习需求，以
及授课老师表达清晰易懂三项满意度评分分别为
（7.47±2.52）分、
（7.68±2.39）分、
（7.47±2.39）分。
3

新冠疫情给教育界带来了突如其来的冲击，在
线全科医学教育模式是适应疫情封锁的教学环境，
改善全科医学知识共享途径的解决方案。为保障
全科医学教学质量，德国、巴黎、新西兰等国在疫情
后开始探索在线全科医学教育模式

究结果相似。

度（评分≥8 分），已超越德国南部多所院校[2]，英国
多所医学院校[8]，南非院校[9]以及武汉科技大学[10] 的
在线全科医学教育满意度，但在全科医学知识理
解、满足学习需求以及授课老师表达清晰易懂三项

讨论

[1～3]

受度等。这与 Streitlein-Böhme 等[6]、Hattar 等[7] 的研

。如何提供

打分平均满意度评分在 8 分以下，这可能的原因为：
①视频教学的网络延迟；②留学生参与教学视频时

周围环境嘈杂；③留学生未适应在线全科医学模
式，且在线全科医学模式需要留学生的注意力要求

更高，目前留学生无法快速达到此要求；④授课老
师英文表达存在缺陷。

优质、高效的在线全科医学教育是当今刻不容缓，
亟待探索与解决的教学问题。

本次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有 15.00％的学生表示

入学前接受过全科医学教育及临床实践学习，而德

国南部多所大学医学院只有 11.00％的医学生表示
[2]

综上所述，在线全科医学教育并未完全受疫情
影响，其凸显了在线教育减少感染风险，学习舒适
度和灵活度高，不受时间及空间限制，节省时间及
开销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对教学工具要求高，无
法保证安静适宜的学习环境，对学生注意力及适应

授课前接受过全科医学教育及临床实践学习 ，这

能力要求较高，对教师表达能力要求高等缺陷。为

提示我校留学生接受全科医学教育的时间相对较

应对以上缺陷，今后的在线全科医学教育可增加教

早，且相对普及。值得深思的是，仍有 85.00％的留

学互动，激励学生学习全科医学教育的兴趣；加强

学生表示授课前未接受过全科医学教育，其实浙江

院校对课程资源及平台的支撑，完善改进在线教学

大学在《浙江大学留学生全科医学培养大纲》及课

的质量；提高基层老师在线教学水平，建立稳定高

程安排上已完成留学生全科医学理念学习，但大部

效的师资团队。

分留学生对此课程印象浅薄，造成此教学分离现象

本次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未开展留学生

的原因可能为：①理解误区：全科医学理论学习翻

对在线全科医学教育的接受度及适应性评估，未给

基层社区完成，故翻译为“community medicine”，由

性，以及问卷调查学生数量较少，故可对教学质量

译为“family medicine”，而全科医学实践学习因在

予留学生课后温习时间，未解释课程翻译的差异

于翻译的不同，造成留学生理解的误区，造成数据

评定存在一定的偏差。

师主讲，学生听讲的单一模式，缺乏基于团队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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