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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认证工作考察重点

教育理念

教学改革

教学管理

教育质量

专家认证结论
分三种

完全认可

有条件认可

不予认可

专家组现场考
查的主要内容

实地考查

召开座谈会

中医学专业
认证的标准

基本要求

办学标准

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目标 10 条

知识目标 10 条

临床能力目标 10 条

保证标准 43 项

发展标准 23 项

认证是由一个合法负责
的机构或者协会对学校、学
院、 大学或者专业学习方案
（课程）是否达到某种既定资
质和教育标准的公共性认
定。

专业认证是由专门职业
协会会同该专业领域的教育
工作者一起进行， 为其人才
进入专门职业界工作的预备
教育提供质量保证。 认证过
程的宗旨是提供一个公认

的、 对教育机构或者教育方
案质量的专业评估， 并促进
机构和方案不断改进和提升
质量。

（1）医学教育基本要求
和培养目标的广泛认同性；
“以学为主”（学生 / 学习）教
育观念的转变； 教学改革和
教学效果研究评价的力度。

（2）关注实现目标所依
赖的课程体系（结构）和组合
模式、实施方式。

（3）关注为保证教育目
标的实现所采取的具体做法

（体制、机制、方案），以及这
些做法的稳定性、可行性。

（4）关注实际效果和体
验， 也关注发现和解决问题
的方法。

（1）必须形成学校面向
社会， 社会参与教育的机制
和体制。

（2）树立现代教育理念，
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

式， 着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的能力。

（3）重视教育决策的民
主化、科学化深化教学改革，
加强课程整合。

（4）在教学过程中要加
强教学和科研的结合， 理论
和实践的结合， 校内和校外
的结合。

（5）改革评价方法。

何谓认证和专业认证，其宗旨是什么

医学教育认证关注的重点有哪些

学生学习成果是反映能
否达到专业教育标准的重要
参考， 专家组将审阅学生的
作业、试卷、报告、论文等，通
过查阅学校展示的一系列包

括不同成绩学生的文字材料
和实物以及随机调阅其他材
料等方法， 了解课程设置与
课程体系中的每个层次和各
门课程是否达到《中国·中医

学本科教育标准》的要求，了
解各门课程对提高学生技能
与实践能力的帮助程度，以
评价教学培养计划的有效
性。

专家组审阅学生学习成果的主要内容

对学生进行书面或口头
考查， 以进一步了解他们对
有关课程理解和掌握的程
度，利用所学知识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以及创造能力，还要注意
考查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和外语水平以及实验技能和
临床动手能力。

考查学生时， 以大多数

学生的状况为考查目标，不
以个别、 少数现象代替总体
状况。专家组考查学生的主要内容

专家组考查教学条件及教学
管理的主要内容

通过与有关工作人员座
谈或巡查等方法， 了解学校
实验室、图书馆、计算机室、
资料室、教室以及设施更新、

学生使用（设施的利用率）等
情况。

查阅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是否健全，教学档案、教学文

件是否齐全， 并对照检查规
章制度落实情况与实施效
果。

专家组授课考查的主要内容
理论和实践课程教学是

本科生教育的重要方面，专
家将重点对课堂及其教学实
际效果进行考查。 为了保证

考查的结果能够准确的反映
实际教学情况， 将随机抽查
一些核心课程、选修课程、实
验课程的真实授课情况，特

别注意对核心课程授课情况
的考查， 并在听课后及时通
过学生了解其实际授课效
果。

专业认证给我们的启示有哪些

内容 专业认证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实施组织 由非官方（半官方）行业或职业团体组织 由主管教育的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对符合认证标准条件的专业以资格证明 对教育目标、标准的程度作价值判断

重视方案和过程管理， 审查自评文件
的属实性

收集结果性资料，围绕预定目标进行
定量 / 定性评价

向社会和用人单位提供符合行业要求的
信心保证，并与执业注册制度接轨

为行政决策服务

主要对与公共健康、安全等问题密切的
专业

适用于所有专业

作 用

评价方式

实施目的

适用专业

专业认证与本科教学工作水平
评估有何区别

认证所贯彻的现
代医学教育理念

教育模式上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student-cen-
tred�learning））

课程体系上强调基础与临床的课程整合（integrated�
curriculum）

教学方法上倡导以 PBL 为代表的学生自主学习
（self-directed�learning）

考试方法上实行形成性评价（formative�assessment）

教育技术上推行基于 web 的网络学习（web-based�
e-learning）

学校自评

专家审阅《自评报告》

现场考查

提出认证结论建议

专
业
认
证
工
作
基
本
程
序

学校申请认证

审议和做出认证结论

认证状态保持

专家组现场考查的主要目的

中医学专业认证相关知识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

教 育 改 革 与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年）》、《国务院关于扶持
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对照《本科医
学教育标准 - 中医学专业（暂行），
全面总结我校中医学专业开办 53
年来的经验、优势和特色，查找存在

的问题， 进一步理清中医学专业的
办学定位、培养目标、质量标准和发
展规划，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人
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开展教育
教学研究，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完
善学生学业成绩评定体系和教育评
价体系，合理配置、有效使用教学资
源， 建立健全教学管理机构和规章
制度， 使专业认证成为我校专业教

育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助推器，
提高专业内涵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
质量， 提升我校的社会影响力和知
名度。 同时， 通过中医学专业的认
证， 带动和促进我校所有专业的建
设，建立校内专业评估的长效机制，
促进专业建设出成效、上水平。

目的：构建我国中医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推进中医高等教育改革，提高中医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质量，推动中医学国际化进程。

意义：（1）专业认证有利于统一行业内部对中医人才职业素质要求的认识，是中医教育及人才
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
（2）专业认证关注教育理念、教育目标、课程计划，有利于推动中医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

（3）专业认证有利于 " 以我为主 " 主导并建立国际中医药教育基本标准。

开展中医学专业认证的目的和意义我校开展中医学专业认证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