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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在线学术课程  

官方背景提升项目，收获课程结业证书、学术证明信、成绩评定报告单 

 
 

 
项目背景 

 

  

为了让中国大学生有机会在世界一流名校学习，本次项目将为学生提供在世界知名学府——新加坡国

立大学在线学习的机会，课程由对应领域内专业教师授课，项目涵盖专业课程、小组讨论、在线辅导、

结业汇报等内容，最大程度的让学员在短时间体验国大的学术特色、提升自身知识储备。课程结束后

颁发结业证书、成绩评估报告和学术证明信，优秀学员可获得优秀学员证明。 

 

 
项目主题 

 

 
编号 课程主题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项目费用 课程信息 

NUO1 护理学与护理管理 2021.07.30 2021.08.28 4980元  附件 1 
 

备注：暑期课程主题课程课时数为 18 学时，主题日期可能会根据导师时间略有调整。 
 

 

 
大学简介 

 

 

  

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始创于 1905 年，是历史悠久的世界级名牌大学。NUS 正致力于发展成为蜚

声海内外的综合性教学和研究机构。NUS 的教学和研究以具创业精神和环球视野为特征，为迈向环球



知识型经济体注入活力。 

 2021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 11 名，亚洲第 1 名； 

 

 项目收获 
 

 

顺利完成在线学术项目的学员，将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学院颁发的结业证书、学术证明信、成绩

评定报告单，优秀小组还将获得额外的优秀学员证明。 

 

录取信 

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线上学术课程，完成报名且通过筛选的同学将收到官方录取信。 

结业证书 

顺利完成新加坡国立大学线上学术课程的学员，将获得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学院颁发官方认证的结

业证书，作为此次课程学习的证明； 

学术证明信 

新加坡国立大学线上学术课程结束后，授课教授根据学员的课堂表现和成绩报告，将为每位学员出具

学术证明信。 

成绩评定报告 

新加坡国立大学线上学术课程结束后，将根据学员的出勤率、课程作业和结业汇报的完成情况，教授

将出具成绩报告单，成绩报告单将体现成绩等级、课程时间、课时长度等。 

优秀学员证明 

新加坡国立大学线上学术课程结束后，授课教授根据结业汇报各小组的完成情况，评选最佳小组，并

为最佳小组成员颁发优秀学员证明。 

   

   

 

  



 附件：护理学与护理管理 
 

 课程概览 

 本课程旨在加深对新加坡社区护理实践和 21 世纪护理技能的了解，从而领导并促进社区的健康和福利。 

 课程要求 

 目标受众：目前就读于高等医学院校，本科二、三学年，主修护理及/或医学 

 课程结构（以 6 周为例） 

 

第一周至第五周：  

每周一次 2 小时直播专业课程学习； 

每周一次 1 小时直播辅导课（专业课结束后进行）。 

第六周：3 小时结业汇报（直播） 

每周学习量分配的估算： 

 学生每周在课程之外花在完成作业/项目的小时数：2 小时； 

 学生每周在课程之外花在阅读/准备的小时数：2 小时； 

 学生预估最低总学习量（第一周至第五周）：20 小时 

评估的形式： 

 小组结业汇报 

 作业及评估标准 

 

 小组结业汇报 

作业和项目时间表： 

 第一周至第五周：小组结业汇报准备 

 第六周：小组结业汇报 

小组结业汇报评分标准： 

小组将根据项目内容和演示的质量进行评估，小组成员须证明对课题有足够的理解并取得一定的课程学

习成果。（第一周课程时将会向学员介绍分组情况及结业汇报的相关流程和注意事项。） 

 课程师资 

 本项目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指定的专业教师授课，往期课程教师包括： 



Dr. C. Dong （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潞龄医学院 项目主任&研究助理教授） 

Dr. Dong 是新加坡国家医学研究理事会过渡奖（Singapore N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Transition 

Award）全额资助的首位护士临床科学家，其前沿项目名为“心脑连接：心力衰竭的认知障碍（Heart-Brain 

Connection: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Heart Failure）”。Dr. Dong 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神经认知评估工具、

心脑连接、血管认知障碍和脑训练。2014 年，她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医学院健康大脑老化和痴

呆合作研究中心完成了博士课程。博士毕业后，Dr. Dong 开发了一个文化和语言上合适的大脑训练项

目“训练你的大脑（Train Your Brain）”，该项目于 2017 年获得了澳大利亚脑损伤研究协会的临床创新

奖。作为首席研究员（PI），Dr. Dong 已获得总额为 200 万新加坡元的拨款。Dr. Dong 发表论文 40 余

篇（其中 1/3 发表在影响因子≥5 的一级国际期刊）。 

说明：新加坡国家医学研究理事会过渡奖是国家级的著名奖项。它旨在为有才华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提

供全职支持，以开展尖端的转化临床研究。 

Dr. Y. H. Zhang （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潞龄医学院 讲师&研究助理教授） 

Dr. Zhang 于 2020 年获提名为杨潞龄医学院卓越教学卓越奖（个人），以表彰她在教学方面的贡献和成

就。作为一名研究员，她获得了超过 150 万元人民币的研究资助，以支持她的健康专业教育研究。Dr. 

Zhang 的博士项目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学发展中心资助，侧重于模拟教育。除了开发一个三阶段模型来

指导视频辅助汇报外，Dr. Zhang 还在 2020 年在瑞典林克平大学（LiU） 完成了博士学位，还在十大

护理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并被提名为 LiU 年度论文奖。她的博士论文已经出版并加入

到谷歌图书中。在担任首席研究员（PI）时，Dr. Zhang 获得了新加坡教育部颁发的一笔赠款，用于扩

展和翻译她的博士项目的研究成果。Dr. Zhang 的研究兴趣包括健康辅导、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以及

服务学习。 

Dr. Y. Jiang （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潞龄医学院 研究助理） 

Dr. Jiang 是新加坡注册护士和注册心理健康护士。她在急症医院和社区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务部门

有超过 10 年的临床工作经验。Dr. Jiang 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爱丽丝李护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

方向为心血管护理、心脏康复、慢性疾病管理和心理健康。自 2015 年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以来，她在

同行评审的医学/护理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具有良好的影响因素。2021 年 4 月，她在 Scopus 的 h 指

数是“8”。 

 项目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7 月 30 日 

周五 

14:00-16:00 

项目导览：欢迎致辞、结业课题公布 

专业课（1）：21 世纪社区护理实践的护理教育 

⬧ 护理教育范式转变和社区护理教育改革综述 

16:00-17:00 辅导课（1） 



8 月 2 日 

周五 

14:00-16:00 
专业课（2）：过渡期护理：促进心衰患者出院后的自我护理 

⬧ 心衰患者出院后从医院到家中的过渡护理服务概述 

16:00-17:00 辅导课（2） 

8 月 7 日 

周六 

14:00-16:00 
专业课（3）：认知筛查的社区护理实践 

⬧ 社区护士认知筛查概述 

16:00-17:00 辅导课（3）  
 

8 月 16 日 

周一 

14:00-16:00 

专业课（4）：透过护士健康教练促进社区健康 

⬧ 社区健康促进实践概述 

⬧ 护士健康教练在促进社区健康中扮演的角色 
 

16:00-17:00 辅导课（4）  

8 月 21 日 

周六 

14:00-16:00 
专业课（5）：率先向市民宣传“健康老化”和“脑健康” 

⬧ 社区老年人由护士主导的脑健康项目概述 
 

16:00-17:00 辅导课（5）  

8 月 28 日 

周六 
14:00-17:00 

小组汇报展示 

学员将以 6 人一组进行汇报展示，共 8 组，每个小组将有 20 分钟时

间进行 PPT 或者视频资料的展示，结束后将进行 10 分钟的 Q&A 环

节。 

 

 

备注： 

 以上课程为直播形式，学员需按时参加每周课程模块的在线学习； 

 以上时间安排已确认，部分时间可能会根据导师安排略有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