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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 one week with one
case 冶 teaching method with college - 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the theoretical classes of contact lens
courses, which provide the basis for teaching reform.
誗METHODS: Fifty - six students in optometry major of
Grade 2012 from Xi蒺an Medical College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randoml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f 28 students
used “ one week with one case冶 teaching method with
college- 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e control group of 28
people used traditional “ one week with one case 冶
teaching method. The examination scores and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teaching effects.
誗RESULTS: The students of experimental group acquired
higher test scores in short-answer questions and the case
analysis questions compared with students of control
group (P < 0. 05) .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ed the
“one week with one case冶 teaching method with college-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cquired higher scores in 6 items
which include the intensity of learning interest,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bility, team cooperation ability,
communication skills, o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ing method ( P < 0. 05) . Four items

included participation, preparation,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team spirit of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students (P<0. 05) .
誗 CONCLUSION: “ One week with one case 冶 teaching
method with colle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can improv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students. It is an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act
lens courses.
誗KEYWORDS:colle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one week
with one case冶 teaching method; contact lens course;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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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在接触镜学课程理
论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为教学改革提供依据。
方法:选取西安医学院 2012 级眼视光专业 56 名学生为研
究对象。 将其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其中试验组 28
人,采用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对照组 28 人,采用
传统的一周一案例教学法。 采用期末理论考试成绩和问
卷调查方法评价教学效果。
结果:试验组学生的简答题成绩、案例分析题成绩和总成
绩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
0郾 05)。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
在激发学习兴趣、提高信息获取能力、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提高沟通交往能力、提高口头表达能力、教学方法满意度
六个方面都显著优于传统的一周一案例教学法,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 05);试验组学生在参与性、准备工作、
交流能力和团队精神方面显著优于对照组学生,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能够提高学生综合能
力,是一种结合接触镜学课程特点的有效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接触镜学;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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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案例教学法目前已大量用于医学教学,且效果良好[1-5]。

0411

国际眼科杂志摇 2016 年 6 月摇 第 16 卷摇 第 6 期摇 摇 http: / / ies. ijo. cn
电话:029鄄82245172摇 摇 82210956摇 摇 电子信箱:IJO. 2000@ 163. com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1摇 两组学生期末考试理论成绩比较 (軃x依s,分)
组别 人数 客观题成绩 简答题成绩 案例分析题成绩 总成绩

试验组 28 44. 14依4. 81 21. 89依2. 26 18. 04依2. 12 84. 07依9. 03
对照组 28 42. 78依4. 81 15. 86依3. 90 13. 18依3. 58 71. 82依12. 09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t 1. 055 7. 076 6. 179 4. 296
P 0. 296 0. 000 0. 000 0. 000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注:试验组: 采用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 对照组: 采用传统的一周一案例教学法。

但在其实施过程中,由于课程内容的性质是否能全部应用
案例教学法;习惯于填鸭式教学的部分学生缺乏主动学习
能力;部分学生感到查阅资料费时、麻烦等原因使部分案
例教学效果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针对这些问题,一周一案
例教学法将案例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既可凸显传统教
学法对于基础知识的讲授,又有利于培养学生开放思维、
独立自学的能力。 接触镜学是一门相对独立和专业化的
课程[6],具有实践性和应用型强的特点,近年来,接触镜学
发展迅速,尤其是角膜塑形镜和 RGP 的产品种类多、更新
快、验配技术不断完善,其成功验配既需要有规范的验配
程序,也需要对产品有足够的了解,验配师和企业的深度
沟通非常重要。 而校企共建是一种能够将学校资源和企
业资源有机结合,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资源互通、利益共享
的教育形式[7]。 因此,我们基于接触镜学课程的特点和我
校实际情况,采用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改革接触镜
学理论教学,并与传统的一周一案例教学法进行比较,报
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选择西安医学院 2012 级眼视光专业的 56 名
本科生为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数字表方法将 56 名学生随
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其中试验组 28 人,随机分为 4 小
组,每小组 7 人,采用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对照组
28 人,随机分为 4 小组,每小组 7 人,采用传统的一周一案
例教学法。 两组学生均通过全国高考录取入学,其年龄、
性别、主要基础课程成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 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摇 两组学生接触镜学课程教学学时相同。 授课
教师均为眼视光教研室同一名教师,授课内容均根据接触
镜学教学大纲要求进行。 同一授课教师为两组学生讲授
相同课程内容. 采用不同模式的一周一案例教学法。
摇 摇 具体授课时,首先运用传统教学方法,即授课教师根
据教学大纲要求认真备课,提前做好 PPT,写好教案,对试
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大班传统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穿插
互动,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点。 然后,在传统教学方法的
基础上,每周增加 2 个学时作为一周一案例教学时间,每
次案例教学前试验组和对照组各小组内部轮流推举一名
组长和一名记录员,组长负责控制整个小组学习过程,确
定讨论方向、归纳本次课的内容要点、分配学习任务等;记
录员则需要及时将每名学生的发言内容记录,以便寻找到
不同问题。
摇 摇 试验组和对照组最大的区别是案例准备环节和小组
讨论环节,其它环节完全相同,具体实施如下:(1)案例准
备:试验组:学校授课教师根据大课已讲授内容提前 1wk
拟定主题,4 个小组学生分别根据拟定的主题前往共建企
业与企业指导老师沟通、交流、删选,每小组分别确定一个
案例,最终由学校专任教师从 4 个案例中挑选一个作为试

验组的课堂教学案例。 并针对该案例提出 2 ~ 3 个紧扣教
学大纲的问题;对照组:学校授课教师根据已讲授内容确
定一个课堂教学案例;(2)小组讨论:试验组和对照组共 8
个小组学生在各组组长的安排分工下通过网络、学校图书
馆、教材等多种手段查阅资料,每名同学针对相应案例提
出 2 ~ 3 个紧扣教学大纲的问题,然后共同讨论该案例,讨
论时每位学生根据之前传统教学法中所学知识凝练问题,
思考解决方法。 记录员记录讨论过程,每小组同学内部设
计并制作汇报 PPT 和汇报重点难点;(3)案例汇报(每小
组 5min):每小组选出一位同学代表在教学时间进行案例
汇报,汇报完毕接受其它小组的质疑; (4) 组间辩论
(30min):根据各小组汇报内容拟定辩论问题,首先是试
验组、对照组内部分别进行辩论,然后是试验组和对照组
之间进行辩论;(5)教师点评(10min):授课教师对难点、
重点以及讨论中存在的分歧和疑问进行详细讲解,同时对
学生学习情况做出评价,肯定优点,指出不足,提出改进的
建议,使学生在主动思考中掌握基础理论及分析思路。
摇 摇 教学效果评价:(1)期末理论考试成绩:课程结束后,
对两组学生同时进行闭卷考试。 试卷均由同一资深教师
命题,试卷满分为 100 分,其中客观题 55 分,简答题 24
分、案例分析题 21 分,分别考查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掌
握和对知识的理解以及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
问卷调查:教学结束时,向学生和老师分别发放 56 份调查
问卷,以调查教学的效果。 调查问卷采取无记名方式,所
有问卷均为教学结束后现场填写,回收后作统计分析。 考
试后对两组学生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比较两种教学方法
的实施效果。 其中学生自评项目包括:激发学习兴趣、促
进基础知识掌握、提高自学能力、提高信息获取能力、提高
资料分析能力、提高团队协作能力、提高沟通交往能力、提
高语言表达能力、提高学习效率和教学方法满意度共十个
方面;教师对学生评价包括参与性、准备工作、交流能力、
研讨精神、团队合作五个方面[8]。
摇 摇 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 20. 0 统计学软件

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軃x依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字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等级资
料采用秩和检验(Mann-Whitney U),以 P<0. 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期末理论考试成绩摇 理论考试结果显示,试验组学生
的简答题成绩、案例分析题成绩和总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
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但客观题成绩与对
照组无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 1。
2. 2 两组学生对各自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的评价比较摇 向
参与本研究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 56 份,回收有效问卷 56
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100% ,其中试验组回收 28 份,对
照组回收 28 份。 主要调查两组学生对不同教学方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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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两组学生对各自教学方法教学效果评价比较 人

分组 人数
激发学
习兴趣

促进基础
知识掌握

提高自
学能力

提高信息
获取能力

提高资料
分析能力

提高团队
协作能力

提高沟通
交往能力

提高语言
表达能力

提高学
习效率

教学方法
满意度

试验组 28 28 20 22 28 27 28 28 28 12 25
对照组 28 15 19 21 21 25 19 16 17 13 18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检验值 0. 084 0. 100 0. 072 4. 909
P 0. 000 0. 771 0. 752 0. 010 0. 611 0. 002 0. 000 0. 000 0. 788 0. 027

注:试验组: 采用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 对照组: 采用传统的一周一案例教学法。

表 3摇 企业指导老师和学校专任教师对两组学生的评价比较 人

分组 人数
参与性

很好 一般 差

准备工作

很好 一般 差

交流能力

很好 一般 差

研讨精神

很好 一般 差

团队合作

很好 一般 差

试验组 28 27 1 0 25 1 1 24 3 1 20 7 1 27 1 0
对照组 28 20 5 3 18 6 4 15 8 5 19 8 1 21 7 1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Z -2. 554 -2. 476 -2. 625 -0. 276 -2. 473
P 0. 011 0. 013 0. 009 0. 783 0. 013

注:试验组: 采用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 对照组: 采用传统的一周一案例教学法。

效果的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
在激发学习兴趣、提高信息获取能力、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提高沟通交往能力、提高口头表达能力、教学方法满意度
六个方面都显著优于传统教学法,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 05),但在促进理论知识掌握程度、提高资料分析能
力和提高学习效率方面,两组学生评价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 05),见表 2。
2. 3 企业指导老师和学校专任教师对两组学生的评价
比较 摇 向参与本研究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 56 份,回收有
效问卷 56 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100% ,其中试验组回收
28 份,对照组回收 28 份。 调查内容主要是由企业指导老
师和学校专任教师分别对试验组和对照组学生案例准备
环节和小组讨论环节进行评估。 评估内容包括参与性、准
备工作、交流能力、研讨精神、团队合作五个方面。 调查结
果显示,两组学生的综合评价都比较好,但试验组在参与
性、准备工作、交流能力和团队精神方面还是明显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两组的研讨精神上
无统计学差异(P>0. 05),见表 3。
3 讨论
摇 摇 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是结合接触镜学课程特
点探索的新的案例教学方法,由学校专任教师、企业指导
老师和学生三方共同完成,目前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或流
程,因此,本研究一方面研究该教学法的教学效果,另一方
面也是在该方法实施过程中寻求最佳的共建模式以及质
量控制体系。
3. 1 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学生多方面能力
的提高摇 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比传统一周一案例
教学法相比使学生更早接触临床一线验配,而实施早期接
触临床计划后对加深学生的专业认知度以及提升学生临
床思维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等方面有显著意义[9]。 学生通
过前往合作企业能够看到生动丰富的验配场所和验配案
例,更易激发其学习兴趣,同时,学生需要独立前往接触镜
企业与企业指导老师接洽交流,并在大量的验配案例中找
到切合教学目标的案例,然后在指导老师指导下就该案例
展开小组讨论,这些过程能显著提高学生信息获取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沟通交往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主动寻找

知识,学生在解决问题后得到的心理感受和成就感更强
烈,更容易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探索精神,形成良性循
环,这个过程还能提高学生对于行业的认知,让学生看到
实际的接触镜验配环境、验配流程,更明朗其职业规划。
但是,校企共建的模式需要学生往返于企业,拥有更充足
的前期准备去和企业指导老师沟通,企业指导老师也需要
在常规工作外额外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承担案例选择
和小组讨论环节的工作,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学生易产生
懈怠,因此安排合理的活动时间、安排相应专门人员监管
将是后期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3. 2 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需要重视企业指导老师
的筛选和培训摇 由于试验组学生能够早期接触到接触镜
验配企业,拥有更强烈的学习主动性,因此其在参与性、准
备工作、交流能力、团队合作方面都显著优于对照组学生,
那么,企业指导老师在案例收集环节和小组讨论环节就显
的至关重要,他们指导学生学习如何选择案例、进行小组
讨论,并观察学生在整个过程中的参与度、协作能力等,在
这个过程中,案例既要贴近临床实际,但又不能过于复杂,
同时内容上要求与已学过的知识进行衔接[10],同时,企业
指导老师和学生在活动前也要进行充分的沟通,因为事先
的座谈能够使教师有机会倾听学生对于该活动的实际诉
求,学生也能够了解教师对于该活动的想法和安排[11]。
因此本研究在开始前首先由 4 家共建企业推荐出 12 名技
术骨干,然后由学校专任教师对这 12 名技术骨干进行案
例教学法的培训、考核,最终筛选确立了 8 名技术精良、经
验丰富、表达能力强的技术骨干作为指导老师。 研究结果
显示这 8 名指导老师能够根据教学目标较好的引导学生
在大量案例中选择贴合主题、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接触
镜验配案例,并能引导学生发现问题,从而提高了学生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试验组学生在能力方
面显著高于对照组学生。
3. 3 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需要加强学校专任教师
和企业指导老师的沟通交流摇 校企共建的一周一案例教
学法是由企业指导老师和学校专任教师共同完成的,企业
指导老师引导试验组学生搜集典型案例、进行试验组的小
组讨论,学校专任教师完成试验组的案例汇报、组间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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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环节,因此,双方及时有效的沟通是顺利完成整个教
学过程的保障。 学校专任教师提前 1wk 根据大课教学内
容拟定主题,并将教学目标、拟定的主题和学生目前掌握
程度提前告知每位企业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将学生在案例
选择和小组讨论环节中的考勤、参与度、积极性、基础知识
运用程度、发现问题的能力等及时反馈给学校专任教师,
这也是校企深度共建在课程教学中的方式之一。 通过校
企共建,可以解决接触镜相关企业和院校面临的两个尴
尬:(1)企业意识到了专业接触镜验配人才的重要性,但
是无法从内部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2)接触镜专业教
育被束缚在传统教育思维中,注重对基础医学理论和专业
理论知识的传授,与接触镜工作环境和应用前沿严重脱
节。 以校企共建为契机,既可以解决企业在专业人才上的
困境,也可以将接触镜教育从传统教育思维中解脱出来,
但在校企共建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找到互惠互利的对接
点,并在此基础上尽量使得双方利益最大化,实现合作
双赢[12]。
3. 4 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需要校企共同筹建接触
镜验配典型案例库摇 一周一案例教学法既能满足基础知
识点的学习,又能充分调动学生主动性和沟通交流能力,
是一种有效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 然而,案例教学最繁重
的工作是优秀案例的组织编写,构建一个可以长期使用、
资源共享的案例库是保障案例教学更好开展的前提[13]。
在案例库的建设中采取校企共建的模式,可达到相互启
迪,互通有无的目的。 一方面学校专任教师根据个人经验
积累典型案例,另一方面学生通过与企业指导老师沟通删
选企业典型案例,所选案例均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可
囊括软镜验配、RGP 验配、角膜塑形镜验配、接触镜沉淀
物的鉴别及处理、接触镜配戴并发症的诊疗等多个方面,
案例库的构建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因此,案例库应采用
边构建、边应用的策略,建成后的案例库作为一个开放系
统,图文并茂[14],既可用于学生培养,也可用于企业员工
培训,实现互利共赢。
摇 摇 校企共建一周一案例教学法是结合接触镜学课程特
点所探索的一种新的案例教学法,打破了传统的单纯利用

学校资源开展理论教学的模式,通过学校与企业可以实现
多种形式的合作,为学生提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平台,实
现最大限度的资源共享与协作学习[15],从而显著提高学
生多方面的能力,但由于这种教学方法需要学校和企业共
同完成,因此,探索更佳的共建模式以及对企业在教学过
程中的监督把控将成为保障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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