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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本项目由国际健康促进协
会与香港大学合作，专为优秀
中国医学生设计。学员不仅可
在香港大学学习，实地参观香
港先进医疗机构，学习医疗服
务、现代管理和医院的运营及
服务理念等内容，而且可以结
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
的同伴，建立人脉网络。

香港大学创立于1911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高等
教育机构。跻立国际优等学府首列，2012年名列世
界大学排行榜第二十四位，亚洲大学排行榜第一位。
其医学院成立于1887年。香港大学秉承以往卓越传
统与优势，不断扩阔学术领域。该校以“孙中山知
识之诞生地”以及全球第一的电子书馆藏驰名国际。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简介：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原称香港大学医学院）为
一所坐落于香港岛的医科学院。学院现提供医学、
中医学、护理学、药学及其他生物医学科学的教育
与研究项目。所有课程均以英语作为授课语言，而
中医课程则采用中英双语模式，作为其教学及研究
基地的是位于附近的玛丽医院。港大医学院为香港
仅有的两所医学院之一，也是香港仅有的两所提供
医学和药学高等教育的机构。

香港大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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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证书颁发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参观

香港公立/私立医院参观

香港医学博物馆参观

项目内容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香港医学博物馆成立于1996年，
是香港一所以医学为主题的博物
馆。馆内解说传统中医与西医对
诊病治疗的不同见解，全面介绍
香港医学的发展历史。

拟定：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香港港安医院/香港浸信会医院。

出勤率符合要求的
学生获得香港大学
SPACE中国商业学
院颁发的修读证书，
结业专案报告优胜
组将获得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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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讲座
拟定专家团简介
我们邀请到了港大顶尖、世界一流的
专家团来为大家开课，选用医疗最前
沿的热门主题。每位专家皆独树一帜，
在其专业领域沉浸数十年，具有丰富
的教学与临床经验。

林大庆 教授

铜紫荆星章、太平绅士，香港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讲
座教授，罗旭龢基金教授（公
共卫生学），前香港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院长。

讲座一
《香港卫生医疗服务》

黄惠娟 女士

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
客席讲师，香港东区尤德夫人
那打素医院骨科部门前运作经
理，香港骨科护理学院及香港
骨科护士协会委员。

讲座二
《医患关系与服务优化》

杨万龄 教授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儿童及
青少年科学系博士、副教授。

讲座三
《精准医学的承诺及其对
当今医学教育的影响》

罗志强 医师

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
研究生文凭课程讲师，港岛东
医院联网医疗团队及临床科技
培训中心荣誉顾问，香港东区
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专职医疗
前总经理。

讲座四
《移动化医疗的国际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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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上
午

赴港

行程

酒店

入住

开学礼及课程介绍 

课程一：
《香港卫生医疗服

务》讲座
拟定：

林大庆 教授

课程三：
《医患关系与服务

优化》讲座
拟定：

黄惠娟 女士

课程五：
《精准医学的承
诺及其对当今医
学教育的影响》

讲座
拟定：

杨万龄 教授

课程七：
《移动化医疗
的国际趋势》

讲座

拟定：
罗志强 医师

小组专案
报告演练 

离港
返程 

下
午

课程二：
考察香港大学李嘉

诚医学院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
学院现提供医学、
中医学、护理学、
药学及生物医学科
学教育与研究项目

课程四：
考察香港公立/私立

医院 

拟定：
东区尤德夫人那打
素医院或香港港安
医院或香港浸信会

医院

课程六：
香港医学博物馆

介绍及参观
分组讨论

结业专案报告
 -小组专案报告口
头演示
 -评委点评及评分       

结业礼
 -结业致词
 -评选最佳组别
 -颁发推荐信
 -颁发结业证书
 -结业合照

晚
上

游览太平山顶

文化生活体验
（自行安排）

推荐游览铜锣湾广
场、维多利亚港

分组讨论
分组讨论

并提交报告
自由活动

注：具体行程以实际为准，最终解释权归国际健康促进协会所有

项目行程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香港卫生医疗服务》 
 -香港人口结构及相关社会状况
 -卫生医疗服务研究和卫生保健管理研究
 -预防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分析

《医患关系与服务优化》
 -香港医院政策
 -医患关系的构建
 -病患者医疗及护理照料  
 -医疗流程之风险
 -不良事件的处理

《精准医学的承诺及其对当今医学教育的影响》
- 精准医学及其基础和治疗模式
- 精准医学在全球的发展进程
- 精准医学对医学教育的影响

《移动化医疗的国际趋势》
 -科技颠覆传统医疗运作 
 -移动化医疗的发展新方向
 -WAR对医疗的影响：VR（虚拟现实）、Vehicle（工具）、
                                   AI（人工智能）、Robot（机器人）
 -远程医疗（Tele-medicine）对全科医疗及社区医疗的影响
 -移动医疗与大众道德水平标准相关性

讲座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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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港行程 酒店入住
建议购买15:00之前抵达
深圳/香港机场的去程交通

项目时间及要求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项目时间：（总第十四期）

2018年8月05日（星期日）-8月11日（星期六），为期7天

项目要求：
 

      a）愿意献身医疗行业

      b）品学兼优

      c）大二年级或以上为佳

离港返程
建议购买14:00之后离开
深圳/香港机场的返程交通

课程时间
出勤率符合要求可获修读证书

授课地点：香港大学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月/八月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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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自行承担费用：往返深圳/香港交通费，香港/深圳机场接送费200元，餐饮费，
香港境内7天旅游意外保险100元，行程外费用等。

项目费用

项目费用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RMB 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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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讲师课酬、医疗机构参观费、行政管理费等

② 在港交通费（机构参观部分）

③ 住宿费（香港星级酒店标准双人间）

④ 本协会补贴费用：教室及设备使用费、教材费、项目证书费等



项目参与流程

步骤一：提交报名申请（可二选一）

1.在线申请：可通过微信公众账号：
安提雅教育HK--报名方式，填写信息，预约报名。
2.通过校方申请：如通过所在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
处申请报名。
咨询热线：400-645-8728 / 0571-8691 8067
咨询QQ：2903466614

步骤二：资格审核及项目咨询

国际健康促进协会或合作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收
到学生报名后，对学生所提供的个人信息进行审核。
若审核通过，会对学生进行电话回访，解答申请者
疑惑。

步骤三：签署项目协议及缴纳项目申请费用

申请者本人与国际健康促进协会达成报名意向后，
国际健康促进协会将会与申请者签署项目协议
项目费缴纳要求：报名成功后，申请者需按照协议
要求，在指定截止日期之前，向国际健康促进协会
提交项目费用。

步骤四：筹备项目行程具体事项

国际健康促进协会需准备：学生信息统计、行程安排、
出入境过关安排、境外保险等事宜。
申请者需准备：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及一次有效往返签
注、预定机票、兑换港币、购买香港电话卡或开通国际
漫游及其他个人物品。

步骤五：启程、接机及赴港

同学们分别从各自城市启程出发，抵达香港或深圳机场
后，会有带队老师接机，按要求时间到指定地点集合。
在带队老师带领下，集体赴港并入住酒店。

步骤六：项目课程进行

同学们可以通过通过一系列互动学习和交流访问，体验
香港公立/私立医院医疗体系，还可以实地参观香港先
进医疗机构，而且可结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伴与精
英，建立人脉网络。

步骤七：返程及调查问卷

国际健康促进协会会提前安排好送机车辆，确保同学们
顺利返程。
项目结束后会让每一位学员填写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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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医疗交流项目常见问题解答

参加项目名额有限制吗？

1、每个学校的名额都有限制，我们每个团招生预计
是40人左右。
2、由各个学校的外事处或医学院进行择优录取。

我的英语能力一般，项目是否对英文有较高要求？

《口腔专业医学生赴港访学交流项目》为全英文授课。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及《香港医疗零距离交流项目》
为中文授课，部分内容穿插英文，项目对英文能力的
考察重点不在于语法，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必要的沟通
交流工具，以及部分资料的阅读。

办理港澳通行证需要多长时间？

前往户籍所在地办理的，法定办理期限10-15个工作日。

Q4

Q5

Q6

Q1

Q2

Q3

我的户口不在学校所在地，是否可以在所在地办理港澳通行证？

1、根据出入境管理局的规定，异地办理港澳通行证需本人携带有
效身份证、所在地居住证前往办理。（因全国各地区政策有差异，
具体请咨询当地出入境管理局）
2、居住证办理流程：本人有效身份证，在读证明（学院及学校保
卫处盖章有效），前往相关派出所办理居住证。

首次办理港澳通行证需要哪些流程？
16周岁以上居民亲自前往户籍所在地办理港澳通行证。
1、填写《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申请表》；
2、本人亲自办理；
3、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4、合格的相片及采集回执（注：照片可以当场拍摄）。

该项目活动期间住哪里？

项目举办期间，安排入住星级酒店。一般情况下，住
宿酒店会尽量安排在项目进行地点附近，方便同学们
上课及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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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愿景：服务健康、福泽国人

我们的核心工作：影响、训练和服务精英高端人群

我们的使命：传递健康、传递真爱

国际健康促进协会注册于中国香港，服务中国市场，以
传递健康、传递真爱为使命。积极影响更多人追求一个
富痊愈性的环境、生活方式和全人健康理念产。

我们的国际平台专注于海外医疗学习及高端健康咨询服
务，我们致力于为会员提供长期不间断的交流与服务。

凭借多元网络，我们与各大医学院校及医院合作：

       专注于为优秀的医学生提供国际医疗交流项目；

       专注于为医学院教师提供国际交流培训项目；

       专注于为医务人员、护理人员提供卓越的海外医疗培训。

为以上三类精英人群提供海外研习、以及全球性医疗机构的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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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医科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山西大同
大学、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邢台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医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锦州医科大学、
佳木斯大学、延边大学……
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扬州大学、南通大学、徐州
医科大学、泰山医学院、滨州医学院、济宁医学院、潍坊医学院、
山东协和学院、温州医科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嘉兴学院、湖州
师范学院、绍兴文理学院、丽水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杭州师
范大学钱江学院、蚌埠医学院、皖南医学院、福建医科大学、福建
中医药大学、莆田学院、江西中医药大学、九江学院、九江职业大
学、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滨州职业学院……
郑州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新乡医学院、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湖南医药学院、湘南学院、南华大学、武汉科技大
学城市学院、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大学、韶关学院、广西医科大学、桂林医学院、海南医学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川北医学院、昆明医科大学、大理大学、贵州医科大学、贵阳中医
学院、遵义医学院、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西安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西安外事学院、延安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青海大学、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友好合作单位

签署合作协议单位

华北地区：

东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中地区：

华南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国内合作方（覆盖全国二十多个省份）

南京医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泰山医学院、济宁医学院、南通大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温州医科大学、嘉兴学院、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中山大学南方学院、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南华大学、西安医学院、温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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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健康促进协会
杭州安提雅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电话：400-645-8728 / 0571-8691 8067
网址：http://www.antioch.hk
邮箱：info@antioch.hk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