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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医疗交流项目
2018 SUMMER HONGKONG MEDICAL EXCHANGE PROGRAMME   

体验国际化医学教育模式    深度认识香港医疗体系    拓宽海外学习平台



HONG KONG
前言/项目收获
 FOREWORD/PROGRAMME BENEFITS

香港是全球医疗制度最为完善的地区之一，香港
专业高效的医疗健康管理体系，无论在学术、技术和
操守等方面都世界领先，也是全球医疗制度最为完善
的地区之一。医疗产业更被香港政府定位为支持未来
香港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在整个亚洲享有盛誉。
香港的医疗产业涵盖了公立医院、私立医院，以及医
疗相关的活动，如零售医疗用品和医疗保险等。香港
公立和私立医疗机构均有高效的运营管理，在医疗素
质及风险管理、医患关系与病人安全、医疗信息技术
管理、以及全人健康医疗服务模式等方面具有丰富的
实践经验和专业优势。

       参加香港医疗交流项目可以获得学习经历和实习背景、工作能
力、高端人脉、团队领导以及海外经历等多方面收获，对同学未来
进一步求学、就业等均有非常大的帮助。

       1、有更多机会面对面和香港的医学专家交流。

       2、有机会参观香港公立/私立医院、大学校园、私人诊所。

       3、有机会与香港的医学生面对面交流。

       4、分组交流报告会有专家进行点评。

       5、可以获得项目修读证书。

•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及《口腔专业医学生赴香港访学交流项目》证书由香港大学颁发。

• 《香港医疗零距离交流项目》证书由香港港安医院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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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专业医学生赴港访学交流项目
STOMATOLOGY STUDENTS EXCHANGE PROGRAMME TO HONGKONG

1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

国际健康促进协会 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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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口腔专业医学生赴
港访学交流项目

       本项目由国际健康促进协会
与香港大学牙医学院合作，专为
优秀中国医学生设计。学员在香
港大学牙医学院的学习，旨在让
学员学习了解导致各种口腔疾病
的内在因素，以及生物学、社会
和行为科学有关的基本知识。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于一九八二年在西营盘菲腊牙科医院内正式成立，是香港唯一提供牙医学士和深造课

程的学院。

目前，菲腊牙科医院正逐步更新设备，添置适合医院使用、最先进的牙科仪器。

自一九九七年，牙医学院课程采用了以解疑为本（PBL）的学习方法。所有课程遵循综合培养、解疑为

本的准则，着重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力求与社会和文化息息相关，并切合社会的需要。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简介： 

2016-2018年连续三年，QS世界大学牙科医学专业排名蝉联第一

<3>   微信公众号 Antioch-HK



项目内容
口腔专业医学生赴
港访学交流项目

修读证书颁发

香港医学博物馆参观

香港公立/私立医院参观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
PBL教室等参观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
专家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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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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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专业医学生赴香港访学
交流项目证书样本

出勤率符合要求的学

生获得香港大学牙医

学院颁发的修读证书



项目行程
口腔专业医学生赴港访学交流项目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Day8

上
午

赴港

行程

酒店

入住

开学典礼

香港大学
牙医学院

口腔专业课程1

香港大学
牙医学院

口腔专业课程2

香港大学
牙医学院

口腔专业课程4

香港大学
牙医学院

口腔专业课程5

香港大学
牙医学院

口腔专业课程6

游览香港大学

离港
返程 

下
午

参观香港
公立/私立医院

香港大学
牙医学院

口腔专业课程3

参观
香港医学博物馆

分组讨论

香港大学
牙医学院
实验课

结业典礼

文化生活体验

晚
上 分组讨论 游览太平山顶 分组讨论 分组讨论 自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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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微信公众号 Antioc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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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专业医学生赴港访学交流项目

项目时间：（总第八期）

2018年8月05日（星期日）-8月12日（星期日），为期8天

参加人员：大二以上在校优秀口腔医学生
 

课程要求：

       a）香港大学牙医学院由全职教师安排学习计划，全英文授课

       b）根据口腔医学生专业安排课程

       c）学习任务涉及患者治疗及临床看护

       d）具备英文教材及文献阅读能力
 

授课地点：香港大学牙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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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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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2018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另自行承担费用：往返深圳/香港交通费，餐饮费，行程外费用等。

项目费用

项目费用
口腔专业医学生赴港访学交流项目

RMB 8,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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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深圳机场接送费

⑤ 香港境内8天旅游意外保险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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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