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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学生实地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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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项目收获
       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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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未来进一步求学、就业等均有非常大的帮助。

1.有更多机会和当地的医学专家面对面交流。

2.有机会参观公立/私立医院、大学校园。

3.顺利完成课程均可获得官方认证的结业证书。

新加坡的医疗卫生制度体系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卫生制度体系之一，其医

疗基础设施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四。凭借先进的医学科技和赏心悦目的城

市风光，新加坡的医疗卫生系统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评为亚洲最有效的医

疗卫生系统，世界排名第六，新加坡的医疗旅行正在被越来越多周边国家的人们

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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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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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Day8

上午

去程

酒店

入住

开学礼

课程一：
《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才
培养体系及新加坡医疗

体系介绍》

课程二：
《杨潞龄医学院癌症

新疗法》

课程三：
《感染性疾病》

课程五：
《二代测序和临床应用》

小组报告演练

人文体验

推荐：
圣淘沙岛
Sentosa

(自由安排)

返程 

下午
自行游览：

新加坡国立大学

参观杨潞龄医学院
-创新培养医学⽣方向讲座

-协作学习案例（CLCs）、医疗模

拟培训中心、虚拟现实（VR）

课程四：
《临床技能基础课程》

分组讨论

结业报告
   - 小组汇报
   - 专家点评及评分      

结业礼
   - 结业致词
   - 评选最佳小组
   - 颁发推荐信
   - 颁发结业证书
   - 合影

注：具体行程以实际为准，最终解释权归杭州安提雅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所有

        本项目专为医学生设计，学员不仅可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实地参观国立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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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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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时间：2023年7月23日（星期日）-7月30日（星期日），为期8天

开班人数：35人以上开班

报名条件：

• 相关专业的全日制在读本科生、研究生；

• 达到课程的语言要求；

• 思想政治品德良好，遵纪守法，在校期间未受过纪律处分，身心健康。

授课语言：英语（对英语成绩不作强制要求，可根据自身英语水平进行项目选择）

授课地点：新加坡国立大学

项目证书：由新加坡国立大学颁发结业证书、学习成绩单、优胜小组可获得

优秀学员证明

项目费用：14,800元人民币/人

项目费用包含：

① 讲师课酬、医疗机构参观费、行政管理费、教室及设备使用

费、教材费、项目证书费等

② 交通费：行程及机构参观部分、接送机

③ 住宿费：所有学员（含学校带队老师）均按照性别分配星级

酒店标准双人间，1人1床

④ 境外保险费

另自行承担费用：

① 往返新加坡交通费  ② 餐饮费  ③ 签证费  ④ 行程外费用等

项目时间及要求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交流项目（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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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Day8

上午

去程

酒店

入住

开学礼

课程一：
《配方和生物制药学概述》

Overview of 
Formulations and 
Biopharmaceutics

课程二：
 《口服固体制剂Ⅰ》

Oral Solid 
Formulations

课程三：
《口服固体制剂Ⅱ》

Oral Solid 
Formulations 

课程五：
《药代动力学和生物

药效率介绍》
Introduction to 

Pharmacokinetics 
and Bioavailability

小组报告演练

人文体验

推荐：
圣淘沙岛
Sentosa

(自由安排)

返
程 

下午
自行游览：

新加坡国立大学
参观：

新加坡国立大学药学院

课程四：
《药物产品的生物等效

性》
Bioequivalence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分组讨论

结业报告
   - 小组汇报
   - 专家点评及评分      

结业礼
   - 结业致词
   - 评选最佳小组
   - 颁发推荐信
   - 颁发结业证书
   - 合影

注：具体行程以实际为准，最终解释权归杭州安提雅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所有

        本项目为学员提供药物动力学和生物药剂学对药物配方开发的关键概念基础。学员将学习包括制剂原理和以口服固体制剂为重点的制造技

术，以及药品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概念的知识体系。 有志向投身于制药行业特别是在药物研发领域的药物设计和开发的学员将从本课程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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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时间：2023年7月16日（星期日）-7月23日（星期日），为期8天

开班人数：35人以上开班

报名条件：

• 相关专业的全日制在读本科生、研究生；

• 达到课程的语言要求；

• 思想政治品德良好，遵纪守法，在校期间未受过纪律处分，身心健康。

授课语言：英语（对英语成绩不作强制要求，可根据自身英语水平进行项目选择）

授课地点：新加坡国立大学

项目证书：由新加坡国立大学颁发结业证书、学习成绩单、优胜小组可获得

优秀学员证明

项目费用：14,800元人民币/人

项目费用包含：

① 讲师课酬、医疗机构参观费、行政管理费、教室及设备使用

费、教材费、项目证书费等

② 交通费：行程及机构参观部分、接送机

③ 住宿费：所有学员（含学校带队老师）均按照性别分配星级

酒店标准双人间，1人1床

④ 境外保险费

另自行承担费用：

① 往返新加坡交通费  ② 餐饮费  ③ 签证费  ④ 行程外费用等

项目时间及要求
药学专业医学生赴新加坡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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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国立大学往期项目剪影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上午

赴港

行程

酒店

入住

开学礼 

课程一：
《香港医疗卫生服务》

《香港大学人才培养体系》

课程三：
《新发传染病研究与应对措施》

——病毒肺炎 （COVID-19）与
SARS经验回顾

课程五：
《精准医学的承诺及其对
当今医学教育的影响》

课程六：
《移动化医疗的国际

趋势》
小组报告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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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患关系与服务优化》

参访：
香港医学博物馆

分组讨论

结业报告
 -小组汇报
 -专家点评及评分       

结业礼
 -结业致词
 -评选最佳小组
 -颁发推荐信
 -颁发结业证书
 -合影

注：具体行程以实际为准，最终解释权归杭州安提雅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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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专为医学生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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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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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时间：2023年7月16日（星期日）- 7月22日（星期日），为期7天

                 2023年8月6日（星期日）- 8月12日（星期日），为期7天

开班人数：35人以上开班

报名条件：

• 医学专业全日制在读本科生、研究生；

• 思想政治品德良好，遵纪守法，在校期间未受过纪律处分，身心健康。

授课语言：中文

授课地点：香港大学

项目证书：由香港大学颁发结业证书

项目费用：11,000元人民币/人

项目费用包含：

① 讲师课酬、医疗机构参观费、行政管理费、教室及设备使用

费、教材费、项目证书费等

② 在港交通费：机构参观部分、接送费

③ 住宿费：所有学员（含学校带队老师）均按照性别分配星级

酒店标准双人间，1人1床

④ 境外保险费

另自行承担费用：

① 往返深圳/香港交通费 ② 餐饮费 ③ 港澳通行证及签注费  

④行程外费用等。

项目时间及要求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第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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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学往期项目剪影



Day1 Day2 Day3 Day4 Day5 Day6 Day7 Day8

上
午

赴港

行程

酒店

入住

开学礼

课程一：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人
才培养体系》《使用牙
科陶瓷进行美学修复》
Aesthetic restorations 
with dental ceramics

课程二：
《牙科中的3D打印》

3D printing in 
dentistry

课程四：
《树脂充填材料可以永

存吗？》
Should your resin 

composite last 
forever?

课程五：
《牙科中的色彩学》
Colour your life in 

dentistry

课程七：
香港大学牙医
学院实验课

游览
香港大学

离港
返程 

下
午

参访一：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菲腊

牙科医院

课程三：《医学及
牙科中的人工智能》

AI in Medicine 
and Dentistry

参访二：
香港医学博物馆

课程六：
《前牙修复的功能与美

学设计》
Designing Anterior 

Restoration for 
Function and 

Aesthetic

结业礼
 - 小组汇报
- 专家点评
 - 颁发证书

 - 合影

自由活动

注：部分课程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具体行程以实际为准，最终解释权归杭州安提雅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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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专为口腔专业医学生设计，课程涵盖材料学、牙科修复、3D打印、人工智能、色彩学等内容。学员不仅可增加牙科专业知识，也可

了解更多交叉学科知识，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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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时间：2023年7月30日（星期日）- 8月6日（星期日），为期8天 

开班人数：35人以上开班

报名条件：

• 口腔专业全日制在读本科生、研究生；

• 达到课程的语言要求；

• 思想政治品德良好，遵纪守法，在校期间未受过纪律处分，身心健康。

授课语言：英语（对英语成绩不作强制要求，可根据自身英语水平进行项目选择）

授课地点：香港大学牙医学院

项目证书：由香港大学牙医学院颁发结业证书

项目费用：8,800元人民币/人

项目费用包含：

① 讲师课酬、医疗机构参观费、行政管理费、教室及设备使用

费、教材费、项目证书费等

② 在港交通费：机构参观部分、接送费

③ 住宿费：所有学员（含学校带队老师）均按照性别分配星级

酒店标准双人间，1人1床

④ 境外保险费

另自行承担费用：

① 往返深圳/香港交通费 ② 餐饮费 ③ 港澳通行证及签注费  ④

行程外费用等。

项目时间及要求

口腔专业医学生赴港访学交流项目（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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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往期项目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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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学生交流项目-在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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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Objective：

Ø 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健康挑战-老龄化、慢性病、医疗人力短缺等。

Ø 简要解释新加坡医疗保健及其可承受性方法，以及医疗服务提供的区域卫生系统模型。

Ø 描述新加坡的流动护理-从摇篮到坟墓，包括老年人的综合护理方法。

Ø 解释心理健康和传染病管理的重要性，特别是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新加坡采取 在社区中保持心理健康的方法。

Ø 描述NUS医学的临床技能培训，特别强调模拟、技术和标准化患者的作用。 

Ø 解释教育如何改变医疗保健，从而实现“激励健康促进健康”的愿景在不久的将来，“一切”都可能成为现实。

Synopsis：

    The 21st century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will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and what it takes to be patient centric, to deliver compassionate, value 

based, outcomes focus, data driven scientific care, framed within a system and design approach, enabled by technology, and become lifelong change 

agents for inspiring health for all. This course will provide a glimpse into how NUS Yong Loo Lin School of Medicine (NUS Medicine) is training our 

future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to achieve the vision of “Inspiring Health for All”

  21世纪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将理解以患者为中心意味着什么以及需要什么，以提供富有同情心的、基于价值的、注重结果的、数据驱动的科学护理，以系统和设计

方法为框架，以技术为支撑，并成为激励所有人健康的终身变革推动者。本课程将简要介绍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如何培训未来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以实现“激励

所有人健康”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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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时间：2023年8月7日（星期一）-8月12日（星期六） 注：未达35人不开班

授课时长：每节2小时讲座

授课形式：zoom在线授课

参加人员：全日制医学相关专业本科及研究生

授课语言：英语（对英语成绩不作强制要求，可根据自身英语水平进行项目选择）
                                                                                                              

课程证书：由新加坡国立大学颁发结业证书；根据学员的出勤率、课程作业和结业汇报的完成情况，教授将出具成绩签字报告单；优胜小组获得优秀学员证明
                                                                                                                      
课程费用：4,300元人民币/人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Introduction of 
Singapore Medical 

System
新加坡医疗系统简介

Family and Community Medicine
家庭与社区医疗

•Ambulatory Paediatrics儿科门诊
•Integrated Care for Elderly老年
综合护理 

Psychological 
Medicine
心理医学

Infectious Diseases
传染病

Clinical Skills Foundation 
Programme
基础临床技能

Project and Final 
Presentation
小组课题演示

注：具体课程以实际为准，最终解释权归杭州安提雅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