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醫事青年菁英暑期交流團-第一屆

組團通知

主旨：為幫助台灣醫事青年瞭解大陸公共衛生、醫療健康領域之發展現況，以及

增進對大陸風俗民情的了解，中華兩岸醫促會/祥瑞醫管特籌辦第一屆兩岸醫事
青年菁英暑期交流團，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

一、活動日期：2017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一)至 8 月 27 日(星期日)
二、活動地點：中國大陸北京、西安
三、報名資格：（前三項符合一項）

1. 台灣教育部認可大學之公衛、醫管、護理、藥事、中醫、牙醫、醫技、醫
事相關科系等之碩士班、博士班、大學部大三以上學生。
2. 台灣公私立醫療院所推薦之行政、護理、醫療、醫務社工、藥事、中醫、
牙醫、醫技、醫事相關等人員
3. 畢業後住院醫師訓練之醫師。
4. 年齡 20-35 歲（必須符合）
5. 持台胞證者（必須符合）
四、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2017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 22:00 時止
（因名額有限與暑期機位緊張，及早報名避免遺憾，滿額不擴增）
五、主辦單位：台灣地區中華兩岸醫事交流與健康促進發展協會
大陸地區中央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
六、承辦單位：祥瑞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北京金祥瑞諮詢服務有限責任公司
七、協辦單位：馬偕醫學院長期照護研究所、陽明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台灣護
理資訊協會等，單位陸續增加中

八、活動人數：25 位
九、活動行程表與報名表格如附件
十、活動費用：
1. 參加者僅需承擔往返旅費、保險費、證件(台胞證、護照)、個人消費、
行李超重等因個人原因產生的費用。（預估來回機票約 20000-30000 之間）
2. 在大陸期間的落地活動費、住宿費、餐費、旅遊等皆由大陸當地主辦單
位招待，個人無須負擔。
十一、 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
（網址：https://goo.gl/forms/cxBPb0TyNsHaE6y43）並繳交相關文件，於
報名截止日前繳交電子檔與郵寄正本至 acmrehp@163.com。經由甄選委員會
甄選審核資格之後發予錄取通知。 報名洽詢專線：02-28943536
＊有推薦函者以及從未參加過類似活動者優先錄取。
＊參加者若無特殊情況需全程參加，並遵守交流班規定。
十二、報名費用：

請於 5 月 5 日報名截止前繳交 5000 元新台幣報名費與行政作業費，以便於
後續作業（未錄取，報名費將退回）。
匯款帳號 17210109548 戶名：祥瑞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第一銀行 南門分行
十三、研修班心得回饋:

為紀錄美好回憶以供後人參考，返台後請繳交 800 字以上心得感想 (附參
訪照片 3 張)，祥瑞管理顧問有限責任公司將發表於相關宣傳期刊或網站上。
報名資訊詳見

http://www.jxrconsulting.com/POParticle/7/2266.Html

附件：暫定行程表：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8/21
星期一

8/22
星期二

x

學術參訪：西
安交通大學(醫
學部)/
BR430
12:00-15:00 西安交通大學
桃園機場/西 附屬第一醫院
安機場

活動開幕式

西安

8/23
星期三
西安

西安

西安

8/24
星期四
西安

8/25
星期五

8/26
星期六

醫院參訪
學術參訪：北
北京清華長
京大學醫學部
庚醫院

G88 13:2017:55
西安－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5 人為一組，
分組報告 1520 分

晚宴
歡送會

參訪機構介紹:
＊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部)
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部（原西安醫科大學）創建於 1937 年，其前身為國立北平大
學醫學院。1950 年改稱為西北醫學院，1956 年改稱西安醫學院，1985 年更名為
西安醫科大學。2000 年 4 月西安醫科大學與西安交通大學、陝西財經學院三校
合併，更名為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2012 年 6 月組建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部。
學部直屬的兩所臨床綜合醫院和一所口腔醫院，均為在中國有影響力的集醫療、
教學、科研、預防、保健和康復六大功能為一體的中國首批三級甲等醫院。開放
床位 5000 余張，年門診量 400 多萬人次，年住院患者 18 萬人次，年手術量 6 萬
人次。三所醫院學科齊全，名醫薈萃，醫術精湛，設備精良，為醫藥學各個專業
學生的實踐教學提供優質的臨床實習和見習條件。10 所非直屬附屬醫院，均為
在陝西有一定影響的三級甲等醫院，共有床位近 9000 張。
＊西安交通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原西安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是西北地方
最大的綜合性三甲醫院。現開放床位 2300 余張，年門診量 120 余萬人次。建院
50 餘年來，素以醫術精湛、治學嚴謹、優質服務在廣大群眾中享有聲譽。
醫院為臨床醫學一級學科學位博士點及博士後流動站。形成了一批具有國內領先
和先進水準、特色鮮明的醫學學科。泌尿外科、腎移植科、心血管內科、婦產科、
腫瘤外科、內分泌科、影像醫學、普外科、肝膽外科、傳染科等學科為國家、省

8/27
星期日
北京

北京－臺北

重點、省優勢學科；有 5 個衛生部臨床學科建設重點專案，6 個專業為國家臨床
藥理研究基地；心血管疾病、腎臟移植、內分泌、麻醉、病理、護理、消毒供應
等 9 個專業為陝西省品質控制中心。
＊北京大學醫學部

北京大學醫學部（簡稱「北醫」）地處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科技園區，是中國政
府創辦的第一所西醫院校，具有百年歷史，集教學、科研、醫療為一體，學科覆
蓋醫學門類中的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口腔醫學、藥學、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
護理學、醫學技術、中西醫結合以及理學、工學、教育學、哲學、文學等門類的
部分學科。教學貫穿了本科、研究生及繼續教育全過程。現有 63 個博士學位授
權點，69 個碩士學位授權點，8 個博士後流動站。北醫是國家「211 工程」首批
建設的高等學校之一。
北醫設有 5 個學院（部）：基礎醫學院、藥學院、公共衛生學院、護理學院、
公共教學部（醫學人文研究院），6 家附屬醫院、4 家共建醫院和 14 家教學醫院，
承擔臨床醫學的教學、實習任務和向社會提供醫療保健服務。
北醫共有全日制在校學生 8827 人，其中博士生 2246 人，碩士生 2584 人，
本科生 3620 人，留學生 377 人，台港澳僑學生 162 人；非全日制學生中，成人
教育學生 1739 人，網絡教育學生 18705 人。另外，博士後在站人數 112 人，2016
年累計出站 641 人。
北醫擁有大批國際、國內知名的醫學教育、研究、臨床方面的專家，其中具
有高級職稱 2394 人，兩院（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 12 人，入選國家「千
人計劃」5 人，「青年千人計劃 10 人，「973」計劃和重大科學研究計劃項目首
席科學家 19 人，「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講座教授 19 人，博士生導師
457 人，入選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 9 人，
入選教育部「新世紀人才支持計劃」70 人，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 37 人。
北醫目前擁有 3 個國家一級重點學科，12 個國家二級重點學科，1 個國家重
點實驗室，1 個國家工程實驗室，2 個國家臨床醫學研究中心，40 個省部級重點
實驗室和研究中心,4 個北京市國際科技合作基地。2011 年至 2015 年度，醫學部
承擔獲批各類縱向科研課題 2083 項，批准經費（部分為預算額）19.101 億元。
近五年以北醫為主要作者單位發表的 SCI 論文數 6347 篇，最高影響因子 53.48，
一批高水平的論文和綜述在《細胞》（Cell）、《科學》（Science）等國際頂尖
雜誌發表。
2011 年到 2015 年五年間，北大醫學部作為第一完成單位，共獲得各級各類
科技獎勵 171 項。其中國家級科技獎勵 9 項（包括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3 項、國
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6 項）
，省部級科技獎勵 59 項（包括北京市科學技術獎 24 項、
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35 項）以及社會力量設獎 103 項。20112015 年度，共申請專利 719 項，獲得授權 546 項，其中國內專利 534 項，國際
專利 12 項。醫學部是大陸地區最重要的醫學創新研究基地和高級醫藥衛生人才

的培養基地之一。

＊北京清華長庚醫院
北京清華長庚醫院是由清華大學與北京市共建共管的大型綜合性公立醫院，
建設過程中，得到了台塑關係企業和台灣長庚紀念醫院的無私捐建、支援。醫院
座落於北京市昌平區天通苑地區，佔地面積 94800 平方米，總建築面積 22.5 萬
平方米，總規劃床位 1500 床。一期開設 1000 張床位，於 2014 年 11 月 28 日開
業，2015 年 11 月 23 日，正式為醫保患者服務，醫保號為 21110130。
北京清華長庚醫院是融醫療、教學、科研、預防、康復於一體的大學附屬醫
院，醫療科室設置齊全，包括內科系統、外科系統、婦科、兒科、眼科、口腔科、
檢驗、病理、影像等 40 余個臨床和醫技科室。開業初期，醫院將優先發展具有
國際前沿水準的肝膽中心、神經中心、消化中心、腫瘤中心，重點發展心臟內科、
婦產科、耳鼻咽喉頭頸外科、泌尿外科等專科，藉此帶動醫院整體醫療水平的快
速提升。
北京清華長庚醫院堅持以病患為中心，全面引進和借鑒台灣長庚紀念醫院的
管理模式，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建立醫管分工合治的現代醫院管理
體制，通過專業化醫療與職業化管理的有機結合，大力提升醫療服務品質與運營
管理效率。
北京清華長庚醫院擁有一支海內外專家組成的高水平的醫師與護理團隊，堅
持病患利益最大化的精益醫療理念，實行 Attending 醫師負責制和全責護理模
式。全面推行以疾病為中心的整合式醫療，合理安排就醫動線，持續優化醫療流
程，為各類病患提供高效、溫馨的診療服務，不斷提升疾病治癒率和康復水準。
醫院配備先進的醫療設備，為高品質的醫療服務提供了有力保障。除了 3.0T
磁共振檢查儀、低劑量 128 層寶石 CT、3D 彩超、遙控膠囊內鏡、雙平板 DSA、高
能直線加速器等高端檢查治療設備以外，還配有國內首台雙螢光神經外科手術顯
微鏡、心電一體化監護儀、手術導航系統、O 型臂 X 光機、3D 腹腔鏡手術系統、
術中腔鏡彩超等設備。
作為誕生於醫改大背景下的新型醫院，北京清華長庚醫院秉持「人本、濟世、
厚德、至善」的價值，以「提供健康守護、培養醫學精英、創新臨床研究、追求
卓越管理」為使命，充分依託清華大學厚重的人文底蘊和寬實的科技平台，創建
新時期公立醫院改革與發展的新模式，努力建設成為國際一流的醫學中心。
人文風光介紹:（視時間選擇安排）
北京：視時間由當地安排特色風光與美食
西安景點介紹：視時間由當地安排特色風光與美食
(1) 兵馬俑: 世界第八奇蹟，1974 年西安市臨潼區村民在打井時發現了大大小
小的殘俑，由此秦始皇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狀況逐漸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1979 年規模宏大的秦兵馬俑博物館隆重開放，舉世罕見的秦兵馬俑博物館開放
後，很快就轟動了中外，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是當代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

一。秦兵馬俑以其巨大的規模，威武的場面，和高超的科學、藝術水準，使觀眾
們驚嘆不已。
(2)大唐不夜城:
位於西安市大雁塔腳下，其中央景觀步行街全長 1500 公尺，寬 80 公尺，是中國
第一個全景式展現大唐盛世文化的大型景觀步行街，彰顯了古都西安的巨大魅力，
成為西安公共文化建設的重大亮點，展現了人文、活力、和諧西安的絢麗畫卷。
(3)乾陵:
是中國乃至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一座兩朝帝王、一對夫妻皇帝合葬陵。據傳說裏面
埋葬著唐王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和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乾陵以山
為陵，依梁山而建，座北朝南，由內外兩城組成，占地頗廣。外城遺跡已消失，
內城遺跡至今完善，乾陵地面文物主要是石刻。石刻多用整塊巨石雕成。陵東南
有 17 座陪葬墓，永泰公主、章懷太子、懿德太子墓先已發掘復原，並在永泰公
主墓園內建有乾陵博物館。
(4)古城牆:
建於明洪武三年（西元 1370 年）
，自唐朝安史之亂後，長安城幾乎毀了一大半，
到了五代以後，因駐守長安的將領覺得長安城地廣人稀難于防守，于是就將長安
城縮爲新城，這也就是五代、宋、元的長安城，而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認爲長
安這兒是一個很重要的軍事重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爲險固」，于是在此設了
「西安府」（因封蕃王 - 秦王，所以也稱秦王府），修築西安城墻，這也是現在
看到西安城墻的原型。
(5) 鐘鼓樓:
位於西安市中心鐘樓、鼓樓之間，廣場花團錦簇、碧草如茵，周邊商鋪林立，彙
集有"同盛祥"牛羊肉泡饃館、"德發長"餃子館等久負盛名的地方名牌老店，是遊
客休閒遊覽的重要場所。
(6) 回民一條街:
位於鼓樓北側，全長 1100 米，街區內為仿古明清建築風格，步入其中，地鑲青
石、鋪懸金匾、老街繁錦、美味飄香，是西安獨具古城風貌與現代文明的歷史文
化旅遊街區。
(7) 陝西歷史博物館
是一座國家級綜合性歷史類大型博物館，1991 年落成開放，館藏文物 370,000 餘
件，上起遠古人類初始階段使用的簡單石器，下至 1840 年前社會生活中的各類
器物，時間跨度長達一百多萬年。以其豐富的文物藏品成為展示陝西歷史文化和
中國古代文明的殿堂，被譽為“古都明珠，華夏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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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學校：＿＿＿＿＿＿＿＿_
就讀學系＿＿＿＿＿＿＿＿＿＿ 年級 ＿＿＿＿＿

出生地

血型

身份證字號

在 大
陸 有

健康情況

無 親
友

緊急聯絡人

(請填寫2人)

1. 姓名_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2. 姓名_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護照

□有 / 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效期：
□無

台胞證

□有 / 號碼：＿＿＿＿＿＿＿＿＿＿＿ 效期：
□無

繳交文件檢查表

□
□
□
□
□

年

年

個人履歷(含自傳、社團經、歷得獎經歷、志工服務經歷等)
歷年成績單（或計畫中研究方向概要）
推薦函（導師或者服務單位）
效期內之護照影本
效期內之台胞證影本

月

月

□ 2 吋彩色照片
□ 報名費繳交證明
□ 親簽後的報名表
上述資料(電子檔與紙本各一份)寄送至：
祥瑞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9號9樓
王萩嵐企劃助理 02-28943536
E-mail: wangchiulan@jxrconsulting.com
acmrehp@163.com

其他

□願意同時申請加入中華兩岸醫促會擔任青年會員
(入會費1000，常年會費500)

一、您對大陸的印象是如何的？

二、您希望從此行中獲得什麼？
請您回答以下三
個問題
三、是什麼因緣促使你想報名參加此次活動？

簽名(報名者親簽)：＿＿＿＿＿＿＿＿＿＿
填表日期：西元＿＿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