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
台灣醫事青年菁英赴陸交流夏令營即日起開放報名！
台灣醫事青年菁英赴陸暑期交流團-第二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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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對大陸
風俗民情的了解，中華兩岸醫事交流與健康促進發展協會（簡稱：醫促會）與北
京金祥瑞諮詢服務有限責任公司（簡稱：祥瑞醫管）在成功舉辦第一屆赴大陸學
術交流之基礎上（活動紀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vkqITpMtpM），特籌辦第二屆台灣醫事青
年菁英赴陸暑期交流團，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
一、活動日期：2018 年 8 月 18 日(星期六)至 8 月 25 日(星期六)
二、活動地點：大陸 甘肅省 古絲綢之路黃金路段（嘉峪關、敦煌莫高窟、月牙
泉)
三、報名資格：
1. 台灣教育部認可之大專院校之公衛、醫管、健康管理、醫療資訊、護理、藥
事、中醫、牙醫、醫技、營養、心理諮商等與醫事服務、健康服務相關科
系之大學部大三以上之在學生、碩、博士班在學生。
2. 畢業後住院醫師訓練之醫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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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等醫療服務體系之相關等人員。
（前三項條件中，至少符合一項）
4. 年齡 20-35 歲（必須符合）
1

5. 持台胞證者（必須符合）
四、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2018 年 5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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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衛生與健康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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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人數：25 位
八、活動行程表與報名表格如附件
九、活動費用：
1. 參加者僅需自行承擔往返旅費（由於暑期旺季，來回機票預估在 20000
元以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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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活動報名費與行政作業費 5000 元。
2. 在大陸期間的活動費、住宿費、餐費、交通費等皆由大陸當地主辦單位
負擔，參加者無須負擔。
十、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
1.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VfQVf4fX2hETKGfn1

2.

電子檔之照片/台胞證 請寄至： amhp201508@gmail.com

3.

郵寄申請書正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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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參加過類似活動者、從未到過大陸者優先錄取。
＊參加者若無特殊情況需全程參加，並遵守交流全部規定，不遵守者主辦單
位保留參加者之資格。
十一、報名費用：
請於 5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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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錄取者，報名費將全額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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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其他要求事項：
1.

近期曾參加過類似活動的（大陸國家衛計委共同主辦的）
，不建議重複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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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在返台後一週內，繳交 800 字以上心得感想（附參訪照片 3 張，主辦單位
將發表於中華兩岸醫促會/祥瑞醫管等相關宣傳期刊或網站上。）

3.

夏令營鼓勵團結、奉獻，主辦單位將評選活動中表現優秀的團員給予表揚。

報名資訊詳見
http://www.jxrconsulting.com/POParticle/7/2350.Html
附件：暫定行程表：
天數

日期

第一天 Sat

8/18

第二天 Sun

8/19

行程
臺北-蘭州（直飛）HU7918 1315–1715

住宿
蘭州

早餐後遊覽蘭州市黃河母親、古水車、中山橋，午
蘭州
餐後參觀西關清真寺、甘肅省博物館。
早餐後參訪蘭州大學醫學院，

第三天 Mon

8/20

與醫學生召開交流會。午餐後乘高鐵赴嘉峪，

嘉峪關

蘭州-嘉峪關南 D2751 1410-1847
早餐後參觀嘉峪關城樓，
第四天 Tue

8/21

（5 公里，2 小時遊覽）

敦煌

午餐後大巴赴敦煌（385 公里，4-5 小時車程）
早餐後參訪敦煌市醫院（暫定）。
午餐後參觀莫高窟，8 公里，30 分鐘車程，
第五天 Wed

8/22

2 小時遊覽時間。

敦煌

晚餐後遊覽 鳴沙山-月牙泉，
6 公里，20 分鐘車程，2 小時遊覽。
早餐後參觀敦煌市中醫醫院（暫定）。
第六天 Thu

8/23

下午大巴赴玉門關，
玉門
90 公里，1.5 小時車程，1 小時遊覽時間。
參觀老君廟（油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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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Fri

8/24

玉門—蘭州 D2746 0806–1341，下午自由活動

第八天 Sat

8/25

蘭州-臺北（直飛） HU7917 0845–1220

蘭州

參訪機構介紹:
＊蘭州大學(醫學部)
蘭州大學醫學院歷史源遠流長，1932 年成立的甘肅學院醫學專修科開啟了蘭州
大學的醫學教育;1942 年，改為“國立西北醫學專科學校”;1945 年，更名為“國
立西北醫學院蘭州分院”;1946 年，併入國立蘭州大學;1954 年獨立建院，定名
為蘭州醫學院;2004 年，又回到了蘭州大學的懷抱;2014 年，學校重組了蘭州大
學醫學院。歷經八十餘年的春華秋實和風雨征程，蘭州大學醫學院植根於教育部
直屬的大陸重點綜合性大學，大陸“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點建設高
校——蘭州大學這片豐饒沃土上，為大陸培養了大批優秀醫學人才，為大陸的醫
療衛生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醫學院由 7 個學院(基礎醫學院、第一臨床醫學院、第二臨床醫學院、口腔醫學
院、公共衛生學院、藥學院、護理學院)，3 所直屬附屬醫院(第一醫院、第二醫
院、口腔醫院)以及 2 所非直屬臨床教學醫院(蘭州大學人民臨床醫學院、蘭州大
學蘭州軍區臨床醫學院)構成。3 所直屬附屬醫院均為三級甲等醫院，開放床位
數 5908 張，口腔醫院開放口腔綜合治療椅位 114 臺。2017 年，各直屬附屬醫院
門急診人次達 329 萬，出院人次達 18.2 萬，住院手術臺次達 10.5 萬。醫學院作
為蘭州大學醫學事務統籌、協調、管理的管理機構，下設綜合辦公室、組織人事
部、教育教學部三個處級機構。
醫學院人才薈萃，各學院及附屬醫院現有教職員工逾 8000 人，擁有臨床醫學一
級學科博士後科研流動站;臨床醫學、基礎醫學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22 個博
士學位授權專業;基礎醫學、中西醫結合、臨床醫學、口腔醫學、公共衛生、藥
學 6 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 43 個碩士學位授權專業，5 個專業學位授權類型;
臨床醫學、麻醉學、醫學影像學、醫學檢驗、護理學、口腔醫學、預防醫學、公
共事業管理和藥學 9 個本科專業。目前在校醫學類本科生 5588 人，研究生 1869
人(其中：博士生 207 人，碩士生 1662 人)。
學院學科建設不斷增強，臨床醫學學科是蘭州大學入選 ESI 全球總影響力前 1%
的 12 個學科之一。目前，學院擁有 9 個大陸國家臨床重點專科(消化內科、重症
醫學科、老年病科、心血管內科、骨科、神經外科、普通外科、泌尿外科、急診
醫學科)，4 個省級臨床醫學中心(甘肅省心臟中心、甘肅省輔助生殖臨床醫學中
心、甘肅省眼科臨床醫學中心、甘肅省泌尿系疾病臨床醫學中心)，10 個省級重
點實驗室(甘肅省胃腸病重點實驗室、甘肅省消化系腫瘤重點實驗室、甘肅省骨
關節疾病研究重點實驗室、甘肅省泌尿系統疾病研究重點實驗室、甘肅省新藥臨
床前研究重點實驗室、甘肅省血液病重點實驗室、甘肅省生物治療與再生醫學轉
化重點實驗室、甘肅省循證醫學與臨床轉化重點實驗室(培育)、甘肅省心血管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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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重點實驗室(培育)、甘肅省生殖醫學與胚胎重點實驗室(培育)，17 個省級醫
療品質控制中心、23 個省級醫療衛生重點學科，30 餘個各類大陸國家級培訓基
地。
＊敦煌市醫院 （暫定）
敦煌市醫院前身是敦煌縣衛生所，始建於 1939 年，1987 年更名為敦煌市醫院。
是大陸國家衛生與健康委員會（原衛生部）首批命名的“二級甲等”醫院和大陸
全國“百佳醫院”，是敦煌地區唯一一家集醫療、急救、教學、科研、預防、保
健、康復等功能為一體的學科齊全、專科特色突出的綜合性醫院。院區環境優美，
基礎設施完善，先後啟用了現代化、人性化的門診大樓和建築面積 1.2 萬平方
米、配備全新設備的新住院部大樓，兩幢大樓佈局合理、功能齊全、設施先進、
配置一流，為每位前來就醫的病人提供了舒適、便捷、高效的就醫體驗。
醫院現開放床位 420 張，開設骨科、普外科、呼吸消化內科、心血管內科、神經
內分泌科、兒科、重症醫學科、婦產科、五官科、中醫康復科、感染科、影像中
心、超聲診斷科、檢驗中心、體檢中心、內鏡中心、產前體檢及圍產期保健中心、
兒童保健門診等科室。其中，肝膽胰外科、骨科、兒科、中醫腦病專科被評審為
酒泉市醫學重點專科，肝膽胰外科的肝包蟲肝葉切除術、腹腔鏡下膽囊切除及胃
癌、結直腸癌根治術在省內同級醫院乃至三級醫院中處於領先水準。
＊敦煌市中醫醫院 （暫定）
敦煌市中醫醫院始建於 1983 年 9 月，是甘肅省省級首批“二級甲等中醫醫院”
和“愛嬰醫院”。總院地處敦煌市南大街，分院設在小北街，占地面積 5131.7
平方米，總建築面積 7392 平方米，固定資產 3000 餘萬元，醫院開放病床 150
張。全院現有正式職工 106 人，中醫藥護人員中衛技人員總數的 70%以上，設有
中西醫結合內、外、婦、兒、急診、眼、耳鼻咽喉、口腔、肛腸、泌尿、骨傷等
23 個臨床科室和放射、檢驗等 6 個醫技科室。中西醫結合眼科、肛腸科、泌尿
科、創傷科、針灸推拿科、糖尿病、風濕病、哮喘病等專科專病已形成輻射周邊
縣區的特色醫療。有“自製風濕Ⅱ號電離子導入治療風濕類疾病”、“滋腎蓉精
降糖膠囊治療Ⅱ型糖尿病”、“白內障囊外摘除加人工晶體植入術的臨床應用”
等 40 餘項科研成果分別榮獲地、市級科技進步獎，發表學術論文 200 餘篇。
醫院先後榮獲甘肅省誠信建設單位示範點、地級文明單位、全市窗口行業創建文
明系統示範點、誠信單位、“三·五”普法先進單位、思想政治工作先進集體、
民族團結先進集體等榮譽稱號，同時，長期承擔甘肅中醫學院、省中醫學校、酒
泉衛生學校等院校的教學醫院工作，並被確定為本市人壽保險公司定點醫院和遠
涉青海海西州、阿克塞等周邊地區的醫保定點醫院。
人文風光介紹:（視時間選擇安排）
景點介紹：視時間由當地安排特色風光與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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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河母親：“黃河母親”雕塑，由甘肅著名的雕塑家何鄂女士創作，長 6
米，寬 2.2 米。高 2.6 米，總重 40 餘噸，整體造型是一位神態嫻雅的母親側臥
黃河岸邊，看護著懷抱中游泳的幼兒的情景。分別象徵了哺育中華民族生生不
息、不屈不撓的黃河母親，和快樂幸福、茁壯成長的華夏子孫。黃河母親秀發飄
拂，神態慈祥，身軀頎長勻稱，曲線優美，微微含笑，抬頭微曲右臂，仰臥於波
濤之上，右側依偎著一裸身男嬰，頭微左顧，舉首憨笑，顯得頑皮可愛。雕塑構
圖洗練，寓意深刻，雕塑下基座上刻有水波紋和魚紋圖案，源自甘肅古老彩陶的
原始圖案。該雕塑構圖簡潔，寓意深刻，是目前大陸諸多表現中華民族的母親
河——黃河的雕塑藝術品中最漂亮的一尊。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在大陸地區首
屆城市雕塑方案評比中曾獲優秀獎。
(2) 古水車：蘭州水車歷史悠久，外形奇特，起源於明朝，是蘭州古代黃河沿岸
最古老的提灌工具。水車又叫「天車」、「翻車」、「灌車」、「老虎車」。旺
水季利用自然水流助推轉動，枯水季則以圍堰分流聚水，通過堰間小渠，河水自
流助推。當水流自然衝動車輪葉板時，推動水車轉動，水鬥便舀滿河水，等轉至
頂空後再傾入木槽，源源不斷，以利灌溉。
蘭州水車園位於市內濱河路西段，東鄰「黃河鐵橋」，西鄰「黃河母親」雕塑，
北望白塔山公園，南近白雲觀，是蘭州黃河岸邊的重要一景。水車園占地 14588
平方米，由帶狀綠地、泥沙沖積島、柳蔭灘地三部分組成。規劃設計主要建設專
案為：直徑 16.5 米仿古水車兩輪，兩層水榭式綜合服務廳一座，並輔之以建築
小景。
（3）中山橋：原名蘭州黃河鐵橋，是黃河上修建最早的鐵橋，素有“天下黃河
第一橋”的美稱。中山橋建於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建成後，時為黃河
上游和蘭州黃河兩岸唯一的橋樑，橋長 234 米，寬 7.5 米，有 6 墩 5 孔，橋上飛
架 5 座弧形鋼架拱梁，5 座弧形鋼架拱梁兩側分別有 6 條豎型，鋼架支撐。與濟
南道口鐵橋、鄭州鐵橋同列為黃河上三大橋梁。1928 年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而改
稱中山橋，沿用至今。
（4）西關清真寺：甘肅省蘭州市的清真古寺之一，西關清真寺始建於明朝洪武
或永樂年間，俗有“客寺”之稱。現存的西關清真寺是 1990 年重修後的建築，
占地面積 4800 多平方米，建築面積 3000 多平方米。西關清真寺坐西朝東，由禮
拜大殿、小禮拜殿、講經堂、宿舍等組成，跑馬廊平面內還設有藏經室、廣播室、
休息室。西關清真寺整個建築設計精巧，造型獨特，為大陸清真寺建築中獨具風
格，1992 年被評為蘭州市十大優秀建築之一。該寺還先後培養了一大批伊斯蘭
經學學者，每年有百餘名國外穆斯林也來到這裡參觀禮拜。
（5）甘肅省博物館：建於 1956 年，建築面積 2.1 萬多平方米，展覽面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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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多平方米。憑藉甘肅豐厚的文化底蘊和隴原大地留下的大量珍貴文化遺存，甘
肅省博物館擁有得天獨厚的館藏資源，是甘肅省規模較大的綜合性博物館。館藏
珍貴歷史文物、自然標本共計 35 萬餘件，其大陸國寶級文物 16 件(組)，一級文
物 721 件(組)，二級文物 2637 件(組)，三級文物 48241 件(組)，彙集了甘肅從
遠古時期到近現代的大量文化珍寶。館藏文物以古生物化石標本、彩陶、漢代簡
牘、漢唐絲綢之路珍品、佛教藝術、近現代革命史料等獨具特色，在中華文物寶
藏中亦佔據重要地位。特別是東漢銅奔馬、魏晉墓“驛使圖”畫磚，已分別被定
為大陸地區旅遊標誌和郵電事業的標誌。2012 年底，甘肅省博物館榮升大陸地
區一級博物館。
(6) 嘉峪關城樓：位於甘肅省嘉峪關市西南 7 公里處，是萬里長城西端終點，嘉
峪關建於明洪武五年，因城在嘉峪麓故名，自古為軍事要地。整個關城建造堅固
雄偉，氣勢磅礴，關城呈梯形，周長 733 米，面積 33500 平方米，高 10 米，垛
牆高 1.7 米，東西城垣開門，城樓對稱，三層五間式，周圍有廊，城四隅有角樓，
南北牆中段有敵樓。兩門內北側有馬道達城頂。關城正中有一官井。西面城垣凸
出，中間開門，門額刻“嘉峪關”三字。原有城樓，與東西兩樓形制相同，三樓
東西成一線。俗傳當年建關時，匠師計算用料十分精確，竣工後只剩一塊磚。此
磚今存西甕城門樓後簷臺之上。西門外 1 裏處有石碑，上刻“天下雄關”四字；
東甕城外有文昌閣、關帝廟、戲樓，城內靠北有遊擊衙門府一座，均為清代所建。
（7）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於十六國的前
秦時期，歷經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歷代的興建，形成巨大
的規模，有洞窟 735 個，壁畫 4.5 萬平方米、泥質彩塑 2415 尊，是世界上現存
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地。 1961 年，莫高窟被公佈為第一批大陸國
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87 年，莫高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與山
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並稱為四大石窟。
（8）鳴沙山·月牙泉風景名勝區：鳴沙山月牙泉風景名勝區，位於敦煌城南五公
里，沙泉共處，妙造天成，古往今來以“沙漠奇觀”著稱於世。鳴沙山以沙動成
響而得名。東漢稱沙角山，俗名神沙山，晉代始稱鳴沙山，其山東西長 40 餘公
里，南北寬約 20 公里，主峰海拔 1715 米。峰戀危峭，山脊如刃，經宿複初；人
乘沙流，有鼓角之聲，輕若絲竹，重若雷鳴，此即“沙嶺晴鳴”。月牙泉處於鳴
沙山環抱之中，其形酷似一彎新月而得名。古稱沙井，又名藥泉，一度訛傳渥窪
池，清代始稱月牙泉。水質甘冽，澄清如鏡，綿曆古今，沙不進泉，水不濁涸。
鐵魚鼓浪，星草含芒，水靜印月，薈萃一方，故稱“月泉曉澈”。沙嶺晴鳴，月
泉曉澈均為敦煌八景之一。
(9) 玉門關：玉門關又稱小方盤城，建於西元前 111 年左右。為絲綢之路通往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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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北道的咽喉要隘，位於敦煌城西北 90 公里處戈壁灘中。關城為正方形，黃土
壘就高 10 米、上寬 3 米、下寬 5 米的城牆保存完好，東西長 24 米，南北寬 26.4
米，面積 633 平方米，西北各開一門。據《漢書·地理志》，玉門關與另一重要
關隘陽關，均位於敦煌郡龍勒縣境，皆為都尉治所，為重要的屯兵之地。當時中
原與西域交通莫不取道兩關，曾是漢代時期重要的軍事關隘和絲路交通要道。
(10) 老君廟（油井）：鄉甯縣棗嶺鄉史家溝村西曾有天順成煤窯，後更名為老
君廟煤礦。礦旁曾建有老君廟，不知創自何代，清道光以後，每年農曆二月十五
日皆有廟會，且有道士主持，當地鄉民特別是煤礦主，信奉道教，每年都到這裡
祭拜太上老君，祈求保佑煤礦安全，事業興旺，家人康福。後因滄桑巨變，煤礦
移口，原廟壯觀及廟會盛況不復存在。今舊礦遺址尚存兩孔石廟遺跡，礦口立有
老君神龕，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天順成窯眾窯戶所鑄“老君神前鳴鐘”猶存，
上刻“天順成窯眾窯戶叩獻到老君窯神火神山神土地神前鳴鐘”，重二百餘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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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報名表：

2018 台灣醫事青年菁英赴陸暑期交流團 報名表
姓名
(與護照同)

性 別

中文：
2 吋彩色照片（電
子版，不超過

英文：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餐飲

□葷

□素

月

日

600KB）

□其他

Email：
聯絡方式

手機：
電話：
現居地址：

地址
戶籍地址：
就讀系所年級
出生地

就讀學校：＿＿＿＿＿＿＿＿_
就讀學系＿＿＿＿＿＿＿＿＿＿ 年級 ＿＿＿＿＿
血型

身份證字號

在 大
健康情況

緊急聯絡人
(請填寫2人)

陸 有
無 親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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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台胞證

□有 / 號碼：＿＿＿＿＿＿＿＿＿＿＿ 效期：
年
月
□無(請在接到錄取通知後，即刻辦理臺胞證，並於一個月內補交相
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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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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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交文件檢查表

□
□
□
□
□

效期內之護照影本
效期內之台胞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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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hp201508@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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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因緣促使你報名參加此次活動？

二、

您對大陸的印象是如何的？

三、

您希望交流什麼主題（或：想參訪什麼單位或科室）？

請您協助回答以
下三個問題

簽名(報名者親簽)：＿＿＿＿＿＿＿＿＿＿
填表日期：西元＿＿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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