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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项目一、美国研修项目 

（一）研修机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加州圣贝纳迪诺医疗中

心、芝加哥圣安东尼医院、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美国布卢姆菲尔德学

院、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及布莱根妇女医院、纽约西奈山医院。 

    （二）接收人数:全年 16期,每期 10-20名左右。 

（三）研修专业：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神经内科；加州圣贝纳迪

诺医疗中心：内分泌科、心内科、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消化内科、传

染病、肾内科、普外科、睡眠医学；芝加哥圣安东尼医院: 儿科、新生儿

科、关节外科、产科、麻醉科、急诊科、心内科、精神卫生科、护理；匹

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心胸外科。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神经内科、普内科

等；美国华盛顿护理项目（华盛顿儿童医院、华盛顿大学医院、华盛顿妇

女医院、威廉王子医院、费尔法克斯医院、诺瓦医院、福奎尔医院）：临

床护理各专业。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及布莱根妇女医院、纽约西

奈山医院：麻醉科、产科、护理、生殖医学等，学员以“访问学者”身份

交流学习。 

（四）研修时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布莱根和妇女医院：每期

研修交流时间为 1年；其它医院每期研修交流时间为 3个月。 

项目二、德国进修项目 

（一）接收人数:全年 4期,每期 30名左右。 

（二）研修机构和专业： 

德国培训机构 进修专业 

帕达博恩约瑟夫基金会兄弟

医院 

麻醉科、泌尿外科、普外科、骨科（上肢外

科、创伤、关节）、肿瘤放疗科、胸外科、

泌尿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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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约翰内斯基金会医院 
内科（重点：心脏起搏器植入）、血管外科

（糖尿病下肢血管手术治疗） 

比勒费尔德城市医院 普外科、骨科、肛肠科 

比勒费尔德基督教医院 

胸外科、妇产科、心内科、事故外科和骨

科、儿童外科（儿童普外科和儿童泌尿、儿

童胸外）、神经外科、妇科等 

利帕医院 
普外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骨科、心

内科、妇科、血管外科、脊柱外科 

索斯特城市医院 心内科 

比勒菲尔德 Franziskus 医院 骨科、麻醉科、肿瘤放疗科、妇科、放射科 

（三）研修时间：每期研修交流时间为 3个月。 

 

项目三、意大利研修项目 

（一）接收人数:全年 12期,每期 30-40名。 

（二）研修机构和专业： 

培训机构 进修专业（基本涵盖临床各科室专业） 

锡耶纳大学医院 

 

呼吸内科、内分泌科、消化科、内镜、神经内外科、

心内科、重症医学、肾内科、血液科、检验科、介

入、泌尿外科、脑外科、器官移植、肿瘤科、整形外

科、心胸外科、创伤科、普外科、妇产科、儿科、新

生儿科、骨科、急诊科、口腔科、皮肤与性病科、耳

鼻喉科、精神卫生科、病理科、感染科、麻醉科、药

剂科、眼科、影像科、乳腺外科、眼科、护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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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萨里大学医院 

普外科、病理科、心脏外科、整形外科、法医、内

科、微生物与病毒学、消化内科、血管外科、胸外

科、皮肤性病科、血液科、老年科、妇产科、心血

管、呼吸内科、传染病科、核医学、肾脏科、神经外

科、神经内科、食品营养、骨科、眼科、肿瘤内科、

耳鼻喉科、儿科、精神卫生、放射科、泌尿外科等。 

那不勒斯国家肿

瘤研究中心 

心脏肿瘤、胸部肿瘤、腹部肿瘤、乳腺肿瘤、头颈肿

瘤、放化疗、血液肿瘤、泌尿生殖肿瘤、妇科肿瘤、

黑色素肿瘤、儿科肿瘤、肿瘤解剖/病理/诊断/活

检、核医学、护理等。 

（三）研修时间：每期研修交流时间为 3个月。 

项目三、英国研修项目 

（一）研修机构：英国帝国理工大学附属医院、皇家自由医院、圣托

马斯医院、伦敦大学医院、圣玛丽皇家医院、伦敦 Blizard医学研究所、

布莱顿和苏赛克斯大学医院、索尔福德皇家医院、奥尔赫儿童医院、曼彻

斯特 NHS信托中心下属医院、国王大学附属医院以及伦敦皇家牙科医院。 

（二）接收人数:全年 20期,每期 10-30名左右。 

（三）研修专业：老年科、内分泌科、血液内科、儿科、新生儿科、

儿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产科、妇科、急诊科、重症医学、麻醉

科、心胸外科、心内科、眼科、口腔科、肾内科、胃肠外科、消化内科、

骨科、乳腺外科、感染科、普外科、耳鼻咽喉科、精神卫生科、放射科、

肝病学、放射学、呼吸内科、泌尿外科、临床药理学、耳鼻喉科、肿瘤

科、皮肤科、乳腺科、风湿免疫科、神经康复科、临终关怀、医学影像

科、临床护理等。帝国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医疗团队形式报名优先考虑派

出：心外科（不接受先心科）、心内科、麻醉科、体外循环、护理。 

（四）研修时间：每期研修交流时间为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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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五、加拿大研修项目 

（一）研修机构：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医院研究所、加拿大西安大略大

学舒立克医学与牙医学院。 

（二）接收人数:全年 4期,每期 5-10名左右。 

（三）研修专业：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医院研究所：呼吸科、妇产科

（围产保健）；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舒立克医学与牙医学院：麻醉科等。 

（四）研修时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医院研究所每期进修交流时间为

6 个月；其它项目每期进修交流时间为 3个月。 

项目六、爱尔兰研修项目 

（一）研修机构：爱尔兰特拉利理工学院、圣帕克大学医院（爱尔兰

国家精神卫生中心）。 

（二）接收人数:全年 6期,每期医生 20名左右，护理 20名左右。 

（三）研修专业：爱尔兰特拉利理工学院：护理（内分泌科、心脏内

科/外科、外科、伤口、儿科、老年科）等；圣帕克大学医院（爱尔兰国

家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卫生和护理（精神卫生）。 

（四）研修时间：每期研修交流时间为 3个月 

 

项目七、澳大利亚研修项目 

（一）研修机构：澳大利亚悉尼利物浦医院、Harry Perkins医疗研

究所 Linear临床试验中心、菲奥娜斯坦利医院。 

（二）接收人数:全年 4期,每期 5-10名左右。 

（三）研修专业：麻醉科、骨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普外

科、医学影像、风湿科、肾内科、心内科等临床专业。 

（四）研修时间：每期研修交流时间为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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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八、以色列研修项目 

（一）研修机构：以色列梅尔医疗中心、哈曼（HaEmek）医学中心和

瑞本（Rambam）医院。 

（二）接收人数:全年 12期,每期 20-30名左右。 

（二）研修专业：神经病学、心血管（内科+外科）、神经外科、普

外科、普内科、急诊科、创伤、妇科、肿瘤科、血液内科、耳鼻喉科、胃

肠外科、胸外科、血管外科、肾脏科、眼科、泌尿外科、麻醉科、整形外

科、儿科、骨科、口腔科、疼痛科、生殖医学、遗传学、护理等。 

（四）研修时间：每期研修交流时间为 3个月。 

   项目九、法国研修项目 

（一）研修机构：法国福熙医院、马赛公立医院、雷恩公立医院、图

尔公立医院、里昂公立医院、里尔大学中心医院、凡尔赛中心医院。 

（二）接收人数:全年 12期,每期 10-15名。 

（三）研修专业：普外科、骨科、产科、妇科、新生儿科、神经内

科、内分泌科、呼吸内科、超声科、神经外科、肾内科、临床药学、心内

科、耳鼻喉科、康复科、消化内科、全科、肿瘤科、重症医学、急诊科、

麻醉科等临床专业。 

（四）研修时间：每期研修交流时间为 3个月。 

项目十、韩国研修项目 

（一）研修机构：韩国庆北大学医院、韩国 V整形医院、启明大学东

山医疗中心。 

（二）接收人数:全年 4期,每期 10-20名。 

（三）研修专业：内科、外科、少儿青少年科、妇产科、神经科、精神

健康医学科、 整形外科、 胸外科、神经外科、麻醉痛症医学科、耳鼻喉

科、眼科、皮肤科、泌尿科、影像医学科、 病理科、诊断检查医学科、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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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医学科、核医学科、牙科、急诊室、神经外科、 放射线肿瘤学科、       家

庭医学科。 

（四）研修时间：每期研修交流时间为 3个月。 

项目十一、西班牙研修项目 

（一）研修机构：西班牙瓦伦西亚省阿里坎特市大学附属医院。 

（二）接收人数:全年 4期,每期 10-15名。 

（三）研修专业：麻醉科、消化内科、心脏科、心血管外科、骨科、

内分泌科、肾内科、神经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放射科、泌尿

外科。 

（四）研修时间：每期研修交流时间为 3个月。 

 

项目十二、丹麦研修项目 

（一）研修机构：丹麦皇家国立医院。 

（二）接收人数:全年 4期,每期 4-8 名。 

（三）研修专业：心内科、电生理、麻醉、重症等相关专业。。 

（四）研修时间：每期研修交流时间为 3个月。 

 

项目十三、日本研修项目 

（一）研修机构：日本 AOI 国际病院医院。 

（二）接收人数:全年 4期,每期 10名。 

（三）研修专业：内分泌科、心内科、呼吸内科、骨科、整形外科、

神经外科、心脏外科、康复科、消化内科、普外科、麻醉科、肛肠科、皮

肤科、胸外科。 

（四）研修时间：每期研修交流时间为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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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十三、台湾研修项目 

（一）研修机构：台湾童综合医院、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

院、花莲慈济医院。 

（二）接收人数:全年 10期,每期 10-20名。 

（三）研修专业：内科、心内科、肾内科、重症医学、神经内科、普

外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骨科、妇产科、儿科、耳鼻喉科、放射线诊

断科、放射线肿瘤科、急诊科、病理科、麻醉科、护理等临床专业。 

（四）研修时间：每期研修交流时间为 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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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医护人员赴海外研修简历申请表 

姓  名  

 

电子版照片 

 

（必须提供） 

生日 日/月/年 性别  

身份证号  出生地  

单位  

科室 就职科室 

医院级别  床位数  

行政职务 

（如没有，请填写

无） 

 业务职称  

最后学历  英语水平  

详细通信地址 

（请填写工作地址） 
 政治面貌  

电话  邮箱  

拟进修科室  

3 项拟进修的专业*** 

专业 1 拟去国家或地区  

专业 2 护照号 

（如没有护照，此项可不

填） 

 

专业 3 护照有效期 日/月/年 

教育经历（院校名称，就读专业，就读时间，所获学位） 

1.本科: 

 

2.硕士: 

 

3. 博士及以上学位: 

工作经历（单位名称，就职时间，就职科室，业务职称，行政职务）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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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掌握的临床和实验室技能 

技能 1 

技能 2 

技能 3 

请描述您感兴趣的课题方向  

课题方向 1 

课题方向 2 

课题方向 3 

发表文章（注明作者、发表时间及杂志名称） 

1. 

2. 

3. 

您期望在海外临床见习时能看到和学习什么？ 

学习目的 1 

学习目的 2 

学习目的 3 

 

***英语水平特别是听说能力尤为重要，将决定进修学员能否与导师正常交流，学有所获。请列出您所参加的

英语水平测验名称和结果。 

** 学位名称后应注明学科名：如内科学硕士，外科学博士；或分子生物学学博士，临床药理学硕士 

***进修科室将根据您列出的 3 个方向进行对口选择。请务必认真填写。如有进一步需要说明的问题请在最后

一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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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Staff Overseas Observation Resume Form  

Last Name  

 

First Name 

 

  

 

 

Your  

Recent  

Photo 

 

DOB Day/Month/Year Gender  

ID   Birthplace  

Employer  

Department  

Level of Hospital  Number of Beds  

Administration Post  Job Title  

Last Degree  English Level  

Post Address 

(Your Work Address) 
 Political Outlook  

Telephone  E-mail @XXX.com 

The department you would like to attend  

Interested Subjects  

 

SUBJECT 1 Country or Region  

SUBJECT 2 Passport No.  

SUBJECT 3 Valid Date Day/Month/Year 

Education（University Name, Department, Time, Degree） 

1. Undergraduate: 

 

2. Graduate: 

 

3. Doctor and above: 

 

Work Experience(Employer’s names, time,department, post and job titles) 

1. 

2. 

3. 

The Special Work Skills You Have? 

 SKILL 1. 

 SKILL 2. 

 SK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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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describe your interested subjects  

 INTEREST SUBJECT 1 

 INTEREST SUBJECT 2 

 INTEREST SUBJECT 3 

Publications(Indicate the author's name, time and the name of the magazine) 

1. 

2. 

3. 

 

 

 

 

What are you expecting to learn or see during the time of overseas training?  

 STUDY OBJECTIVE 1 

 STUDY OBJECTIVE 2 

 STUDY OBJECTIVE 3 

 

 

 

***英语水平特别是听说能力尤为重要，将决定进修学员能否与导师正常交流，学有所获。请列出您所参加的

英语水平测验名称和结果。 

** 学位名称后应注明学科名：如内科学硕士（Master Degree in Clinical Medicine），外科学博士(Doctor 

Degree in Surgery)；或分子生物学学博士(PhD in Molecular Biology)，临床药理学硕士(Master Degree in 

Clinical Pharmacology) 

***进修科室将根据您列出的 3 个方向进行对口选择。请务必认真填写。如有进一步需要说明的问题请在最后

一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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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一、美国研修医院简介
 

1.  芝加哥圣安东尼医院 

芝加哥圣安东尼医院有 20世纪初由天主教会发起的，非盈利性医院。经历近 100多年完

善，发展成为以急诊，妇科，儿科，心脏，骨科，外科手术，理疗中心，药房为一体的综合性

医院。2002年由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总院，迁支分院到芝加哥目前所在地。医院以诚信

为本，病人至上为服务宗旨，医院病房护理“黄金五星级”标准式服务。急救，护理，外科手

术为 3大“拳头”服务。医院致力于服务和提高芝加哥的西城区和西南社区家属的健康。 

圣安东尼医院为九个城市社区居民提供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和社区推广：小岗，北朗代

尔，比尔森，布莱顿公园，围场，麦金利公园，阿彻高地，以及郊区的奥斯汀和西塞罗。 

圣安东尼提供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服务，无论国籍，宗教信仰和支付能力的病

人都可以得到医院的医疗，救护和救助。 

 

圣安东尼医院理念： 

•社区医院，永远不会放弃对任何一位病人的救治。 

•社区医院，救助每一个正在经受病痛折磨的病人和家庭。 

•以社区为中心的机构，在许多层面上从事家庭改善和维护他们的福利 

•作为一个前瞻性的医疗单元，开发社区服务的新模式，社会的整体成功。 

医疗教学基地职能： 

各国研修医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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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郡卫生和医院系统 

•杰克逊公园医院基金会 

•存在圣约瑟夫医院 

•医学和科学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大学 

•医学罗斯大学医学院 

保健职能： 

•伊利诺伊州医院及健康科学大学系统指定保健医院。 

2. 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 

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BIDMC）位

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是哈佛医学院

最主要的教学医院。它的前身是“贝斯以

色列医院”（1916年成立）和“新英格兰

女执事医院”（1896年成立），二所医院

于 1996年合并。 在独立的教学医院中，

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从美国国家

卫生研究院接受的生物医学研究资金名

列第三位。迄今，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

中心研究人员支持着 850 多个赞助商项

目及开展着 200个临床试验。美国历史上

最悠久的临床研究实验室哈佛 - 桑代克

一般临床研究中心自 1973 年以来就坐落于此。 

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是哈佛医学院的 3 个主要教学医院之一，坐落在长木医学区，一向

被美国 News & World Report 列为美国最好的医院之一。它是新英格兰最大的医院之一是美

国最大的癌症机构哈佛大学癌症中心的合作伙伴。 

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BIDMC）是全美最杰出的学术医疗中心之一，致力于以卓越的临床

护理、生物医学研究和教

育，为病人健康和社区卫生

服务。作为哈佛医学院

（HMS）的主要教学医院，

BIDMC是一个完全集成的医

http://www.baike.com/sowiki/%E5%93%88%E4%BD%9B%E5%8C%BB%E5%AD%A6%E9%99%A2?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5%93%88%E4%BD%9B%E5%8C%BB%E5%AD%A6%E9%99%A2?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5%93%88%E4%BD%9B%E5%8C%BB%E5%AD%A6%E9%99%A2?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9%95%BF%E6%9C%A8%E5%8C%BB%E5%AD%A6%E5%8C%BA?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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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中心，提供成人护理，有 1,250 名全职员工，这些员工几乎全部是哈佛医学院的教员。贝

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以提供安全、优质的医护服务为重心，使其在医疗质量，安全性和

透明度方面领先于国内。 

BIDMC是众多著名研究项目的聚集地，科研发现促进着医疗护理。在独立医院中从国家

卫生研究院接受的资金名列第三位。依托革命性的发展和治疗方案，BIDMC 在 “从实验室

到临床”的研究中处于国内领先地位。BIDMC已经将医学教育推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形成独

特优势和稳固的项目，增强着自身吸引顶尖师资和众多居民的能力。BIDMC 所有的医师都是

美国哈佛医学院的毕业生，各种教育项目备受追捧。BIDMC的护士在病人护理和关怀上享有

持久的声誉。BIDMC的质量和安全举措都是首屈一指，经常被作为其他机构的典范。 

关于 BIDMC 脊柱中心 

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的脊椎中心独一无二，它是波士顿唯一一家由神经外科医生、整形

外科医生和疼痛医学专家共同执导的脊柱中心，反映了这些学科间的真正的融合。贝斯以色

列医疗中心脊椎中心以领先的专家团队共同创造最好的治疗，为病人提供最佳的护理，通过

以下医生的合作，为患者提供治疗脊柱疾病的完整的非手术和手术治疗： 

 神经外科医生 

 矫形外科医生 

 理疗师 

 疼痛管理专家 

 神经学家 

 物理治疗师 

 放射科医生 

脊椎中心的服务特色： 

协作性：各种专家协同工作共同服务于每一位患者，结合脊柱护理的专业知识，为患者

制定合理的护理和治疗方案。 

便捷性：患者可在一个地方、一次预约中见到不同的专家，接受评估，参与讨论治疗方

案。 

连续性：脊椎中心专家相互保持联系，讨论病人的持续治疗和护理。患者会得到自己需

要了解的病情和治疗的信息。在脊椎中心治疗后，后续跟踪护理将力求符合患者的最佳的生

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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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布莱根妇女医院 

布莱根妇女医院历史悠久，为美国哈佛

大学医学院第二大附属医院，由 3 家哈佛大

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彼得•本特•布列根医院

（成立于 1913年）、罗伯特•布雷克•布列根

医院 （成立于 1914 年）和波士顿妇女医院

（始于 1832 年），于 1980 年合并而成。医

院有员工 12,000 人；包括：3,000 医生, 2,800 护士和超过 1,000 名的研究人员；医院拥

有 793张床位，年度门诊近 950,000 人次，年度入院人数总计 46,000 人次，急诊治疗人数

达 54,000 人次。 

布莱根妇女医院因其先进的诊断和治疗技术和强大的科研实力成为世界著名的综合性医

院之一。在这里共诞生了 4 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年均接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5.37亿美

元科研经费支持，是全美接受该项拨款最多的机构。 

该医院在癌症、心血管、神经外科、骨关节、胃肠、泌尿、整形、内分泌、妇产科、试管

婴儿等疾病治疗方面的优势全美公认。该医院是美国最好的移植中心之一，开展心脏移植、

肺移植、肾移植、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及骨髓移植等，曾在 2004 年创造了 36 小时内完成 5 台

肺移植手术的记录。 

 

4. 美国布卢姆菲尔德学院简介 

布卢姆菲尔德学院创建于 1868年，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文理科综合私立学校。学校坐落

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布卢姆菲尔德，距离纽约仅 15英里，校园社区布局紧密有序，周边生活

便利。校园面积 11英亩，三条主干道交织，来往于纽约的公交车和城铁都非常方便。学校

提供小班授课，并且对于国际学生提供坚实的资助方案，被称为纽泽西州最实惠学校。学校

的宗旨是培养学生在多元文化与全球社会环境下，取得专业上、学术上、个性上的优秀发

展。 

布卢姆菲尔德学院优势专业之—为护理专业。布卢姆菲尔德大学的护理专业是美国护士

学院协会成员，并且得到美国护理教育委员会及纽泽西护理董事会认证。护理培训合作医院

包括美国纽约西奈山医院、纽约长老会医院、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哈肯萨克医学中心、贝斯

以色列医学中心、圣名医学中心、圣巴拿巴医院、圣克莱尔医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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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国纽约西奈山医疗中心 

西奈山医疗中心由西奈山医院(The Mount Sinai Hospital)和西奈山伊坎医学院（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组成。西奈山医院是美国最顶尖的教学医院之一，西

奈山伊坎医学院在科研和教学方面的强大实力也为国际所公认。 

西奈山伊坎医学院（ISMMS），原名医学西奈山医学院（MSSM），位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

曼哈顿行政区的一所医学院。西奈山伊坎医学院

于 1963年被特许成立，由医学院与生物医学学院

组成，提供硕士与博士学位课程。 西奈山伊坎医

学院和西奈山医院在曼哈顿上东城占据毗邻中央

公园的四街区，其建筑是由被誉为“现代主义建

筑的最后大师”的贝聿铭所设计。 

西奈山医院始建于 1852 年，是美国历史最悠

久和最大的教学医院之一。医院以其在临床治疗、

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杰出成绩而闻名于世。目前，医院有病床 1171 张，医务人员 1800 多名，

为患者提供临床和住院治疗。 

详情请登录医院网站：http://www.mountsinai.org/about-us/visiting-us 

6.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 

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UPMC）是价值 160 亿美元的全球非营利健康机构，拥有 

80000 名员工，超过 35 家医院和 8000 多个床位，600 个工作区域包括门诊处，医生办公

室，病房等，340 万名成员的健康保险部门，以及国际商业合作机构。而匹兹堡大学为医学

中心提供了科研与技术基础。在 2016 年，UPMC 在全国医院中排名第十二。 

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心胸外科专业从事心、肺、食管等手术。拥有超过 38名心胸外科

医生，致力于利用先进的诊断和手术技术治疗与心脏，肺及食道相关疾病的患者。其专家在

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先天性心脏病、胃灼热，食道癌和肺部疾病等方面都处于全美领先的

地位。 

7.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英文名：Johns Hopkins Hospital（JHH）。一个多世纪以来，在

世界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建立了卓越的声誉和卓越的医疗保健机构。在美国的杂

志、新闻与世界报导中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一直是在排名中的最好的医院。 霍普金斯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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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哈佛医学院齐名，是美国现代医学圣地，在过去 28年的评选中，霍普金斯医院曾连续 22

年蝉联全美医院第一，2017 年最新排名为第三。霍普金斯 36位诺奖得主中，21位以前或现

在任职于霍普金斯医学院，17位获医学或生理学诺贝尔奖，另外有 8位拉斯克奖得主（拉

斯克奖是生理学和医学领域除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外的又一顶级大奖），16位现任医学

院教员曾获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市，建立于 1879年。JHH 及 1883年建立的医学院，在创建之初便采取了严格的入学标准，

设置全面的强调科学方法的医学课程，将临床教学与实验室研究相结合，并 确立了医学院

和下设附属医院的发展模式，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医院和医学院，连续多年稳居美国医

院及医学院排行榜首位。JHH 也是神经外科、泌尿外科、 内分泌科和儿科等专业的诞生

地。JHH在基础医学研究领域同样居于世界领先水平，1978年度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获得

者 Hamilton Smith和 Dan Nathans 便来自 JHH，他们于 1970年代初发现了限制性内切酶，

并加以深入研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医科驰名于世，为美国现代医学圣地。该校所有跟生物沾亲带故的

专业，都在美国名声斐然，其中包括生物医学工程、化学和生物化学等。大学的医院是学生

们搞临床研究的好去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几乎年年被医学杂志评为最好的医院。其它科

目如英语、历史、美术、国际关系、政治科学、政治经济十分出色。其它学科文、理、工也

相当不错。 

8.美国圣贝纳迪诺医疗中心 

1931年，美国德州圣道大学慈善

姐妹在圣贝纳迪诺建立了第一家医

院。如今，这家医院即圣贝纳迪诺医

疗中心（St. Bernardine Medical Center, 

CA）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342张床

位的非营利的医疗机构，为所有进入

医院的人提供优质服务。圣贝纳迪诺

医疗中心设施一流，也是加州最好的

医院之一，提供各种医疗服务，也是心脏和血管研究所的所在地，患者可以在相关领域接收

到最优质的诊疗体验，医院内工作人员专业，设备先进，满足不断发展的社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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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贝纳迪诺医疗中心拥有一支才

华横溢的执行领导团队，他们确保圣

贝纳迪诺医疗中心的持续发展，同时

继续照顾那些世代信赖医院服务的家

庭。 

致力于提供富有热情、高质量、

可负担得起的医疗卫生服务；为大众

服务，与社区其他部门合作，提高民

众生活质量。 

一个充满活力的、以服务著称的国家医疗体系；临床诊疗卓越，与患者、员工和医生共

同合作，改善所服务的社区的健康状况。 

 

9.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 

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成立于 1821年，是为满足华盛顿特区对医生的大量需求而设立

的。在 1981年，当总统罗纳德·里根遇刺后被送到该医疗中心的急诊室后，这里就成为了

全世界的焦点。此后，急诊室区域成立了罗纳德·里根能量医学(Energy Medicine）研究

所，包括副总统切尼等一大批政界人士在此进行常规检查和应急处理。此外，大学还设立有

一个相关学院，即医学与健康科学，在 USNEWS 的初级护理排名中，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与

健康科学排名 83。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在华盛顿是 TOP 5的医院。作为一家百年在舒适及

便利环境中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GW Hospital）凭借其医护人员的

精湛医术让每年所服务的不同的患者(从当地的居民到来访的贵宾及国家元首)放心。拥有数

百万美元的医疗设备和完善的网络覆盖，GW Hospital 在温暖友好的环境中为患者提供先进

的和创新的医疗服务。医院的使命是通过医疗中心的教育和研究来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医疗

保障、先进的技术和世界一流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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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国研修医院简介 

1.德国约瑟夫基金会兄弟医院 

【医院历史】约瑟夫基金会兄弟医院成立于 1902 年，位于德国帕达博恩市，由玛丽亚

• 希勒夫兄弟建立。后由 Krankenhausfortführung 兄弟接手医院，并出资建设。经过无数

次翻新和重建，近年来德国帕达博恩约瑟夫基金会兄弟医院逐渐发展成一个现代的综合性医

院。 

【医院简介】该院由医院部和护理部两部分组成，建于 1902年，年住院病人有 18000

例，门诊接待 24000例，是哥廷根医科大学教学实习基地，它坐落在德国帕达博恩市中心，

设有外科、内科、五官科、核医疗放射科、骨科、放射科、泌尿科、胸外科、妇科、血液科

等 14个科室和治疗与研究中心。 

 肠癌治疗中心:由高级主治医生费德里希先生（Axel Faedrich）领导，首先在

这里将被诊断肠癌的病例进行多学科的综合分析，如内脏手术学、胃肠道病理学、肿瘤学、

病理学、放射学等，根据现代的医学理论和治疗手段，对每个相关病人制定出最佳的综合治

疗方案。 

 肺病治疗中心:主任医生波希曼博士(Dr. med. Hans Christian Buschmann)负

责呼吸道、主任医生肖尔驰博士(Dr. med. Guido Scholz)负责内科手术，他们在这里有雄

厚的专家团队，装备有当前最先进的诊断和治疗设备，肺病患者可以得到内科、呼吸科、肿

瘤学、胸外科手术、肿瘤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治疗。 

 事故康复中心:由瓦氏穆特女士(AnjaWasmuth)领导，这里给住院后的病人，体

育、工作、交通和休闲事故者以及对运动器械有困难的人员提供门诊性的骨科外伤的康复治

疗。 

 胸外科手术中心：由主任医生肖尔驰博士(Dr. med. Guido Scholz)负责内科手

术并领导，这是一个获得德国医疗标准专业证书的处理呼吸道系统和胸腔治疗疾病的胸外科

手术中心，这里拥有一流专家队伍和先进的诊断和治疗设备。 

 前列腺癌医治中心:由主任医生库达博士（Dr. med. Andreas Kutta）领导，在

德国每年会发现 5万多例前列腺癌病人。这是一个获得德国癌症协会专业资格证书的前列腺

癌医治中心，在这里会根据前列腺癌者具体病情得到泌尿学、放射学、内脏血液学、外科手

术、核医学、心理学和理疗等最佳的个性化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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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癌和内脏肿瘤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由德国血液和肿瘤协会认可的资格证书，

由主任医生戛斯卡博士（Dr. med. Tobias Gaska）和主任医生勒贝博士 Dr. med. Horst 

Leber)领导，目前有 35名研究人员，并与哥廷根医科大学及其它国际国内研究所紧密合

作，在该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最佳领域】泌尿系统、前列腺、外科和骨科关节置换术(如腕关节)。 

2.德国比勒费尔德基督教医院 

【医院简介】该院是一个综合性医院，并是北威州基督教医院协会成员。有 4100多医

务人员，1500张床位。该院是明斯特医学院的实习医院。它坐落在德国市比勒费尔德市，

设有麻醉科、外科、内科、五官科、核放射科、骨科、放射科、泌尿科、胸外科、妇科、血

液科、腹腔中心、乳腺治疗中心、儿科中心、癫痫病治疗中心、泌尿抑制中心、呼吸科中

心、神经科中心、前列腺中心、产科中心、外伤中心、肿瘤中心、外伤治疗中心、残疾治疗

中心等 30个科室和治疗和研究中心。 

 腹腔中心:其主要有普外科、腹腔外科、内科及肠胃科组成，由主任医生马丁. 克

律格博士教授(Prof Dr. med. Martin Krüger)领导，还有米希尔.哈申博士教授(Prof. Dr. 

Michael Heise)等医生在此任职，治疗肝、胃、腹腔、肠、糖尿病 I 型和 II 型等病症。在这

里打破料内科和传统外科手术之间的界限，提倡跨学科的快速联合诊断治疗。 

 乳腺治疗中心:由妇女康复、放射科、外科、肿瘤科和放疗等科组成，由

Dr.Dominique Finas 博士领导，主要是诊断和治疗乳腺癌。 

 泌尿抑制中心:主要有泌尿科、妇科和产科组成, 医治小便抑制、尿急和神经失

调等病症。由主任医生 Prof.Dr.Jesco -Pfizenmaier 博士教授领导。 

 神经科中心:主要有神经科、神经外科、癫痫病治疗中心、心理医学和心理疗法等

科组成，由主任医生 Prof.Dr. Grünther Wittenberg 博士教授领导，主要医治神经、肌肉

及大脑的损伤和心理疾病。 

 心脏专科:由主任医生 Dr. med. Carsten W. Israel 博士领导，Dr. Rainer 

Valentin 博士是肾和糖尿病组的领衔医生。 

 心理医学和心理疗法:由主任医生 Prof.Dr.Martin Driessen 博士教授领导。 

3.德国利帕医院 

【医院简介】利帕医院是德国最大的地区医院之一。2012年被评为德国最好的地区医

院。医院共有 1400多张床位，2800 医务人员，29 个专科，每年收治住院病人 43000人

次，门诊病人超过 100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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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帕医院分布在北威州的德特莫尔德市、莱姆戈市和巴特-萨茨乌夫论三个城市。总部

设在德特莫尔德市。利帕医院是汉诺威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德特莫尔德市的利帕医院设有普

外、麻醉、重症监护、眼科、皮肤、妇科、胃肠、眼耳鼻、心内科、血液科、儿科、牙齿整

形、肾科，病理科、放射科，事故外科。 

莱姆戈市的利帕分院设有普外和胸外科、麻醉、重症监护、周边血管外科、老年病、神

经科、核医学、肿瘤、血液病学、成形外科和手外科、肺气肿。癌症病人的心理疗法、骨

科、脊椎外科、放射、化疗和事故外科等专业。 

巴特-萨茨乌夫论市的利帕分院设有健康中心和少年儿童医院。 

利帕医院还设有以下治疗中心: 

 肥胖治疗中心:由席勒教授领导 

 乳腺和乳腺疼痛治疗中心:由太贝教授领导 

 胰腺治疗中心:由席勒教授领导 

 血管病治疗中心:由马索德教授领导 

 关节治疗中心:由布朗博士领导 

 节欲中心:是一个多学科的联合治疗中心 

 肺治疗中心:是一个多学科的联合治疗中心 

4.德国福音约翰内斯基金会医院 

 【医院简介】德国福音约翰内斯基金会医院是一个综合性医院，位于帕达博恩

市中心，建立于 1862年，近 150年来，该院致力服务于需要帮助和照顾的老人、病人、儿

童以及青年人。该院有门诊病例 8813例，设有内科、外科、心血管科、妇产科、老年专

科、麻醉及重症监护、五官科和放射等八个科室和中心。 

 医院部 

  内科：由主任医生马志凯博士(Chefarzt Dr.med, J. E. Matzke)领导，重

点在于血管病、肠胃病和糖尿病，并下设有一个糖尿病治疗中心。 

  外科：重点在于一般外科手术、内脏手术、事故手术和血管手术。 

  血管中心：由主任医生赫尔特博士(Dr. med. Bernhard Herwald)和主任医

生马志凯博士(Chefarzt Dr. med, J. E. Matzke)共同领导，重点在于血管病的交叉学科综

合治疗和内科治疗。 

  妇产科：由主任医生豪那朗特博士(Dr.med. Gregor Haunerland)领导，重

点在于助产、产前和产后护理以及妇女康复和一般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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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病专科：是专门针对老年病专科医学。麻醉及重症监护：重点在于麻

醉、重症监护和事故医治学。五官科：重点在于接收耳、鼻、喉手术病人。 

  放射科：由主任医生马志凯博士(Chefarzt Dr. med, J. E. Matzke)领导，

提供 X光放射诊断、计算机断层扫描、数字化血管造影、核磁共振诊断手段。 

 护理人员培训中心 

 该医院设有专门的护理人员培训中心，培训老年护理、健康护理和病人护理方

面的护理人员。护理部护理的种类按时间分为当天护理、短期护理和长期护理 3种。按地点

又分为门诊护理、住院护理、老人院护理和住家服务护理多种。 

 儿童和青年人帮助部 

 为正常的儿童和青年人提供教育和生活帮助。为有心理疾病的儿童和年青人提

供心理学和教育学帮助。 

 【最佳领域】血管阻塞的内外科综合导管治疗(心血管导管，下肢导管)和糖尿

病的综合治疗。 

 

5.德国比勒费尔德城市医院 

【医院简介】该院由 3个分院组成。有 2600多医务人员，1300张床位。每年门诊病人

84000 人次。 

普内外科设在比勒费尔德医院中心，该医院技术设备先进，可作各种手术如，甲状腺，

胆囊炎，腹股沟疝，阑尾，直肠，胃癌，食道癌，大肠癌等。心导管专科医院有 107张床

位，可 24小时心脏监控。此外，骨科及肛肠科也是该医院的先进科室。该院有以下 30多个

科室、治疗中心和研究所; 

 普外科 

 普内科，有内分泌学，比勒费尔德

糖尿病中心 

 普外和腹腔手术中心 

 动脉和手术急救中心 

 眼科 

 妇女康复中心，妇产中心，乳腺中

心，妇科中心 

 肠胃中心 

 血管、内外血管手术中心 

 肿瘤及姑息疗法中心 

 耳鼻喉科 

 皮肤科 

 内科中心，包含老年病学，肠胃

学，肺病学，和心脏病学 

 心脏和内脏急救中心 

 放射中心 

 骨科和事故手术中心 

 病理学研究所 

 整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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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病和呼吸及睡眠疗法医学中心 

 放射诊断研究所 

 放疗中心 

 胸外手术中心等 

 

6.德国索斯特城市医院 

【医院简介】该院是一个综合性医院。每年住院病人有 17000，可接待 32000门诊病人

该院是明斯特医学院的实习医院。它建立于 1908年，其历史甚至可以追述到 12世纪，坐落

在德国苏斯特市，设有麻醉科疼痛姑息疗法、普外科、诊断放射和核医学科、产科、血管外

科、妇科乳腺治疗中心、老年内科、肠胃内科、心内科、神经内科、儿科和青少年医学、口

腔下颚脸部外科、骨科事故外科、整形外科、放疗科、急救医学科等多个科室和治疗和研究

中心。 

心内科：由主任医生 Dr.Achim Meißner博士领导，重点在于诊断和治疗急性、慢性冠

状动脉疾病，心脏衰竭和心律失常，同时也拥有最先进的现代化设备做心脏支架植入术。 

 

7.德国比勒费尔德弗朗西斯医院 

【医院简介】该院是一个综合性医院，是东威斯法伦天主教医院集团(KHO)的主要成员

之一。它建立于 1869年。有 1548个医务人员，1000 多张床位。集团每年住院病人为 28181

人，门诊病人 80904人。该院是汉诺威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它坐落在德国市比勒费尔德市，

设有麻醉科、普外科、普内科、心内科、老年病内科、五官科、核医疗科、伤骨科、放射

科、秘尿科、胸外科、妇产科、腹腔中心、前列腺中心、乳腺中心等十几个科室及治疗和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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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意大利研修医院简介 

 

1.意大利锡耶纳大学医院简介 

 
【医院使命】 

通过创新研究、优良的教育和教学，高质量、专业化、安全的医疗保健服务，

以提高服务受众的健康和福祉为目标。锡耶纳大学医院将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

为所有服务受众提供最好的卫生保健服务，保障人民的健康权利。医院始终以病

人为中心，十分尊重病人及其家属的需求。 

【医院历史】  

锡耶纳大学医院是国家级高度专业化的医院。医院前身是成立于 1090 年的

圣玛利亚专科医院，当时是清教徒的庇护所。  

1970年起，医院搬离位于锡耶纳市中心的原址，迁移到郊区，盖起了包括管

理中心、育婴院和托儿所在内的 5座大楼。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最后的急

救大楼将于 2011年投入使用。 

医院今天依然保持着卓越的传统。作为一家教学医院，超过 50%的工作人员

都有教学任务。 

【相关数据】 

医院占地 152.220 平方米（合 1638.5 平方英尺），医院的医疗人员和大学

工作人员总数约 3000 人。医院每天接待超过 5000 余人，包括病人、参观人员、

职员、学生、供应商和志愿者等。医院有 711 个床位，72个日间医院/日间手术

床位，以及 18个观察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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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医院约接待 42000名住院病人，约 300万门诊病人，其中 10000名门

诊病人来自托斯卡纳大区外的地区。医院的急救服务每年接待 45000 人次。妇产

科每年约接生 1400 名婴儿。 

【组织架构】 

锡耶纳大学医院以医疗保健、教学和科研综合管理为特色，其 9 个临床科

室提供了各种医疗服务： 

 心脏和胸肺科 

 大外科和专业外科 

 新生儿和小儿科 

 内科 

 急救和诊断服务科 

 神经和官能科 

 肿瘤科 

 精神卫生科 

各临床科室都有各自的职责和预算，并由科室主任协调在科室内部分成复杂

病、简单病和其他独立的病房。 

以下是一些相关数据，帮助您更多了解医院的活动： 

 普通住院天数：216,082； 

 “日间医院”住院天数：45,490 

 平均住院天数：8.00 

 平均“日间医院”住院天数：3.35 

 按病种收费额：109,297,300 欧元（普通住院） 

 按病种收费额： 25,100,000 欧元（日间医院） 

 普通住院床位占有率：83.13% 

医院的卓越成就 

医院一直保持着临床研究的重要传统，为医院各科室、部门和项目提供了

经验和专业知识基础： 

以下是医院最好的临床领域： 

 移植项目：心、肺、肾、角膜、皮肤、干细胞、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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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和小儿神经外科； 

 皮肤病和黑色素瘤项目； 

 神经科学中心； 

 癌症免疫疗法和生物疗法； 

 小儿神经精神病学； 

 耳神经外科学和颅底外科；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高危怀孕中心； 

 神经放射学。 

 

2.意大利萨萨里大学医院简介 

【医院使命】 

    萨萨里大学医院（University Hospital of Sassari）是一所集教学、科

研及诊治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科室设置齐全。该医院不断创新开拓，在安全

舒适的环境中，为所有服务受众提供最好的卫生保健服务，保障人民的健康权

利。医院始终以病人为中心，十分尊重病人及其家属的需求。萨萨里大学医院

致力于开发一套“诊断-治疗”高效系统，以有效型、适宜性和高效性为原则，

提升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 

【医院概况】 

萨萨里大学医院共有三大分支单元，分别为：外科、妇儿科、内科，共有

575张病床位。外科设有日间手术和择期手术，选择其中任意一种手术的患者

均可住院治疗。萨萨里省十分重视每个家庭的母婴健康，妇科倡导医护人员积

极致力于关爱和改善母亲和儿童的身心健康以及疾病预防，提升其生活质量和

幸福指数。内科主要针对诊治多种疑难杂症，包括心脏，内分泌，代谢，血

液，肿瘤，呼吸系统等。 

【外科】 

作为医院一大分支单元，设有日间手术和择期手术，共有床位 242 张，8

张用于日间手术的患者，234张用于住院病患。通过多学科协作，对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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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综合诊断、紧急处理和手术治疗。外科单元包含以下部门：手术室、门诊

手术部、住院部、干预日间手术部。 

外科单元设置以下科室：外科病理学、颌面外科、整形外科、男性科、血

管外科、麻醉科、耳鼻喉科、矫形外科、牙科、泌尿科、眼科以及手术和术后

治疗。 

【妇儿科】 

妇儿科开设 24 小时的紧急妇产科和儿科服务。 

通过和其他医院有效协作，保证提供确实有效的紧急治疗和护理；此外，在不

同的临床阶段，为妇女提供最佳匹配的治疗和护理，这不仅保障了妇女的身体

健康，也使其在各个生理阶段都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关爱，包括：性行为中的

防护、妇女自主选择怀孕和生育、自愿流产、自主选择顺产、预防和治疗孕产

妇及胎儿。 

妇儿科共计床位 148张，8张日间病床，140张住院病床。下设科室：新生

儿科和新生儿重症监护、小儿外科、妇产科、儿童神经科、儿科。 

【内科】 

    治疗多种疑难杂症，如：心脏、内分泌、代谢疾病、血液、肿瘤、呼吸、

免疫血液、肝病等。住院部和门诊部相互配合，使门诊病人得到连续有效的治

疗和护理。同时运用现代医疗设备和技术，从多学科角度进行多元化专业诊

疗，给予患者人性化的关怀和呵护。 

内科单元共计 185张病床，10张日间病床，175张住院病床。下设科室：核医

学、心脏病学、职业医学和工业毒理学、风湿病、糖尿病和代谢性疾病、肿瘤

科日间医院、法医学、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皮肤科、医学病理学、临床医学、

神经病学、精神病学、公共健康医学、血液学、诊疗服务和内分泌治疗。 

部分科室详细介绍： 

1.血液单元：血液单元主要诊断并治疗血液疾病，还专门设有干细胞自体

移植中心、免疫表型和分子鉴定中心、β地中海贫血诊疗中心。本单元提供日

间住院和门诊专家等医疗服务。本单元不仅进行内科临床诊疗，也进行相关临

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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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科病理单元：本单元和整形外科单元联合进行卫生健康科研项目，在

运用传统外科技术的同时，也大力引进了诸多创新技术方法，如下： 

（1）MET，内镜微创手术，应用于早期结直肠病变； 

（2）VNUS，电凝术治疗法，应用射频消融术在大隐静脉上进行微创手术，

治疗静脉曲张； 

（3）影像辅助下腹腔镜手术：抗返流整形术用于治疗胃食管反流和某些肝

脏疾病，比如：发育异常的囊肿、胆结石等； 

（4）胸外科：甲状腺全切术（治疗胸骨以下出现的甲状腺囊肿）；纵膈腔

内视镜检查（对肺部之间的纵膈区域进行活检）； 胸膜全肺切除术（治疗间皮

瘤）； 

（5）血管外科：血管假体置换术（用于治疗腹主动脉瘤）；对颈动脉疾病

的介入治疗；对大隐静脉曲张的切除术； 

（6）腹腔外科：肝脏切除术，胰腺切除术，结直肠切除术等； 

（7）乳腺外科：象限切除术；前哨淋巴结活检； 

（8）整形外科； 

（9）消化内镜外科诊所：是当地的基准中心，主要防治结直肠癌，对食管

ph监测研究，进行食管动力研究，以及结肠和盆底康复活动等。 

 

3.那不勒斯国家肿瘤研究中心简介 

 

那不勒斯国家肿瘤研究中心是一家具有科

研属性的诊疗和住院机构（IRCCS），是意大利

南部地区肿瘤学领域最重要的卫生机构之一。

该机构将肿瘤实验研究和临床诊疗结合起来，

在意大利国家卫生服务领域发挥着显著作用。

那不勒斯肿瘤研究中心经过八十多年的发展和积极的创新，该机构在生物医学

领域、卫生服务管理、临床和科研方面成就颇丰。还开发了一些多学科的诊断

途径，以便能够在不同的专业领域之间协调并优化治疗方案，为患者提供先进

的完整的诊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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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国研修医院简介 

 

1. 索尔福德皇家 NHS基金信托简介 

索尔福德皇家 NHS 基金信托(Salford Royal NHS Foundation Trust)是一

个法定机构，于 2006 年 8 月 1 日成为公益组织。信托的核心宗旨是为患者和服

务对象提供卓越的临床服务和体验。 

Salford Royal 始终致力于成为在 NHS中保持最安全记录的机构，尽力为每

位患者和服务用户提供安全、清洁和针对个人的护理。信托在改善患者就诊结果、

患者体验和安全转换效率方面拥有良好的评价。 2015年 1月正式接受检查评估

后，护理质量委员会（Care Quality Commission , CQC）为信托颁发了“杰出”

评定等级就证明了这一点。 

Salford Royal 是医院、社区、初级保健和社会护理服务的综合供者，拥有

750 张病床和 7000 多名员工。信托为索尔福德市提供全面的本地服务，以及为

大曼彻斯特地区，西北部及以外地区提供专项服务，以满足广泛患者明确且复杂

的需求。通过其供应链合作伙伴，Salford Royal 为 Salford的成年人和老年人

提供心理健康服务。信托为以下患者和服务用户提供超过 100万次医院和社区联

系： 

紧急和选择性住院病人服务： 

日间服务           门诊服务 

诊断和治疗服务     成人和儿童社区服务 

 

2. 布莱顿和苏塞克斯大学医院 

布莱顿和苏塞克斯大学医院(BSUH)作为一

个应急教育医疗机构坐落于两个不同的区域:

布赖顿地区的皇家苏塞克斯郡医院和哈沃德海

斯地区的公主皇家医院。布赖顿校区包括苏塞

克斯眼科医院和皇家亚历山德拉儿童医院，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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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德海斯校区包括 Hurstwood 公园地区的神经科学中心。 

两家医疗机构为布赖顿市和霍伍市的当地居民提供地区医院综合服务,其中

在苏塞克斯郡中部和西部的东苏塞克斯地区有提供较为专业的高级病人服务和

专家会诊，两家医院都为当地居民提供着许多应急医疗服务。此外,公主皇家医

院是该地区选择性外科手术中心，而苏塞克斯郡皇家医院则承担着更多的应急和

三级护理职责，涉及范围包括神经、动脉血管手术、新生儿、儿科学、心脏、癌

症、传染病和艾滋病毒药物，创伤中心位于苏塞克斯的东南部。 

医院接诊的病人每年达 70 万例。作为一个横跨两个地区的综合大型医疗机

构, 医院因地制宜,不断发展，全心全意为病人着想，以满足病人在不同的阶段

对治疗护理的不同需求。医院与当地的 GPs 机构密切合作,以确保医院的的地区

综合服务质量能达到上优水平,尤其是在老年患者的医疗服务方面,医院一直致

力于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以最好的服务迎接患者和其家人的就医需求。 

医院的发展远景是成为一个学术中心,不断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及前瞻性研究

课题,并走在时代改革创新的前沿。 

皇家苏塞克斯郡医院 

苏塞克斯郡皇家医院在 1828 年以苏塞克斯郡医院为名而被大众所知,直到

1911 年医院名称被改为皇家苏塞克斯郡医院。1828 年皇家苏塞克斯医院建立完

成.苏塞克斯郡皇家医院最初的建设是由查尔斯• 巴里(1795 - 1860)设计而成，

在 1887 年和 2000 年朱比勒和千禧副楼作为医学教育研究中心被分别规划进主

楼区域。苏塞克斯郡皇家医院提供通用、专业和三级服务,类别包括癌症服务(苏

塞克斯癌症中心),心脏手术,产科服务,肾移植服务, 成人重症监护,婴儿监护和

护理。 

 

公主皇家医院 

公主皇家医院坐落在哈沃德海斯地区,位于苏塞

克斯郡中部核心地带。1859年,苏塞克斯县精神病院

(后来的公主皇家医院）随着铁路的运营通车,成为

该地区最大的住院医院。病人接收量达到每天 900

人次。1841年第一条伦敦和海得沃斯之间铁路的修建完成为城镇注入了新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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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机与活力，外来入住居民和商业契机为城镇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与

动力保障。80年代初，当哈沃德海斯医院乔迁到圣弗兰西斯时，部分圣弗兰西

斯医院被更名为公主皇家医院。公主皇家医院与布赖顿皇家苏塞克斯郡医院相

互配合，为民众提供全方位的急性服务，其中包括急救和临床妇产科。 

医院信息策略 

布莱顿和苏塞克斯大

学医院 NHS 信托中心的战

略目标是成为英国领先的

教学医院,为苏塞克斯当地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选择。信托中心将不断提高二级

护理服务水平,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提高教学和研究能力。为让医院的愿

景成为现实，“3 T”发展策略应运而生。 

   为实现其愿景，信托中心的计划是努力发展成为信托基金会,使其投资于创新

改革的同时改善信托中心金融和信息的吞纳能力。 

布莱顿和苏塞克斯大学医院“3T”建设工程 

医院希望在苏塞克斯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做到服务质量最优并让患者有最

好的医疗体验。3T 包括教学（Teaching)、创伤学（Trauma）以及三级医疗

（Tertiary), 通过 3 T 建设工程，布赖顿苏塞克斯郡皇家医院计划实现就医现

代化，因此加强医院的教学能力并为重症患者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成为了医院发

展的重要目标。“3T”建设工程将从以下五个方面逐一开展。 

建筑更换 

县医院的主要建筑群是 200年前修建完成的。狭小的病房及其他临床公共区

域远不能满足与日俱增的病患需求,新的医疗设施和就医大楼将会取代陈旧的医

院旧址。 

神经科学 

Hurstwood 公园区域神经科学中心正逐步从皇家公主医院搬

迁至 Haywards希思布莱顿地区。这将使得神经科学与医院的应急部门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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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郡区主要的创伤医疗心，同时为苏塞克斯和英格兰东南部片区提供更多的联

合治疗。 

苏塞克斯癌症中心 

苏塞克斯癌症中心的扩建包括成立一个新的化疗单位，这使得放射医疗服务

覆盖面得以扩大，肿瘤病房的数量也可以随之曾翻一倍 

创伤治疗中心 

布莱顿和苏塞克斯大学医院是主要的急性创伤中心，同时

苏塞克斯网络设施布置在了布赖顿的皇家苏塞克斯郡医院。“3T”建设工程将会

改善现场设施并在肯特萨里和苏塞克斯建立一个直升机救护停机坪。 

布莱顿和苏塞克斯大学医院下属部门 

急症室急救护理外展团队(CCOT)内窥镜检查呼吸系统药物 

皮肤病学糖尿病和内分泌学  耳鼻喉科     成人演讲和语言治疗 

营养学放电的团队一般内科电联(重症监护病房) 

老年医学消化系统疾病妇科儿科演讲和语言治疗 

血液学成像和核医学病理学创伤骨科 

急性医疗团队电器(矫正)听力学物理治疗 

癌症服务临床媒体中心手术室辐射安全服务 

临床网站管理神经心理学临床血液学脊柱创伤 

麻醉药神经生理学血管评估单位医学物理学 

风湿病学助产术视轴矫正法中风服务 

新生儿学眼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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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圣乔治医疗信托中心简介 

 

作为英国伦敦西南部最大

的医疗服务提供机构，圣乔治

医疗服务中心有近 8000 名专

职 人 员 兢兢业业的恪守着工作岗位,

为 英 国 整个西南部地区提供着重要的

医 疗 保 障服务。医疗中心的主地址—

圣乔治医院位于英国南部图庭地区，是英国国家重点医疗教育医院，医院与英国

圣乔治大学共同合作，为医疗行业输送专业人才并开展相关高端医学研究课题。

英国圣乔治大学和金士顿大学卫生保健社会科学学院也隶属圣乔治医院管辖范

围之内，两所机构相互渗透合作，为国内各个地区卫生保健专业的医学人员提供

培训服务。 

结合现有医疗资源，圣乔治卫生护理中心连同广泛开展的医疗社区向广大社

会群体提供一系列不同种类的医疗服务，服务涵盖了各个社会阶层，其覆盖医疗

人群横跨伦敦西南部约 130万人。在圣乔治医疗中心提供的各种医疗服务中，心

胸医学外科、神经科学和肾移植等医学技术让大约 350万患者从中收益. 

与此同时，信托基金还为从英格兰东南部的患者提供骨盆创伤的专业医疗服

务。其它接受专业治疗的患者均来自全国各地, 这样的治疗例如家庭艾滋病护理

和非肿瘤疾病的骨髓移植等服务。信托中心还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了一个先进的内

镜培训中心。 

    在圣乔治医疗中心一部分医疗

服务的搭建工作由会员所建立的诊

所网络所构成。这样的诊所网络汇

集了医生、护士和各个医疗护理中

心的临床技术人员。这些卫生医疗

骨干的参与极大的提高了病患的服

务质量。较有代表性的网络诊所点有伦敦南部的心脏骤停和中风网络中心、伦

敦西南部的创伤护理中心以及圣乔治心脏病、中风和肿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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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乔治医疗中心主要医疗机构： 

医院：           治疗中心： 

圣乔治医院     图庭地区 圣约翰治疗中心    

玛丽女皇医院   罗汉普顿地区 

 

健康中心 

 巴朗健康中心                    布洛克班克健康中心 

 多丁顿健康中心                  长岛蓝桥健康中心 

 艾琳兰克诊所                    托莫克健康诊所 

 图庭健康诊所                    约恩比克中心      

 图朵洛基健康中心                韦斯摩诊所社区 

应急部门 

2010 年 11 月圣乔治医院急诊部已做到每天 24 小时全天接诊，病例接收量

达 97%，2011年 12 月，新的国家八项诊所质量评估方案出台, 这些指标的设立

为国家的应急管理部门医疗服务质量提供了监督保

障. 同时信托基金也出台了相应的方案来应对八项措

施的出台，用于提高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服务

质量。这八项质量评估方面包括： 

 

流动急救护理           服务经验 

突发事件到岗比例       初期评估耗时 

急救部门工作时间       治疗时间 

离岗率                 咨询签退 

所有关于质量评估的资料都可以从医院网络资源

库中以 PDF形式下载阅览，每月相关资料都会在圣乔治医院应急部门展出，以方

便医护人员了解最新的国家卫生法律法规。 

病患体验 

 患者的就医反馈能够帮助圣乔治医疗中心进一

步了解患者的治疗情况以及其家人的医疗感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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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和病患沟通，收集病人意见，不断提高医院的接诊能力。此举让圣乔治医院

在医患关系调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即时体验 

 2011年圣乔治医疗中心开发引进了一种新的能捕捉病人即时体验反馈的电

脑系统。此项技术的应用评估取得良好效果，操作简明易

了并能够及时向医生反映病人的最新状况。信托基金已

经向医院所属片区的所有住院病人引荐了这一服务，并

培训了相关志愿者在病房指导病人操作电脑使用这一新

的反馈系统。医院通过这项系统能够及时掌握病人最新

情况，对现有的医疗方案和操作做出及时调整，并快速高

效的进行医疗评估。 

亲情测试 

 亲情测试是在医院家庭协调部门具有的一项温馨测试，受访者将被问及在

病房所感受到的服务态度和质量，例如“您是如何评价我们医院的应急部门工作

的”，“您对我们的工作方面有什么建议吗”，等等。信托基金会通过收集这样

的反馈信息来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改良措施。这样的访问和调查能够帮助病患和医

院更好的了解彼此,为医院未来的健康长远发展提供重要的信息依据。此项亲情

测试已经在医院急诊部和病区展开，下一步也将在孕妇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中

普及。 

圣乔治医院 

圣乔治医院是英国最大的一家

教育医院，医院主楼坐落于图庭市地

区，连同伦敦圣乔治大学为英国国家

医疗服务体系输送大量医学人才并

提供最前沿的医学研究课题。医院现

有床位 1000 张，可以满足当地通常的医疗需求，提供的医疗范畴包括突发应急

事故、妇产护理以及老人和儿童护理。作为当地主要的应急机构，圣乔治医院为

特殊的复杂病患群体提供着及时有效的医疗保障，如肿瘤科、神经科、心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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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外科、癌症护理和中风治疗科。医院现是伦敦市主要的肿瘤治疗中心和高

风险中风医疗单位。 

圣约翰治疗中心 

2007 年 2 月圣约翰治疗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圣约翰治疗中心在巴特西汇集了以社区为基础的

治疗服务, 中心包含一个精神科和两个全科医生

单位, 简单高效的机构布置让多学科专业人员汇

聚成一个高效的工作团队。2008 年 12 月, 之前

在巴特西所有圣乔治博林布鲁克医院提供的医疗保健服,被重新安置规划在了圣

约翰治疗中心。治疗中心现代气派的建筑楼让病人在室内便可享受各种服务。建

筑设计的成功被授予 2007年旺兹沃思设计奖，其设计理念和当地环境浑然一体，

相得益彰。 

女皇玛丽医院 

女皇玛丽医院的前身是一个只有

200 个床位的军事医院,1915 年首次

对外开放。玛丽埃莉诺是此医院的创

办人，医院最初的想法是提供为肢体

残缺的病人提供较为完善的一个恢复

护理场所，并为患者提供先进科学设

备来充当他们的义肢。医院的声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广为流传，当时医院被称

为世界领先的边缘拟合截肢康复中心,在对患者的治愈过程中同时为残疾人士提

供再就业机会,良好的服务环境使得女皇玛丽医院声名远扬,医院仅仅投入使用

三年之后，医院的病床数已达到 900 床，尽管如此，任有 4000 名未能入院治疗

的患者等候在列。 

1922年,医院接收的病人比例中战争伤残已不是主要就医人群，更多的则是

员工伤残和先天畸形儿童。医院患者治疗的范围迅速扩大,设备齐全的医疗单位

在罗汉普顿地区迅速建立起来，相关服务部门包括 x射线科 ,电子理疗科以及一

个设备完善的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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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皇玛丽医院的发展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改变,一套配备先进医疗器械的四层

现代化医院在原来的医院旧址上拨地而起，医院最新的医疗技术随时响应本国人

民和世界各地患者的各项治疗需求，2006 年 2 月医院新设立的主楼正式向公众

开放。 

 

4、帝国理工学院医疗 NHS 信托中心简介 

帝国理工学院医疗 NHS信托是一个国民保健服务信托中心，总部位于英国

伦敦， 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一起组成学术健康科学中心 。信托中心成立于

2007年 10月。哈默史密斯医院 NHS信托和圣玛丽的 NHS信托共同成为了帝国

理工学院医学院重要组成部分，旗下目前管理着五个医院: 查令十字医院 ; 哈

默史密斯医院 ; 夏洛特女王和切尔西医院 ; 圣玛丽医院 和 西方的眼科医

院 。帝国理工学院在 2012到 2013季度创造了£9.713亿英镑的营业额,当时员

工约 9770人,面对社会治疗人群约 120万名。 

  

伦敦帝国学院医学院 

医学院主要部门和涉及研究方向 

临床科学研究所            医学系                  国家心肺研究所  

成像科学                  脑科学                  心血管科学 

MRC临床科学中心           实验医学               呼吸系统科学 

                          免疫学和炎症            分子医学 

                           传染病 

                     糖尿病、内分泌和新成代谢 

公共卫生学院                  外科癌症部门 

 

流行病学和生物统计学         麻醉药，疼痛医学和重症监护 

传染病流行病学               生物外科手术技术 

初级保健和公共卫生           癌症 

基因组学的常见疾病           计算机和系统医学 

临床试验单位                 生殖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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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的研究策略 

    医学院的研究策略是使我们如何能够不断的支

持和推进研究发展。 这一战略的实施将为我们在

帝国理工学院继续加强跨学科合作和研究提供持续的理论和学术支持。 

 

    2008年 6月,英国政府发布了一份高质量的护理报告,其目的是针对 NHS在

未来十年的一个展望。包括一个开发计划--AHSCs, 一个学术健康科学中心

(AHSC)是一个介于合作医疗服务机构和大学之

间的一个服务团体。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帝国

理工学院医疗 NHS信托中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

合作伙伴关系，而正是这样强强联合的合作关系让他们成为了英文首屈一指的

医疗巨人。 

医学院的战略目标: 

科学、医学、科技和商业协同与发展 

支持和维持研究最高水准 

加速理论研究到临床实践的转变 

加强国家和文化之间的国际合作 

继续密切培养和 NHS的合作伙伴关系 

 

    帝国理工大学附属哈默史密斯医院 

哈默史密斯医院是前军方骨科医院，后来成为了特种外科医院，在西伦敦是

主要的教学医院，它的部分隶属于帝国理工学院医疗 NHS信托中心，位置坐落在

伦敦哈默史密斯和富勒姆中心，是帝国理工学院医学院合作单位。有趣的是医院

本身并没有在哈默史密斯地区，而是位于白城北部毗邻

阿克顿地区。医院 1912 年成立，现有床位 349 张。 

1916 年，战争中病人和囚犯被转移到此地，该医院

成为了军事骨科医院,照顾受伤的士兵, 当时医院的发

展和得以保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著名的外科医生罗

伯特琼斯的努力。哈默史密斯医院以其精湛的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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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而闻名于世,是国际知名的临床研究医院。同时该医院拥有伦敦帝国理工学

院的大量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等人才资源。它是伦敦西部肾移植中心，两大癌症

治疗中心，和全天候 24小时专家心脏血管成形术服务中心。 

哈默史密斯医疗中心,是一个初级保健健康中心,为病人以及当地居民提供

紧急护理服务以及全科医生服务。医院的临床影像中心于 2007年 6月成立,是欧

洲最大的临床影像中心。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的临床科学中心与伦敦帝国学院共

同合作。 

1997 年以前该学院一直是皇家医学院研究生

院的本部,而之后被帝国理工学院兼并成为了其中

一部分 。医学研究委员会 (MRC)在哈默史密斯医

院也为临床和科研提供了强有力的医学发展基础, 

为医院今后的研究发展和成像技术的突破提供了

大量的支持与帮助。 

5. 奥尔赫儿童医院简介 

“百年奥尔赫”，奥尔赫儿童医院成立于

1914年，距今已经有超过 100年的历史，是欧

洲最大的儿童医院之一，每年为全英国 27万

儿童和年轻人及其家人提供服务。从常规疾病

的诊疗到疑难杂症的治疗都由利物浦的主院区

和贯穿整个英国西北部的社区中心来提供服

务。医院致力于儿童药物、感染、炎症和肿瘤

方面的研究。医院深知儿童医院与其他综合性医院的差别，在这里不仅仅是治

疗疾病，更重要的是为儿童及其家庭成员提供最为完善的照顾和服务。 

【特色专业】： 

 卓越的癌症、脊柱疾病、心脏和颅脑疾病诊疗中心； 

 颅面部手术中心； 

 卓越的肌营养不良症研究中心； 

 英国的第一个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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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儿童癫痫外科手术四个国家中心之一，与曼彻斯特皇家儿童医院联

合提供服务； 

 儿童创伤中心； 

 欧洲唯一的术中 3T MRI扫描仪（神经外科开拓技术），能够减少 90%的

重复操作。 

 

6. 安特里大学医院简介 

 

安特里大学医院位于利物

浦，有超过 4000名员工，旨在提

供高品质的急诊和医护服务，以

满足当地社区的需要。安特里大

学医院致力提供评估服务，包括

急性医学组，门诊急诊监护室和

手术评估组等等。除此之外，安

特里为默西塞德郡、柴郡、兰开夏郡南部和北威尔士提供专业卫生服务，主要

包括创伤，复杂的肥胖护理（包括减肥手术），头颈部手术，上消化道肿瘤，

肝胆，内分泌医疗服务，呼吸内科，风湿科，眼科等。 

安特里大学医院是多学科健康研究和教育

所认可的医疗中心，并且是利物浦卫生合伙人

的创始成员和西北海岸的临床研究网络中的一

员。安特里大学医院与利物浦大学、边山大

学、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切斯特大学和其他

NHS组织有着密切的合作。该医院通过开办员

工学院，支持高级 NHS 员工领导力的提升。安特里大学医院以优质的员工培训

和教育，结合临床研究，吸引最好的员工从而为患者带来更多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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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里因其对员工的培训支持备受肯定，包括曾获过奖并让 600 多名员工

受益的学徒项目，以及其他参与类项目和雇员发展项目。安特里有 NHS 系统中

最大的志愿者项目，超过 800位志愿者为医院贡献着自己的时间。 

作为“开诚护理（Open and Honest Care）：驱动提升项目”的成员，安

特里继续与患者和员工合作，提供开放、真诚的护理，并通过推进提升质量，

进一步减少患者有时候在护理中受到的伤害。 

医院承诺会公布一系列患者治疗结果、患者体验和员工体验，以此让患者

和公众能看到医院在这些方面的表现。 

7. 博尔顿 NHS 基金会信托简介 

博尔顿 NHS基金会信托是一家整合护理机构，拥有超过 20所医疗中心和

诊所，为当地民众及学校提供护理服务，同

时，他们也为博尔顿皇家医院提供服务。 

博尔顿皇家医院所在的信托在国际上享

有盛名，在医护改进中起着领军作用。雇员

亲切友好、医术精湛，信托的价值观强调对

患者的怜悯和尊重。医院提供的服务范围

广，以母婴服务最为出色，设有新的中心产房、特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和儿童病房。医院也是有名的教学和培训机构，配有教育中心、图书馆，并为

员工开设优质的学习与发展项目。 

博尔顿有三项基本目标： 

 为提升健康提供最佳医护服务（为患者和社区） 

 合理运用资源（为纳税人） 

 重视、尊重、自豪（为员工、患者和公

众） 

致力于： 

 满足服务地区人口的医疗卫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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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医护服务的安全和质量 

 提升患者体验 

 提高服务效率 

博尔顿 NHS基金会信托的价值观体现了其与员工和患者合作的信念，也反

映出机构的长远发展理念。 

信托在社区环境中提供优质医护服务，包

括学校、诊所、卫生中心、博尔顿皇家医院的

门诊部和病房。 

博尔顿皇家医院提供一系列住院和门诊服

务，包括肠胃科、肝胆科、新生儿科、感染病和院内感染防控、妇产科、创伤

骨科和麻醉科，尤以母婴和儿童医疗服务闻名。医院地理位置优越，靠近高速

路网，为患者、参观者和员工提供众多便利设施，包

括大量停车位。 

博尔顿皇家医院提供成人精神健康服务，但由曼

彻斯特大区西部精神健康 NHS基金会信托管理。肾透

析服务由萨尔福德皇家 NHS基金会信托在博尔顿皇家

医院的专业提供和管理。博尔顿也提供各项服务支持患者和访客，包括礼拜

室、丧亲安抚、捐赠服务、注册办公室、翻译服务和残障设施。 

 

8. 兰开夏教学医院 NHS 基金会信托简介 

 

作为英格兰地区规模最大、医疗服务质量最好的信托医院之一，兰开夏教学

医院为普勒斯顿和乔利地区超过三十七万民众提供综合医疗服务，为兰开夏郡和

南坎布里亚郡的十五万民众提供专业医疗护理，医疗服务主要来自三个地方：1.

乔利和南布尔医院;2.皇家普勒斯顿医院;3.专业康复和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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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立志于成为兰开夏郡和南坎布里亚郡

地区提供急性诊疗和专业治疗服务最好的医疗

中心：提供高标准的安全护理服务和健康关怀，

给予患者温和的就医体验；致力于开展优秀的

研究、创新和教学活动，发挥员工潜力，并提升

服务区域民众的健康和福祉。医院目标是为患者提供卓越的关怀护理。 

医院价值观： 

关怀和护理。医院给予每个人尊重，尽一切可能来表明医院对每个人的关怀。 

认可个人。医院尊重、重视并对每个人的需求并做出反馈。 

欢迎参与。医院一直欢迎患者参与到医院关于他们的护理和治疗决策中，尽

力一直在治疗中做到开诚布公。 

团队合作。以团队形式工作，涉及医生、患者、患者家属，目标是尽可能提

供最好的治疗和护理。 

个人担责。医院所有的工作人员要肩负自己的责任，为能够提供高标准的治

疗和最好的服务而感到自豪。 

兰开夏教学医院为地区性的专科中心，涉及癌症（包括放射治疗，药物治疗

和手术）; 残疾服务，如假肢和轮椅;创伤；神经外科和神经学（脑外科和神经

系统疾病）; 整形手术和烧伤; 肾脏疾病和血管类疾病。 

其他治疗包括：过敏，听力学，乳房护理，癌症，胸部疾病，儿童健康，慢

性疼痛服务，结肠直肠，重症监护，糖尿病，耳鼻喉科，老年医学，胃肠病学，

妇科，妇科肿瘤学，血液学 ，影像学，免疫学，妇科和产科，神经生理学，眼

科，口腔和颌面，骨科，呼吸医学，专科流动康复中心，中风，治疗服务（物理

治疗和职业治疗） 

9. 约克教学医院 NHS 基金会信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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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教学医院为生活在约克、北约克郡、约

克郡东北部、芮伊德尔地区约 80万的民众提供

全面的急诊治疗和专科医疗服务，医疗服务覆

盖区域面积近 3400 平方英里。 

约克于 2007 年 4 月 1 日成为基金会信托医院的一员，通过此举，医院的整

体监管发生了积极变化，同时通过任命理事和其他成员增强了医院与当地社区的

联系。约克教学医院 NHS基金会信托总部（包括约克医院）位于历史文化名城约

克。约克市被称为围墙之城，由古罗马人建立在英国英格兰的东北部。 

约克教学医院 NHS 基金会信托是一家教学医院，医院自豪能成为赫尔约克医

学院（HYMS）的合作伙伴，为斯卡伯勒和约克医院的未来医生提供临床安置和培

训机会。该信托包括该国最大的地理区域之一。他们与当地临床调查组（CCG）

和地方当局合作，确保医疗服务得到发展，以继续满足患者的需求。约克是 NHS

基金会信托基金。基金会信托基金独立于卫生部运作，但仍是国家卫生服务的一

部分。这给予约克更大的自由度，并和与患者、以及工作人员有更加正式的联系。

医院通过选举和任命的理事会向 NHS负责。 

医院服务范围包括：事故和紧急、急诊医学、麻醉、听力学、支气管镜、癌

症、心脏病学、儿童健康、囊性纤维化、糖尿病学、耳鼻喉科、内窥镜检查、胃

肠病学、老年医学、妇科、艾滋病毒、血液学、头颈部专科、重症监护、颌面外

科、神经科学、肿瘤学、眼科、口腔和颌面外科、口腔正畸学、骨科、矫形外科、

耳鼻喉科、心理医学，放射学，肾脏病、风湿病、性健康和创伤。 

10. 斯托克波特 NHS 信托基金会 

斯托克波特 NHS 信托基金会为在斯托克波特和海皮克的儿童和成人提供医

院服务，同时为斯托克波特、坦姆赛德，和格洛瑟普地区提供社区卫生服务。 

斯特普山医院每年治疗超过 500000 的患者，社区医疗服务涵盖斯托克波特

的 24个站点以及坦姆赛德，和格洛瑟普地区的 17个站点。  

医院的泌尿外科、产科、骨科和中风服务基于全国前列。医院拥有英国最大

的骨科服务中心和一个专门服务于曼彻斯特南部的中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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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克波特 NHS 信托基金会是第一个于 2004 年在该国实现基础信托地位的

信托基金。目前雇用员工超过 5800 名，并且由董事会对所提供的服务的运营业

绩全权负责。 

基金会理事会的成员大部分是从当地社区的公共会员中选举产生的。 

该信托是完全致力于透明化、执行公开、诚信的原则,为能给患者提供高质

量的医疗保健，并致力于维护和改善未来的服务而感到自豪。 

斯托克波特 NHS信托基金会涵盖的医院： 

 斯特普山医院，斯托克波特 

 德文郡神经康复中心，斯托克波特 

 梅多斯临终关怀中心，斯托克波特 

康体中心、诊所（社区医疗服务） 

 24 家社区医疗站点贯穿斯托克波特 

 在居民在家中提供医疗服务 

 让患者更便捷接近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和诊所 

服务项目:事故及急诊服务，听觉诊察（社区），内科（心脏病），青少年引

导，结肠癌诊疗，牙科及正畸，糖尿病，生理测量诊断，耳鼻喉科，腹外科急诊，

内分泌及新陈代谢，胃肠及肝脏诊疗，外科，老年病，妇科，血液病科，头颈癌

中心，创伤科，妇产科，产科，眼科，口腔及颌面部外科，骨科，疼痛管理，复

建科， 呼吸科，风湿病科，中风，乳腺外科，泌尿科，血管外科。 

11.贝司卡德瓦拉德大学卫生委员会 

贝司卡德瓦拉德大学卫生委员会是威尔士最大的健康医疗组织。贝司为包含

安格尔西岛，格温内斯郡、康威、登比郡、弗林特郡，雷克瑟姆的北威尔士 6郡

超过 678000的人群提供全方位的初级的、社区的精神健康诊疗，以及急诊服务。 

贝司有 13亿元英镑的财政预算以及接近 6500名员工，三个主体部分含有社

区医院网络、保健站、诊所、心理健康服务以及社区基本服务。同时该机构也协

调 109名全科医生以及由北威尔士牙医、配镜师、药剂师所支持的 NHS 的服务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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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委员会的愿景是改善公民健康，特别关注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与公众

以及其他三方组织合作从而为民众提供完善并不断发展的健康服务。将培养医护

人员，使其拥有正确的技能，并身处在一个研究丰富的学习文化中。健康委员会

有以下目标： 

改善健康并且造福大家，减少医疗不平衡 

多方合作从而为更多的家庭设计并提供医疗服务 

完善安全性以及结果导向从而适应 NHS 的最佳服务理念 

尊重个体，维持医患尊严 

多听取并学习经验，支持并培训员工熟练掌握办公系统 

合理利用资源，通过研究改革创新转换服务 

委员会的服务包括麻醉、产前服务、耳鼻喉科、胸科治疗、心脏病科、老年

病、急救护理、内分泌科、内窥镜检查、胃肠病、普外科、妇科、血液科、传染

病预防和防治、颌面部外科、新生儿护理、神经病学、肿瘤、眼科、骨科、放射

科、放疗、肾脏科、呼吸科、风湿病科、泌尿和血管外科。 

健康委员会由董事会主导，其角色以及各成员有以下职责 

优先为威尔士政府以及为组织规划全面的政策，并积极响应当地的群众需求 

明确问责制，通过对组织机构的政策说明并且寻求保障来确保管控系统的强

健可靠 

为委员会和组织塑造积极的文化 

维持高标准的公司管理 

确保有效的财政支持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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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管辖医院包括：雷克瑟姆梅勒医院、博德尔威登格兰克卢伊德医院、

班戈圭内德医院等。 

12. 伦敦皇家自由医院 

 

伦敦皇家自由医院创建于 1828年，床位有 839

张，隶属于皇家自由医院信托基金会，同时也是伦

敦大学学院合作伙伴。该医院发展方向提供世界一

流的专业知识和护理。将全球公认的临床专业知识与当地协作医院的良好救治结

合在一起来展示 NHS 的最佳服务。 

皇家自由医院是肝脏，肾脏，骨髓移植的主要移植中心，它是英国诊断和治

疗肝脏疾病的领行者之一也是肝脏移植中心之一。皇家自由是英国第一家医院，

也是世界第四家为乳腺癌引入名为新 X 线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成像技术的医院。

他们的整形外科单位是行业领先之一，也是一个主要的教学中心。该单位也是面

部复原手术的国家级中心。 

该医院还拥有伦敦最大的骨髓瘤专科和世界一流的淋巴瘤服务。他们拥有国

际声誉的开创性神经内分泌肿瘤专科，这是英国第一个获得欧洲卓越中心地位荣

誉称号的专科诊室部门。皇家自由医院是唯一具备高水准隔离传染病的医院，最

近成功地处理了一例埃博拉病毒案例。高级隔离专科总是准备好在最短的时间内

接受高度传染性疾病的患者。皇家自由医院在医疗保健，临床研究和卓越教学方

面成为是世界一流，同时致力于在三所医院提供和发展领先的本地医疗保健，改

善生活，为公民健康保驾护航。 

13. 伦敦圣巴塞洛缪医院 

 

伦敦圣巴塞洛缪医院创建于 1123 年，床位有 388 张。圣巴塞洛缪医院的新

型巴特心脏中心现已开放，汇集了伦敦胸科医院和伦敦大学医院“马里波恩心脏

病医院”的专科服务和工作人员。拥有最先进的设施，该中心将拥有 10 个阶梯

式教室，10 个导管实验室，250 个普通心脏病床位和 58 个重症护理床，并将比

世界上任何其他医院进行更多的心脏手术，MRI 和 CT 扫描。它将是欧洲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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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心血管中心，涵盖伦敦北部和东部，西埃塞克斯及其以外的三百万人口。它

还将成最大的成年人先天性疾病展示中心。 

该中心是 Barts Health 提供的更广泛的

心血管服务的一部分。它将与该地区的医院合

作，为患者提供全面照顾，并确保大多数护理

尽可能邻近家庭。Barts 心脏中心是 UCL学术

健康科学网络的一部分，促进了广泛的医疗保

健学术研讨和学术机构的研究，开发和协作。 

 

14. 伦敦国王大学医院 

国王大学医院 NHS 基金会信托是伦敦最大和最繁忙的教学医院之一，创建于

1840年，床位有 950 张，该医院拥有强大的主题地方服务，主要服务于兰贝斯、

萨瑟克区，舍木姆区和布罗姆利的自治大伦敦区。在肝脏疾病和移植，神经科学，

血液肿瘤学和胎儿医学方面取得国家及国际认可。 

医院的很多服务，如创伤和神经外

科，都是以地区为基础，而来自英国和

全世界的患者都有参与其中，如肝脏和

胎儿医学。国王大学医院作为一个综合

体，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他们将转变为

一种基本的新型信托，以患者需求为基

础，为所有患者提供全球和国际上最高质量的关爱和救治。  

15. 伦敦盖伊和圣马托斯医院 

伦敦盖伊和圣马托斯医院创建于 1721

年，床位有 840张。该医院将服务的对象和

社区视为一切工作的核心，目标是提供高个

人护理质量，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努力做到

最好并诚信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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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理事和委员确保医院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和期望，帮助医院成功地设立

NHS信托基金会。作为国际健康合作伙伴的一部分，一个学术健康科学中心，该

医院是健康研究领域的先驱，并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和教育。这种合作伙伴关

系帮助医院为患者提供最新的治疗方案，同时尽可能提供最好的救治和服务。 

作为英国最大的 NHS信托基金之一，医院拥有来自英国最多元文化地区的患

者，因此有实力进行各种健康研究。是致力于为临床研究提供时间和目标的百强

信托基金会之一。 

 

 

16. 伦敦皇家马斯登医院 

皇家马斯登医院是世界领先的癌症中心，专门从事诊断，治疗，护理，教育

和研究。皇家马斯登医院始于 1851 年，成为世界上第一家致力于癌症诊断，治

疗，研究和教育的医院。今天，它与其学术合作伙伴癌症研究所（ICR）一起，

是欧洲最大，最全面的癌症中心，每年治疗超过 50,000 名 NHS 和私人病人。它

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治疗和教学中心归因于它具有突破性研究，并开创了最新的癌

症治疗方式和技术，以及专门的癌症诊断和教育体系。 

皇家马斯登与 ICR 是唯一的国家卫生研究所癌症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每年有

超过 450项临床试验在皇家马斯登举行，他们的研究工作具有国际影响力并会影

响世界各地如何救治癌症患者以及相关护理工作。 

皇家马斯顿的使命是继续在国家和全球癌症研究和治疗方面做出贡献，使更

多的人得到治愈，改善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17.伦敦大学附属医院 

伦敦大学附属医院创建于 1834年，有 6665张，

是伦敦最大的教学医院，为来自英国和海外的当地

居民提供以学术为导向的急救专业服务。他们的营

业额为 8.82亿英镑，与 70多家初级保健信托调试

机构签订合同，提供服务。UCHL每年有超过 9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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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患者，每年接收了 156,000名患者。他们与皇家自由大学医学院，伦敦南岸

和城市大学合作从而提供高质量的培训和教育。 

UCLH 将服务提供给位于首都心脏地带的信托基金会的校园，并与伦敦大学

学院展开研究项目的密切合作。该网站可直接进入伦敦大学附属医院现有的放射

治疗部门，并将比新的大学医院麦克米伦癌症中心更胜一筹。该提案是在 UCLH

慈善组织的支持下制定的。英国的服务将汇集一些世界各地优秀的癌症专家。 

同时，UCHL 会比英国任何其他中心以及世界上任何其他机构更多的接受儿

童和青少年癌症患者，还有更多的患有脑癌的成年人。这两个信托机构也将能够

推动研究仍然是处在一个相对较新的治阶段。 

18.伦敦皇家医院 

伦敦皇家医院位于伦敦东部，是领先的国际知名教学医院。它是 Barts 

Health NHS Trust 的一部分。为伦敦东部及以外的 250 万人医疗保健。 依托

巴斯健康（Barts Health）资助领先世界的研究，拥有最先进的设备和创新医疗

保健项目。医院提供全方位的本地和专业服务，其中包括英国最大的儿童医院之

一，是伦敦最繁忙的急诊儿科之一。拥有新辟的 727 张床位的伦敦皇家医院是

英国领先的创伤和急救护理中心，也是伦敦空中救护中心，拥有超急性中风单元，

还是欧洲最大的肾源采集运输中心。同时还为患有骨科，肾病，皮肤病和性健康

疾病的患者提供医疗护理。 

医院拥有许多国际知名专家和世界一流的专家中心，包括从癌症，心脏和消

化系统疾病到创伤科，儿科是我们的重点科室。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圣大奥德蒙街

儿童医院是一家致力于儿童保健的国际卓越的临床教学医院，160多年来医院继

承创新和奉献精神，一直处于儿科医学的前列。医院与 UCL（伦敦大学学院）大

奥蒙德街儿童健康研究所一起，组成了英国唯一专门从事儿科学的生物医学研究

中心。做为伦敦大学学院（UCL）合伙人的成员之一，我们是北泰恩兹基因组学

医学中心的主要供应商，是全国 100,000 个基因组计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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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考文垂和沃里克郡大学医院 

考文垂和沃里克郡大学医

院于 2006 年开业，是欧洲拥

有最现代化的医疗保健设施医

院之一，拥有 1005 张病床，

26 个手术室和最先进的设备。

医院每年为考文垂、沃里克郡及其他地区的病人提供 100 多万次医疗服务。他

们的目标是提供高品质的医疗服务，以关怀和慈悲的方式，提供一个方便和支持

的环境。考文垂和沃里克郡大学医院也是英国最大的教学信托机构之一，负责管

理考文垂和拉格比的两家大医院，是华威医学院（世界排名前五十强）的主要教

学医院， 他们与华威医学院紧密合作，共同开发创新的医学教育项目和临床研

究。 

医院提供心脏病学，神经外科，中风，关节置换，体外受精（IVF） 和孕妇

健康及产科服务，拥有糖尿病和肾脏移植的急诊和选择性护理和专业。 同时也

是该地区指定的主要创伤和癌症中心。医院每年获得政府一千四百万英镑的拨款

用于癌症患者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诊断和治疗； 

医院产科工作人员在婴幼儿哺育成长竞赛中获得市长颁奖； 医院国际研发

团队获得多项国际奖项； 

医院在患者护理，临床教学和创新有令人羡慕的声誉。同时医院 拥有 NHS 

体系内最现代化的设备，并继续吸引国际知名专家在此工作。医院将大量资金用

于员工的领导课程、技能及强制性培训，投资于员 工，让员工与医院得到更好

地发展； 

医院的愿景是成为国内和国际医疗保健领域的领导者。他们将确保所有患者

都能得到尽可能最好的治疗，他们的目标是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全世界的患者提供

最好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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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北林肯郡和古尔 NHS 基金会信托基金 

为北林肯郡、东北林肯郡和约克郡东部的 35 万多人提供急性医院服务和社

区服务。他们的年度预算大约是 3亿英镑，拥有 850张病床，6500名员工。 

主要有三家医院:戴安娜王妃医院、威尔士王妃医院、斯肯索普综合医院和

古尔地区医院。格里姆斯比的戴安娜王妃医院建于 1983年。 

斯肯索普的医院始建于 19世纪 80年代，就像信托基金一样，多年来有很多

名字。1886年，弗鲁丁厄姆乡村医院开业，但地点不同。斯肯索普和地区战争纪

念医院建于 1929 年，当时只有 72 张病床。1970 该医院正式更名为斯肯索普医

院 

古尔地区医院于 1988 年开业，目的是为该城区内和周围一些区域的百姓的

服务。 

同时，该信托基金于 2001 年 4 月 1 日由东北林肯郡 NHS 信托基金和斯肯索

普和古尔医院 NHS信托基金合并成立，是一家医院和社区联合信托基金。他们分

别于 2007年 5月 1 日及 4月 1日取得基金信托地位。2011年，在改革社区服务

议程下，他们接管了北林肯郡的社区服务。2013 年，他们从自己的名字中去掉了

“医院”一词，以反映他们在社区内外以及他们的三家医院提供了广泛的服务。 

800多名员工帮助信托提出了共同价值观，即善良、勇气和尊重。它们列在

下面。 

他说，我们关心质量和患者安全 

我们关心病人、护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积极体验 

我们关心做正确的事情，每一次，每一次 

我们尊重我们照顾的每一个人的尊严和个性 

我们尊重团队中每个人的专业精神、多样性和技能 

我们尊重那些提供医疗服务的人的奉献精神和承诺 

我们致力于通过倾听、学习和授权提供一流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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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提供前瞻性的医疗服务，使我们与众不同 

我们将提供安全、富有同情心的服务，超越病人的期望。 

该基金会每年在急诊科接待 13.5万多人，接生 4500多名婴儿，实施约 3万

项手术，治疗 12万名住院病人，预约 40万名门诊病人。 

 

21. 赫尔大学教学医院 

 赫尔大学教学医院成立于 1999 年 10 月，由赫尔皇家医院和东约克郡医

院合并而来。两个主要院区为赫尔皇家医院和城堡山医院。医院总部设在赫尔。

两院区约 8000 名员工，每年接待约 100 万名病人，共设 128 个部门及科室，

是当地重要的创伤治疗中心。“最好的员工，最好的关怀，最好的未来”是医院

的愿景。医院重视员工的福利以及医院重视员工的福利以及员工自身专业水平的

发展。总院区内有眼科楼，妇幼楼及内科急诊病房大楼，有独立的肿瘤治疗中心

和移动磁共振、CT。 赫尔大学教学医院与 NHS 信托机构和伙伴组织建立了强有

力的 联系，提供了改变生活的研究，帮助制定指导方针，为患者提供最高 水平

的医疗保健，并为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健康带来改善。赫尔大学教学医院帮助解

决了 NHS 的技能短缺问题： 

医院有 1312 名护士，他们在医院照顾病人，GP 实践，诊所，学校和社区健

康中心； 有 1416 名医生应对医疗保健挑战，帮助患者转变护理方式；有 178 名

助产士，通过怀孕、分娩和产后护理来支持妇女；有 93 名手术部从业人员，在

手术前、手术期间和手术后的 护理人员； 有 720 名社会工作者，保护弱势群

体，帮助人们独立生活。 其毕业生为当地及其他地区的人民的健康做出了杰出

的贡献，事实证明，连续三年，100%的手术科医生、护士、助产士和医学毕业生

在 6 个月内已经就业或继续教育。 

 

22.伦敦西北大学医疗保健 NHS 信托简介 

伦敦西北大学医疗保健 NHS 信托（London North West University 

Healthcare NHS Trust）成立于 2014年 10月 1日，是英国最大的综合性医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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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机构之一，为哈罗、布伦特、伊灵等地区的民众提供医疗和社区服务。信托的

9000 名临床和辅助人员团队服务于约 100 万人的多元化人群。除了在上述三个

伦敦自治区提供社区服务外，信托还在以下地区提供急症服务： 

•诺思威克公园医院（Northwick Park Hospital）：英国最繁忙的紧急部门

之一。医院提供包括儿科、颌面部、整形外科、神经科、心脏科、老年护理医学

和区域康复单位在内的全方位服务，满足急诊医疗需求。 

该信托是一个具有研究积极性的信托基金，去年有 5000 多名患者参加了临

床试验，信托在医生、护士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017年 12月，信托被正式命名为“大学教学医院”，以表彰我们在培养未

来临床医生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将研究的益处带给公众。 

 

 

23.布里茨研究所（Blizard Institute） 

隶属于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巴茨及伦敦医学和口腔学院，是巴茨及伦敦医

学和口腔学院中最大的一个研究所。其研究和教育涵盖现代生物医学的广泛领域，

细胞生物学、基因组学、免疫学、神经科学、基础保健、人口健康以及创伤科学

是其专长，有 40 多个科研团队。布里茨研究所由法国著名设计师设计，启用于

2009 年，由两栋透明的中间相通的建筑物组成，能同时容纳 300 名以上人员同

时做实验。研究所内根据不同的学组及生物危害级别划分为许多个功能区，包括

Ⅰ级到Ⅳ级实验室。所内拥有 15个细胞培养间，有病毒培养室、艾滋病实验室、

公用实验工作区、各学组专用工作区、离心机室、显微镜室、测序仪室、流式细

胞仪室、试剂储存库等。所内配备多台实时荧光定量 PCR仪、流式细胞仪（带分

选功能）、一代和二代测序仪、切片机、共聚焦显微镜、质谱仪、各种成像仪、

生物安全柜、超高速离心机、冷冻离心机、超低温冰箱等。另外，研究所拥有自

己的实验动物房，具备生产转基因动物的实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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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拿大研修医院简介 

1.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医院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一直被评为加拿大顶尖大学之一，在加拿大麦克林医博

类大学排名（Maclean’s Medical/Doctoral）中，渥太华大学长期处于加拿大

高校十强之列。医学院是加拿大最好的医学院之一，在医学，药理学及生理科

学的研究排名位列全球前 100强。渥太华医院是加拿大处于领先水平的学术性

健康科学中心，除医院本身之外，还设有重要的研究分支。目前医院有 4个手

术室共 45间手术间，2003年完成手术量 58459 例。渥太华大学是加拿大 U15

研究型大学之一，其研究经费和学术水平均位列加拿大前十强。渥太华医院研

究所（Ottawa Hospital Research Institution, OHRI）：是渥太华大学的附

属研究机构及渥太华医院的研究部门。OHRI 作为加拿大最顶尖的医院研究机构

之一，拥有 1500多位科学家、临床研究人员和培训进修人员。主要有癌症治

疗、慢性病、临床流行病学（包括大数据和知识转化）、神经学及再生医学等

5个研究领域。 

2.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舒立克医学与牙医学院 

舒立克医学与牙医

学院位于加拿大的伦敦

市，是西安大略大学众

多学院中比较出名的，

历史悠久，医学院成立

于 1881年，1964年扩

大规模成立了现在的医

学与牙医学院；在加拿

大 17所医学院校排名

中，舒立克医学与牙医学院多年来都名列前茅；它有两大医学中心，即伦敦健

康科学中心（London Health SciencesCentre）和伦敦圣约瑟医疗保健中心

（St. Joseph's Health Care London），前者有两家教学医院即大学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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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SC University Hospital，UH）和维多利亚医院（LHSC Victoria 

Hospital & Children's Hospital，VH），后者有一家医院即圣约瑟医院（St. 

Joseph’s Health Care of London Hospital），这三家教学医院在学科设置

上各有侧重，基本不重复，形成互补，在创伤急救、癌症治疗、神经病学基础

研究和临床诊疗、心血管疾病外科治疗、机器人外科临床应用及牙医学等领域

享有盛誉。负责培训我们的是学院的围术期医学与麻醉学系，是学院中相对较

大和重要的部门，现有 83个顾问医生（consultant）、46个住院医师以及 20

个进修医生（fellow），共同承担三家教学医院的临床工作，工作范围从术前

麻醉评估、临床麻醉扩展到围术期的高级生命支持和临终关怀治疗等；共有手

术间约 40个，2015 年共完成麻醉量 37000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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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爱尔兰研修医院简介 

1.爱尔兰特拉利理工学院简介 

 

爱尔兰特拉利理工学院位于世界上最为壮丽的旅行路线之一的凯里风景区

（Ring of Kerry）的美丽小镇特拉利。这里有世界最为著名的高尔夫球场－沃

特维拉（Waterville）、巴利巴宁（Ballybunion）。 

学院有南北两个校区，面积超过 48 万平方米，校园设施投入超过 5,000 万

欧元，未来 5年还将投入超过 3,000万欧元。开设商业及社会学学院、工程建筑

学院、自然科学及计算机学院，下设专业超过 60个。拥有 28个体育俱乐部和 27

个兴趣学会，学生课余生活丰富。学校现有 3500 多名在校学生，师生比例 1:11。 

学院是爱尔兰一所第三阶段教育机构（高等院校），由商务与社会研究学院、

工程与建筑研究学院、科学与计算机学院三所学院组成，其中护理专业水平在欧

洲处于领先地位。特拉利理工学院经过有关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授权，可以颁

发、授予硕士学位、学士学位、副学士学位以及一些专业领域的资格证书。 

学院的护理和卫生保健研究系旨在推动和促进护理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本系

在充满挑战却高效回报的环境下开展教学，为所有护理学生提供丰富一流的学习

和教导体验。该系所有护理教学传输都以最先进技术和最新型研究为支撑。其为

中国护理人员量身定做的护理理学硕士项目，为期 12个月。 

学院在全球高校网（4ICU）国家高校排名爱尔兰大学中排名第 12 位。 

 

2. 爱尔兰圣帕克大学医院（爱尔兰国

家精神卫生中心） 

爱尔兰圣帕克精神卫生中心（St 

Patrick’s Mental Health Services, 

SPMHS）位于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是世界

上成立最早的精神专科医院之一，成立于

1746年，距今有 270 多年的历史。该中心

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在精神卫生领域：具有治疗技术全面、医学理念先

进、精准用药和充满人文关怀等突出优势，是爱尔兰精神卫生领域的领头羊。

http://baike.so.com/doc/5402328-5640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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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SPMHS有超过 700 多名工作人员和 7个社区的院长诊所，并为爱尔兰每个

县都提供了一个精神卫生方面的护理网络。SPMHS是集教学、科研、创新为一

体的一所现代化、高效、日益发展的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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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澳大利亚研修医院简介 

 

1.澳大利亚悉尼利物浦医院 

 

利物浦医院（Liverpool 

Hospital）自 18世纪末以来一直在持

续经营，它最初是作为一个治疗士兵

和罪犯的医院，大约在 18世纪 90年

代开始作为一个帐篷医院在使用。第

一座砖砌医院建于 1813 年，坐落在

乔治河旁的一块土地上。弗朗西斯·格林威(Francis Greenway)设计了一座更

大的石砌医院大楼，由囚犯劳工建造，于 1825 年开放。这座建筑仍然屹立着，

现在被隔壁的 TAFE 学院所占据。入口大厅里陈列着本世纪初校园发展的照片。 

现有的主要医院大楼于 1958年启用，唐·埃弗雷特医疗大楼于 1975年启

用，罗恩·邓比尔大楼于 1979年启用，亚历克斯·格里姆森外科大楼于 1983

年启用。 

利物浦医院于 1989 年成为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主要教学医院。由于这一点以

及悉尼西南部人口不断增加的需要，医院已进行了重大的重建，目前的方案已

接近完成。保健服务大楼于 1992年开放，提供门诊、社区保健和学术服务;病

理学(SWAPS)大楼于 1993年开放;卡洛琳·奇泽姆妇女和幼儿中心于 1994年

开放，癌症治疗中心和脑损伤股于 1995年成立。 

临床大楼于 1994 年动工，并于 1997年初落成。大楼包括急诊科、放射

科、门诊部、核医学、肾科、心内科(CCU和导管组)、手术室、日间手术和重

症监护的新设施。 

目前利物浦医院正在进行一项耗资 3.9 亿澳元的重建计划。这个重建项目

将为悉尼西南部社区提供最先进的医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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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医院位于新南威尔士州利物浦西

南郊，距悉尼中心商务区仅 50分钟车程，

它是新南威尔士州第二大医院，也是澳大利

亚领先的创伤中心之一。 

医院拥有 960个床位、23个手术室和

60个重症监护床位，提供诊断和影像服务、紧急和创伤护理、妇幼保健、癌症

护理、精神卫生、门诊护理、联合保健以及从出生到老年的医疗和外科服务。 

该医院是悉尼西南部的主要卫生服务机构，为利物浦市议会当地政府部门

提供服务，同时也为该地区的居民和游客提供地区服务。它还在重症监护和创

伤、新生儿重症监护和脑损伤康复等领域提供一系列新南威尔士州全州范围内

的服务。 

利物浦医院位于一个教育和医

疗区，该区域包括英厄姆应用医学

研究所、新南威尔士大学和西悉尼

大学的临床学校、西南私立医院和

西南悉尼 TAFE学院。医院于 1989

年成为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主要教学医院，2011 年成为西悉尼大学的主要教学医

院，持续为医务人员、护士和卫生专业人员提供积极的教育方案，为澳大利亚

各地大学的学生提供一系列临床实习机会。 

 

2.澳大利亚珀斯菲奥娜·斯坦利医院 

澳大利亚珀斯市郊的菲奥娜·斯坦利医院 (Fiona Stanley Hospital)是 

西澳第一家智慧数字化三级医院，是位于西澳大利亚州默多克的州政府医院和

教学机构。该医院于 2013年 12月完工，是西澳大利亚州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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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建筑项目。据说，建筑的设计灵感来自遍布澳洲的野生植物——班克木。

整个园区的园景设计与园区外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菲奥娜 · 斯坦利医院于 2014年正式开放，总投资 20亿澳元 (约合 100

亿人民币)，拥有 783 张病床，3000+员工，每日就诊量在 2000人以上。该医院

是澳大利亚领先的医疗保健机构之一，使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医疗研发，以

提供最高水平的医疗服务，通常用于治疗严重受伤或危及生命的病人。 医院在

一体化高度集成的整体运营及管理上获得了不少国际赞誉。 

我们的优势临床服务： 

急诊部：成人和儿科 

综合癌症服务：放射治疗设施，肿瘤内科和血液学 

肾移植和透析服务 

心胸外科：心脏和肺移植 

产科和新生儿服务 

烧伤服务 

儿科服务 

心理健康服务 

康复服务 

病理设施 

我们的价值： 

关怀：我们为患者提供像家人般的照顾；关怀患者就像关怀我们的员工一样。 

诚信：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始终以专业精神行事。 

尊重：我们欢迎多样性，尊重彼此。 

美德：我们拥抱学习的机会和不断改进的提高。 

团队合作：我们认识到团队的重要性，并共同协作和合作。 

我们的追求： 

我们努力培养零伤害的文化和心态：努力不伤害我们的病人 

我们创造一种开放，透明，持续改进和创新的文化 

我们倾听患者的意见并确保他们的反馈非常重要 

我们通过监控我们提供服务的安全性和质量来衡量我们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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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arry Perkins 医疗研究所 Linear 临床试验中心 

Harry Perkins 医疗研究所 Linear 临床试验中心位于澳大利亚的 Linear 

Perth，创办于 2010 年，专注于早期和复杂临床试验，也是澳大利亚早期临床试

验的速度全球最快的，其数据完全被 FDA和 EMA接受。仅用 7年时间完成 220多

项临床试验，涵盖所有的治疗领域 。 

Linear 在科技应用和员工培训投入大量资金以加速试验进程，特别是应对

复杂试验的能力。在过去的六年中，已经取得的成就包括： 

●澳大利亚唯一一个为年轻医师提供正规临床试验轮岗培训的机构 

●为一家著名的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进行的全球肿瘤试验中，Linear 是全球

招募速度最快的实验中心（16个月共招募 40 位患者） 

●澳洲唯一能进行葡萄糖钳夹技术的实验中心 

●澳大利亚首个完成生物仿制药试验的中心 

最先进的临床实验中心： 

坐落于有 600张床位的三级甲等医院 

24小时医疗急救小组覆盖，距离 A＆E / ICU 100 米 

32 张床位，配备氧气，吸引和心电监护 

轻松应对最新疗法：肿瘤免疫治疗、免疫治疗、葡萄糖钳夹术、术后疼痛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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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以色列研修医院简介 

 

1.以色列瑞本医院（Rambam Health Care Campus） 

 

Rambam 医院是由当时统治该地区的

英国政府于 1938 年创建的海法市医

院、自 1948 年以色列宣布成立之后始

终扮演着重要角色。Rambam 医院是以色

列北部最大的医院，目前有1000张床

位，年门诊人数超过200万。无论是在国

内还是在国际上、Rambam 都是著名的示

范教学医院和以患者为中心的研究和创新中心。世界上首个人类胚胎干细胞和

首个心脏干细胞是在该院研发成功的。关于Rambam医院的信息，请登录医院官

方网站 www.rambam.org.il 查看。 

 

2. 哈曼医疗中心 

哈曼医疗中心(HaEmek Medical Center)，位于阿富拉，靠近以色列最大的

港口城市海法，始建于1921年，是以色列全国第一个地区医院，拥有1900名职

工，为周边近50万人口提供医疗服务。 

哈曼医疗中心从建立之日起，在卫生保健和病人安全护理方面始终积极践

行国际认可的最高标准，成为首家获得JCI认证的以色列医院。 

哈曼医疗中心是以色列最大的地区性

及全国性转诊医院之一，优先为拿撒勒

（Nazareth）地区的三家医院提供转诊医

疗服务。据近年来医院的统计数据显示，

医院每年接生4500多名婴儿，进行17000多

例手术，接收的重症病患超过145000人

次，实验室的专业测试超过50万次。历经近百年发展，中心形成了众多优势科

室，在以色列国内和国际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主要如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www.rambam.org.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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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V和血管成形术，体外受精（试管婴儿），整形外科，治疗银屑病的PUVA

疗法，视网膜，眼整形及眼眶手术，遗传学，新生儿科，小儿外科，重症监

护，妇产科，外科手术及癌症诊断等。 

此外，哈曼医疗中心对科研和学术交流始终十分重视。得益于雄厚的资金

支持，中心建立了全球领先的健康婴儿室、胃肠病研究所、多学科与围产期中

心、组织诊断与癌症研究所、健康研究中心、现代化手术室等，实现了人工与

高科技技术的完美融合。哈曼医疗中心是以色列理工学院Rappaport医学院的附

属医院，工作人员遍布众多种族，可服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员，为前往交流学

习的人员提供最大的便利。 

 

3.梅尔医疗中心 

梅尔医疗中心隶属于 Clalit Healthcare Services（全球第二大健康维护

组织 ），在以色列占有超过 50% 的市场份额。 

梅尔医疗中心拥有 

750 张床位和 100 多个

科室、分部和门诊部，是

沙隆地区的重要医疗中

心，为约 80 万居民提供

服务。医院按严格的国际

标准运作，并定期执行质

量检验。 

梅尔医疗中心获得了

由美国最大的、顶尖的认

证机构 JCI（国际联合委

员会）颁发的优秀医疗中心最高认证。该认证程序采用国际化模式，即对一系

列领域的标准进行检查，这些领域主要包括护理质量、护理安全性（感染预防

和控制）、药物治疗、学术活动和研究。梅尔医疗中心是获得优秀教学型医疗

中心这一国际殊荣的医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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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法国研修医院简介 

 

1.里尔公立医院中心  

里尔公立医院中心是法国一个大型的地区医院中心，拥有 3000 以上的床

位，16000 多名工作人员，3756 名医生。每年有 140 万个门诊，98 万急诊和 

5683 名新生儿。里尔公立医院中心 经常被评为法国最好的四大医学研究机构

之一。 有 14 个专业的院区。  

医院的设备先进，技术超前，拥有多个著名研究机构，在心脏病，肺病神

经外科及糖尿病有突出的成就。  

并拥有欧洲最大的医学院，占地 350 公顷，拥有 12000 多名学生。为法

国输送了大量的医学人才，是法国著名的医学教育中心。 

 

里尔大学附属医院 

 

2.马赛公立医院 

马赛公立医院创立于 12 世纪，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医院中心， 是马赛的医

疗核心机构及权威的医疗基地。中心由 4 家医院构成， 拥有 3400 张床位，

是法国第三大医院中心，也是该地区最大的 雇主，拥有 12000 多名工作人

员，接近 2000 名医生。  

医院是以医护，培训，研究，预防及健康教育为使命。医院专业全面，从

简单的护理到罕见复杂的疾病都有解决方案。医疗团队致力于为每个人提供最

专业，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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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公立医院 

 

3.雷恩公立综合医院 

雷恩公立综合医院 2014年被评为法国最好的十大医院综合性之一，并且拥

有全法国 42个医院所拥有的达芬奇医疗机器人。 

雷恩公立综合医院拥有将近 8500名员工，2100张床位，每天接受近 1500

次住院治疗。拥有近 4000名医学，药学，牙科的医生，共有 9个研究所。  

每年有 528207 个门诊，3703名新生儿，每年有 454例器官移植手术。

47156例外科手术其中 357例机器人手术。 

 

雷恩公立医院 



 

 

70 

4.图尔公立医院 

图尔公立医院始建于 15世纪，1658

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通过了国务委员会

的法令，决定在王国的每个城市建立综

合性的公立医院。那时出现了 3个长 80

米的大楼，从此图尔有了真正的医院。  

图尔公立综合医院在多个学科都处

于先进的技术为成人和儿童健康提供了大量的贡献。其中，外科，产科，精神

病学，消化内科，老年人护理等学科为医院的优势学科。 

   图尔公立综合医院有 2020张床位。每年 3823新生儿，92393 例急诊。

317975例门诊，36523 例外科手术.22例心脏移植，27例角膜移植，49例肝脏

移植，114例肾移植，118例骨髓移植。 

 

5.法国福熙医院    

法国福熙医院位于巴黎上塞纳省，

医院隶属于福熙基金会。该医院目前已

成为法兰西岛最大的医院，在肺病，呼

吸系统疾病，肾脏及泌尿科领域有显著

的成就。福熙医院是由前法国卫生部长

Justin Codart 和 Bernard Flursheim

法美福熙基金会创办的。  

该院有2000多名医护人员，其中包括300名医生。600张病床。除了产科和

急诊之外每年有26万次门诊，37000多次住院治疗病人，及2000多名新生儿。一

年有上百例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例（肾脏，肺部）。  

在医疗与外科领域拥有高水准的水平。在教学，培训和研究方面有显著的成

就。该院以先进的医疗技术平台，和热情好客的护理文化成为法国最成功的医

院之一。  

该院长期与美国医疗系统有密切的合作，在研究成果及治疗方案等领域快

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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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国凡尔赛中心医院 

法国凡尔赛中心医院最初设立于市中心的历史城区，新院建于1981年，位

于邻城勒谢奈，员工近3000人，是法国巴黎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医院专长于医

学部、妇产部、康复部、成人及儿童精神病科，专注于仿真教学、科学研究和

创新医疗并且拥有自己的仿真中心、培训中心、专家中心。凡尔赛中心医院不

仅拥有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平台，而且还是法国医疗设备的欧洲展示窗口。医院

近年完成了多项重大的科研成果，如：医院成功研发出通过抗体和化疗治疗急

性成髓细胞白血病的新型治疗方法；发现白血病干细胞的调节机制及进行阻止

的治疗方法。2016 年，该院在法国综合医院科研发表评比中名列第⼀，并完成

了多项重大“科研成果”，是法国的医疗示范中心和健康休养机构。。 

法国凡尔赛中心医院作为示范医疗中心和健康休养机构，医院长期为当地

举办的国际大型活动、政治外交活动和艺术活动提供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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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韩国研修医院简介 

 

1.韩国庆北大学医院 

韩国庆北大学医院位于韩国第三大城市大邱广域市， 是韩国第三大国立大

学——庆北大学附属医院，医院历史起源于 1907年 2月 10日开院的大邱同仁

医院，距今已有 110 多年的历史。占地面积 38,383平方米，拥有 900 多张病

床，2000多名医护人员。医院科室涉及整形外科、皮肤科、内科、外科、骨

科、神经外科、胸外科、儿外科、妇产科、精神健康医学科、神经科、耳鼻喉

科、泌尿科、眼科、医学影像科、放射肿瘤科、麻醉疼痛科、病理科、核医学

科、康复医学科、急诊医学科等。 

医院以患者为中心，以创意的教育和研究主导尖端医学的发展，作为国立

大学医学院，庆北大学医院还成立分院——漆谷庆北大学医院，提供更充分的

固有的功能和公共医疗，特别是为了不断增加的癌症和慢性老年人性疾病，顺

应简历了专业的治疗医院，努力成为最尖端的国际医疗机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9%82%B1%E5%B9%BF%E5%9F%9F%E5%B8%82/1024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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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韩国 V 整形外科医院 

 

韩国 V整形外科医院属于韩国大

型豪华的整形皮肤科医院，也是目前

韩国单层面积最大医院。至今已有多

位明星都慕名来医院进行治疗，是韩

国的代表整形医院。  

目前医院是大邱市政府从大邱

3700多家医院中选拔出的 50家最值

得信赖的医院之一。并且得到韩国保

健部认可的可以接待外国人患者的医

院。也得到过保健福利部长官奖。医院拥有整形、皮肤科专业医师 13 名，与培

训完好的一百多名医院从业人员，医院定期为员工进行接待患者时的礼节教育

及应急反应能力。医院有擅长抗衰老部、脸部、鼻部、眼部、乳房部、皮肤

科、麻醉科等专业医师。针对不同患者的部位及皮肤性质，来进行各自专业并

擅长的手术或皮肤科治疗。并对每位顾客进行集中式服务，进行一对一的商

谈，最终提高顾客们的满足。 

 

3. 启明大学东山医疗中心 

启明大学东山医疗中心位于韩国大

邱，大邱市韩国第三大城市，也是最早引

进国家高新技术的医疗城市，现在大邱以

具有 360年历史的大邱药令市场与大邱韩

医大学为中心，提供最好的韩方医疗。该

中心建于 1899年，到目前有经过 119年的

历史。 

 

过去的四年中，东山医疗中心在超过 50 个政府评估类别中被评为一级医疗

机构，是公认的以病人为中心的医院。尤其是在 2017年，东山医疗中心被卫生

福利部评为大邱地区唯一一家通过五大类别质量控制评估的一级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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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大学东山医疗中心-是世界

上最好的妇科癌症单孔腹腔镜手术

医院，该中心是全国最早采用腹腔

镜和内窥镜手术的医学中心之一，

已成为该地区在胃癌、甲状腺等癌

症方面手术最多的主要医疗机构。

通过其丰富的经验，医疗中心致力

于在增加其手术范围的同时，通过

减少疼痛、疤痕和术后住院时间来

提高医疗质量。 

 

此外，自五年前采用机器人手术以来，东山医疗中心已完成机器人手术

1000余例，在单孔腹腔镜手术领域处于国内医疗领域的领先地位。东山医疗院

目前针对妇科肿瘤实行单孔机器人手术，也是世界上第一家通过手术成功完成

子宫内膜癌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术的医疗中心。东山医疗中心是亚洲第一家

医疗中心，也是继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之后，世界第二家成功对宫颈癌患者进

行单端口机器人手术的医疗中心。 

启明大学东山医疗中心的梦想是成为世界上每个人都喜爱和信任的医院，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启明大学首尔校区新医疗中心的建设正在进行中。新的医

疗中心将是一座智能化，最先进的建筑，配备符合国际联合委员会（JCI）要求

的系统，并获得能源和环境设计认证。 

经过 119年的漫长岁月， 

启明大学东山医疗中心一直引领着开拓新世界的道路。 

它留下的足迹至今仍清晰可见。 

通过不断发展和深入研究， 

启明大学东山医疗中心经历了无止境的成长，目前正朝着更美好的未来迈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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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西班牙研修医院简介 

 

1. 阿里坎特大学附属医院 

西班牙－瓦伦西亚省－阿利坎特市 大学中心医院 是一家直属西班牙政府

卫生局的公家医院，规模在全西班牙排名第四。 医院建于 1951年，在 1990年

重新翻新扩大。 现在医院拥有 1000个床位 工作人员共有 3790，医生 911

人，管理 11人 ，另外实习生 295人。 

我们署卫生结构由阿利坎特总医院，十一卫生服务中心，五个办事处，两

个专业卫生服务中心和保健医院形成。 

在近 4000名专业工作部坚守以人为本的原则，寻求患者们的需求，并实现

质量，效益，效率和安全性的最高水平的目标作出努力。 

 

 

 

阿利坎特大学附属医院 

 

 

 

 

 



 

 

76 

十二、 丹麦研修医院简介 

 

1.丹麦皇家国立医院 

 

丹麦皇家国立医院历史可以追溯

到 250年前丹麦第一家真正的医院

“Det Kongelige Frederiks 医院”，

该医院是为哥本哈根的贫困患者免费

治疗和护理而建立的。该医院建立于

1757年，坐落在今天艺术与设计博物

馆所在建筑的布雷德加德。1910年，

这家医院移交给了州政府，并搬到了现在的位置，还将其名称改为

rigshospitalet，从这一天起，该医院将向丹麦王国的所有公民开放。现代的

丹麦皇家国立医院，自 20世纪 60年代开始有着高高的灰色建筑，现在它是丹

麦首都地区的一部分。自 2015年 1月 1日起，Rigshospitalet与 Glostrup 医

院合并。丹麦皇家国立医院属于精英大学医院，旨在成为患者和专业人士的首

选。该院是丹麦最大的工作场所之一，约有 12000名员工，覆盖 50 多个专业团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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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日本研修医院简介 

 

1.日本 AOI 国际病院 

日本 AOI国际病院在 2014年，作为川崎南部医院设立而成，此后更名为

AOI国际医院。医院成立至今还处于不断进步改善当中，该院参加了日本政府

的医疗特区构想方案，以及结合神奈川县邻海边界地区的构想，并共同协作担

任未来的医疗重任，并与企业合作开发最尖端的医疗技术，该院一直致力于不

断发展之中。 

 

日本 AOI国际病院配备有最新的ＤＳＡ装置（血管摄影装置）和高科技集

成型手术室（血管内治疗、不消耗时间的手术室），并且该院的另一个职责是

一直担任着当地居民医疗的重任，即当地居民一旦患病住院，从急性病发期到

疗养以至最后观察的独立完成型医院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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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台湾研修医院简介 

 

1. 台湾童综合医院 

童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童综合医院，简称童综合医院，医院创立于 1971年，

现已发展成病床 1500 余张、职工 2500余人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三次通过美国

国际 JCI及各级医疗评鉴质量认证肯定，为台湾重症责任医院，专业医护团队

落实全人化的医疗，是海外医疗机构、专业医师及护理团队指定参观学习的医

院。 

童综合医院秉持着“尊重生命、促进健康”的服务宗旨，同时以呼应无国

界的医疗理念，服务各地的民众，近年来积极发展海外紧急医疗转运服务：

FORMOSA SOS品牌，提供全年无休二十四小时国际医疗咨询及转送无国界服

务，是台湾地区首家能执行紧急医疗包机业务的医疗机构，荣获台湾质量标章

SNQ认证，目前转送成功的个案超过 600例。 

童综合医院致力于发展尖端医疗，医疗强项包含器官移植、肿瘤癌症治

疗、心脏内外科、心导管治疗、开心手术、脑神经及脊椎手术、微创人工关节

置换、脊椎内视镜雷射手术、胃肠肝胆胰疾病治疗、人工生殖、不孕症治疗及

医学美容等。因坚持做到最好的信念，童综合医院获得许多国际认证及卫生主

管机关颁发的众多奖项，更是许多大陆地区医疗集团指定学习的医院，是两岸

医学管理交流及健检美容的标竿。 

 

2.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 

高雄医学大学与其医疗体系拥有全台湾四个第一，分别为第一所私立医

院、第一所私立医学院成立的医院、南台湾第一大的医疗体系、台湾第一受委

托经营公办医院。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以下简称高医附医）立足

高雄市迄 2017 年已届 60 年（成立于 1957 年），一步一脚印的向前迈进。

自 1979 年起经教育当局与卫生当局评鉴为一级教学医院，为台湾首次医院评

鉴通过四家教学医院之一。2016年 4 月，更成为南台湾首家通过 JCI 国际评

鉴的医学中心。现今主体院区发展规模为 1,713 床，为南台湾及山地医疗提供

优质医疗质量与照护服务，协助建立基础医疗与提升民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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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与特色医疗部分，高医附医不仅引进达文西与雷纳生机械手术系统进

行微创手术，在整合性照护系统上更获得多项区域性质量奖的肯定，例如整合

性冠心病照护、慢性肝炎个人化治疗医疗照护、慢性肾脏病照护等，先后成立

多项特色医疗团队如手臂异体移植团队、眼脸下垂整合治疗团队等，皆获得世

界级肯定，高医附医更于 1988年受高雄市当局委托经营小港医院、2010 年的

大同医院、以及 2014 年的旗津医院并派任医护人员进驻台湾 47 家公私立医

疗院所，逐步建立高医医疗服务照护网。 

近一甲子以来，高医附医一直秉持医学伦理，善尽社会责任为经营理念，

提供全人照护、培育优秀人才，成为民众最信赖之医学中心之一，并不断追求

卓越、朝向国际一流大学医院迈进而努力。 

 

3.花莲慈济医院简介 

慈济在 1966年成立之初，即由证严

上人在花莲、台东等地举办贫民义诊，

1972年假花莲市仁 爱街成立「慈济功德

会附设贫民施医义诊所」。证严上人于慈

善工作中发现，因病而贫，初始设义诊所

为贫困者义诊，进而创立医院。目前于台

湾设立七家综合医院（花莲慈济医学中

心、台北、台中、玉里、关山、大林、斗六慈济医院），在教育志业的慈济大

学中设有医学院，以延续人文关怀的散播。最早设立的院区为花莲慈济医院，

于 1986年 8月 17日启用，2002年升格为台湾东部第一家医学中心等级的医

院，也是全球唯一具有医学中心等级以上的佛教医疗机构。目前已发展 16个特

色医疗中心，其中细胞治疗、国际医疗、达芬奇为强项特色。现已成为台湾东

部一所通过 ISO国际认证的与国际接轨的综合医院。 

 

https://www.baidu.com/s?wd=%E6%85%88%E6%B5%8E%E5%8C%BB%E9%99%A2&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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