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OSH 将与2017年秋季为世界

各地的候选者提供新的儿科范

围无与伦比的国际助学机会，我

们的助学金是针对于已经在专业

培训方面已经优秀的国际研究

生医学培训的同僚，并希望获得

在世界知名的儿科专业中心的专

家专科知识。国际助学计划欢迎

已完成四年专业培训或以上的

医生,并希望在GOSH再培训一

两年,为准备在原籍国家获得会

诊医师人员职位。

Why choose 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 for a Fellowship?
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 is 
uniquely placed in the UK as we are 
both an official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GMC) Sponsor allowing 
us to support entry on to the UK 
Medical Register, and also an official 
UK government Visa Sponsor (for 
the necessary Tier 2 visa). 

This dual Sponsorship status allows 
us to streamline the process for 
International Fellows to enter and 
work in the UK. We are a world 
class children’s hospital with 
over sixty paediatric specialties, 
offering cutting edge treatments 
for children and excellent train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doctors of 
the future.

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  
国际助学计划

为什么选择伦敦？
伦敦是世界上最开放、多元文

化和国际性的城市之一。Sadiq 

Khan，伦敦市长,说过’伦敦是...

创业、国际和外向。我们城市成

功的关键因素是来自世界各地

的优秀思想和人才。伦敦因为他

的多元化而让人们感觉舒适。。

。伦敦是敞开的。

GOSH在伦敦市中心的位置意

味着,医院是独一无二的,能够在

同一个屋檐下联合世界一流的

专家们,促进不可比拟的合作,帮

助改变不光是在大奥蒙德街儿

童医院的患者，并且还帮助世界

各地的重病儿童的生活。

为什么选择大奥蒙德街的助
学计划？
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在英国是

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是正式的

通用医疗委员会( GMC)的赞助

商,允许我们支持进入英国医疗

登记册并且也是英国政府的官

方签证发起人(为必要的二级签

证)。

这种双重赞助地位使我们能够

简化国际研究员进入英国工作

和学习的程序。我们是拥有60多

儿科专业的世界一流儿童医院，

为儿童提供尖端治疗和医生未

来的良好培训机会。

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大奥蒙德
街儿童医院(简称：GOSH)，
是国际优秀儿童医院服务机
构的中心,并被公认为针对
儿童的世界级专科医院。医
院成立于1852年,并仍然在
其保留的原始位置并且医院
已经有超过160年专科儿童
护理医院的历史传承。经过
大量的专家经验,GOSH已
成为世界级儿科护理、研究
和培训领域的领导者。



科研与教育
GOSH是世界上四大儿童科研

医院之一。作为英国主要的学术

和研究机构之一,伦敦大学学院

(UCL)于1946年与GOSH联合

成立了伦敦大学(GOS)儿童健康

研究所,他们现在是欧洲最大的

儿童健康研究人员和英国最大

的医学教学中心。

GOSH是英国唯一的儿科生物

医学研究中心，英国最大的儿童

心脏或大脑问题中心,以及欧洲

最大的儿童癌症中心。

伦敦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
GOSH只接受其他医院及社区

服务的病人转入,因此没有意外

及急救部门。我们的医院对多学

科联合整治非常专业,因为大多

数患有罕见和复杂的健康问题

的儿童和青少年,需要来自多个

专家团队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的投入。

一次助学计划最好用时一年，最

多两年。该学员将被安排插入到

他们所选择的部门,并将被指派

一个专门的顾问导师,导师将监

测和审查他们的进展,并将指导

他们的学习和获得临床经验。

该学员将是临床团队的一员和

积极成员,并将在高级工作人员

指导下,出席多学科会议、查房、

诊所、手术室等,观察和管理病

人。他们将有机会利用我们丰富

的正式教学、讲座、大查房和在

线培训模块。学员将被要求完成

强制性的安全训练。

如果学员愿意(与英国高级学员

一致),将参与研究项目,并将广泛

地遵循英国高等教育课程的选

择专业。

目前提供的学科专业:
• 心脏病学

• 内分泌学

• 肠胃病学

•  普通儿科/多专科

• 血液学、肿瘤和骨髓移植

• 免疫学

• 传染病

• 新生儿学

• 肾脏学

• 神经病学

• 整形外科

• 小儿外科

• 姑息治疗

• 肺学

• 放射学

• 风湿病学

由于医院有63个专业,如果你对

没有列出的专业感兴趣,请与我

们联系,讨论进一步的选择。

感兴趣的申请者将需要得到其

本国国家组织的支持,并必须满

足我们的入选要求。

国际助学计划入选要求
•  英国普通医学委员会

(GMC)可以接受的医学

学位

•   在入境时有四年或以上

的专业培训

•  在其选定的专业(如英国

皇家学院的成员或领取

过奖学金,或来自其本国

的同等相关的研究生资

格)有研究生资格

•   在他们的助学计划开始

日期之前,全职临床工作

•  已经获得了7.5或更高

的雅思英语语言测试

(IELTS Academic ) 

或者在职业英语测试（医

学版）的每个领域中得

分为B

•   或者,如果他们已经向

GMC注册,或者已经完

成了至少四年的专业培

训,则可以申请

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 为什么选择助学？

助学计划能为医生个人提供独一无二的经历并且根据他们大
部分的需要。

目前在相比于英国的任何儿童医院，GOSH提供最为广泛的专业护
理。该医院有60多个儿科专业，这使它能够独特地诊断和开创治疗
高度复杂、罕见或多种疾病的儿童和青少年。它为19个高度专业化
的国家提供罕见疾病的治疗服务,是英国最高相关专业的医院,也是
英国唯一的皇家卫生服务基金会( NHS)基金会信托儿童医院。

GOSH雇用 

4,122
名医院工作人员， 

包括医生，营养师，护士，
物理治疗师，心理学家， 

言语和语言治疗师。 它是英国在一个场所内， 
为儿童提供最广泛的健康

服务医院。

GOSH有19 
个为罕见疾病的国家委托
服务，是任何NHS信托中

数量最多的。

医院每年有超过

283,000
次病人访问。

GOSH拥有

63 
个专业， 



申请程序将包括
•  符合上述最低入选要求

•  获得您的家庭组织的支持和

资金(您的雇主将需要直接与

我们联系以获得财务信息)

•  通过国际助学计划主管或您

所选专业的临床服务主管向

GOSH提交您的申请

有关应用程序过程的更详细信

息,请与我们联系

下一步是？
•  所有进入一年的申请将被审查

并列入决选名单

•  入围候选人将在英国或在

候选人本国或必要时通过

Skype进行面试

•   将通知成功的候选人并检查

和验证成功的候选人

•  候选人必须直接向大会

（GMC）提交网上申请

•  同时,GOSH会向候选人发出

一份GMC担保书,并抄送给

GMC

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 for Children 
International and Private Patients Service
The Harris International Patients Centre 
The Octav Botnar Wing 
Great Ormond Street 
London, WC1N 3JH

www.gosh.com.kw/fellowships

申请进程

•  GMC将批准候选人进入英国

医疗登记簿的申请,允许候选

人在英国担任医生。在这一点

上,候选人需要在伦敦的GMC

内参加一个身份证检查预约,

如果成功,将获发牌照

•  GOSH将申请移民二级签证申

请签证

•  候选人在网上申请二级入境签

证,然后在其本国办理身份证

检查。在到达英国时,候选人收

集一份有效期至多两年的生物

识别居留证

Translator Xuan Brian Wang. 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 for Children reserve all the right for the final explanation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