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OSH将从2017年秋季开始，

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候选人提供

新的国际定岗研究员项目机会，

囊括儿科专科范围之广，前所未

有。我们的国际定岗研究员项目

主要针对在专业培训领域已有

建树并希望在国际一流的儿科

专业中心的继续积累亚专科知

识的国际医学学员。国际定岗研

究员项目为已完成四年专业培训

或以上学历, 并准备在GOSH培

训一至两年后, 在本土国家晋升

专家医生职位的医生，提供必备

敲门砖。

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 (GOSH) 
国际定岗研究员项目

为什么选择GOSH国际定岗
研究员项目？
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在英国是

独一无二的。作为英国医学总会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的官方担保企业，我们可以进行

英国医疗登记。同时，我们也是

英国政府认可的工签担保企业

之一，可提供工签 (Tier 2) 担

保。

位于英国伦敦市中心的大奥蒙
德街儿童医院(简称: GOSH)，
是一家卓越的儿科医疗国际中
心，被公认为全球范围内为数
不多的几家可为患有罕见、复
杂或多种疾病的儿童进行诊治
的世界顶尖医院之一。 医院
成立于1852年, 是历史上英语
语言国家范围内第一家儿童医
院。经过160多年的历史传承、
专家经验和突破创新, GOSH
已成为儿科护理、研究和培训
领域的世界级领导者。

为什么选择英国伦敦？
伦敦是世界上最开放、最多元文

化、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伦敦

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

曾表示，“ 伦敦这座城市富有

企业家精神和国际化视野，前瞻

未来。我们城市成功的关键因

素就是这里汇聚了世界各地的

优秀创意和人才。我们城市的多

样性让人感到舒适和包容……

London is open” 。

GOSH地处伦敦市中心，毗邻世

界高等学府和文化中心，并将国

际顶尖的儿科专家团结在一起，

促进无与伦比的临床、科研和教

育合作，致力于为全球重病及罕

见病患儿造福。

国际儿科专家 
未来之路从这里启航



科研和教育
作为世界杰出的学术和研究机

构之一, 伦敦大学学院(UCL)于

1946年与GOSH联合成立了欧

洲最大的儿科研究中心和英国

最大的医学教学中心 - 伦敦大

学学院大奥蒙德街儿童健康研

究所。

GOSH是英国唯一的儿科生物

医学研究中心，英国最大的小儿

脑外科中心，欧洲最大的癫痫外

科治疗中心，拥有英国最大的儿

童心脏医疗项目。

伦敦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
因为GOSH只接受来自其他医院

和相关机构的专科转诊，所以我

们没有事故和急诊部门。由于我

们的大多数患儿和年轻患者都

是罕见和复杂疾病患者，因此我

们一直专注于多学科治疗，多方

专家团队和医疗专业人员团结

协作，联合护航。

关于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 (GOSH)

GOSH拥有英国最全面的儿科医疗服务，将60多种不同的临床专
科和亚专科统筹在一处，为全球复杂及罕见病患儿提供最方便的诊
断和最先进的医疗治疗服务。我们有19个高度专业化的英国国家
级罕见病医疗服务中心，是英国最大的儿童心脏病、脑外科、肾移
植、重症监护、重建和基因治疗的儿科中心。我们与伦敦大学学院
医院合作，共同建立了欧洲最大的儿科癌症和白血病治疗中心。

GOSH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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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语言治疗师等。 是英国能在同一地提
供最全面儿科医疗服

务的医院。

GOSH有19 
个高度专业化的英国国家
级罕见病医疗服务中心，
是NHS医院中最多的。

医院总体每年有超过

283,000
名患儿来此就诊。

GOSH 拥有

63 
个专科， 



国际定岗研究员项目时长至少为

一年，至多为两年。学员将被安

排到他们所选择的部门, 并分配

有一个专门的专家医生作为顾问

导师。顾问导师将监测和审查学

员的工作进展, 并将指导他们的

专科学习和分享临床经验。

学员将成为临床团队的一员, 全

面和积极参与团队工作。学员将

在高级医疗工作人员指导下照看

和管理病人，出席多学科会议，

进行查房、巡诊、手术观摩等事

务。学员将有充分的机会利用和

吸收丰富的正规教学、讲座、研

讨会和在线培训课程内容。另

外，学员有义务完成强制性的安

全训练。

我们鼓励学员可以选择参与一

些研究项目(与英国高级培训生

保持一致)，并可依照其选择的

专科，学习对应英国高等培训课

程。

目前可选择的儿科科室:
• 心脏科

• 内分泌科

• 肠胃科

• 普通儿科/多专科

• 血液科、肿瘤科和骨髓移植科

• 免疫科

• 传染病科

• 新生儿科

• 肾脏科

• 神经病科

• 整形外科

• 小儿外科

• 姑息治疗

• 肺科

• 放射科

• 风湿病科

由于GOSH拥有63个专科，若

您对其他专科感兴趣, 请就您的

选择与我们联系。感兴趣的申请

者将需要得到其本国国家相关

组织的支持, 并满足我们的招募

要求。

项目招募要求
•  拥有英国医学总会认可

的医学学位

•  在入境前有4年及以上

的专业培训经验

•  持有所选择专科的研究

生资质 (如英国皇家学

院的会员资格或研究员

资格，或在其本国具有

同等的研究生资质)

•  在项目开始前一年有整

年的全职临床工作

•  雅思英语语言测试(学术

类)分数7.5及以上或职

业英语测试（医学版）每

个领域中得分为B

•  或者，若申请人已在英国

医学总会注册，并且将要

或已经完成至少4年的

专业培训，则也可申请

为什么选择国际定岗研究员项目？

我们的国际定岗研究员项目可根据医生的具体要求进行
部分定制，提供有针对性地个性化体验。

*所有雅思语言成绩未达到7.5分的申请人也可通过GOSH提供的集中培训提高英语语言成绩。



项目申请流程将包括：
•  符合上述招募要求

•  获得您的雇主或相关组织的支

持和资金 (您的雇主将需直接

与我们联系以获得财务信息)

•  通过国际定岗研究员项目经理

或您所选专科的临床服务主管

向GOSH提交您的申请表

若您有任何问题或需要更详细

信息,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下一步？
•  审核所有申请者的申请资料并

列出决选名单。

•  入围候选人将在英国/候选人

本国或通过Skype进行面试。

•  面试成功的候选人将进行推

荐信审核及验证。

•  随后, 候选人需直接向英国医

学总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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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医学总会。

•  英国医学总会将批准进入英国

医疗登记处的申请，允许候选

人在英国从事医生工作。申请

人需要亲自到伦敦英国医学总

会进行身份验证；如果成功，

候选人将获得执业许可证。

•  GOSH将为候选人申请

Tier 2工作签证的证明 

(Tier 2 certificate of 

sponsorship) 。

•  候选人将在线进行Tier 2工

作签证的网申, 然后在本国

办理身份证检查。在到达英

国后, 候选人将会收到一份

有效期两年的生物识别居留

证 (Biometric Residence 

Permit) 。

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
国际患者服务部
The Octav Botnar Wing 
Great Ormond Street 
London, WC1N 3JH

联系电话：+44 (0)20 7762 6822

联系邮箱：international.fellowship@gosh.nhs.uk

网址：gosh.com.kw/fellowships

项目申请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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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浏览我们中文网站上更多相
关国际定岗学习项目的信息。

学员感想
“ 我在GOSH参加国际

定岗研究员项目的学习生

活非常愉悦。我认为最重

要的一点是与GOSH专业

人员的合作和学习。他们

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提

供世界一流的医疗护理服

务。他们非常积极主动，不

断努力为患者提供最佳的

诊疗。此外，能与来自世界

各地，有着不同文化和背

景的同事密切合作并学习

是难能可贵的。在GOSH，

我们遇到的都是罕见病症

和新的诊疗方案，这也促

使这里拥有在训练好的医

生时非常独特且充满刺激

的环境。”

玛丽亚. 依尔达戈医生
内分泌科专家
来自西班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