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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 in Gastroenterology
香港中文大學消化疾病理學碩士課程

課程設置

是唯一一個在亞洲開辦的消化病學領域碩士課程（一年全日制或兩年兼讀制）。本課程旨在為內科醫生、
護士及其他醫療健康從業者進行全方位、跨學科的培訓，致力培養他們成為該領域的專家。

我們的學生來自不同的專業背景
修讀本課程，你不必是腸胃科醫生，也不需要擁有消化疾病學專業背景。我們的歷屆學生來自不同的
專業背景：

‧ 本科應屆畢業生
‧ 醫學研究員
‧ 醫療業者
‧ 放射治療師

‧ 醫生
‧ 藥劑師
‧ 營養學家

‧ 護士
‧ 營養師
‧ 中醫師

* 授課地點為新界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主要在平日晚間授課。

一年全日制 兩年兼讀制

第一學期
消化病基本原理
‧ 消化病研究
‧ 消化病治療及藥理學
‧ 食物營養學

醫學統計學及研究方法
‧ 流行病學及臨床研究

第一學期
消化病基本原理
‧ 消化病研究
‧ 消化病治療及藥理學
‧ 食物營養學

第二學期
消化道及肝臟疾病
‧ 上消化道疾病
‧ 肝膽胰疾病
‧ 小腸及大腸疾病
‧ 實踐工作坊

第三學期
消化病的治理
‧ 心理干預、心理咨詢及補充醫學
‧ 互動工作坊—消化病治理實踐

第二學期
消化道及肝臟疾病
‧ 上消化道疾病
‧ 肝膽胰疾病
‧ 小腸及大腸疾病
‧ 實踐工作坊

人際溝通及衛生行政管理
‧ 醫學倫理學、溝通和衛生法
‧ 衛生服務管理與衛生保健管理
‧ 專業溝通工作坊

第三學期
消化病的治理
‧ 心理干預、心理咨詢及補充醫學
‧ 互動工作坊—消化病治理實踐

專題研習及論文

第
一
年

第一學期
醫學統計學及研究方法
‧ 流行病學及臨床研究

第二學期
人際溝通及衛生行政管理
‧ 醫學倫理學、溝通和衛生法
‧ 衛生服務管理與衛生保健管理
‧ 專業溝通工作坊

第三學期
專題研習及論文

第
二
年



大課程特色五
跨學科教學：拓寬知識面
相關課程
GAST5002 – 消化病研究
GAST5003 – 食物營養學
GAST5005 – 肝膽胰疾病
GAST5007 – 心理干預，心理咨詢及補充醫學

課程匯聚不同專業的醫學精英，學習範疇廣涉眾多方面，學生將師從消

化病學、肝臟病學、外科學、放射學、藥理學、內鏡學、精神病學、食

物營養學和數據分析方面的專家。修完此課程後，學生將會對消化病

學原理有更全面的瞭解，更清楚該如何護理和治療胃腸道和肝臟疾病

患者，成為更專業的醫療人員。

理論與實踐並重
相關課程
GAST5002 – 小腸及大腸疾病
GAST5003 – 互動工作坊 : 消化病治理實踐

課程提供一系列實踐課程。學生在學期間，可獲得豐富的實作練習。我

們的臨床實踐和互動研討為學生提供真實的患者護理經驗，使他們能夠

將理論付諸實踐，培養成為胃腸病學專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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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业
前景

* 根據2013-2019年畢業校友問卷調查

50% 50% 100%
畢業生在畢業後兩
年內獲得晉升機會

畢業生在畢業後獲得
21%以上加薪

畢業生會向其同行和
同事推薦本課程



批判性閱讀與自學技能培養
相關課程
GAST5016 – 專題研習及論文
GAST5017 – 流行病學及臨床研究

醫學研究一日千里，醫療保健專業人員須掌握前沿知識，以保持競爭

力，應付未來挑戰。我們的課程為學生提供最前沿的研究方法，醫學

統計學和合乎規範的臨床實踐，並教導學生如何審視、批判性閱讀相

關資料文獻，為學生往後的持續學習奠下良好基礎。

與頂尖學者交流 擴闊人際網絡
我們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和不同的專業背景，讓你有機會與各種專業領

域的人士聯繫。透過本課程，學生將會參加各種世界級的醫學會議，例

如國際消化疾病論壇（IDDF）和內鏡治療國際研討會。學生可望結識

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學者，從中啓發思維，擴展視野。

優秀領導能力培養
相關課程
GAST5010 ‒ 衛生事業管理學
GAST5011 ‒ 專業溝通工作坊

從人際溝通到醫療管理，學生將獲取最適切以及有效的訓練。我們的講

師團隊中有醫療政策的高級管理者、經驗豐富的人力資源管理者及咨詢

培訓師。他們將教導學生解決困難、投訴管理、危機公關策略和制定戰

略計劃方面的技巧。優秀的管理技能可助學生建立出色的個人履歷，實

現他們的職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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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
師資
团隊

課程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助理院長（學習體驗）

黄麗虹教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李光前醫學院院長及高級副校長

沈祖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
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
公共衛生學教授

楊永强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執行主任及行政總裁

馮康教授



畢業生心聲

“ 這是一個涵蓋胃腸科學內外科的綜合課程，給我帶來了很多啟發。它把胃腸科學分享得很
透徹，包括各種胃腸肝病及其管理。這讓我的護理專業能力得到了鍛煉，比如現在我有信心更
加詳細地向我的患者解釋病情。教學人員也非常棒，他們努力為我們提供最新的胃腸科學知識
和他們的臨床經驗。所以講座很有趣，也令人很印象深刻！因為它確實提供了很多見解，我會推薦那
些對胃腸科學領域感興趣的人參加這個課程。” 
朱慧婷
注冊护士 | 广华医院

林家嫦
注冊护士 | 博愛医院

“ 由於前兩年COVID-19的爆發，我們經歷了講座形式不斷變化的情況。無論講座是虛擬的
還是面對面的，課程都講得很好並且被認為是成功的，因為參與該課程的每個人都盡最大努力
適應這種情況。通過培訓，我的能力得到了提升並有更多機會與胃腸科學的護士一起在醫院工
作。得益於培訓，我現在有信心為患有胃腸道和肝臟疾病，特別是炎症性腸病的患者提供護理
和諮詢服務。” 

宋娟
医学畢业生 | 第二軍医大学

“ 參加這個胃腸病學課程對我來說是一次非凡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歷，它使我對不同的胃腸
道主題，包括肝病學和營養學有了廣泛的了解。來自不同專業的著名專家的講座不僅為我們帶
來了對胃腸道疾病的多學科的見解，還為我們提供了實用的數據統計和批判性思維技能，這有
助於我們將來評價和學習文獻。我很感激這個課程，它確實讓我為下一階段的臨床研究做好了
準備，是開啟我的醫學生涯的重要的一步。 ” 

“ 該課程絕對值得所有初級保健人員參加。作為一名中醫，它讓我對胃腸道和肝膽疾病有了
最新的認識，提高了我在日常臨床實踐中的能力以及對患者病情的警惕性。它也涵蓋了適用於
我臨床工作的對不同疾病的營養和心理干預。此外，該課程通過確保學生對基本醫學統計有紮
實的理解並能夠批判性地評價其他科學工作，幫助我的分析能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得到進一步
發展。這個課程的教授和講師都很細心，並且表現出對教學的真正興趣。我向所有初級保健人
員強烈推薦該課程。” 
林瑞容
注冊中医師 | 香港防癆協会

觀看我們的校友對談视頻，了解他們通過
課程探索專业及職业生涯的心路歷程

www.idd.cuhk.edu.hk/mscgi-alumni-voices/

梁燕
中大內科学系博士研究生

劉鑫鑫
中大兒科学系博士研究生
2021 MSc.GI 畢業生

李冠林
中大內科学系博士研究生
2019 MSc.GI 畢業生 Class of 2022



中大消化
疾病理学
碩士課程

為什麽 M.Sc. in Gastroenterology

截止報名日期  2023年4月30日  

報讀須知

是你的修业首選？

亞洲第一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在香港排名第一并
重视创新、创造力、道德和同情心。而大
學醫學院的腸胃及肝臟科在《美國新聞
與世界報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最新公佈的「2022年全球最佳
大學學科排名」(2022 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for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位列 全球第三及亞
洲第一。

入學資格
除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規定的一般入學資格外，申請人必
須曾經主修生物醫學或醫療保健等有關科目，持有受認可
之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
英語評定
由於本課程主要以英語授課，學生須符合香港中文大學規
定的英語評核資格。

詳細資料，請參閱:
www.idd.cuhk.edu.hk/mscgi-application
學費
2023/24學年之學費為港幣151,000元〔整個課程〕。全日
制學生分兩學期繳交，兼讀制學生則分四學期繳交。 

联系方式
香港中文大學消化疾病研究所
香港新界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呂志和臨床醫學大樓7樓94020室

電話: (852) 2637 3201 傳真: (852) 2646 8915
電子郵箱: postgrad.gi@cuhk.edu.hk

www.idd.cuhk.edu.hk/mscgi/

最后更新2023年1月

教學卓越
教學團隊由超過五十位享負盛名的醫學
界精英組成，涵蓋消化病學、肝臟病學、
外科學、放射學、藥理學、內鏡學、精神
病學、食物營養學、醫院行政及管理、數
據分析等各領域。

課程由
頂尖研究所設計
香 港 中文 大 學 消 化 疾 病 研 究 所
(Institute of Digestive Disease)，以研
究卓著聞名。其多項成果，改進了世界
醫療體系管理消化 疾病的方法及革新
臨床實作指引。两位教授更獲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選錄為「2022年
最廣獲徵引研究人員」(Highly Cited 
Researchers 2022)。 

Master of Science in Gastroenterology

報名流程
1. 在線申請

先於本課程網站參閱報名須知
www.idd.cuhk.edu.hk/mscgi-application，並經站內
連結至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網頁進行網上報名。

2. 郵寄提交申請材料
將相關的證明文件於截止日期之前郵寄到
香港中文大學消化疾病研究所。

3. 查閱錄取結果
錄取結果會於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網頁公佈。

4. 正式錄取
獲正式錄取的學生會收到由校方寄出的錄取通知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