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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来访问伦敦大学学院（UCL）伊士曼
口腔医学研究院，这所世界顶级的口腔医学
硕士、博士学生培养及学术研究中心。

世界口腔医学排名第8位，综合排名世界第6位，
紧随剑桥、牛津，在全英综合排名第3位，伦敦大
学学院伊士曼口腔医学研究院自然成为了世界
口腔教育界优秀、信赖和尊重的代名词。在伊士
曼毕业的口腔医学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大多在
他们随后的职业生涯中成为学科带头人和国际
知名专家。

作为伦敦大学学院（UCL）的附属口腔医学院，
我们的学生及教职员工有机会和世界顶级的专
家一起学习和工作，使用UCL高精尖的教学场
地及设备，与来自世界各地各个学科的专家进
行合作交流。

我们的口腔医学研究院坐落于伦敦市中心。众
所周知，伦敦是世界上受欢迎的多文化大都市之
一，为来自英国，欧洲以及世界各地的口腔医学
工作者提供了最好的教育生活体验。

教学

伊士曼口腔医学院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口腔医学
工作者提供涉及各个口腔医学专业的高质量研
究生教育课程，包括临床硕士、博士学位的专科
培训，证书、文凭课程，研究型硕士博士学位以
及CPD（继续教育）课程。

我们以临床操作为重点的全日制及非全日制课
程以小班教学为主要形式，由国际知名的学科
专家担任教学团队领导，这些专家均在英国及
国际专业组织中任职，包括英国皇家外科学院，
英国正畸学会，及英国牙周医学会等。

这些专家热忱的教学工作态度及对学员学习环
境的保障得到了我们广大往届毕业生的认可。
保证了我们的学生能够获得最高质量的学术及
临床教育支持。伊士曼口腔医学研究院拥有着
配置齐全的教室，讲堂，临床实习场地及技工

欢迎来到伦敦大学学院

伊士曼口腔医学研究院



室。 伊士曼口腔医院为我们学员的理论学习与
临床工作的紧密结合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作为
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部分，我们的学生
还有机会接触到多学科配合治疗教育，并有机
会进入UCL的各大附属医院参观学习。

科研

UCL伊士曼口腔医学研究院作为欧洲排名第一
的口腔医学硕博临床教育培训基地，同时也是
世界顶级的科研型研究生教育中心，向广大学
员提供多学科的科研型硕士博士学位教育。我
们的科研题目主要围绕口腔疾病的预防，诊断
与治疗展开，包括幼儿龋齿预防，成人牙周疾病
及口腔癌症相关的研究课题。

我们的研究生和教学员工同时还在涉及公众健
康的课题上获得了卓越的成果。包括抗生素抗
药性方面的研究，骨修复及软组织重建方面的
研究。伊士曼口腔医学研究院在REF评估中得
到了值得我们骄傲的成果 - 全英国口腔教学
GPA最高评分，研究论文的引用次数也在所有

英国口腔医学教育机构中排名第一。

我们的科研工作人员也是相关领域的学科带头
人，很多都在 EPSRC, NIHR, Longitude Prize 
及 IADR 等世界知名口腔医学组织中担任领导。
并在知名的科研期刊中担任主编。

我们的教职员工还承诺为广大学员的科研工作
提供最大可能的支持。每位学员都会由固定的
导师亲自指导临床及科研项目，保证了学员在伊
士曼学习期间，及毕业后的工作中，能够获得长
期个性化的指导。

伦敦大学学院 (UCL)
伦敦大学学院（UCL）是英国排名紧随剑桥、牛津位列第三，
在伦敦排名第一的综合型大学，拥有13,000名教职员工及来
自世界各地150个国家的38,000名在校生。

于1826年在伦敦市中心建校，UCL在历史上是全英格兰第一
个接纳各个宗教信仰学生的大学，也是全英国第一个保障入学
条件性别平等的大学。

前沿的科学研究，行业领先的学术及临床教学工作者，高端的
教学场地及世界知名的临床实习医院在伦敦大学学院得到了
最完美的结合。使UCL有幸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的医学及口腔医
学教育学府。

UCL在伦敦医学教育排名第一，口腔医学教育世界排名第8，
综合排名世界第6位，医疗技术教育全欧洲排名第一。我们热
切期盼并欢迎来自世界各地，追寻最前沿的理论与临床技术的
学生加入我们的临床及科研教学活动中。



CBMDA
CBMDA 成立于简单的初衷:

• 为来自中国和英国的医学及口腔医学工作者提供
前沿的基础理论及临床知识。
• 将英国的医学国际交流项目大门永远向中国广大
医疗工作者敞开。
• 为来自中国和英国的医疗工作者提供免费的交流
平台。

 执业医师的医疗继续教育是全球患者持续享受最高
质量医疗服务的保障。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院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院（CBMDA.co.uk) 自成立之日
起， 就在为来自中国和英国的医学生，医疗工作者
提供丰富而又多样化的学习平台。我们打破了传统
的培训方式，使我们的学生能将自己的学习与未来
技术的成功开展紧密联系。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院
的总部设在伦敦，我们的学生在总部及英国全国各
地临床实习医院进行着他们辛苦而又充实的临床见
习实习。我们学院正在以稳重而矫健的步伐，成为
专业继续教育（CPD）及临床大师培训课程的世界
顶级学府。 在学员结业或毕业后，中英医学口腔医
学院及与我们联合办学的英国大学会向学员颁发双
项结业或毕业证书，以作为对学员海外学习交流经
历的肯定。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协会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协会(CBMDA.org) 是由英国牙
科总理事会及英国 Secretary of State 书面批准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注册成立的非赢利组织。协会旨
在为中国和英国的广大医疗工作者提供免费的信息
交流服务平台。 协会平台免费提供手术操作的视
频演示，以及医学，口腔医学的最新研究参考文献。
我们还为广大医疗工作者提供前沿产品、器械，最
新诊疗技术的示范演示培训课程，覆盖所有医学及
口腔医学科目。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协会也会为其付
费的企业及个人会员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协会常年以来，一直积极参与在，
为中国制药企业搭建与英国、欧美乃至全球生物制
药行业进行交流的平台工作中，并与欧美大型制药
公司、投资金融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中英医学
口腔医学协会在全球拥有1000+ 企业会员，一直以
来享受着我们在战略合作，交流，采购，培训以及宣
传等活动中提供的服务与支持。



两周15天 世界前十 顶级名校UCL

英国G5超精英大学，排名紧随剑桥牛津

医学及口腔医学专业，专属游学项目包括

1. 伦敦大学学院医学与口腔医学

专业英语（Professional English) 认证证书课程

2. 英国医学与口腔医学本科/硕士/博士申请指导

3. 欧洲最大的综合医院UCLH参观见习 

4. 欧洲最大的口腔医学研究院Eastman参观见习

5. 境外毕业医师考取英国临床/口腔医学执照辅导

6. 参观英格兰皇家外科学院 RCSEng

7. 伦敦大学学院 UCL 组织大不列颠英伦环岛游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暑期医学口腔医学专业游学安排
英伦三岛15日夏令营 理论课程安排

Day Date Time

1
Sat 15 
Aug

AM • 2020年8月15日 到达北京出发集结地
• 2020年8月15日 到达上海出发集结地

PM • 乘坐飞机北京出发前往英国伦敦
• 乘坐飞机上海出发前往英国伦敦

2
Sun 16 
Aug

AM • 2020年8月16日 到达伦敦 
• 酒店休整，领取学生证件及学校材料

PM • 参观大英博物馆
• 参观白金汉宫，乘坐伦敦眼

3
Mon 17 
Aug

AM • 伦敦大学学院校本部主楼报到注册
• 临床医学专业英语高阶认证证书课程

UCL  Faculty

PM • 口腔医学专业英语高阶认证证书课程

4
Tue 18
Aug

AM • 申请英国临床医学本科学位流程及申请书书写指导
• 申请英国口腔医学本科学位流程及申请书书写指导

UCL Faculty

PM • 申请英国临床医学硕士/博士学位流程及申请书书写指导
• 申请英国口腔医学硕士/博士学位流程及申请书书写指导

5
Wed 19 
Aug

AM
•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Hospital 临床医学院参观见习
•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Eastman Dental Institute 口腔医 
   学院参观见习

UCL  Faculty

PM
• 英国（欧盟28国）境外人员临床医学执照考试介绍及申请指导
• 英国（欧盟28国）境外人员口腔医学执照考试介绍及申请指导
• 参观英格兰皇家外科学院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 England

 

*声明：本次课程的开设，由满足条件的入选学员人数决定。伦敦大学学院保留对课程内容及课程安排修改
和调整的权利，课程适用于对英国医学及口腔医学有兴趣的高中，本科，研究生以上学员及执业医师。

伦敦大学学院UCL学校颁发专业英语培训认证证书有如下字样:
”Attendance at the summer school may be considered as part of any evidence 
submitted for applications to credit-bearing programmes of UCL”
”课程结业证书可作为学员后续申请UCL学分制本科硕士博士学位中上交的支持材料，伦
敦大学学院官方需予以考虑并认可”



8月20日 星期四

游学第6天，英伦环岛游第1天

伦敦-剑桥
早上以一份传统的英式早餐开始，前往参观英国皇室的官邸—白金汉宫，如果碰巧，可以参观一场换岗仪
式。随后，步行穿过圣詹姆斯公园，这是一座精致的公园，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氛围。穿过花园，经过
白厅街，便来到国家美术画廊。下午，可乘坐泰晤士河游船，参观泰晤士河畔的国会大厦，大本钟，伦敦眼；威
斯敏斯特大教堂在讲述着伦敦这座城市一千多年的历史。晚上，前往剑桥住宿。 

经典景点：
【白金汉宫】女王的官邸之一，被三座公园环绕，伦敦的标志景点。
【西敏寺】建于960，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见证了英国的历史，这里是历代英国君王加冕以及安葬纪念著名人
物的地方。其中的诗人角埋葬着许多英国名人的墓穴，如乔叟，牛顿，达尔文。
【大本钟】伦敦的标志建筑，钟楼高79 米，威斯敏斯特宫报时钟。
【唐宁街10 号首相府】唐宁街十号(10 Downing Street) 是英国首相府。17 世纪80 年代一个名叫唐宁的爵
士所建，英王查理二世为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将他升为财政大臣，并把这块地赠给了他，唐宁在这里建了15 
座小楼。
【伦敦眼】伦敦为了庆祝千禧年而修建的位于泰晤士河畔的高135 的巨型摩天轮，原定于五年之后拆除，但
因太受人们喜爱，便保留了下来，现在，已经成为了伦敦的地标建筑。是一个鸟瞰伦敦全景的好地方。

伦敦大学学院 UCL 大不列颠环岛游

英国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多样的国度，兼有山川河流的大气磅礴和青草田园的清新文艺；
英国是一个历史人文底蕴深厚的国度，一座座主题博物馆、一处处经典地标景致闻名世界。



8月21日 星期五

游学第7天，英伦环岛游第2天

剑桥-约克
剑桥，无论是冲着泛舟剑河的惬意悠扬，还是冲着这座城市的古色书香，或只是单纯冲着徐志摩《再别康
桥》里的那首诗“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来到这里，你总会找到
之间想要的。随后，前往约克住宿。

经典景点：
【国王学院】剑桥最著名的景点，成立于1441年，由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六世设立创建，因而得名“国王”学
院，学院中庭还竖立了亨利六世的铜像。国王学院的哥特式风格颇为壮观，国王学院礼拜堂是整个学院的
标志性建筑，由国王亲自设计，修建了近100 年才完工，现在是剑桥引以为豪的标志性建筑，在礼拜堂外的
草坪上取景最美。
【剑桥圣约翰学院】1511 年由亨利七世的母亲Lady Margaret Beaufort 创办，也是剑桥最古老、最大的学
院之一，建筑群十分壮观，还包括5 个庭院，最出名的叹息桥也属于圣约翰学院。
【三一学院 | Trinity College】三一学院是剑桥规模最大、财力最雄厚的学院，从亨利八世1546 年创立以来
就拥有着非凡的荣誉和学术成就，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包括牛顿、培根、拜伦等等，现在在这里还可以找到他
们的雕像。三一学院拥有古老的中世纪的建筑，在这里还能找到当年牛顿被苹果砸到的那棵苹果树。

8月22日 星期六

游学第8天，英伦环岛游第3天

约克-爱丁堡
约克位于英国东北部，北约克郡首府，并拥有自治市的地位。因为罗马帝国以及维京人的历史渊源颇深，约
克从中获得了丰富的历史资源，而这些资源也极大地带动了这座城镇的旅游业。现今的约克除了以丰富的人
文风光吸引游客之外，还有美味香浓的巧克力– 这都要得益于城镇上那些历史悠久，技术精良的巧克力工
厂。晚上住宿于爱丁堡。
经典景点：
【约克大教堂】约克大教堂又称圣彼得大教堂，是欧洲现存最大的中世纪时期哥特式教堂，是世界上设计和
建筑艺术最精湛的教堂之一，十分的宏伟庄严，耗费了200多年的时间才建成。前厅和唱诗席和小礼
堂则偏重装饰的巴洛克式，中央大厅呈中轴对称法，而且大厅是《哈利波特》中的霍格沃茨大厅拍摄地。
【国家铁路博物馆| National Railway Museum】国家铁路博物馆是火车迷的必到之处。英国作为铁路的
发祥地，其独特的“火车”文化也一直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游客竞相品味并探寻的文化元素之一。国家铁路博
物馆陈列着世界上从蒸汽火车一直到新干线列车的各种真品、模型和复制品，犹如一部世界火车史的巨著。
另外，馆内还有仿古的旧式车站，带人回到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
【肉铺街“对角巷” | The Shambles】The Shambles 是全欧洲之中中世纪风格街道保存最完整的一条，
不过这条街出名的原因却归功于《哈利波特》，因为那条著名的“对角巷”的取景地就是在The 
Shambles。



8月23日 星期日

游学第9天，英伦环岛游第4天

爱丁堡-湖区
爱丁堡是一座充满了浪漫气息的艺术之都，每年夏天的艺术节都会吸引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相聚于此。
【爱丁堡城堡】，这座城堡拥有大约900 年的历史，它在6世纪时成为皇室堡垒，比英格兰的利兹城
堡早200 多年，比女王奶奶住的温莎城堡更是早400 多年！来到爱丁堡，怎可错过艺术爱好者聚集的
【皇家英里大道】和【王子街花园】，皇家英里大道是爱丁堡老城区的主干道，在每年八月爱丁堡最热闹
的国际艺术节期间，这条爱丁堡最著名的街道将会到处都是人，还有各种穿着猎奇装扮的人儿，每个街角都
化身为小舞台。而王子街花园，这里风景如画，是爱丁堡老城和新城的分界，也是苏格兰最著名的园林景观
之一。如果你是哈利波特的影迷，那位于爱丁堡的【大象咖啡馆】不容错过，杰克洛林是在哪张桌子上创作出
哈利波特的呢？ 

下午前往湖区，湖区漫步。湖区被国家地理杂志成为“人一生一定要去的五十个地方”之一，同是也是诗人华
兹华斯的故乡。英格兰所有海拔高于3000 英尺的地方都位于这个国家公园内。2017年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前往湖区最大最美丽的湖温德米尔（Windermere），驻足湖边静静地看着悠然戏水的皇家天鹅、仰望纷飞
身边的圣洁白鸽、或者湖边散步晒一晒英国的午后日光，尽享英伦优雅生活。湖边的惬意时光，可选选择乘
坐【湖区游船】，也可以参观还原了童话书里23 个场景的【彼得兔博物馆】。



8月24日 星期一

游学第10天，英伦环岛游第5天

湖区-曼彻斯特-达西庄园- 诺丁汉
前往曼彻斯特，随后参观拍摄傲慢与偏见的达西庄园，入住诺丁汉。如果说还有一座城市能像伦敦一样底
气十足地坐拥英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与商业、金融、工业、文化中心的名号，估计也只有被誉为“北方之都”的
曼彻斯特可以做到了。曼城是英国的棉纺织业的发祥地，位于英格兰西北部都市群的中心，英格兰西北部平
原，东临奔宁山脉。作为曾经的工业革命先锋，如今的曼城已褪去了“蒸汽和汗水”时代特有的狂躁，转而愈
发像个英国老牌绅士，温厚文艺，怀旧而又时髦。无论你是喜好高度繁华的现代化城市建设，还是留恋传统
文艺留下的余韵，号称英国第一宜居城市的曼城都可以满足你。

经典景点：
【科学工业博物馆】科学工业博物馆目前依旧保持着其100 多年土黄色大厂房式的旧貌，这是由于
博物馆就选址在原最早的一条铁路的站台处，这条最早的铁路链接曼彻斯特与伯明翰。
【市政厅】矗立在艾伯特广场上，楼内随处可见各种雕塑和华丽的装饰，在大楼的顶部，一座85 米
高的庄严塔楼直插云霄。
【艾伯特广场】是曼彻斯特城的心脏地带，位于丁斯盖特和莫斯利大街之间，是了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艾伯特命名的。广场中央最大的雕塑便是艾伯特亲王。
【老特拉福德球场】这里是曼联的主场，享有“梦剧场”的美誉，全英格兰三个欧足联五星级足球场之一，世
界上著名的球场之一。
【达西庄园| Chatsworth House】位于北部峰区国家公园内，是峰区公园一个最有名的景点之一。英国作家
简·奥斯汀在1813 年出版的著作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之后被翻拍成电影和连续剧。小说
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主人公Mr. Darcy（达西先生），影反映了英国19 世纪的乡村生活、贵族、地主及社会现
象。2005 年电影中“达西庄园Pemberley”的取景地，正是在“峰区”的“Chatsworth House”。除此之
外，2008 年的电影《The Duchess》和2010 年的电影《The Wolfman》都是在这里取的景。现实生活中，
这里一直都是德文郡公爵家族的家，真是名副其实的“豪宅”啊！庄园始建于1552 年，在15 世纪至19 世纪
的400 多年中，经过许多著名园艺师的精心设计和建造，成为英国最美的庄园之一，是英国文化遗产的一个
重要部分。 

8月25日 星期二

游学第11天，英伦环岛游第6天

诺丁汉-斯特拉福德小镇-科兹沃尔德-斯文顿
离开诺丁汉，前往英国伟大是诗人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家乡斯特拉特福镇参观，随后前往英国最美乡村--科
兹沃尔德地区。科茨沃尔德地区是英格兰之心脏地区，也是全球旅游胜地之一。当地特点是典型
的古色古香，充满诗情画意的英国气氛。这个地区亦是英国”法定特殊自然美景区”。
经典景点：
【莎士比亚故居】伦敦以西180 公里的斯特拉特福镇，是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的诞生地和逝世
的地方。莎士比亚的故居在小镇的亨利街北侧，是一座带阁楼的二层楼房。
【水上伯顿Bourton on the water】清澈见底的疾风河（Windrush River）贯穿整个村庄，六座超过两百年
历史的低矮拱形石桥横跨其上，河畔两岸绿村成荫，桥下游人络绎不绝，男女老少都尽情享受这悠然自得的



风景。非得亲临其境，方可领略其传奇般的美景。科茨沃尔德的”威尼斯”。这座小镇被Windrush 河贯穿。
沿河架设了很多低平的石拱桥，这也是Bourton-on-the-Water 被称为科茨沃尔德的”威尼斯”的原因。

8月26日 星期三

游学第12天，英伦环岛游第7天

斯文顿-巴斯-巨石阵-纽百里
巴斯小镇，英文名为Bath，与此处特殊的温泉水有关。公元前863 年，一个叫Bladud的王子首次在巴斯发
现温泉水，并且用它治愈了皮肤病。巴斯的温泉水从此闻名遐迩，古罗马人就在此建立了浴场。随后前往巨
石阵，探究人类未解之谜。
经典景点：
【古罗马浴池（The Roman Baths）】古罗马浴池是巴斯第一个最值得去的地方，它见证了巴斯古城的历
史。古罗马人在此处发现了温泉后，便在此处建立了宫殿式的浴池，巴斯温泉水温常年保持在46 摄氏度左
右，矿物质含量高，可治病。古罗马人也把此处当做重要的社交场所。
【巴斯教堂（Bath Abbey）】巴斯教堂起初是一座修道院，后来以哥特式的古罗马风格加以整修，1617 年
最终将修道院改建成了现在的巴斯教堂。巴斯教堂是第一位统一英格兰的国王埃德加王举行加冕仪式的地
方。教堂大玻璃窗上有50 多幅耶稣在世的景象图，色彩斑斓、磅礴大气。
【巨石阵(Stonehenge)】， 这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迹。根据科学考察，有些原石采自距离在300 公
里以外的南威尔士，最重的达6 公吨。但是这些排列成圆形的的巨石，由来和作用到底为何，至今仍无可信
的证明。

8月27日 星期四

游学第13天，英伦环岛游第8天

纽百里-牛津-比斯特
前往牛津，牛津位于英格兰东南区的牛津郡。小镇古朴、幽静却又处处弥漫着浓郁的学术气氛，大概是因为



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出英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牛津大学。这一座世界知名的学府。他是英语国家中最古
老的大学。除此之外，这里也是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的起源地。牛津小镇虽不大，但却同样精彩。
在这个城市中，可以沿着众多学院走一走，感受一下学术文化。还可以来一场以爱丽丝为主题的游览。 下午
比斯特购物村，这是欧洲最大的品牌折扣村。
 经典景点：
【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在牛津它通常被称为“The House”，这是牛津大学学院之一，
在近代200 年内产生了16位英国首相。
【圣玛丽大学教堂】始建于1280 年，但大部分建筑建于14、15 世纪，不断有加建，建筑风格特别，教堂尖塔
可以爬上127 台阶登顶，拥有牛津最美的景观。
【卡尔法克斯塔】位于牛津市中心，是史上曾有多位英国王室驾临的圣马丁教堂的唯一遗迹。
【瑞德克利夫广场】位于圣玛丽大学教堂附近，频频出现于牛津风景明信片上之地，广场上的瑞德克利夫拱
形建筑更是所有到访游客都不会错过之地。
【叹息桥】很多地方都有叹息桥，都是因为类似于意大利威尼斯一座廊桥叹息桥而得名，这座桥连接赫特福
学院两端，传说有的学生无法毕业只能在这里叹息。 

8月28日 星期五

游学第14天，英伦环岛游第9天

比斯特-温莎-送机
根据您的航班，送至机场，若有时间可前往温莎小镇参观温莎城堡以及伊顿公学。
经典景点：
【温莎城堡】坐落于被称为“女王王城”的典型英国小镇--温莎，到处可见英式风格的屋舍。温莎城堡目前
依然是伊莉莎白女王最喜爱的行宫之一，内部收藏陈列了众多皇室珍品。

8月29日 星期六

游学第15天，英伦环岛游第10天

搭乘直飞航班顺利返回祖国，抵达北京/上海



申请条件
专业资质及执业经历

•  学员需要提交由英国大学学院及中英医学口腔医
     学院共同认可的高中及以上学历。
•   执业现状可以包括：公立医院口腔科医师，私营诊
      所口腔医师，社区服务医疗机构口腔科医师，口腔
      医学本科毕业的在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   所需学习工具器械及临床实习安排：
      学员需要有机会从事专职诊疗工作，从而提交所
      需病例报告。在校生除外。
•   英语水平要求：
 -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院会在CPD短期培训及
    口腔医学MasterClass教学中向中国学员
    提供中英文同声、交替传译服务。
 - 毕业后住院医师访问交流学员雅思成绩
                6.5分及以上，并在书写及口语考试中成绩
                达到6.0分以上。
 - 暑期夏令营项目无语言要求
•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院会向录取学员发送书面录取
      通知书，并和中方机构协助学员办理赴英签证手
      续，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中英医学口腔医学协
      会，国际学术交流部。
      Email: info@cbmda.org

学习与生活
在本次课程中，学员会有机会经历：

•   50% 教室授课，小组讨论，治疗计划设计等
•   50% 仿头模操作，临床见习，临床实习。

Masterclass教学工作涉及仿头模临床操作实习，
视频演示，临床摄影与病历记录以及对专业文献中
前沿技术的讨论。

学费
伦敦大学学院暑期夏令营学员总费用：£6,000(英镑)
伦敦大学学院暑期夏令营学员家属及陪同人员总费
用：£4,500 (英镑)

招生：根据伦敦大学学院口腔医学院研究生及博士
生临床教学基地场地要求与教学质量的需要，全国每
期限录取50人。16岁以下学生需成年家属陪同。

我们还向来自中国的广大学员提供多种形式的奖学
金及助学金，递交申请的学员可同时递交奖学金及
助学金申请表，由英国大学及中英医学口腔医学协
会共同审核，评价学员奖学金申请条件，制定奖学
金授予额度。 CBMDA最高奖学金每年2人，由中英
医学口腔医学协会全额支付学员在中国及赴英学习的
全部学费、差旅费及住宿费。

教学组领导

Prof. Stephen Dunne 
BDS PhD LDSRCS(Eng) 
FDSRCS(Eng)

• King’s College London Dental Institute
• Maurice Wohl Professor of Primary Dental Care
• Professor of Advanced General Dental Practice
• King’s College Hospital NHS Foundation Trust
• Consultant in Restorative Dentistry
• CBMDA MasterClass Programme Director
• Board Member Academy of Dental Excellence

Professor Dunne is Professor of Primary Dental 
Care and Advanced General Dental Practice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Dental Institute and 
is a Specialist in Restorative Dentistry. He has 
over thirty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training of 
dental teams in the UK and overseas at both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levels. He has 
published over 150 scientific papers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er reviewed scientific journals, 
has published two text books and is currently 
editing a third. He was a founder and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Primary Dental Journal 
and is a peer reviewer of papers submitted to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journals. 
Professor Dunne is external examiner to numerous 
universities at PhD, MSc and Diploma levels.  He 
is a Consultant to Ministries of Health in several 
countries overseas and Consultant to several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he UK and overseas.  
Professor Dunne is also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Federation of Conservative Dentistry and is a 
Clinical Expert for the General Dental Council. He 
was presented with the King’s College London 
Dental Alumni Distinguished Services Award 
2015. He was appointed Clinical Director, Genix 
Healthcare Ltd, in April 2015.  



UCL Eastman Dental Institute 
256 Gray’s Inn Road
London
WC1X 8LD

www.ucl.ac.uk/eastman 
@ucleastman 

Prof Stephen Porter
Professor of Oral 
Medicine
Eastman Dental Institute
Faculty of Medical 
Sciences

Stephen Porter is Director and Professor of Oral 
Medicine of UCL Eastman Dental Institute. His 
clinical interests are the non-surgical management 
of complex immunologically-mediated and 
potentially malignant disease of the mouth and 
salivary gland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centre upon 
the oral aspects of viral infection and the aetiology 
and detection of potentially malignant oral disease. 
Research Summary
The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of Professor Porter 
are the oral and dental implications of infection 
immunity, in particular the impact of human 
herpesvirus 8 and HIV upon the mouth. His 
main clinical interests are the management of 
immunologically-mediated oral mucosal and 
salivary gland disease, particularly the use of novel 
immunosuppressive regimes. Professor Porter has 
published extensively in the past 15 years
Teaching Summary
Professor Porter established the MSc in Oral 
Medicine, the MSc in Special Needs Dentistry 
and the Certificate and Diploma in Special Care 
Dentistry. He is the Programme Director for Special 
Needs and Special Care Dentistry and Chairman of 
the Teaching Division of Maxillofacial Surgical and 
Medical Sci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