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寧·自然醫學院

波蘭熱舒夫信息技術與管理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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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醫學大健康管理學博士
Doctor of Integrative Health Management

in Rzeszow, POLAND

為了和平的醫學…
合適報讀人士: 執業醫師、高級健康管理師、物理治療師、註冊䕶士、臨床心理學家、持有碩士學位/相
關專科學位和執業資歷、擁有經評審後認可的等同國際資歷，或資深的相關專科管理資歷 (須經評審)

國際化的學院 - 與IUPUI大學 （美國）和 波恩大學（德國）等大學舉辦聯合學位

首次

形協國際 香港 身心寧·自然醫學院
波蘭80所綜合大學排名

前十

華語教育

波蘭私立大學中 排名第一

中國 教育部涉外監管網認可
波蘭 最大的私立大學，擁有
1200+名國際學生(歐盟以外)
UITM大學文憑獲 全球 認可

與亞洲的 自然醫學院
合作

全球華人地區
同步招生

大中華區: +86 19896557243 (趙小姐)
yyringstar@qq.com
香港特區: +852 6670 4142
info@aiasglobal.org

Academy of Medicine for Peace (AMP) 身心寧·自然醫學院
Naturopathic Medicine Studies & Certification Pathway
自然醫學進修及認證途徑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Rzeszow, POLAND)
Doctor of Integrative Health Management – 4 Advanced Modules

Continue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s
through
AMP

波蘭熱舒夫信息技術與管理大學: 綜合醫學大健康管理學博士4個深造單元
DHM101 Health Management
for Aesthetics and Longevity

DHM102 Advanced Health
Management for Wellness

針對長壽與抗衰美學的健康管理

進階健康管理 –
身心靈健康生活風格

DHM103 Research Methodology

DHM104 Dissertation Proposal,
Thesis & Defence

研究方法論

通過學院保
薦，持續申
請其它國際
的進階認證

論文提案、論文撰寫和答辯

Recognized medical /
healthcare
practitioner and / or
master degree holder

Eligible to apply for
various International
Practicing Certifications
(e.g. CSIM)

認可執業醫師 / 醫護
專業，或 / 及認可碩
士學位持有者

合資格申請多個國際專科
認證 (包括香港「註冊綜合
療法醫學會」的執業認證)

Award: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Integrative Naturopathic Medicine 授頒: 綜合自然醫學專業文憑*
Individual / Group Assignment (around 10,000 words) 需完成個別或小組作業 (大概10,000字)

*資格由香港「註冊綜合療法醫學會」認可

Core Module - Physiological Regulating Medicine (Hormones, Peptides and Minerals)
必修單元 - 生理調節醫學 (荷爾蒙、勝肽和微量元素)
†
Core Module –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Molecular Medicine
必修單元 - 中醫藥學與分子醫學

†

Core Module - Naturopathic Diagnostic Techniques
必修單元 - 自然醫學咨詢技巧和應用診斷技術

†

Core Module - Introduction to Swiss & German Biomolecular Medicine
必修單元 - 認識再生醫學、細胞醫學與瑞士及德國生物分子醫學

†

Core Module - Light Medicine for Aromatherapy and Color Therapy
必修單元 - 認識光譜醫學及其在芳香療法和色彩治療上的應用

†

Core Module – Homeopathic Medicine and its Modern Application
必修單元 - 順勢的同類療法和其近代的臨床應用

†

Core Module - Holistic Herbology and Clinical Nutraceuticals
必修單元 - 整全西草本藥學和醫療級別的超營素補充劑

†

Core Module - Integrative Naturopathic Medicine for Health Management
必修單元 - 綜合自然醫學專科健康管理

†

Core Module - The Philosophy and Principles of Holistic Health and Naturopathy
必修單元 - 認識自然醫學的哲學、歷史和基本原理
†
† : 非認可執業醫師 / 醫護專業，或 / 及認可碩士學位持有者必須先完成上述必修單元

Each module leads to an award of a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成功修畢每一必修單元的學員也獲頒授該專科單元的“專業證書”

Core Module - Ethics and Code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s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
必修單元 - 醫護道德操守和執業專業準則
†

Program fees schedule
課程收費表:
Program Level
課程級別

Course per Module
獨立單元課程學費

Professional Diploma
專業文憑課程學費

Doctorate Degree
博士學位學費

Doctorate level
博士級别

博土級別課程不接
受個別單元註冊

-

165,000.00

Professional
Diploma level
專業文憑級别

7,800.00
(每個獨立專科單元)

66,000.00
(包括10個專科單元)

RMB

RMB

RMB

(4個深造單元+論文)

-

Remark* 備註:
1. 每個獨立單元也是一個整體的專科證書課程，學員成功修畢每個獨立專科單元後，將獲學院頒
發認可證書.
2. 專科專業文憑（10個專科單元+作業）課程報名費 (不退回) - RMB2,000.00
3. 博士學位Doctorate Degree 課程報名費 (不退回) - RMB3,000.00
4. 報讀博士學位而沒有具備專業醫護資格或背景的碩士持有者: 學院有機會要求學員補修必須要的
專科單元，學院會安排課程顧問協助及提供咨詢.
5. 獨立單元註冊不需付額外的報名費 .
6. 視乎個別情况，學院或審批學費分期或聯同銀行提供低息/免息學費分期貸款 (不保證).

Accreditations and Certifications 課程的認可及國際認證:
學員成功修畢每個獨立專科單元後，將獲學院頒發畢業證書。證書由香港「註冊綜合療
法醫學會」The Chartered Society of Integrative Medicine認可。

其它通過AMP身心寧·自然醫學院保薦的多個國際認證包括有:
• 英國IMS認證專科健康管理師 / 院士

®

• 美國AAOPM自然醫學及預防醫學專科認證
• 美國AADP無毒害執業醫師認證
• 美國AAMA替代療法執業醫師認證

Enrollment procedure
報讀指引:
聯絡身心寧·自然醫學院課程顧問或行政秘書處作初步課程咨詢，申請者亦可準備好以下
的報讀所需資料，並通過郵政 / 微信 / 電郵遞交給學院:
 課程申請表格 (並貼上照片)
 相關學歷證書、資格證副本
 相關資歷、曾獲頒授獎項證明
 博士學位報讀生或需準備「課程報讀意願書」一併遞交
 繳交所報讀課程的報名費並附上付費憑證
(銀行户口資料: 香港星展銀行 “形協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户口賬號: 471-493-988 / 大中華區行政總部:
“心之財健康管理 (深圳) 有限公司” 户口賬號: 775775450572 開戶銀行：中國銀行深圳招商路支行)
香港特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91號雲翠大廈3樓全層

email 電郵: admin@charterednd.org / info@aiasglobal.org
tel 電話+86 19896557243 / +852 91412392
大中華區：行政及科研總部 - 廣東省江門市江海區又一居五楝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