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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大师讲座 

650欧元起跳！ 

局限的时间、地点、人数 昂贵的门票 

全球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一般学校无法常常请到诺贝尔奖学
者到学校进行演讲。即使请到，由于时间和各方面条件限制的
问题，也无法对其研究进行深入的了解 

场地有限、时间有限、所費不貲...并不是
所有人都有机会参加相关活动、享有资源 



传统的学习方式 

准备课程／报告收集教学数据及图片 

在图书馆一本一本翻书 

在网络收集大量文章却不知从何下手 

找不到合适高分辨率的相关图片 

时间就是金钱，如何更有效率、更快速的让时间产生价值，
是成功与否的关键!!!  



关于HSTalks 

 国内：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医学院、中南大学、云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 

 国外：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史丹佛大学等… 

 

Henry Stewart Talks 

现有用户: 300多个研究单位 

 2004年创立的视频型数据库 

 包含生医及商业两种套装 

 来自学界及业界国际级专家的最新演讲、研讨会、科研结果 

 内容由专家直接授权，无法从他处取得！ 

The Biomedical & Life Sciences Collection 
Lectures by leading world experts 



 邀请世界级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专家到棚内录制主题演讲讲座 (含诺贝尔得主) 

 内容广泛，目前已有超过2700部演讲，超过100个相关系列 

       (基因学到分子生物学/疾病成因到治疗等…专为生医课程设计) 

  每月更新最新演讲视频及新增系列，快速了解最新发展，时时走在专业领域前端！ 

 影片内含高画质投影片并同步搭配演讲者旁白 

 

关于The Biomedical & Life Science Collection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 
程和平教授 

       与国际大师面对面 



 
涵盖领域广泛  
 

 

 

临床医学 

 

细胞生物学 

 

 

药物学 

 

 

遗传学 

 

 

免疫学 

 

 

营养学 

 

 

生物化学 
 

 

农业 
环境科学 

 

 

治疗 

 

 

疾病 

       涉及各种领域 ! 全面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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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Talks能提供什么？ 

 
 全球顶尖学者 

 最新研究成果 
最新知识 

 国际级演讲技巧 

 高画质影片观看 

 嵌入课程教学 

 专业课程顾问 

灵活教学 

 讲义一键输出 

 反复观看学习 

 免出国共享数据 

有效学习 

权威性 世界级学科领域专家
特别录制编写及讲解 

方便性 
随时随地获取最新知
识，做有效率的学习。
节省时间和预算 

 

时效性 定期更新及增加讲座 

走在学科发展最前端 



轻松获得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准备时间 花大量时间在收集和筛选 

国际级学科领域专家特地撰写及讲解 内容权威性 
网络数据源难以考究 

内容不够权威，观点不够新颖 

专业数据库，内容精确 搜寻数量 开放资源，内容繁多 

学科领域专家编写相关信息 

重点一目了然 
相关度 

搜寻结果过多，相关性不高 

不易找出可参考内容 

每月更新，助读者走在学科发展最前端 时效性 难以接触到最新与最权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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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Talks 使用说明 

        登入网站：https://hstalks.com/biosci/ 

 点击“主题”(Subjects) 

 以“类别”(Category)“治疗领域“(Therapeutic Areas)归类出现 

 选择特定一主题 

继续搜索吧！ 

 点选想观看的 

 讲座(Lectures)/系列 (Series)/讲者 (Experts) 

 或向下滚动页面从所显示的各视频选择 

方法1 



HSTalks 使用说明 

        登入网站：https://hstalks.com/biosci/ 

 直接使用通过的搜索栏 (Search) 输入关键字快速搜索您要的內容 

 

方法2 

前5分钟 

免费观看哦! 



 类别“Category” 

 治疗领域“Therapeutic Area” 

 出版时间“Date Published” 

 字幕语言“Subtitle” 

 程度“Education Level” 

 认证“Accreditation”(CPD/CME) 

 视频长度“Talk Duration” 

 视频状态“Availability”(已发布／录

制中) 

HSTalks 使用说明 

        登入网站：https://hstalks.com/biosci/ 

 搜索结果可以根据各项分类筛选呈現，更加快捷便利，精准锁定所需要的资源 

 

方法2 



HSTalks 讲座特色 

       更多元自由的使用选择 

1  投影片列表 

显示各张幻灯片的简介 

点选跳转到选定的幻灯片，旁白同步 

2  演讲所涵盖的相关主题／议题 

帮助快速了解影片内容，节省时间 

学者信息 

影片长度 

1 2 3 4 

5 

继续教育学分 

可 
点 
选 
各
张
幻 
灯 
片 
 



Mid-term exam 

Check with the 

professor 

about this subject in detail 

视频内容 

会持续复审！ 

3  相关主题演讲链接 

链接至相关系列中的其他视频 

4  引用此演讲的相关信息 

撰写论文、讲义等可引用信息 

5  PDF讲义输出 

投影片转为PDF格式，打印讲义方便学习做笔记 

老师可输出讲义给学生，并注记区域，学生针对各张幻灯片写下自己的想法 

充分考虑学生及研究者的在研究及学习过程中的注记需求 

帮助学生及研究者梳理自己的脉络及想法 



HSTalks 延伸功能 

       强大的功能全面支援使用者需求 

可添加字幕 

可重复、停顿观看 

可调整视频播放速度、解析度 



HSTalks 延伸功能 

       强大的功能全面支援使用者需求 

将页面向下拖动，视频在页面右方缩小
化呈现、对照讲者旁白的逐字讲稿学习，
不会跟丢哦！ 

视频缩小化 

持续播放 
1.根据视频的进度 

讲稿自动划出底线 

 

2.点击任一句话 视
频将跳至对应点 

讲者演讲内容逐字稿 



自定义视频开始与结束段落 

 

点选“Select preview”后复制粘贴； 

或点选“Preview”以下部分直接拖放 

点选 

嵌入(Embed)后 

输入时间 

HSTalks 延伸功能 

       强大的功能全面支援使用者需求 

可以将整个视频或截取视频某一片段嵌
入至Word、PPT、E-mail、学习系统(如
Blackboard,Moodle,Sakai)等 

嵌入功能 



HSTalks 延伸功能 

       强大的功能全面支援使用者需求 

各种平台串连 

可以用 E-mail 寄发 或 通过不同的社交
媒体分享视频，无缝接轨自由便利 



HSTalks 提供适宜的服务和内容 

       让使用者更加便利 
（For Students/Faculty/Researchers/Librarians） 



自行网络搜索的模糊图片 HSTalks高画质图片 

对 

比 

HSTalks 内含高画质实验图片  

       均为研究学者个人收集 



       最權威最豐富的上課材料 

方式1. 邮件咨询 

老师提供教学大纲 

→ 课程顾问分析并提供配合教学的视频内容 

方式2. 会议讨论 

老师提出需求 

 → 飞资得协助安排老师与专业课程顾问讨论课堂内容 

 → 课程顾问提供配合教学的视频内容 

 

HSTalks 专业课程顾问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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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