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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About Us 

国际健康促进协会（香港）、杭州安提雅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 国际健康促进协会注册于中国香港，服务中国市场，以传递健康、传递真爱为使命。积极影响

更多人追求一个富痊愈性的环境、生活方式和全人健康理念。 

• 我们的国际平台专注于海外医疗学习及高端健康咨询服务，我们致力于为会员提供长期不间断

的交流与服务。 

• 凭借多元网络，我们与各大医学院校及医院合作， 

• 专注于为优秀的医学生提供国际医疗交流项目； 

• 专注于为医学院教师提供国际交流培训项目； 

• 专注于为医务人员、护理人员提供卓越的海外医疗培训。 

• 为以上三类精英人群提供海外研习、以及全球性医疗机构的学习机会。 

我们的价值观 

• 我们的愿景：服务健康，福泽国人。 

• 我们的核心工作：影响、训练和服务精英高端人群。 

• 我们的使命：传递健康、传递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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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三类人群，皆可进行个性化定制课程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合作机构 备注 

医学生国际 

交流培训 

1.《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香港大学项目 

QS2016世界大学排名27 

项目时间：暑假、寒假 

 

项目书详见 

 

http://www.antioch.hk/PDF/stu

dent2017.pdf 

2.《香港医疗零距离交流项目》 
香港浸信会医院项目 

香港最大私营医院，1200张病床 

3.《口腔专业医学生赴港访学交流项目》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项目 

QS2016全球专业排名第一 

4.《精神医学专业学生赴港交流项目》 香港浸会大学项目 

5.《临终关怀专业学生赴港交流项目》 香港浸会大学项目 

6.《中医药学生赴港访学交流项目》 香港浸会大学项目 

教师国际 

交流培训 

7.医学PBL教学及科研管理项目 
香港大学及李嘉诚医学院举行 

适合医学院校专业教师 

项目书详见 

 

http://www.antioch.hk/PDF/tea

cher2017.pdf 

8.英语教学强化培训项目 
香港大学及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 

适合医学院校专业教师 

9.高等医学教育学术交流与研讨项目 
香港大学及李嘉诚医学院举行 

适合医学院校专业教师及管理干部 

10.护理学教师赴香港学习交流项目 
香港浸会大学举行 

适合医学院校护理专业教师 

11.继续教育学院教师赴香港学习交流项目 
香港理工大学举行 

适合医学院校继续教育学院教师 

医护人员 

国际交流培训 
12.医护人员赴香港培训项目 

香港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 

（香港东区龙头医院，1600张病床） 

二、项目概览 Programm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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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ntioch.hk/PDF/student2017.pdf
http://www.antioch.hk/PDF/student2017.pdf
http://www.antioch.hk/PDF/teacher2017.pdf
http://www.antioch.hk/PDF/teacher2017.pdf


国际健康促进协会的顾问团队会
根据客户的不同意向，基于全方
位的考虑及协商，量身定制专业
性高、应用性强的培训方案，并
安排专人全程服务。 

专业的 

课程设计 

贴心的 

全程服务 

一流的 

课程师资 

丰富的 

项目资源 

三、全方位的项目支持 All-round Programme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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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专业的课程设计 Profess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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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贴心的全程服务 Thoughtful Service  

结合丰富的项目资源，将专业（Professional）、前瞻（Prospective）、实用（Practical）、

实效（Problem-solving）的办学特色贯彻于课程内容、课程师资、教学方式和学员构成四大

办学要素，为全国各大医学院校提供更加优质的课程。将香港的先进医疗体系与中国内地的环

境相结合，以专题讲座配合相关医疗机构、大学的考察，令学员能以香港医疗的经验为借鉴，

拓宽视野，对未来进一步求学、就业等均有非常大的帮助。 

 

并且，我们可以根据学校的不同需求来设计课程，无论是内容、时间和安排都可以量身定制，

务求以最具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帮助学员得到更多的收获。 

我们会为每一个项目安排至少一位的项目主任，前期负责项目咨询、报名、协议签署，编排行

程（具体到每一个细节），发布注意事项等；项目开展期间全程陪同，安排住宿、交通、接送

等，提供「一站式」服务，让学员在最佳的安排下专心学习，提升项目体验。项目结束后会对

每一位学员进行问卷调查，根据反馈，不断改进和提升，在未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01 
管  轶 教授 

香港大学新发传染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是当今禽流感病

毒国际权威之一。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

授，于崇光基金教授席（病毒学）。 
02 

罗志强 医师 

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研究生文凭课

程讲师，港岛东医院联网医疗团队及临床

科技培训中心荣誉顾问，香港东区尤德夫

人那打素医院专职医疗前总经理。 
03 

林大庆 教授 

铜紫荆星章、太平绅士，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社会医学讲座教授，罗旭龢基金教授（公共

卫生学），前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04 

廖锡尧 教授 

香港医疗政策研究学院创办人及荣誉

主席，从事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规划

⼯作具四十年国际经验。 

 05 
梁淑琴 博士 

香港浸会医院专业教育学院主任，香港浸会医院护

理学院校长，曾担任香港大学医学院护理学院助理

教授，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临床教师及教学助理。 
06 

张成飞 教授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教授，学科专长
为牙体牙髓病学，激光牙医学，老
年牙医学。国际牙科激光学会会员。 

c）一流的课程师资 Excellent Lect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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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安医院 
（香港及荃湾） 

医院 

香港 
理工大学 

大学 

香港大学 
（牙医学院、
李嘉诚医学院、
中医药学院） 

大学 

香港 
浸会大学 

大学 

香港 
浸信会医院 

医院 

医院 

香港 
三育书院 

书院 

d）丰富的项目资源 Rich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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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东区 
尤德夫人 
那打素医院 



参访知名香港高校及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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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香港浸信会医院 

参访香港浸会大学 参访香港大学 

参观香港港安医院 参观荃湾港安医院 

参访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 



参访知名香港高校及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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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参访香港医学博物馆 

参观香港博爱医院 参观香港科技大学 

 参访香港理工大学 参访香港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香港医疗公益项目》 

医学生项目：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香港医疗零距离交流项目》 

《口腔专业医学生赴港访学交流项目》 

教师项目： 《高等医学教育学术交流与研讨项目》 

2014 2016 

2015 2017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香港医疗公益项目》 

医学生项目：《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香港医疗零距离交流项目》 

《口腔专业医学生赴港访学交流项目》 

《中医药学生赴港访学交流项目》 

《精神医学专业学生赴港交流项目》 

《临终关怀专业学生赴港交流项目》  

教师项目：《高等医学教育学术交流与研讨项目》 

四、往期项目精彩回放 Previous Epis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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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4到2017，我们一直在前行...... 

2014年，我们在香港 2015年，我们在香港 

2016年，我们在香港 2017年，我们依然在路上...... 

四、往期项目精彩回放 Previous Episodes——往期医学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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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往期项目精彩回放 Previous Episodes——往期教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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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团香港大学开学典礼 教师团香港大学课堂学习 

教师团参观香港港安医院 教师团参访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五、友好合作单位概览 Cooperation Units 

• 复旦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          泰山医学院          山西大同大学 

• 中山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          滨州医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 

• 南京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济宁医学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 

• 郑州大学          徐州医科大学          潍坊医学院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 扬州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          皖南医学院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 南通大学          山西医科大学          蚌埠医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 嘉兴学院          贵州医科大学          川北医学院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 莆田学院          昆明医科大学          遵义医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 九江学院          湖州师范学院          丽水学院              ………… 

国内合作方（覆盖全国十多个省份） 

• 南京医科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 

• 泰山医学院              济宁医学院              南通大学                  嘉兴学院 

• 温州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签署合作协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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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与温州医科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留影（温州） 与浙江中医药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留影（杭州） 

与泰山医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留影（香港） 与济宁医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留影（香港） 

五、友好合作单位概览 Cooperation Units——签署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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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