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卫生发展援助咨询培训班 

 

主题 

如何为国际卫生发展援助项目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日期：2016 年 10 月 9-11 日 

地点：武汉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弘毅大酒店） 

 

培训班简介 

        作为中国全球健康大学联盟培训班系列活动之一，此次培训班由昆山杜克大学主办，

武汉大学承办。此培训班为深度专题培训，面向英语基础好、有文化敏感性且具有某一方

面特长的专家开展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五领域分类：疾病控制—传染病和非传染病、

生命全过程健康、卫生系统、卫生应急）。学员通过该培训，了解国际发展援助的概念，

国际主要潮流和发展趋势，增强跨文化敏感性，学习在全球卫生的背景下，与当地专家和

群众合作，有效地向所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卫生发展援助（技术援助）的方法。 

        培训班将采用小班案例英语教学，为全球健康大学联盟成员提供系统性学习技术咨询

的机会。培训班将通过提升联盟成员大学中科研人员的技术咨询能力，为国际卫生发展援

助咨询项目培养新兴的后备力量，以提升中国参与全球健康发展的能力。具体地，培训班

旨在达到以下目的： 

1) 加强学员对于全球健康、国际卫生发展援助及咨询专家角色的理解； 

2) 帮助学员熟悉参与技术咨询项目的全过程； 

3) 系统性培训学员如何撰写任务书（Term of Reference, ToR）及简历； 

4) 系统性培训学员卫生体系分析方法； 

5) 帮助学员了解承担咨询项目所应具备的素质 

 

     除此之外，此次培训班还将为学员提供同卫生发展援助项目咨询专家积极互动的机会。 

 

 

 

 



                  
 

 

 

专家讲员简介 

 

汤胜蓝 

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副所长，医学院终身教授 

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汤胜蓝教授研究领域为卫生体系改革、疾病控制及妇幼健康，已经于国内外高影响因子杂

志上发表高质量学术文章超过70篇。加入杜克大学之前，汤教授曾任职于世界卫生组织、

英国利物浦大学等。汤教授有近20年的咨询经验，邀请他担任咨询师的组织包括英国

DFID、欧盟、世界银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盖茨基金会、GAVI等。 

马丁（Martin Taylor）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卫生体系及卫生安全负责人 

 

马丁（Martin Taylor）投身卫生发展援助工作已近 20 年时间，曾任战略策划人、顾问和

管理者；他致力于支持各国加强卫生体系，并提高卫生发展援助的效率。他曾任职于英国

国际发展部（其间曾在北京办事处工作四年，领导中英两国在卫生系统、艾滋病和结核病

方面的合作）；他也曾供职于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负责战略倡导）。

2010 和 2012 年，马丁回顾了国际卫生伙伴关系（International Health Partnership）卫生发

展援助的有效性，并对用于提高卫生发展援助有效性的工具进行了定性评估。他在剑桥大

学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完成学业。2013 年 9 月，马丁加入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担

任卫生系统及卫生安全的负责人。 

 

张拓红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国家职业官员 

张拓红博士于 1998 年在日本自治医科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她现在任职于世界卫生组织驻

华代表处，担任国家职业官员一职，负责领域包括卫生服务提供、病人安全、生命历程健

康及营养。张博士之前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职教授，全球健康系副主任及北京大学

医学部老年与健康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张博士之前的工作经历包括：世卫组织总部老龄

与生命历程部门技术官员，英国利物浦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 

 

郭岩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郭教授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方向教授，并同时担任中国卫生经济 

 



                  
 

学协会公共卫生方向及北京卫生国际合作协会主席。郭教授曾经为世卫组

织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委员。她的研究领域主要为妇幼健康、卫生体系、健康社会决

定因素以及全球健康发展。郭岩教授 1982 年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取得

医学博士学位，2001 年于美国杜兰大学取得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 

 

谢铮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 

 

谢教授在中国公共卫生社会学研究领域有超过 10 年以上研究经验。她同时在尼日利亚、

肯尼亚、科摩罗及马拉维等国家从事全球健康研究。作为北京大学副教授，谢教授的研究

领域主要为中国卫生体系及国际卫生发展援助。基于广泛的理论及实践经验，谢教授教授

本科生及研究生研究方法及全球健康政府管理课程。她同时也为中国卫计委、世卫组织、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英国国际发展部、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等组织提供咨询建议。目前 

谢教授也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政府改革工作小组成员。 

 

学员录取条件 

    此次培训班预计招收人数不超过 30 人。如您满足以下录取条件，欢迎向我们提交申

请： 

 所在大学为中国全球健康大学联盟成员单位； 

 有一定公共卫生研究基础； 

 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参与过相关技术咨询服务项目或者对技术咨询服务感兴趣者； 

 青年学者（35 岁及以下）优先 

报名申请 

凡是满足以上条件的人员，可点击以下链接进行报名申请：

http://ccugh.mymova.com/register?ticket=66701, 并上传您的个人简历。 

申请截止日期为 9 月 20 日， 组织方将在 9 月 30 日之前将录取结果以邮件的形式告知大

家。 

此培训班不收取任何注册费用。录取学员需自付来回武汉交通及食宿费。 

 

 

http://ccugh.mymova.com/register?ticket=66701


                  
 

培训班日程 

 10 月 9 日 

星期日 

理论 

10 月 10 日 

星期一 

方法 

10 月 11 日 

星期二 

操作 

  8:30 – 10:00 开幕式 

课程介绍 

01:国际卫生发展援助

(DAH)[汤胜蓝] 

05:卫生系统分析方法 

[张拓红] 

09:咨询活动的实施 

[郭岩] 

10:00 –10:30 茶歇 

10:30 – 12:00 02:全球卫生 

[郭岩] 

06:咨询者的角色 
[Taylor Martin] 

10: 模拟练习 

 午休  

14:00 – 15:30 03:咨询准备和分组 

[汤胜蓝] 

07:资料搜集和分析方

法[谢铮] 

11: 咨询报告的撰写 

[汤胜蓝] 

15:30 – 16:00 茶歇 

16:00 – 17:30 04:ToR+CVs 

每组 3-4 
08:咨询计划书 12: 小组讨论和报告 

 

培训班教学内容 

 课程 课程内容 讲师 

01 国际卫生发展援助  什么是国际卫生发展援助（DAH） 

 DAH 的起源和发展 

 主要 DAH 方式的理念、筹资、组织、评价

（西方和中国） 

 中国在 DAH 方面的作用 

 DAH 与 DAH 咨询 

 DAH 咨询专家的角色和作用 

汤胜蓝 

02 全球卫生  什么是全球卫生 

 主要的全球卫生问题 

 全球卫生治理 

 中国的角色 

 DAH 咨询专家的角色和作用 

郭岩 

03 小组活动：咨询准备

和分组 

 明确咨询活动的任务 

 与客户讨论以具体化任务 

 按照各人专长分组（疾病控制、卫生系统、

汤，郭，张 



                  

卫生应急、生命全过程健康） 

04 小组活动：TOR 和 CVs  TOR 的撰写 

 CVs 的撰写和修改 

 练习 

汤，郭，张 

05 卫生系统分析方法  什么是卫生系统 

 一个国家/地区卫生系统特征的重要性 

 卫生系统分析方法 

 DAH 咨询与卫生系统分析 

张拓红 

06 咨询者的角色  知识结构的要求 

 对全球卫生的了解 

 文化敏感性 

 如何做好咨询 

Martin 

07 资料搜集和分析方法  咨询设计的原则 

 科学性和可行性 

 定量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方法 

 科研和咨询方法的不同 

谢铮 

08 小组活动：咨询计划

书 

 准备咨询计划书 汤，郭，张 

09 咨询活动的实施  怎样做好一个咨询活动 

 国家和地区的环境 

 安全保护 

郭岩 

10 小组活动：模拟练习  汤，郭，张 

11 咨询报告的撰写  报告结构 

 报告内容 

 结果和建议 

张拓红 

12 小组活动：讨论和报

告 

 汤，郭，张 

 

  



                  
 

住宿交通信息 

一、活动住宿地点 

武汉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弘毅大酒店），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36 号，电话：

027-6781988。 

 

二、房间信息 

房间种类 房间价格 

标准房（双床） 380 元/天/间 

标准房（大床） 480 元/天/间 

 

三、交通指引 

1、武汉天河国际机场-酒店 

（1）乘坐出租车（约 36.9 公里），78 元左右； 



                  
 

（2）机场大巴：从天河机场乘坐机场大巴一号线在武昌傅家坡长途汽车站（32 元）下车

后换乘出租车（约 4 公里），10 元左右。 

2、武昌火车站-酒店 

（1）乘坐出租车（约 6.5 公里），14 元左右； 

（2）乘地铁 4 号线在武昌火车站上车，在洪山广场站下车（c2 出口），转乘出租车到酒

店（5 公里）约 12 元。 

3、汉口火车站-酒店 

（1）乘坐出租车（约 15.8 公里），34 元左右； 

（2）乘地铁 2 号线 , 在洪山广场站 下车 (C2 口出)，转乘出租车到酒店（约 5 公里）12 元

左右。 

4、武汉火车站-酒店 

（1）乘坐出租车（约 11.9 公里），25 元左右； 

（2）乘地铁 4 号线 , 在楚河汉街站下车 (A 口出)， 转乘出租车到酒店（约 1.8 公里），1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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