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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中新康养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英国 ATHE整合照护管理师国际认证培训班（第二期）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

理念。同时，落实国家有关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精神要求，提高

专业化水平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竞争力。扬州中新康养产业研究

院结合我国推动长期照护、医养融合现况所需跨专业整合照护管理

人才的需求,联合英国培训与高等教育认证中心 (Awards for

Training and Education,简称ATHE)，引进其严谨的培训管理标准

规范(SOP)及英国先进整合照护管理（Integrated Care Management，

ICM）的发展经验,举办英国ATHE整合照护管理师国际认证培训班。

经完整的考评通过后取得ATHE颁授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的

“整合照护管理师(Integrated Care Manager)”国际认证。

一、项目背景

高龄化时代来临,老年人口逐年上升,带来老年人多重问题与需求,

包含医疗、长期护理、社会功能、适老化环境改造与经济支持等。

解决这些问题的资源通常分散于不同层级的服务输送体系, 如果没

有做好这些资源整合的工作,老年人需要的服务将会是碎片化,不可

及与效益不彰的,并增加政府大量的医疗与照护服务资源浪费，导致

国家养老经费不断提升的现象。目前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日本

以及中国台湾在长期护理保险设计中，都有照管师或个管师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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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参保人提供咨询、服务组合、个案管理计划与服务资源的整合、

服务质量的监管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也直接提升了参保人对长期护

理的满意度。因此照管师在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的过程中对服务做好

了有效管理的工作,并且在照护品质与控制成本中发挥了很大的作

用。

二、项目介绍

1. 整合照护管理师(Integrated Care Manager) 是个案照护计划

执行过程的核心人物,遵循科学性个案管理服务方法论,从接案、评

估、目标、计划、执行、监控、评值、结案与追踪一套完整的流程,

做好计划的质量控制与目标管理,使个案能获得持续性的全程照顾

保证，并提高个案自主照顾管理能力与生活质量。

2. ATHE总部设在英国诺维奇,于2010年得到了英国考试管理办公

室的批准，成为英国政府正式的职业资质认证机构。成立初期因成

效卓越,ATHE在英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品牌影响力。ATHE具有英国和

全球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方面的资深经验，帮助学习者实现各阶段

教育的无缝对接。ATHE从2016年起更加关注国际发展,目前为止已与

超过35个国家的200多个中心合作, 迅速提升的国际知名度。ATHE

与20多所英国和国际大学提供了学士和硕士学历的升学渠道，也包

括美国升学渠道。ATHE也根据客户的特定需求专门为他们定制认证

课程，并认可客户现有的学习课程。定制的认证课程被列入Ofqual

（英国资格与考试监督管理办公室）的受监管资格认证名册，该名

册得到众多大学的认可，并符合高等教育框架体系。颁发给学员的

证书上印有ATHE标志。

3. 扬州中新康养产业研究院通过扬州国际人才交流协会推荐申

请ATHE认证项目,历经严格的审查考核,于2020年5月正式审批通过

正式授权成为第一个ATHE整合照护管理师国际认证在中国授证的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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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0年11月，第一期英国ATHE整合照护管理师培训班成功开

班。56名学员通过理论及实操考核，顺利取得国际认证证书。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扬州中新康养产业研究院

指导单位：北京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英国培训与高等教育认证中心 (ATHE)

协办单位：扬州国际人才交流协会

中国台湾技职教育产学研合作发展协会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四、 培训时间

理论课程：2021 年 4 月 29 日至 4月 30 日(周四、五)

案例实操: 2021 年 5 月 6 日至 2021 年 5月 20 日

五、 培训对象

（一）已开设或拟开设涉老专业院校教师

（二）康养服务行业相关人员

（三）医疗卫生机构相关人员

（四）保险公司相关人员

（五）其他康养行业相关人员

六、 培训方式与内容

1. 第一阶段(理论课程):通过具国内老年医学、长期护理顶尖

专家、国际整合照护管理师以及台湾地区具备个案管理师教练的专

家在线直播授课。课程内容如下:

时间 课程 名 称 授课专家

4月 29 号(四)

上午

一单元 从整合照护计划看个案照护管理师的角色与能力 段伴虬

二单元 从老年医学的视角看整合照护的要领与实务 刘晓红

4月 29 号(四) 三单元 从长期护理的视角看整合照护的要领与实务 廖念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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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阶段(案例实操):通过国际整合照护管理师教练及台湾

地区个案管理师教练专家在线一对一辅导学员操作 1-2 个案例。案

例由学员自选或由个案管理教练安排。(必须是老年人具备多重复杂

问题的案例)

七、 培训师资

刘晓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系主任

扬州中新康养产业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客座教授

德国莱茵照护管理师教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广州市老人院主管护师、护养部副部长

英国ATHE整合照护管理师

台湾地区康家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执行长

首批台湾地区个案管理师教练级

英国ATHE整合照护管理师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民生福祉系副教授

北京大学人口学博士

英国ATHE整合照护管理师

上海隽芳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德国莱茵照护管理师教练

段伴虬

朱鸣雷

罗叶容

廖念慈

谈玲芳

林胜群

下午 四单元 个案管理的效果管理与质量控制 谈玲芳

4月 30 号(五)

上午

五单元 从临终关怀的视角看整合照护的要领与实务 朱鸣雷

六单元 失智症整合照护个案管理案例分析 罗叶容

4月 30 号(五)

下午

七单元 整合照护个案管理计划实操演练 廖念慈

在线测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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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培训费用

1. 招生人数：理论课程+案例实操招收 50 名（名额报满为止）。

2. 费用：4500 元/人（含 ATHE 国际整合照护师认证）。

3. 账户信息：

单位名称：扬州中新康养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账 号：10371000000271118

开 户 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邗江支行

附言：英国ATHE整合照护管理师国际认证（第二期）培训班+报名

人员姓名。

九、 参加培训学员待遇

经培训/考核达标的学员,可获得 ATHE 授“整合照护个案管理师”

国际认证证书,并纳入国际整合照护个案管理师资人才库。

十、 联系方式

1.报名联系：扬州中新康养产业研究院

电 话： 王佩瑶 15195593111 桑 静 13852712421

邮 箱： 272530388@qq.com 49660486@qq.com

邮 编：225002

地 址：扬州市邗江区文昌西路 219 号教投大厦 307 室

2.请填写英国 ATHE 整合照护管理师国际认证（第二期）培训班报名

回执（见附件）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前发送至邮箱；报名截止时间

为 2021 年 4 月 28 日。

十一、 优惠政策

1. 早鸟价 ：2021 年 4 月 15 日前缴费，培训费按九折收取（4050

元/人）；

2. 团购价：3 人成团，培训费用按八折收取（3600 元/人）；5 人成

团，培训费用按七折收取（3150 元/人）。

mailto:272530388@qq.com
mailto:请填写《整合照护与个案管理
mailto:请填写《整合照护与个案管理
mailto:请填写《整合照护与个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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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报名回执

英国 ATHE 整合照护管理师国际认证（第二期）培训班报名回执

姓 名 性 别

手 机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邮寄地址

开票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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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ATHE整合照护个案管理师授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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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ATHE认证证书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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