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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艾滋病培训项目同学会会议

我们的三个
「90」

会议回顾专刊



开幕式

2017 年 11 月 3-4 日，「 我 们 的 三 个

90」香港爱滋病基金会第七届同学会会议

在六朝古都南京如期举行，近 300 名来

自政府、国际机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疾控、定点医疗机构和社会组织在艾滋

病防治一线的工作人员出席了会议。

1. 基金会主席梁智鸿医生致辞，勉励大家持守
信念，控制疫情，创造关爱社会

2.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王新伦秘书长致辞，
让大家「走好最后一公里」

1 2

1      2

尊敬的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很高兴香港爱滋病基金会能在南京举办第七届中国艾滋病培训项目同学会会议，促
进工作人员和不同单位的交流。我作为基金会主席，代表本次大会主办方香港艾滋病基金会，对
各位表示问候与祝福。

十一月乍暖还寒，上次与大家会面巳是两年多前在青海了，时光飞快地过去，今天我们又在
南京相聚，共同为控制艾滋病出一份力。今年主题为「我们的三个 90」在这两天的日程中，希望各
参会者一起分享和交流艾滋病防治讯息、策略、 经验及挑战。

我观察到现今社会，包括政府，对艾滋病这个话题都不太重视和关心，不但忽略了它的重要
性，更没有积极地推广防治讯息。假若连政府都不能重视艾滋病和公众教育，那我们作为服务单位，
就更难获得足够资源来延续使命。我此刻心情沉重和矛盾，虽然很高兴得知政府正提倡艾滋病病
毒家用测试， 但我对此心存忧虑，担心没有足够的支援工作来支持前线人员推广，检测和处理测
试结果。

现在 , 香港疫情虽然算是受到控制，但情况与其他地区无太大分别，感染数字每季都在上升，
除了男男重灾区和男男感染者年轻化，熟年感染者的需要就更没有被重视。现在三十多岁的感染
者在十年后，将进入五十岁了。有证据显示感染者如果长期服药，身体机能或出现提早衰老现象， 
例如四五十岁，有部分身体如心脏和骨质等会受到影响。因此 , 基金会一直致力呼吁社会各界人士
以及香港政府要提早注视这个族群的情况。

虽然面对以上种种问题，我依然感到骄傲，因为在基金会服务的同仁，都是一群热血的人士。
他们的心跟我一样，永远关怀艾滋病感染者，以确保他们能过着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为最终目标。
希望大家要坚持信念，与基金会共同控制疫情，创造一个关爱的社会。

最后，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

香港爱滋病基金会主席  梁智鸿医生

开幕式致辞

坚守 

完成
信念 

使命

3.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秘书长杨维中赞扬
基金会是一个有广度、深度和温度的组织

4. 江苏省卫计委副主任汪华作为东道主代表欢
迎参会代表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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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同学会会员代表张孔来教授致辞后接
受梁主席的纪念品

基金会董事局委员梁甘秀玲女士为中国性
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沈洁颁发「我们最
尊敬的」奖项（沈副会长因病未能到会，由王

新伦秘书长代为接受）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制
所所长还锡萍获「我们最骄傲的」奖项

天津公共卫生咨询服务中心的创建人、负
责人杨杰获「我们最进步的」奖项

广东省珠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
制所所长周毅获「我们最进步的」奖项

获艾伯维医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大
力支持，公司抗病毒事业部市场副总监石
金峰为恬园工作室的负责人段义颁发奖学
金

香港爱滋病基金会
第七届中国艾滋病培训项目
同学会会议

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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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

澳大利亚艾滋病机构联盟的监测与
评估官员夏东华女士《一带一路与我

们的三个 90%》

中国爱之关怀创建人托马斯先生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 NGO 的走出去
实践》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代表桑爱玲女士
《国际社会的三个 90% — 现状、策略和挑战》

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李慧女
士《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工作情况介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主任韩孟杰先生
《中国的三个 90% — 现状、策略和挑战》

香港爱滋病基金会总干事刘婉雯女士《回顾与展望 : 
HKAF 须具备可持续发展性的优势》

主题报告

一连两天的会议邀请了两岸三地近三十名讲者，打破历届纪录。隆重的开幕式后，会议按

照主题分别设置了主题报告、特别报告、检测、治疗和反歧视等多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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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性学会陶林教授《老年男
性与艾滋病防治》

深圳市宝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孙群露科长《高危人群的快
检经验分享》

玛丽斯特普中国项目主管王龙
玺先生《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
与 HIV/AIDS》

中国疾病防预控制中心性病艾
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徐杰博士《完
成三个 90% 的新策略在中国
的应用（知情交友 / 互联网 +/
PreP）》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院区庄苹主任《针对高危人群的筛检服务理
念和手法》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项目主
管刘鹏先生《高校尿液检测项目
分享》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
滋病防治所所长还锡萍女士《江
苏省 PITC 的现状和未来》

               我们的第一个90%(检测)

北京地坛医院吴冬玲护士长《艾滋病个案管理和地坛实践》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皮肤病
医院（研究所）曹宁校教授《MSM 人群
中 STI 与 HIV》

北京佑安医院副主任医师黄晓婕女士《二
线治疗》

中国疾病防预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
制中心治疗关怀室主任马烨女士《中国
HIV/AIDS 治疗的现状及挑战》

北京佑安医院恬园工作室段义先生《一站
式服务防治模式分享—— 新形势下面对的
问题和挑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中心王前女士
《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策略
与挑战》 

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所副主任医
师成慧女士《江西省艾滋病患者救治工作
实践及成效分析》

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研究中心副
主任赵红心女士《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进展》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柯
迎春女士《HIV 与 HCV 合并感染》

               我们的第二个90%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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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 明 跨 性 别 /MSM
防艾机构跨越中国
赵飞燕《跨越性别 
跨越中国》

基金会委员梁甘秀玲女士为二等奖获得者颁奖

基金会主席梁智鸿医生为一等奖获得者颁奖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歌曲联唱

欢迎晚宴慈善拍卖我们的第三个 90% ( 反歧视 )

滋道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负责人周易先生《感染者
眼中的歧视和偏见及应对》

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陈觉民先生《依
靠法制，防治艾滋》

爱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台湾）秘书长林宜慧女
士《台湾艾滋歧视的维权工作经典案例分享》

香港伊利沙伯医院资深护师于宝珠女士《香港医
护人员在职场上如何面对及化解歧见》

天 津 公 共 卫 生 咨 询 服 务 中 心 负 责 人 杨 杰 先 生      
《感染者的自我歧视与应对》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家项目官员张蕾女士    
《青少年的反歧视工作及相关教育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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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爱滋病培训项目
同学会会议》圆满结束，本会
总干事刘婉雯女士希望藉此机
会对有关单位表达谢意。

致各位尊敬的嘉宾︰

这两天会议很精彩，香港爱滋病基金会很
荣幸能够请来全国不同省份、甚至来自香港及
台湾出色的讲者来到这会议，分享了他们领域
里各自的工作、进展、心得与挑战。

本人作为主办方及本会的总干事，我深信
每一位参会者都勤劳地在两天的互动研讨环节
作笔记，也在问答环节跟讲者有了互动。每一
位讲者，无论是医师、护士、个管师，还是社
会组织的管理人，他们报告的内容，都非常的
丰富，非常的具启发性。

本届，我们同学会还有一个突破，就是首
次邀请了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前线工作者参与。

以后，只要都是优秀的同仁，只要都对我
们的同学会会议有兴趣，不管他是不是之前受
过基金会的培训，我们同样欢迎来自两岸三地
的朋友参会甚至争取作讲者。

今次同学会的主题是「我们的三个 90」。
而三个 90 分别放在第一天的「检测」互动研讨
部分、第二日早上的「治疗」互动研讨部分和
同一天下午的「反歧视」互动研讨部分。

我希望这个题目，能够紧密地对应了联合
国艾滋病规划署对全世界同仁的盼望，就是在
2030 年或之前尽早歼灭艾滋病。

当然，不能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都能
做到一模一样的三个 90。我们基于不同的国力、
人民的素质、收入、社会环境等等，大家只能
按照各自的进展去努力。而且三个 90 只是抗疫
工作的其中一块。「三个 90」是一个框架，让
全世界的同工有了共同目标，继续前行。这个
就是香港爱滋病基金会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最想
表达的一个讯息。

而我们把三个 90 的框架，系于检测、治
疗与反歧视这三个方面来讨论。我们希望有一
天，艾滋病不再是我们人类精神上、肉体上的

负担 。人人都懂得保护自己，人人都懂得及早
接受治疗，人人都懂得尊重病人的权利，尊重
每个人的性向；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零歧视」
的世界；最最最重要的是，每一位爱滋病病毒
感染者终有一天只需要服一种药： 那就是「解
药」!

最后，让我再次感谢每一位讲者，包括主
题报告的桑爱玲女士、韩孟杰主任、李慧老师；
特别报告的讲者 THOMAS CAI 先生、夏东华女
士；第一个互动研讨的陶林、王龙玺、来自台
北的庄苹、孙群露、徐杰、刘鹏及还锡萍老师。

第二个互动研讨的马烨、黄晓婕、成慧、
吴冬玲、段义、赵红心、曹宁校、王前及柯迎
春老师。

第三个互动研讨的周易、来自台湾的林宜
慧、陈觉民、来自香港的于宝珠、杨杰及张蕾
老师。

再一次代表基金会感谢各位老师。你们报
告里所呈现的数据与洞见，我们都珍而重之。

最后 , 我特别感谢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
会沈洁副会长、王新伦秘书长、江苏省 CDC 还
锡萍团队及艾伯维公司对我们的鼎力支持。

第八届中国艾滋病培训项目同学会会议将
于中国云南举行。两年后见！

刘婉雯
香港爱滋病基金会总干事

参会代表纷纷在「我们的三个 90」背板留言

刘婉雯总干事为协办单位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会务团队赠送纪念品

闭幕式（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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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机构如对以下项目有兴趣，请与
本会总干事刘婉雯 : erislau@hkaf.com 或
高级项目经理李再兴 : johnnyli@hkaf.com 联络。

1)  参与基金会培训项目 ( 例如 : 单位组织能力 建设，机构管理训练 );
2) 两地交流 ( 例如 : 个案管理分享 );
3) 提交项目资助计划书

联系我们
香港地址

香港筲箕湾柴湾道 8 号筲箕湾赛马会诊所 5 楼

电话：（852）25608528

传真：（852）25604154

电邮：hkaf@hkaf.com         

网页：www.aids.org.hk

北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北里 55 号金桥国际公寓
A315

电话：（86）1083133320   

传真：（86）1083133310

电邮：hkaf.cn@hkaf.com                        

邮编：100062

http://www.hkafcn.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