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檢討由利物浦婦女醫院提
供的服務

國民保健服務利物浦醫療委員會小組（NHS Liverpool CCG） 

南Sefton醫療委員會小組」、「Southport 和Formby醫療委員會小組

Knowsley 醫療委員會小組」和利物浦婦女醫院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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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了什麼事？
國民保健服務正在查看利物浦婦女醫
院所提供的服務如何能夠在日後進行
改善。

利物浦婦女醫院提供的服務包括﹕ 

  新生兒科 
(為早產和健康情況差的新生嬰兒 
而設）

   產科 
(為孕婦和新媽媽而設）

  婦科 
(為生殖系統受到影響的婦女而設）

  麻醉、手術和高度依賴病房 
(為那些正在接受手術和接受手術後
的婦女提供支援）

  生殖醫學 
(協助病人懷孕— 生育治療）

   遺傳學 
(透過講解基因和它如何可以影響診
斷 / 治療來幫助病人去瞭解他們的
家族病史）。

 

為什麼？
助產士、護士和醫生相信，如果以不
同的方式來處事，病人可以獲得更好
的醫療服務。

這是因為﹕

  病人的需要已經改變

  現時已經有新的途徑來照顧病人，並
且設置了更高的全國標準。

   不能負擔現時的醫療組織方式。

你如何可以參與？
我們希望在2016 年6 月29 日至8  
月15 日期間能夠聽到你對改變的理
由有什麼意見，以及想知道你心目中
的優先處理事項是什麼，以便我們可
以使用這些資料來制訂未來的計劃。

這本小冊子包含了更多相關問題的
資料，以及告知你如何可以和其他人
士分享自己的意見。

病人姓名和一些能夠鑑定他們身份
的資料都已經被更改，以保護他們 
的個人隱私，但所有例子都是根據 
他們的真實經歷來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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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自20 多年前啟用後，病人的需要已經改變﹕

  那些患有嚴重健康問題的婦女，過去
是不可能生育的，但現在已經能夠這
樣做。但這些婦女在懷孕期間是需要
複雜的醫療服務，而這些服務是由利
物浦婦女醫院以外的團隊提供。其
結果是病人在接受治療期間可能需
要被轉介到其他地方（有時由救護車
接送）。這並不符合全國醫療標準或
給予婦女一些最好的體驗。

  健康情況差的嬰兒需要更大的空間
才能迎合新的醫療標準，並且減少
受到感染的風險。越來越多的嬰兒
在過去可能不能存活，但現時已經可
以生存下來，因此有更多的新生嬰兒
是需要非常專門的醫療服務。需要
手術的嬰兒現時是需要被救護車從
利物浦婦女醫院轉送到Alder Hey 
兒童醫院來接受手術。

  很多婦女在年紀較大時才開始生育。
隨著女性年齡的上升，懷孕可以是變
得更為複雜，這意味著這些婦女可能
需要獲得由其他醫院提供的專科醫
療服務。 

  婦女一般都是較為長壽，而且需要婦
科服務的年長婦女也相對增多。這意
味著婦科服務需求將會增加，更多患
有複雜健康問題的病人可能因此而
需要其他醫院提供專科醫生的醫療
服務。

  婦科癌症正在增加，醫生需要進行更
複雜的外科手術來治療她們。這些
手術有時需要多個來自其他醫院的
專科醫生參與。這意味著有些健康
情況惡劣的婦科病人將需要在治療
期間從利物浦婦女醫院轉送到其他
醫院來進行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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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服務需 
要改變？



  

現時已有新的途徑來照顧病人，並且設立了更高的
標準來提供醫療服務。

雖然現時有多個明顯的挑戰，但以目前的安排來說是不可能得到解
決的。

在某些情況下，現有服務是未能達到全國標準或最佳實踐指引。這
意味著病人所得到的醫療服務和親身經歷並不是最好的。

越來越多病人也需要其他醫院提供服務，而且在他們接受治療期間
也可能需要被轉送到其他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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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產士、護士和醫生所強調的關鍵問題是﹕

  深切治療  
—  利物浦婦女醫院沒有設立深切治
療部（專為照顧最嚴重病患者而設）
。為了達到全國標準，利物浦婦女醫
院的高度依賴病房應該設置在深切
治療部毗鄰。以便病人在情況惡化時
能夠快速地由高度依賴病房移送到
深切治療部。以目前來說，我們只能
夠把命危病人用救護車轉送到皇家
利物浦醫院或Aintree大學醫院。

  患有複雜健康問題的婦女和新生嬰
兒 
—  利物浦婦女醫院為越來越多的的
婦女和新生嬰兒治療複雜的健康問
題，而他們也需要非常專門的醫療服
務。但是利物浦婦女醫院有時也未必
能夠提供這些專科醫療服務，這意味
著健康情況惡劣的婦女和新生嬰兒
便必須由救護車轉送到其他醫院治
療。例如，需要做手術的剛出生嬰兒
便必須轉送到Alder Hey兒童醫院，
待手術完成後才返回利物浦婦女醫
院的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或在Alder 
Hey兒童醫院的兒科深切治療部繼
續接受治療。但這兩個選擇都不被認
為是最好的做法。

    血液服務 （血液學 / 病理學）   
—  血液測試可以幫助醫生知道你的
身體出現了什麼毛病，並且確保你得
到正確的治療。但利物浦婦女醫院是
不能每週七天、每天24小時提供這項
服務。這意味著婦女醫院是需要依賴
皇家利物浦醫院的輸血和實驗室服
務。因此，在應付一些緊急事故時便
會遇到更多的困難。

  新生嬰兒病房缺乏空間 
—  利物浦婦女醫院的新生嬰兒病房
是專為照顧那些早產、低體重或需要
接受專科治療的嬰兒而設。這個病
房現時是不足以容納所有需要這項
服務或在日後需要這項服務的嬰兒。
在病房內的嬰兒是特別容易受到感
染的。當嬰兒床與嬰兒床之間的空間
不足時，嬰兒受到感染的風險亦會提
高。而利物浦婦女醫院讓父母留宿的
設施也非常有限，這意味著並不是所
有想要留下來陪伴自己子女的父母都
能夠這樣做。

在 2014 / 15年間，超過800名婦女和新生
嬰兒在治療期間需要由救護車從利物浦婦
女醫院轉送到其他醫院（大多數是轉送到
皇家利物浦醫院和Alder Hey兒童醫院）。
而利物浦婦女醫院也有接收從其他醫院轉
介到來的病人。

為什麼服務需要改變？



ANITA
Anita曾經在利物浦婦女醫院接受婦科手術。手術途中出現了併發
症，因此需要緊急召喚一名在皇家利物浦醫院當值的結直腸外科
醫生（能夠做直腸、 肛門、結腸手術的專科醫生）到來支援。在等
候專科醫生從皇家利物浦醫院到來期間，Anita需要延長被麻醉
的時間。手術完成後，Anita需要接受深切治療，但利物浦婦女醫
院當時未能提供這項服務。因此她被救護車轉送到皇家利物浦醫
院。兩日後才被送回利物浦婦女醫院，繼續在婦科病房內接受治
療。

如果那些處理複雜婦科手術的團隊能夠與其他成人外
科手術團隊並肩工作的話，在需要專家意見時，延誤時
間便可以減少。如果這些服務和深切治療部能夠設立在
同一個地方，情況惡劣的病人便不再需要被救護車轉送
到市內其他醫院。

病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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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負擔現時的服務提供方式。
這次檢討服務的主要原因是要改善病人的醫療服務，但是我們不能夠忽視醫
院面臨的日益嚴峻財務問題。

造成利物浦婦女醫院出現財務問題的關鍵原因是﹕

   中央政府就醫院所提供的每一項
服務而支付一定數額的金錢。這個
數額是全國一致的。但利物浦婦女
醫院產科服務所得到的金額卻不
足以應付相關的成本支出。在2015 
/ 16年度而言，其差額是580 萬英
鎊。在一些較大型的醫院，這個差
額可以由其他服務獲得的金額來填
補。但由於利物浦婦女醫院是一間
小型專科醫院，所以它不能使用其
他服務的收入來填補這個不足之
數。現時全國只有兩間獨立婦女醫
院，利物浦婦女醫院是其中之一。

  由於一名前醫生僱員的專業失誤而
導致醫院需要支付醫療疏忽賠償，從
而令醫院每年的保險費用大增。

財務問題並不是引發改變
的原因。即使金錢是沒有
問題，助產士、護士和醫
生仍然會想看看以不同的
方式來處事，務求為婦女
和嬰兒們提供一些更好
和更安全的醫療服務。然
而，我們必須提及目前的
財務狀況來保障未來的服
務。

為什麼服務需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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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
Jane在皇家利物浦醫院做了一個大手術，涉及切除子宮、直腸和
卵巢。這個手術是由一名普通科外科醫生和一名專治女性生殖系
統癌症的專科外科醫生負責。雖然Jane在手術後獲得相當好的
護理服務，但她並不是在一個有婦科護士當值的病房內留醫。

這個手術促使Jane步入更年期，但醫院員工未能為她提供所需的
相關指導和支持。Jane其後出院，在一次覆診時向利物浦婦女醫
院尋求相關的指導。

如果照顧複雜婦科手術病人的團隊是和其他成人外科手術團隊並肩
工作的話，類似Jane的女病人便可以在一個更專業的環境下接受醫
療服務，並且能夠獲得她們所需要的指導和支持。

病人的故事:

LISA 和 EMILY
當Lisa懷孕20周時，掃描顯示嬰兒的腹壁有問題。由於
嬰兒Emily在Lisa進行分娩時出現窘迫情況，所以要為
她進行剖腹分娩。由於Emily的情況不好，所以在她出生
後需要轉送到Alder Hey兒童醫院。

Lisa只能夠在Emily離去前短暫地看望她。Emily的手術
很成功。兩天後，Lisa離開物浦婦女醫院，並且與她的
孩子團聚。

如果新生嬰兒病房是設置在手術室毗鄰，當新生
嬰兒做完手術後，嬰兒便不需要由救護車轉送到
Alder Hey兒童醫院，而正在接受分娩後治療的
媽媽也不需要與她們的孩子分開。

病人的故事:

10

在2014 / 15年度，
一共有182個新生
嬰兒從利物浦婦
女醫院被轉送到
Alder Hey兒童醫
院。

為什麼服務需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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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A 和 DANIEL
來自Bootle的Carla，由於在懷孕期間出現了併發症，所以在28周
時便生下了兒子Daniel。當Daniel出生後，他需要留在新生嬰兒
病房七個星期。由於新生嬰兒病房的父母留宿設施已經分配給另
一個從遠處到來的家庭使用，所以Carla每天只能夠依靠公共交
通工具到來醫院。她每天都會長時間地留在醫院，並只會乘坐最後
的一班巴士回家。在行程途中，Carla發現很難定時擠出母乳，母
乳亦因此而減少，並且導致她無法再進行母乳餵養。

一個較大的新生嬰兒病房可以設立多個父母
留宿設施，以便像Carla這類的媽媽不再需
要與她們的新生嬰兒分開。

病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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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如何為日後的服務作
一個決定？

 

「國民保健服務利物浦醫療委員會小組」在2016年3月宣布檢討利物浦婦女醫
院所提供的服務。從那時起，當地國民保健服務組織便開始查看這些服務所面
臨的挑戰，並考慮如何在日後提供這些服務。這包括探索所有可行的方案，然
後根據若干關鍵要求來逐一進行測試，以縮減方案的數目。

這些方案是﹕

  質素﹕ 
可行方案將需要為婦女和新生嬰兒
提供極高標準的服務；例如，通過啟
用國家準則和遵循最佳的做法。

  可行性﹕ 
可行方案必須要有實際，對那些為婦
女和新生嬰兒提供服務的工作人員
而言是否有任何影響，以及使用 國
民保健服務建築物是不是一個最佳
的方法。

  財務﹕ 
可行方案必須要開設一個途徑
來提供一些安全和高質素的服
務，而這些服務在目前和日後
來說都是能夠負擔得起的。

  當地和全國優先處理事項﹕ 
檢討婦女和新生嬰兒服務是「健康
的利物浦」為改善市內居民健康的一
個五年計劃的一部分。可行方案將會
是針對「健康的利物浦」的目標，如﹕
在必要時把專科醫院的醫療服務集
中起來，並且盡可能在當地社區提
供更多的服務。他們還會考慮《全國
產科審查報告》在2016年2月所公佈
的建議。而「柴郡和墨西郡婦女和兒
童服務合伙」也會審視那些為柴郡
和墨西郡居民而設的產科和新生嬰
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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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和 MAX
Mary在46歲時曾經到利物浦婦女醫院接受一個早已計劃好的剖
腹產子手術。當時醫護人員發現她的心跳緩愋，原因是她的心臟
有毛病。Mary隨後由救護車轉送到皇家利物浦醫院和安裝了一
個心臟起搏器。由於手術後把Mary送回利物浦婦女醫院不是太
安全，所以產科團隊需要前往皇家利物浦醫院為她做這個剖腹產
子手術。嬰兒Max隨後安全出生。但我們需要把他轉送回利物浦
婦女醫院的新生嬰兒病房作短暫停留後才能讓他的爸爸帶他回
家。Mary需要在皇家利物浦醫院留醫兩個星期才可以出院。在這
段時間內，她只能夠有限度地接觸Max。

如果那些為高危病人（像Mary那樣）而設的產科服務能夠
設置在成人急症醫院內（如皇家利物浦醫院或Aintree大
學醫院），那便不再需要使用緊急救護車轉送服務。同時
也可以讓嬰兒的母親在接受治療期間仍然可以看到她們的
孩子。因為他們將會處身在同一間醫院內。

病人的故事:

這個評估步驟將會列出一些提供服務的可行方案，然後在
公眾諮詢會時拿出來討論。我們到時會就未來選擇而要求
市民提供意見。我們預計這個諮詢會將會在2016年年底或
2017年年初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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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將會有些服務需要
從Crown Street的利物

浦婦女醫院遷走？
 

為要確保那些為利物浦婦女和新
生嬰兒而設的服務能夠達到全國
標準，有些建議是可能會包括把
一些醫療服務從Crown Street
遷往一個或多個不同的地點。

直至我們完成評估各個方案，並在
過程中收集了公眾的意見；我們在
現今階段是不能公佈那些建議將
會是用來向公眾徵詢意見的。 

這個檢討是否意味著
Crown Street的醫院

將會關閉？
 

現時沒有計劃把Crown Street的醫
院關閉，即使利物浦婦女醫院把一
些服務遷移到其他地方，我們預計
Crown Street的醫院日後仍然會繼
續提供醫療護理服務。 

醫療服務是否會被 
削減？

醫療服務是絕不會受到影響的。

這個檢討是有關將現時的服務做到
更好，並且是為了將來而保障現有的
服務。

誰人參與這項工作？

這個檢討是由「國民保健服務利物
浦醫療委員會小組（NHS Liverpool 
CCG）」領導，並且和利物浦婦女醫
院合作。

「利物浦醫療委員會小組（Liverpool 
CCG）」的責任是為利物浦居民籌劃
和購買醫院和社區醫療服務。它是由
市內93個家庭醫生診所的代表組成。

除了照顧利物浦的病人外，利物浦婦
女醫院還為來自Sefton和Knowsley

的居民提供服務。所以「南Sefton
醫療委員會小組」、「Southport
和Formby醫療委員會小組」，以及
「Knowsley 醫療委員會小組」也有份
參與這個檢討。

而且還有多個組織和機構參與這個檢
討，包括﹕「Aintree大學醫院」、「皇
家利物浦和Broadgreen大學醫院」
、「Alder Hey兒童醫院」、「英格蘭
國民保健服務」，以及「柴郡和墨西郡
婦女和兒童服務合伙」等。Services 
Partnership.



我如何可以和其他人士
分享我的意見？

我們將會在7月和8月間舉行多項活
動，你到時可以聽到一些參與檢討工
作的員工講述更多有關的資料，並且
可以和其他人士分享你的想法。

7月21日

Bridge Chapel Centre (Booth 
Hall), Heath Road, L19 4XR

下午1時30分開始登記和有咖啡供
應。會議時間是由下午2時至4時。

8月2日

Blackburne House, Blackburne 
Place, L8 7PE

下午5時30分開始登記和有咖啡供
應。會議時間是由晚上6時至8時。

8月4日

PAL Multicultural Centre, 68a 
Mulgrave St, L8 2TF

下午1時30分開始登記和有咖啡供
應。會議時間是由下午2時至4時。

8月10日

Oakmere Community College, 
Cherry Lane, L4 6UG

下午2時30分開始登記和有咖啡供
應。會議時間是由下午3時至5時。

你必須預先登記才能夠保證你
可以參與會議。你可以在網上
healthyliverpool.nhs.uk 或致電
（051）296 7537預先登記。.

如要分享你的意見，你可以填
寫並寄回附上的簡短問卷或
到訪healthyliverpool.nhs.
uk在線上填寫這份問卷。

我們將會在臉書上分享更多資訊和更
新資料﹕

 facebook.com/healthylvpool

  twitter.com/healthylvpool

欲知詳情，或想索取這本小冊子的
其他格式版本，請致電（0151）296 
7537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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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保健服務利物浦醫療委員會小組（NHS Liverpool CCG）」
將會遵循《資料保護法》的規定把你提供的資料保密和以電子方式
保存。我們將會使用這些資料來通知你有關我們的工作和利物浦
的醫療系統。我們不會把你的資料出售或提供給其他組織來作其
他用途。但我們可能會把這些資料發送給一些與我們有相關法律
約定的公司（如一間為我們處理通訊系統的公司）。如果有這個需
要，有關資料將會依照法律協議內的特定目的規定經過加密後才進
行轉交。我們是不會把你提供的資料與一些從其他來源獲得的資
料合併起來。

調查問卷
請於2016年8月15日或之前把這份問
卷寄回。

如果我們在此日期後才收到這份問
卷，請恕我們不能把你的意見包括在
內。

你不需要使用另外一個信封把問卷
寄回。你只需要把這本小冊子的封
面折疊，然後把它貼好來造成一個
信封。信封前面的地址印有免郵費
（freepost），所以你不用貼上郵票。



以下是一些較為個人的問題。如果你不想回答，你可以選擇在這裏終止。但如果你能夠回答下
列問題，那將會對我們有很大幫助。

7     你的年齡是？

 18 歲以下     18-25 歲    26-44 歲  
  45-64 歲  65-75 歲   76歲或以上    

 選擇不回答
8    你的性別是？
 女性     男性     雙性    其他
 選擇不回答

9    你認為自己是...（你可以勾選多個選項）

 女性    男性    選擇不回答
 選擇以自述形式回答

（如你喜歡，請說明）

 以另一種方式回答

10    你現時的性別是否與出生時的性別相
同？

 是    不是    選擇不回答 
 不確定這條問題是什麼意思

性取向

11    你認為自己是：

 雙性戀者    異性戀者   同性戀者    
 其他     不確定   選擇不回答

12    你認為自己有殘疾嗎？

 有     沒有   選擇不回答
（如你喜歡，請說明）

宗教 / 信仰 

13    請勾選下面其中一个選項...
 佛教    基督教    印度教
 猶太教    穆斯林教    錫克教
 沒有宗教   選擇不回答
 其他（如你喜歡，請說明）

族裔 

14    你認為自己是...

南亞裔人或南亞裔英國人﹕

 孟加拉人    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
 其他亞洲背景 

（如你喜歡，請說明）

黑人或英國黑人﹕

 非洲人    加勒比海人   其他黑人背景 
（如你喜歡，請說明）

華人或華裔英國人﹕

 華人    其他華人背景（如你喜歡，請說
明）

混合種族背景﹕

 南亞裔人和白人    非洲黑人和白人 
 加勒比海黑人和白人
 其他混合背景

（如你喜歡，請說明）

其他族裔群體﹕

 阿拉伯人    拉丁美洲人    其他（如你喜
歡，請說明）

白人﹕

 英國人    英格蘭人    愛爾蘭人  
 蘇格蘭人    威爾斯人    波蘭人  
 拉脫維亞人    吉普賽人 / 遊牧民族人
 其他白人背景（如你喜歡，請說明）

 選擇不回答 

想要保持聯繫嗎？
 

雖然這項調查是匿名的，但如果你想加
入我們的郵寄名單內來跟進事態的發
展，和接收其他與利物浦醫療有關的信
息，請盡可能把你的資料填寫在下面。 

姓名﹕ 

電郵﹕

電話號碼﹕

地址﹕

 

   郵編﹕

檢討利物浦婦女醫院所提供的服務。

1   你的郵編是﹕ 

2   請告訴我們你對婦女和嬰兒服務有什
  麼經驗... 
我曾經使用過 / 正在使用這些服務   

  如果是有的話，請勾選所有使用過 的 
服務

  A. 產科  
  B. 婦科 
  C. 手術
  D. 生育治療
  E. 危重病嬰兒
  F. 遺傳 
有親友正在使用 / 曾經使用過這些服務   
如果是有的話，請勾選所有使用過的服務
  A. 產科  
  B. 婦科
  C. 手術
  D. 生育治療
  E. 危重病嬰兒
  F. 遺傳 
  我是一名當地居民和沒有使用過這些服
務   
與我共事的人中有人使用過這些服務   

   其他 — 請說明...

3   如果你或你的親友曾經使用過這些服
務，請在下列選項方格內打勾來描述
你的經驗﹕

 非常正面    正面    中立 
 負面    非常負面

如果你想的話，請詳述原因 / 那些服務...

4   你認為利物浦婦女醫院的醫生所報道
的臨床問題和需要改善安全的關注能
夠成為改變這些醫療護理服務的好理
由嗎？

   能夠，這些都是支持改變的好理由 
   我不能確定這些都是支持改變的好

理由
   不能夠，我不認為這些都是支持改

變的好理由

5   你認為近年病人需求的不斷改變能夠
成為改變這些醫療護理服務的好理由
嗎？

   能夠，這些都是支持改變的好理由 
   我不能確定這些都是支持改變的好

理由
   不能夠，我不認為這些都是支持改

變的好理由

6    在改善婦女和嬰兒服務方面，你認為
以下的選項有多重要？ （請在下面勾
選兩個你認為最重要的選項）只可以
勾選兩個選項

   病人安全和高質素的醫療服務

      相關服務能夠有穩定的財政基礎
   獲得良好的醫療體驗
   常規醫療服務能夠更接近家居
    相關服務能夠設置在同一個地點

   行程時間

任何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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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你填寫這份調 
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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