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你和你的家人建設一個健
康的利物浦

內容 ...

什麼是「健康的利物浦」？ 你如何可以作出參與？

我們對市內醫療護理服務的未
來憧憬

有什麼是將會改變的？

我們計劃改善保健
和醫療護理服務，
以求做到更好，而
你也可以是其中的
一份子。

我們想要你的意見。你可以在這份傳單內找到
更多有關如何可以就我們的計劃而提供
意見的資料。

www.healthyliverpool.nhs.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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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利物浦
創造一個合適的醫療護理系統，這將意味著
每一個人都會生活得更加健康和快樂。同時
也意味著我們這個偉大的城市可以充分地發
揮它的潛能。「健康的利物浦」是一個大型
計劃，以人民的需要為中心，它將可以幫助
我們實現這些目標，令所有人得益。

科技如何可以轉變利物浦市民的
健康？

確保醫療護理服務可以在你家
中提供或盡可能就近你的住
所。

改善緊急醫療護理服務，使這
些服務能夠滿足我們的未來需
要，並且不論在何時何地都能
夠提供醫療護理服務。

到目前為止，你給與我們什麼
意見— 以及你如何可以繼續
參與。

確保民眾現在和將來都能夠獲
得最高水準的醫療護理服務。



當涉及本地醫療服務時，我們便需要打擊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和那
些正在浮現的問題。醫藥進步意味著我們可以生活得更長時間，但
通常長壽都會被長期病患所影響，諸如糖尿病、肺癌等。應對長期
病患對病人和他們的家人來說都是困難的，而受影響人數之多亦會
為國民保健服務帶來很大壓力。  

與此同時，現代科技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機遇來改善我們為病人提供
的服務，並且改變了我們（作為個別病人）親自體驗這種醫療護理
服務的方式。 

「健康的利物浦」是由市內所有國民保健
服務機構和利物浦市議會（負責提供社會
護理服務）聯同其他公共服務和社區組織
一同密切合作來籌劃。 

我們已經制訂了一些非常有抱負的目標來
改善健康及變換我們當地的醫療和護理服
務。 

我們最終希望可以看到利物浦有更多人可
以健康長壽，但這並不是以市內人口的需
要作為一個整體；而是以你的個人需要為
主。我們稱它為「以人為中心的護理」。
它能夠回應你的特別需求，為你提供合適
的度身定做服務，而不是一種「一刀切」
的服務；特別是為那些需要更多關注的人
（如長期病患者、精神健康有問題的人
士、學障者，和那些與患癌者、兒童和老
年人一同生活的人士）而設。 

什麼是我們想要
達到的? 

活得好﹕幫助整個利物浦市活躍起來，以便我們可以從體力活動
中得益，從而改善我們的健康和感覺。
數據醫療護理和創新﹕採用最新技術去幫助市民保持健康，並且
讓我們的醫療和社會護理系統各個部門都能夠共用資訊來改善他
們為病人提供的醫療護理服務。
社區服務﹕提供更多更接近居所的服務；改善家庭醫的辦公時間
至每星期七天；和主動照顧弱勢或需要更多關注的市民（在他們
生病或受到損傷之前），使他們維持更長久的健康和避免不必要
地入院留醫。
迫切和緊急的醫療護理﹕當你有需要時，讓你更容易地找到合適
的服務（每星期七天）；並且幫助市民避免到醫院求診或入院留
醫（除非是他們真的有此需要）。
醫院服務﹕確保市內所有醫院都提供一致的高水準醫療服務，
通過共同努力來建立一些共同的工作方式，並分享市內的專業
知識。   

什麼是「健康的利
物浦」？

「健康的利物浦」是一個用來改善市內
民眾健康的大型計劃，確保我們的醫療
和護理系統能夠以病人的需要為中心；
支援更多市民獲得長久的健康，並且在
有需要時提供最好的治療和護理服務。

利物浦是一個偉大的城市，它有令人驕傲的過去和
光明的未來，但如果我們要充分地利用它的未來，
我們便需要改善我們的健康。事實上，利物浦與全
國其他地區相比，我們的健康水平是比較差的。就
算是在利物浦市內，不同區域的健康情況也有很大
差異，情況是令人震驚的。市內較貧窮地區的居民
壽命比較富裕地區的居民壽命大約少了12年。這個
情況需要改變。 

在利物浦，我們很幸運能夠得到一些國內最好的醫療服務，但人們
所體驗的服務水準卻各有不同，主要是取決於他們在那裡（院內和
院外）接受治療。我們需要把這個情況改變，以確保你無論在那裡
接受治療，都可以有信心獲得一貫高水準和安全的服務。

當地的醫生、護士和其他醫療護理專業人員一直努力來為「健康的
利物浦」提供建議。我們也一直與利物浦居民磋商，以找出我們所
列出的事項中，那些是他們認為主要的優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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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專注於五個領域，相信可
以幫助我們把利物浦的醫療和
護理系統改變得更好﹕

www.healthyliverpool.nhs.uk - Your chance to have a say



活得好﹕令利物浦活
躍起來 

讓更多人參與活動被視為是一
個最有效的方法來改善我們的
健康，所以我們專注於如何去
鼓勵那些較少活動的市民去多
做一些活動。 

活動﹕即使少量活動也能夠令
心理和身體健康產生巨大的差
異，並且可以幫助我們改善自
己的感受和預防疾病（如心臟
病和癌症等）。但這並不是一

定要你參加一個健身俱樂部。
你可以以行樓梯來取代乘電
梯，乘坐巴士時早一個站下
車，或以步行去商店來代替乘
車等。 

很多利物浦市民都患有長期疾
病（如糖尿病和肺病）。如果
你患有這類疾病，多些活動便
可以幫助你緩解症狀和改善你
的生活質素。   

我們的目標是
在2021年時成
為倫敦以外一
個活動最多的

主要城市。

利物浦市民比國內其他地區的
市民較少做運動。目前來說，
市內只有很少數人做足夠的運
動來改善健康，因此我們需要
改變這個情況。我們的目標是
在2021年時成為倫敦以外一個
活動最多的主要城市。這是一
個很大的要求，但我們要挑戰
利物浦的市民去把它實現。

「為健康而運動」是一個計劃，家庭醫生可以
把長期病患者轉介至當地的健身俱樂部。

82歲的Bill參加了Lifestyles Garston的活動，他
說﹕“開始參與這個活動計劃時，教練Wendy
為我設計了一個適合我需要的活動方案。當我
剛剛開始時，我感到很沮喪，我經常不想離家
外出。但當我到來這裡後，我結交了很多好朋
友。現在做完運動後，我們都會有講有笑地寒
喧一番。”

“我外出時感覺很好，並準備迎接任何遇到的
挑戰。自從我參加了Lifestyles Garston後，我
的生活變得更好。我感到很健康，並且享受著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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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的故事 ... 

我們說 ...

Dr Maurice Smith是一名家庭醫生，
她在Allerton的Mather Avenue診所工
作。她說: 

“如果我們能夠令市內每一個人做一
點點的體力活動，其潛在好處是巨
大的。”

“它將有助於預防2型糖尿病和與心
臟有關的疾病，以及改善整體的心
理健康。”

“體力活動，我們不是指馬拉松（當
然如果你想參加也可以），只需每
天步行半個小時，即使是每一次十
分鐘也可以。”

“有呼吸問題的人只需要每天步行
也可以明顯地改善症狀，並且可以
大大地降低需要緊急入院留醫的風
險。” 

我們正在做多
項工作來幫助
我們實現這一
目標，包括: 

運動如何改善Bill的健康

www.healthyliverpool.nhs.uk - Your chance to have a say

發起一場大型的運動（將於2016年後
期開始）來提高民眾對運動改善健康
的認識，並向人們展示不同的方法來
做運動，以便每一個人都可以找到一
項適合自己的運動。 

建立社區擁護者來與團體和個別人士
合作，鼓勵他們去克服障礙和參與更
多活動。

投資多個計劃來令整個城市活動起
來，使用獎勵和挑戰的方式來激勵家
庭、團體和工作場所的民眾參與。 

和學校合作，以確保學童每天都可以
參與活動，而不只是在體育課時才參
與活動。

鼓勵僱主幫助他們的員工在工作期間
做運動。 

推廣民眾外出時以步行和騎自行車來
取代乘坐汽車或巴士。這是一個把活
動納入日常生活的好方法，並且可以
省錢。 

在利物浦設立更多綠色空間，以鼓勵
民眾多做運動。

幫助民眾重新參與他們自己喜愛的運
動（例如羽毛球或曲棍球）。

向社區和志願組織提供補助金來支持
當地活動，從而讓民眾得以參與活
動。  



數據醫療護理 — 使
用技術創新來改善健
康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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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 ...

Dr Simon Bowers 在Fulwood Green 
醫療中心當家庭醫生，他說﹕
“我堅信科技可以為當地的醫療服
務和那些依賴它們的民眾帶來巨
大好處。
“在另一方面而言，這些小工具和
監察器材可以幫助病人在自己家
中感覺到更安全、繼續獨立和控
制自己的生活。
“作為一個醫療系統，我們正在
使用科技來更好地一起合作。例
如，透過讓每一個參與你的醫療
護理工作的人都可以查看你的健
康記錄（當然是如果你喜歡我
們這樣做的話），我們便可以更
快、更好、更安全地為你提供治
療。”  

當Dave Haslam被診斷患有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後，他的生活改變了。
這個病令他疲倦，喘不過氣來和不
斷地咳嗽。他也非常擔心，並且不
是十分清楚自己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67歲爺爺的家庭醫生為他在家
裡安裝了一個健康監察器。他說生
活上因此而有了很大的轉變。這個
小工具把主要的健康資料發送到一
個專門負責監察他病情的醫護團隊
手上。 

“這個器具提高了Dave對自己病情
的認識，並且幫助他去面對它。他
對這個器具的效能和便於使用感到
非常滿意。他說﹕“它真的非常容
易使用。它真的非常容易理解。它
確實有效，它真是非常之好！”

Dave入院留醫的次數也大大減少
了（他估計大約減少了60%）。他
說﹕“知道那些醫護人員一直都在
觀察住我的情況真是很開心。我今
年只是入院留醫了兩次，這是一個
巨大的改進。我們的生活也因此而
取得了很大的轉變，我會把它推薦
給任何人。

科技如何幫助Dave保持
健康

PEOPLE CAN SEE THEIR
HEALTH RECORDS ONLINE, 

A FIGURE THAT IS

TO GROW
CONTINUING

利物浦在這方面是處於一個領先地位。
在過去數年間，一個名為「MI（更加獨
立）」的初步行動已經為民眾裝備了一些
創新的家用小工具，以幫助他們感覺到更
安全和更有信心地去管理自己的病情。我
們也在一些病人家裏安裝了科技器具（如
血壓和呼吸監察器），以便他們可以錄下

利物浦現時已經有大約40000人可以在網
上查看自己的健康記錄，而人數亦持續增
長。他們可以查看自己的記錄，如藥物清
單、過敏和任何檢測結果的詳細資料。很
多病人也可以在網上約見他們的家庭醫生
和要求重複處方。用這個途徑來求取服務
通常都是較為方便的，所以我們日後將會
推出多個不同的網上工具，包括應用程式
等。我們相信，如果你能夠較大地控制自
己的健康和使用自己的健康資料，你便有
更大的機會來保持健康。我們知道不是每
一個人都感到有信心去使用互聯網，所以
在必要時我們會幫助這些人士去使用新科
技。

我們也一直在尋找新的途徑來促使利物浦
的醫療和社會護理服務機構能夠更好地協
同工作，以便民眾能夠體驗到連接服務的
好處。不同組織有不同的系統來保存病人
的資料，但我們已經引進了新科技，讓
醫院的醫生也可以查看你的家庭醫生的記
錄，以便他們可以快速和安全地為你提供

治療（特別是在緊急情況下）。這也意味
著無論你在那裏接受治療，你只需要講述
你的病情一次便可以。我們已經在適當的
情況下與一些部門共享記錄資料，而我們
現時也正在努力地把這個系統擴展到所有
醫療機構和讓醫護專業人士使用。 

安全性和保密性是這個計劃的核心；只有
那些直接參與你的醫療護理工作的人員才
能夠查看你的共用記錄和敏感資料（如愛
滋病毒狀況），如果你接受過體外受精治
療或變性手術，這些資料都不會顯示。此
外，我們還會視乎查看者的職能和他們需
要知道什麼資料來為你進行治療或制定護
理服務而為他們設置不同程度的存取資
料權限，例如，醫院的醫生將會比一名社
工能夠查看更多詳細的醫療記錄。如果治
療你的人需要查看你的記錄，他們會在每
一次會面時事先向你尋求批準，如果你喜
歡，你可以選擇向你的家庭醫生說你不想
其他人查看你的記錄。 

你可能曾經在網上預訂假期，用手機
來查看天氣，使用電視來連結你最喜
歡看的節目。但是你是否知道，人們
是如何廣泛地使用科技來幫助改善當
地民眾的健康和醫療護理服務？ 

自己的讀數和自動地把讀數發送到醫生或
護士手上。這意味著如果他們的健康出現
任何轉變時，醫護人員都可以即時看到和
快速地作出處理。這可能會因此而避免了
一次不必要的入院留醫。 

www.healthyliverpool.nhs.uk - Your chance to have a say



這個城市已經擁有一些很好的社區服務，
但他們通常都不是連接的，所以不同組織
都不能夠好好地協同工作。他們也往往都
是把重點放在治療病人身上，而不是在預
防人們生病方面，或打擊那些可能會導致
人生病的社會問題（包括精神健康問題和
孤單）。 

我們想改變自己的處事方法。其核心將會
是一個新的社區護理小組。這個小組是由
家庭醫生、社區護士、社工、精神健康工
作者和其他專業人士組成。他們會將注意
力集中在那些被他們確定為易受傷害和有
健康惡化高風險的人士身上。這些小組將
會積極地為那些需要這類醫療護理服務的
人士提供支援，使他們能夠更長久地保持
健康，遠離醫院（除非他們真的需要入院
留醫），以及把他們轉介給一系列的服務
（醫療和非醫療服務）。社區護理小組的
處理方法已經試辦成功，因此將會在2016
年稍後時間向全市推廣。

早些和遲些發現健康上有問題，對病人的
復原機會和未來的生活質素來說將會有很
大的差別。我們將會把更多的診斷服務投
放到當地社區內，並到市內某些病患率高
的地區（特別是那些有較大風險患上肺癌
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地區）為市民提供早
期檢測服務。 

今後，越來越多的醫院服務將會轉到社區
內進行。這可能意味著那些先前診治你的
專科或顧問醫生日後將會在你住所附近為
你診治。 

並非所有令我們不適的事物都會有一個物
理原因，也不是所有用來改善我們健康的
方法都是由國民保健服務提供。利物浦擁
有一個強大的組織網路（包括社區組織和
房屋協會），它的主要任務是提升健康、
預防疾病和幫助人們繼續獨立生活。例
如，孤單已經被證實是可以對身體健康造
成非常真實的影響，所以有些計劃是幫助
這些人聚集在一起來解決社會隔離問題，
從而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和保持他們的身
心健康。 

社區服務 — 在住
所附近提供更好
的醫療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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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 ... Dr Janet Bliss是Walton Grey Road診
所的家庭醫生。她說: 

“我們這個城市已經設立了一些非常好
的社區服務，並且已經為當地居民提
供了很好的醫療護理服務。但我們可
以做得更好和更多。我們需要聚集所
有能夠在醫院以外提供的不同醫療護
理元素，並把它們改變，以爭取病人
和照顧他們的醫護人員的認同。

“同一時間，我們需要改變自己的處
事方式，以便我們思考如何去阻止人
們生病，而不是專注於在他們生病時
如何去為他們治療。這可能需要支持
市民去改善他們的生活方式，例如透
過停止吸煙，或協助那些長期病患者
去應對自己的健康情況，盡可能保持
自己身體健康和避免入院留醫。這
樣，我們才有機會減少病人對國民保
健服務的壓力。但事實上，沒有人是
想生病的；良好的健康才符合每一個
人的利益。”  

「利物浦糖尿病協會」是一個好例子。
它展示了不同的保健組織如何可以協同
工作，為本地病人提供最好的醫療護理
服務。

糖尿病對利物浦市民來說是一個主要問
題。超過23000人患有這個疾病。在未來
15年內，預測人數將會上升到接近 40000
人。

「Aintree大學醫院」、「皇家利物浦大
學醫院」和「Broadgreen大學醫院」及「
利物浦社區衛生部」都已經聯結起來，
為市民提供一種新的糖尿病服務，並且
已經在2015年推出。 

PEOPLE ARE LIVING WITH 
DIABETES. THIS FIGURE
IS PREDICTED TO RISE IN
THE NEXT 15 YEARS TO

病人可以如先前一樣繼續去看顧問醫
生、護士、家庭醫生、營養師和足病醫
生，但不會是在醫院內，而是在社區診
所。他們也可以得到更多的醫療護理服
務，而這些服務是專為糖尿病人而設，
以便迎合他們的特別需要。我們的真正
重點是要給予病人一些工具來管理自己
的病情，因此所有病患者都會獲發一個
資源包和一個個人醫療護理計劃。

作為服務的一部分，糖尿病專家會在家
庭醫生診所內舉辦教育班來幫助家庭醫
生去支持他們的病人。 

為糖尿病人改善醫療護
理服務 

在社區內提供更多醫療服務（
更接近病人的住所）是「健康
的利物浦」的一個關鍵部分。

雖然我們希望利物浦每一個人都能夠有更
好的健康，但我們知道某些群體的人是會
特別容易出現健康上的問題和在年輕時去
世。我們正在考慮可以在那一個地方以不
同的方法來提供護理服務去改善他們的生
活，也許更傳統的服務未能產生影響。這
項工作初期將會集中服務給無家可歸者、
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者和複雜酗酒問題的
人士。我們知道這些群體的人在當地很多
都會在年輕時去世、比較多使用緊急服
務、很難找到合適的服務，和不會使用經
常使用的服務。如果他們使用這些經常服
務，我們便可以早些找出問題（如進行篩
查測試和健康檢查）。針對護理將可以幫
助我們找到一些可行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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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們可以向家庭醫生（辦公時間內）
、藥房、NHS 111，步入式醫療中心、家
庭醫生（辦公時間外）、999和醫院急症
室尋求迫切和緊急的醫療護理服務。

我們的迫切和緊急的醫療護理系統是很複
雜的，我們知道病人有時是很難決定那些
服務是最適合他們的需要。這個情況是會
導致他們在使用某一種服務時，而另一種
服務卻可能會更適合他們。其結果是為某
個部分的醫療系統造成壓力，特別是對我
們醫院的急症部門影響為甚。 

迫切和緊急的醫療護理

我們聘有一名新的專科救護員來支持那些經
常撥打999求助的病人，幫助他們去解決潛
在的問題，從而減少他們對救護車服務的依
賴。 

77歲的Derek患有石棉肺病。他獨自生活，患
上嚴重中風後需要長期臥床。Derek是999的
常客；他曾經在28天內召喚了救護車五次。
一名專科救護員評估了Derek的情況後，認為
他的病情正在惡化，因此他聯絡了一名社區
護士長，而這名護士長現時每星期都會去探
望Derek，並且為他制訂了一個醫療護理計
劃。當他的症狀轉壞時，這個計劃可以確保
他能夠求取正確的醫療護理服務和藥物。 

自從社區護士長第一次探望Derek後，他已經
沒有再撥打999了，而他的身體狀況還繼續改
善。總體來看，自從引進專科救護員後，西
北救護車服務已經可以看到這類召喚救護車
的情況已經減少了80%。這意味著救護車服
務可以專注於那些真正有需要的病人，與此
同時，那些像Derek的病人則可以接受更好的
醫療護理服務。  

為Derek尋找合適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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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 ...
Dr Fiona Lemmens是在Aintree Park 診所工
作的家庭醫生。她說﹕

“迫切和緊急的醫療護理服務是我們經常
在頭條新聞可以看到的話題。它是我們的
醫療護理系統下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當
我們需要它時，我們便要依賴它。

“我們認為利物浦的系統是可以更好地為
病人和醫護人員服務。當中有一部分是要
確保市民知道有那些服務是可以為他們提
供和他們如何去求取這些服務，但也可能
涉及更改和簡化這些服務，以便它們能夠
透過一些較易的途徑來給予正確的治療。

“與「健康的利物浦」其他部分一樣，支
持病人去管理自己的病情和防止不必要的
入院留醫將會是一個關鍵。” 

迫切醫療護理中心﹕
我們想化繁為簡，並幫助人們清楚地理解
他們在需要迫切醫療護理時可以選擇什麼
服務。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意味著需要
更改服務的組織和求取方式。例如，我們
正在考慮讓“迫切醫療護理中心”為那些
非命危病患者提供一系列廣泛的服務，這
對利物浦的病人來說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解
決方案。  

自我照料﹕
我們都可以就輕微的健康狀況而自己做多
些事，而不是去看家庭醫生或求取其他
服務。我們認為有大約80％的健康狀況是
可以在家中治療。我們正在研究如何可以
推廣一些工具如NHS選擇網站（www.nhs.
uk）、NHS的非緊急電話號碼111，和在當
地的藥房提供專家護理和指導，以便你在
自己處理疾病和外傷時知道從那裏可以獲
得額外的支持和資料。

如果我們可以支持更多市民去“自我照
料”自己的情況，我們便可以減少迫切和
緊急服務所承受的壓力，並可以讓我們的
醫院去治療那些真正需要他們幫助的病
人。

家庭醫生服務﹕
近幾年間，利物浦的家庭醫生服務接收到
一筆額外投資（包括延長晚上診症時間）
，正如我們看到家庭醫生服務仍然是國民
保健服務的基石。然而，需求是不斷地增
長，如我們所知，不少病人仍然難以與他
們的醫生進行預約。在某些情況下，這可
能意味著他們需要到其他地方（例如醫院

的急症室）尋求治療。我們目前正在尋找
一個最好的方法來提供每星期7天的家庭
醫生服務，這項工作主要是由本地醫生牽
頭，而我們也想知道你能否建議我們應該
如何去做。 

救護車服務﹕
我們認為救護車服務可以發揮更大的作
用，為病人提供治療，使他們不用送到醫
院去接受治療。如果救護員認為不需要由
他們提供服務時，他們可以轉介病人到其
他更加合適的服務。

如果病人確實需要入院接受治療，救護員
便需要把病人送到一個最合適的地方來接
受治療。特別是涉及命危情況時，最適合
的地方可能不是就近的急症室。例如，如
果你患上中風，最適合你的地方便可能是
一個專治中風的部門，因為它可以即時為
你提供專科治療，對挽救生命和減少傷殘
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當我們談到“迫切和緊急的醫療護理”
時，我們指的是你在健康有問題時（無
論是輕微的傷害或危及生命的緊急情
況）可能需要的一切服務和需要即時採
取行動。 

在檢討迫切和緊急的醫
療護理服務時，我們將
集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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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希望你所依賴的醫療服務在將來都
能夠持續。 

相對來說，利物浦擁有較多數量的醫院，
當它們正在提供一些優良護理服務的同
時，基於現時的系統，有時也會出現服務
重疊，而護理水準也是不盡相同。

我們相信，利物浦的醫院護理是可以透過
建立多個單一團隊，一起到不同的機構工
作來得到改善。例如，如果把皇家利物浦
醫院、Aintree醫院和利物浦心胸科醫院的
心臟病科服務合併，在將來只由一個心臟
病團隊到各間醫院提供服務。其好處是單
一團隊可以分享專業知識、進行培訓和招
聘最優秀的人才，並採用最高的臨床標準
來提供服務。以及可以讓有關服務每星期
7天地提供資源。 

對我們來說，醫院並非只是在同一個地方
提供服務，而越來越多的情況是他們還會
到社區中提供專科護理和治療，並且與家
庭醫生和社區服務合作。其重點是在於共
享和轉移技能，並為病人提供一些更接近
其住所的最佳服務。 

在利物浦市，醫療機構和學術機構之間已
有緊密的聯繫。新的皇家利物浦醫院（同
時亦是新的Clatterbridge癌症中心的所在
地），將會成為一個卓越服務和學術的市
中心校園，而尖端治療、臨床研究和發展
將可以在那裏發芽。這將會吸引新的投資
和臨床專長到來利物浦，並會因此而帶來
巨大的經濟利益。 

「健康的利物浦」醫院方案會就下列範疇
而優先建立一些單一服務團隊和改善服
務﹕ 
• 癌症服務

•  複雜婦科
• 新生兒危急護理

•  緊急醫療護理，包括重大創傷
• 心臟病
• 中風

所有居住在利物浦的民眾都會對當地的國民保健服務
感興趣。即使你現在沒有使用保健服務，你或你的家
人日後一定會使用這些服務。我們希望你能夠幫助我
們去制訂日後的服務。
我們在2015年夏天要求利物浦市民就為何事情需要有
改變和我們的改變建議而提供評論。超過14000人回
應，並且給了我們很多回饋。這裏是一些我們所聽到
的意見﹕

迄今為止，民
眾是怎樣作
出參與的？ 

我們說 ...

Donal O’Donoghue教授是一名醫院
顧問醫生。他說:

 “「健康的利物浦」為我們提供了
一個機會來改變市內醫院提供服務
的方式；以及建立一個能夠讓所有
病人都可以獲得良好醫療護理服務
（不論他們在那裏接受治療）的系
統。

“本地醫生花了一些時間來察看市內
醫院與醫院之間如何可以合作無間
地提供服務，以及如何可以透過集
中臨床專家、提高品質和減少重複
浪費來提高水準。

 “我們很快便會在這個階段制定一
個詳細的計劃，因此，我們想在實
際建議還未制訂前向服務使用者和
利物浦市民尋求意見。“

1514 血癌（血液腫瘤科）服務將會由一個
新的中心來提供服務。這個中心將會
成為「健康的利物浦」如何去改變提
供醫療護理服務方式的一個好例子。

利物浦的血癌病人現時是由皇家利物
浦醫院和Aintree醫院提供治療。有建
議指醫院應該把大部分的服務合併起
來，轉由皇家利物浦大學醫院內的
Clatterbridge癌症中心提供。這個中
心裝置了一些價值109 萬英鎊的癌症
設施。

以此方式來合併服務後，它將會把技
能和專業知識集中起來，有助於提高
醫療護理服務的安全和質素，並且能
夠讓病人在新的癌症中心內獲得更廣
泛的癌症服務、 臨床試驗和更全面的
支援。

為血癌患者提供一個單一治
療中心

我們希望利物浦市民能夠獲得最好的醫院
服務，無論他們在那裏接受治療，所得到
的護理服務都是同樣的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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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過這份新聞通訊後有沒有話要說？ 

從2016年1月18日至3月20日期間，我們將會收集利物浦
民眾就「健康的利物浦」計劃而提供的意見。你可以到
網站www.healthyliverpool.nhs.uk於線上提交你的意見，觀
看一套講解有關更多工作的影片，查看當地醫生將於什麼
時間親身向市民作出講解。如果你需要打印這些資料，或
希望本新聞通訊以不同的形式來提供資料，你只需要致電
（0151）295 7537查詢便可。
       你可以到Twitter@healthylvpool查看最新消息

這份文件是根據《「健康的利物浦」﹕藍圖》所提供的資
料轉載，它是在2015年11月公佈。你可以到網站www.
liverpoolccg.nhs.uk的“Publications“選項中找到這份
文件。

讓我們知道你的想法，和繼續接
收最新的資料。

「健康的利物浦」籌劃者是誰？
「國民保健服務利物浦醫療委員會小組」專為
利物浦市民安排醫療護理服務，包括你在醫院
和社區內獲得的醫療護理服務。這個過程被稱
為委托。它涉及察看市民需要什麼醫療護理服
務，和確保這些服務到位。我們是由一群家庭
醫生領導，而市內每一間家庭醫生診所都有份
參與我們的工作。
利物浦市議會專門負責提供社會護理服務，與
所有本地國民保健服務機構（如醫院）一樣，
是「健康的利物浦」的一個關鍵夥伴。我們亦
同時與英格蘭國民保健服務、 其他地區的醫療
委員會小組，和社區及志願組織一起合作。

• 民眾希望家庭醫生能夠
多些在辦公時間外接見病
人，以及醫院可以減少急
症室所承受的壓力。他們
還告訴我們，預約家庭醫
生的過程也需要改善。

• 貧窮可能會阻礙民眾作出
健康的選擇和照顧自己的
健康。

• 心理健康和求取心理健康
服務應被視為一個高度優
先的處理事項。大多數人
都想做多些來改善自己的
健康，但他們需要更多資
料和支持來這樣做。 

• 民眾都廣泛支持「健康的
利物浦」的遠見和意圖；
你現在想聽到更多有關的
資料。 

醫院服務



 
 

Translation available on request. Braille, audio and other 
formats also available. 

 

 من وغيرها الصوت برايل، طريقة. الطلب عند متوفرة الترجمة
.أيضًا متوفرة األخرى األشكال  

 

aনেুরাধ করেল aনুবাদ uপলb আেছ. �iল, aিডo eবং aননানন 
িবননাাo uপলb আেছ. 

 

若有需要时可应要求翻译成中文。盲文凸字、音
频及其他格式的版本也可以提供。 

 

若有需要時可應要求翻譯成中文。盲文凸字、音
頻及其他格式的版本也可以提供。 

 

 به نيهمچن است؛ موجودی فارس به ترجمه درخواست صورت در
.گريدی فرمتها وی صوت ليفا ان،يناينابی الفبا  

 

Traduction disponible sur simple demande. Le braille, 
l’audio et autres formats sont aussi disponibles. 

 

 رانيرگەو ناکان،ينابۆ ب لييبرای رانيرگەو. داواەی ريگوەبەيە ه رانيرگەو
.تيکرەدە ستەردەب شيتری کيوازيش ندەج هاەروەهە و ستنيبە ب  

 

Tłumaczenie dostępne na życzenie. Publikację udostępnia 
się również w formacie Braille'a, audio i innych. 

 

Marka la codsado baa la heli karaa isaga oo turjuman. 
Farta Braille, maqal iyo qaabab kalena waa lagu heli karaa. 

 

Traducción disponible, a pedido. Disponible también en 
Braille, audio y otros forma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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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發言
在 2016 年 2 月至 3 月期間，我們將會在市內舉辦一系列活動，你到時可以聽
到本地的 醫生講解更多有關「健康的利物浦」的資料。而這些醫生是正在為
我們制定計劃，以及分

享你的意見。每次會議都會提供一個「健康的利物浦」簡介，同時把焦點集
中於其中一個領域（共有三 個領域） — “迫切和緊急的醫療護理＂、“醫院
服務＂和“社區服務＂。日期和地點如 下﹕

如想出席其中一個活動，請到網站﹕www.healthyliverpool.nhs.uk ，
發電郵﹕involvement@liverpoolccg.nhs.uk 或致電（0151）296 7537 預先登記。

如何保持聯繫﹕

迫切和緊急
的醫療護理

2016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 
Oakmere Community College, Cherry Lane, Liverpool, L4 6UG

2016 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 
The Quaker Meeting House, 22 School Lane, Liverpool, L1 3BT

2016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 
Bridge Chapel Centre, Heath Road, Liverpool, L19 4XR

醫院服務 2016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 
The Quaker Meeting House, 22 School Lane, Liverpool, L1 3BT

2016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至 5 時。 
Kensington Fields Community Centre, Hall Lane, Liverpool, L7 8TQ

2016 年 3 月 4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 
Alt Valley Community Trust, Altcross Road, Croxteth, Liverpool, L11 
0BS  

社區服務 2016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
 Oakmere Community College, Cherry Lane, Liverpool, L4 6UG

2016 年 3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至 5 時。 
The Quaker Meeting House, 22 School Lane, Liverpool, L1 3BT

2016 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至 4 時。
Toxteth Town Hall, 15 High Park Street, Toxteth, L8 8DX

www.healthyliverpool.nhs.uk
involvement@liverpoolccg.nhs.uk
0151 247 6409

@HealthyLvpool
#healthyliverpool

healthylvpool

healthylvp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