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美最頂尖之一
列治文醫院獲高度評價

感恩報告 2019

施予之樂
捐贈者PatsyHui分享
樂善好施的動力 

充滿希望的未來
新一站式青少年中心, 
提供各項護理和服務

照顧周全
Balwant Sanghera對區內的 
醫療護理感到鼓舞

跨文化諮詢
了解不同文化， 
改良善終服務

列治文醫院獲評選為北美頂級醫院之列，Samuel Tang醫生和 Cornel Van West醫生是醫院手術團隊其中兩位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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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成長期間，PatsyHui(許太)早已深受樂善
好施的雙親所薰陶，意識到回饋是極其重要。  

父母不僅啟發她要捐贈、要與人分享，母親的一句 

至理名言，更讓Patsy確切理解到捐贈的意義 。

Patsy解釋：「母親對我說『施恩莫望報』，這是因為

你付出時所得到的內心喜悅已是真正的回報。」

Patsy對列治文市及社區的感情亦同出一轍，她與任

職家庭醫生的丈夫Hilary已在列市生活逾40年，把

兩名兒女Denise 和 Aaron養育成人。 在舉家的支持

及愛護下，Patsy引領社區並以身作則，兩度捐助列

治文醫院基金會，以支持興建全新的急症護理大樓。

Patsy樂見迫切需要興建的全新急症護理大樓終於計

劃成真，改善地區醫護前景；而對這項先進醫護設施

落戶列治文的期望，正好推動了Patsy不斷捐款支持。

Patsy表示：「列治文極之需要全新的急症護理大

樓，很高興見到列治文醫院基金會為改善社區醫護

而努力不懈。」

慷慨捐助不僅為Patsy帶來快樂，更深深觸動了她

的內心，當完成了對列治文醫院基金會的首筆捐款

後，Patsy 跟丈夫 Hilary談及將來，明白到彼此並沒

計劃於短期內退休，基於這個理解，鼓勵了他們作出

第二筆重大捐贈。

「丈夫Hilary跟我一樣，計劃工作多數年，並認為再

度捐款是正確決定。」Patsy補充說：「透過捐助興建

全新的急症護理大樓，提升列市醫護服務，能讓我倆

每天醒來都倍感有意義。」

對Patsy而言，兒時母親對她的明智教誨如今顯得更

為真實。

「我願意回饋，更期望更多人能與我一樣，感受到承諾

捐款那一刻的內心喜悅！ 」這是Patsy的由衷之言。

啟發捐助的喜悅：
許孫少儀
暢談財富與智慧

Patsy (左) 與丈夫Hilary和子女Aaron與Denise， 
鼎力支持提升本地醫療護理服務。

Patsy表示：「列治文極之需要全新的急症

護理大樓，很高興見到列治文醫院基金會

為改善社區醫護而努力不懈。」

Patsy解釋：「母親對我說『施恩莫望報』，

這是因為你付出時所得到的內心喜悅已是

真正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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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賴善長慷慨捐助，列治文將擁有一所全新專用

設施，為區內青少年提供醫護及社會服務。取名為

Foundry Richmond的「一站式」服務中心將是列治

文市內，首個專為青少年及其家人服務的設施。落成

啟用後，Foundry Richmond將匯集專業醫護人員及

不同社區機構，向青少年提供基本醫療護理、精神健

康、藥物濫用和癖癮戒除支援，以及社會服務。

作為一個特定的病人群組，在現行醫護體制之下， 

青少年的獨特需要經常備受忽略，把他們視作兒童治

理未免太年長，但視作成人卻又太年輕。

在列治文，年齡介乎13至24歲的青少年有33,700人，

就如全加拿大以及卑詩省其他地方一樣，列治文市超

過百分之四十的青少年，無論在基本醫療護理、精神

健康、藥物濫用和癖癮戒除服務等各方面都得不到

應有服務，比例令人震驚，他們尋求幫助時經常面對

Foundry Richmond
一站式青少年服務中心：為現今青少年帶來希望與復康

左： 資深教育工作者Christine Brodie， 
為改善列治文青少年醫療服務不遺餘力。

下： Foundry Richmond列治文青少年中
心的設計將參照Foundry Kelowna基隆那
青少年中心 (見圖)。

照片提供： Evolve Design

重重障礙，包括各種服務分散於不同地點，組合混亂

欠缺系統，而Foundry Richmond一站式青少年服務

中心正是要扭轉這情況。

為Foundry Richmond籌款是2018年10月列治文醫

院基金會「星光晚宴」領袖挑戰的核心項目，該個晚

宴的籌委會主席、列治文長期教育工作者Christine 

Brodie指出，當務之急是為青少年設立一所專用服務

中心。

「我畢生獻身於教育事業，尤其熱衷於協助有需要的

青少年。」Brodie表示：「列治文青少年現時所面對

的挑戰是各類青少年服務機構過於分散於市內不同

地點，要取得服務難免四處奔波。」

「創建Foundry Richmond一站式青少年服務中心

的目標將最終達成，讓青少年感受到尊重，找到實現

未來願景之途徑。」Brodie更表示：「我親自體會到

Foundry Richmond對列市社區是何等重要，那正是

要協助該計劃成真的意義所在。」

Brodie表示:「創建FoundryRichmond一站式

青少年服務中心的目標將最終達成，讓青少年

感受到尊重，找到實現未來願景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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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外科醫生醫學院國家手術水平提升計劃」
(簡稱ACSNSQIP)，評選列治文醫院為全北美最佳醫
院之一。 該評選項目由外科醫生組成，目的為評估與

提高外科醫療護理質素，透過向醫院提供各項技術與

評估報告，讓院方謀求更佳決策，提升手術水平。

在評審所有外科的手術結果中，列治文醫院在八項 

重要領域上獲得極高評分，獲優等嘉許，是全北美參

與評審的680所醫院中，位列首百分之十的優秀醫院

之一。

外科醫生傑出表現，列治文醫院獲評

骨科醫生Richard Kendall (見上圖)和重造整形外科醫生Owen Reid (左圖) 
聯同列治文 醫院其他外科團隊成員榮獲傑出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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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治文醫院外科部門主管Daniel Kopac醫生表示： 

「列治文醫院雖然規模不算大，但能獲此好評，足以 

證明我們醫院在北美頂尖醫院中，依然能傲視同儕。」

他又認為：「此項殊榮，正好秉承了外科團隊每一位 

成員，向來對病人能於列治文醫院得到最優質醫療 

服務的嚴格要求。」 

與列治文醫院同獲嘉許的國際頂級醫院包括有 

多倫多的聖米高醫院和Sunnybrook 醫療研究 

中心，美國紐約市的西奈山醫院，波爾的摩的 

John Hopkins醫院，以及北卡羅萊納州的Duke  

大學醫院。

列治文醫院與加拿大其他醫院一樣，每年均要接受 

加拿大衛生資訊研究所的審核。2017年，列治文醫院

在兩大評核項目中獲得好評：包括大大降低住院病人

感染C. Difficile難辨梭菌(一種能產生毒素的細菌，

會破壞腸道黏膜，引起輕瀉甚至死亡) 的個案，由每

一萬名病人出現10宗感染個案，降至目前只有1.5宗感

染的水平；此外，院內的死亡個案，也遠遠低於同等

規模醫院的平均死亡數字。

「此項殊榮，正好秉承了外科團隊每一位成員，

向來對病人能於列治文醫院得到

最優質醫療服務的嚴格要求。」

為北美最佳醫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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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從左至右) Genny Velose, Julie 
McIntyre, Melissa Scott, Dina Wang 以及 
Tydvil Yuen，與醫院其他工作人員時刻不辭
勞苦照料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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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不懈的知名社區領袖、「卑詩省勛章」得主
BalwantSanghera(OBC)，曾親身體會生命的瞬間

轉變，理解到我們是多麼倚賴當區醫療護理。

Balwant對社區的卓越領導及貢獻榮獲列治文

醫院基金會於2018年向他頒發「社區愛心獎」

Community Cares Award。誰料於領獎後第四天，

他因突發心臟病而要急送入列治文醫院。

1966年從印度移民至卑詩省的Balwant，退休前是

一名學校心理輔導員，他憶述：「該次突發心臟病是

我人生最艱辛的一次經歷，讓我對生命有不同的覺

悟及觀感，那就是『一切都可於瞬間失去』。」

Balwant衷心感謝列治文醫院的醫療團隊救回他 

一命。

Balwant表示：「所有醫生和護士都不遺餘力地醫治

和照料我，其中我要特別感謝Gandham醫生、郭醫

生和陳醫生。」

在列治文醫院留醫的三個星期，Balwant得到妻子

Baldev及兩名兒子Balraj (Bobby) 和 Barinder陪伴

照顧。他指出，留院期間讓他有更深體會，確信這個

社區是應該得到最優良的醫療護理。

他說：「列治文醫院極其需要一幢全新的急症護理大

樓，我將於社區工作上傾盡全力確保列治文擁有優

質醫護服務。」

Balwant憶述：「該次突發心臟病是我人生

最艱辛的一次經歷，讓我對生命有不同的覺悟

及觀感，那就是『一切都可於瞬間失去』。」

「列治文醫院極其需要一幢全新的

急症護理大樓，我將於社區工作上傾盡全力

確保列治文擁有優質醫護服務。」

Balwant 
Sanghera: 
親身體會對醫護的迫切需求

社區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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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Balwant Sanghera(照片中央)獲頒發列治文醫院基金會2018年「社區愛心
獎」，身旁為兩名兒子Barinder(最左)和Bobby(最右)，兒媳Raj及Balwant 的 
妻子Bal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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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不同文化

改善善終服務
死亡乃人生必經之路，面對自己或親人臨終之期， 

更是令人難於面對和應付。對醫院工作人員而言，讓

病人在人生最後階段得到最體貼的善終護理、安祥舒

適地離開人世，無疑是艱鉅挑戰。更何況列治文市是

由不同種族文化背景的人士組成，對善終護理這敏感

的議題，看法自然各有不同。列治文醫院善終部門的

醫務總監Alexandros Alexiadis醫生因此認為， 

若要提供最妥善的服務，就需徹底了解和認識這方面

的文化差異。 

Alexiadis醫生又表示：「在善終護理中，良好的溝通是

重要關鍵。工作人員經常和病人或家屬溝通和討論，了解

他們對善終的道德觀與價值觀、理念和看法。」

善長慷慨的捐贈，讓Alexiadis醫生及善終工作團隊

的成員，能夠順利展開社區諮詢，與超過150名華裔(

國、粵語)、印裔及菲律賓裔的人士，進行多達 

13次交流，了解不同族裔文化對臨終及對善終服務的

看法和要求。

Alexiadis醫生表示：「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原來許多

問題都是出自院方與病人或家屬溝通時的表達用詞

和方式，善終的概念基本上是大同小異。因此我們必

須教育醫護人員與病人或家屬溝通時應當慎用言詞，

並理解我們的善終模式是可以彈性處理。」

對Alexiadis醫生及工作人員來說，清楚認識列治文

社區內的文化差異，有助提供更優質及有意義的善終

服務，讓病人和親屬得到最好的支持。

音樂治療師 Lennie Tan 和 Alexandros Alexiadis
醫生，啟動多元文化社區諮詢大會，與各族裔社群集
思廣益，冀改善列治文醫院善終服務。

Alexiadis醫生表示：「在善終護理中，

良好的溝通是重要關鍵。工作人員經常和

病人或家屬溝通和討論，了解他們對

善終的道德觀與價值觀、理念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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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志成
Nelson Kwan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理事會主席

孟詩娜
Natalie D. Meixner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主席暨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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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 Westminster Highway,  Richmond, BC  V6X 1A2

604.244.5252  |  info@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   
 RichmondHspFdn

理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話

列治文醫院成立逾50年來，提供優質醫療護理服務，

已經深得區內民眾的信賴。 外界一致公認列治文 

醫院，多年來不僅悉心照顧病人，更不斷改進，提升 

服務水準。

列治文人口快速增長，人口老化問題亦日趨嚴峻，需

要到醫院接受治療的病人也隨之而增加，對醫療設

施和器材的需求，帶來沉重負擔。閣下的捐款有助舒

緩這方面的壓力。

我們的醫護團隊經常向我們表示，多得社區人士的捐

款，幫助醫院購置急需醫療儀器，改善病人護理服務

及設施，他們才能有效提升醫護質素。

 

擴展社區醫療護理，讓列治文每一位居民都受惠， 

乃您我共同目標。 不論在醫院裏，社區或在家居獲

取護理服務，病人護理與福祉都是我們現在和將來

所關心的領域。

民眾健康地生活，正是社區強盛的根源。閣下踴躍 

捐助，不僅能夠拯救生命，亦是維繫社區健康的支柱。 

閣下致力支持列治文的醫療護理，本人僅此深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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