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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ry Richmond:  
青少年健康的希望中心
超越使命的鼎力支援

发起全新筹款行动

「生命三重奏」成功完成

列治文家庭外展及支援队
获得本地消防员的慷慨捐助

新 Milan and Maureen Ilich 医学影像中心
$2000万的筹款活动

「生命三重奏」筹款行动取得圆满成功
将带来先进诊断设备



董事会主席及行政总裁寄语
您的慈善之举让更多人能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慷
慨捐赠，让列治文医院基金会得以持续资助社区亟需的医疗项目和设备，不
断改善本地的医护条件。

最近，您的善款支持了 Foundry Richmond 的长期运营，让青少年能得到
很好的健康和保健服务；此外，列治文家庭帮扶团队 (R-FAST) 项目的新车
启动，为有需求的青少年提供心理健康相关的移动服务。以上是捐助者如何
发挥作用的其中两个例子。

感谢捐助者，我们实现了$58万的筹款目标，更换列治文医院心肺、神经等科
室的专业诊疗设备。

展望未来，列治文医院新 Yurkovich 家族大楼将带来更新的医疗技术和更
先进的医护设备，其中包括预计于2027年启用，将配备最先进医疗影像的全
新 Milan and Maureen Ilich 医学影像中心。

我们心怀感恩：是您帮助列治文实现如此重要的变革。您的长期支持还将为
我们的社区带来更多更美好的改变。

祝您幸福安康！

孟诗娜
列治文医院基金会
主席暨行政总裁

彭迪信
列治文医院基金会
理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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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使命的鼎力支援 
消防员们义不容辞，伸出援手资助社区购买R-FAST新车

左至右: 精神健康和癖瘾服务，列治文婴儿、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运营经理 
Gregg Loo; RFAST 临床主管、访问和外展队长 Tova Wolinsky; IAFF L1286书
记  Bill Buchannon; IAFF L1286副主席 Mike Frampton; 列治文消防员协会
主席 Jim Dickson; IAFF L1286秘书长 Craig Teichrieb; IAFF L1286会员 Jim 
Stewart; 列治文医院基金会理事会副主席 David Hobbs。

专用的交通工具，能及时的响应和帮助紧急的精神健康
医疗求助电话。这是挽救生命、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
关键一环。

之前列治文家庭外展及支援队 (R-FAST) 成员一直需要
使用个人车辆或公共交通工具为有精神健康状况的青
少年提供医护帮助。当列治文消防员协会 (IAFF Local 
1286) 得知这一情况时，他们马上要伸出援手改变这一
现状。

列治文的250名消防员不仅在全年无休地守护着我们
的家园，如今，他们更是竭尽全力来帮助社区医疗发展
相关的项目，他们将在未来五年分期捐款$55,000, 帮
助购置这台 R-FAST 项目专用车辆。

当前，随着精神健康紧急呼救数量的增加，列治文消防
员协会认识到支持 R-FAST 这样的精神健康项目非常
重要。

该协会公共关系委员会主席暨从业15年的消防员
Colin Medhurst 分享说：「精神健康也是我们自己协会
成员非常重视的一点。我们希望将自己的支持和爱心扩
展到整个社区。消防员经常会接到精神健康方面的求助
电话，因此我们知道社区是多么需要专业的医护人员来
提供这方面的支持。」

R-FAST 是列治文精神健康和药物使用团队于2021年
首创推出的一种护理模式。该团队人员包括护士、社
会工作者、职业治疗师和医生，他们会前往青少年所
在地进行实地评估和治疗，通过外展模式，帮助青少
年解决复杂的心理健康问题。此外，R-FAST 还可以载
青少年前往重要医疗相关预约，协助他们寻找和获得
社区的基础服务。

R-FAST 专门为19岁以下可能有未治愈精神疾病的青
少年提供非常有意义的护理和支持，积极改善这个弱
势群体的健康状况。

有了新车，R-FAST 预计其服务能力将提高50%，可以
更安全的载青少年出行就医。虽然 R-FAST 主要服务
青少年，但也会为他们的家庭提供帮助，比如帮青少
年们的父母寻找和推介所需的社区相关资源。

列治文消防员协会主席暨从业23年的资深消防员 
Jim Dickson 说：「我们很高兴能支持 R-FAST，因为
她是一个服务全社区的好项目，不仅帮到了一个个青
少年，还支持了他们的整个家庭。这些及时且长期的
医护服务会让那些有需要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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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ry Richmond:  
青少年健康的希望中心

上: Foundry Richmond 的接待区
中: Foundry Richmond的多功能活动室
下: Foundry Richmond的教学厨房

列治文医院基金会很早就了解到社区亟需一个服务
青少年人群的健康保健设施。现在，我们很自豪成为
合作伙伴，满足这个重要的需求，因为名为“Foundry 
Richmond”的新机构已启用，专注于青少年的医疗 
保健。该中心于2021年4月投入使用，并于2022年夏
季迁至列治文5811 Cooney Road 并将长期在此运
营。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列治文精神健康及药物使用总
监 Karen Barclay 说：「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他们
需要我们的支持才能成为社区里健康、积极的贡献
者。Foundry Richmond 中心希望在出现问题的早期
以最佳的方式帮助他们康复，让他们的健康问题不至
于产生严重影响。」

在捐赠者们的支持下，列治文医院基金会投入$150万
帮助创立 Foundry Rich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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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oundry Richmond 启用的第一年，就有756名青
少年来登记需求，近3,000青年人次到访。中心在青少
年中有很好的口碑。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青少年 
大多表示Foundry使他们更容易获得所需的医护服务， 
并且他们感觉自己更有能力处理目前的状况或健康问
题。

作为患者群体，青少年们有独特的需求，并且在我们的
医疗保健系统中容易被忽视，因为他们既不属于儿童的
范畴，又比普通成人要年少。

Barclay 解释道：「Foundry Richmond 弥补了青少年
医护和社会服务这方面的空白。通过提供初级保健、公
共卫生、心理健康和药物使用等方面的服务，Foundry 
Richmond 将帮助青少年及其家人更便捷、快速地获
得所需的医疗护理。」

不论是下载 Foundry BC 应用程序使用在线资源，或是
选择来到位于列治文的中心接受服务，青少年们都可以
轻松在 Richmond Foundry 获得与他们年龄段相契
合的支持与服务。全卑诗省的 Foundry 为青少年及他
们的照顾者所提供的服务和资源全部免费，包括心理健
康和药物使用服务、身体和性健康护理、同伴支持和社
会服务等。

感谢您帮助我们为青少年及其家人建立这个充满温馨
和包容的无障碍空间，让这个充满希望的群体和他们的
家庭能得到健康需求方面的支持！ ■ 上: Foundry Richmond 团队成员

中: Foundry Richmond 的医疗检查室
下: Foundry Richmond 的会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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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不仅被用于医疗诊断，同时也是追踪疾病发展
和监测治疗效果的重要手段。

列治文医院放射科医生 Juan-Carlos Guijon 医生认为: 
「医学影像技术的进步已经改变了诊疗方式。今天，我们

不仅能够将身体的解剖结构可视化，我们还可以看到器
官和血管的内部情况，从而能够评估它们的功能。」

目前位于列治文医院的 Milan and Maureen Ilich 医学
影像中心每年为超过 115,000 名患者提供服务。展望未
来，到2035年，列治文医院预计每年将有超过 200,000 
名患者需要医学影像相关的服务，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
个更大的医学影像中心来帮助诊断、监测疾病和医疗状
况。

列治文医院基金会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居民的未来需求做
好准备。 感谢 Milan and Maureen Ilich （米兰及莫莲·
以利） 家族带头捐赠了$1000万善款，支持列治文医院
基金会最近发起的一项目标为$2000万的筹款活动，款
项将用来建设一个全新的 Milan and Maureen Ilich 医
学影像中心。这个拥有最先进和创新技术的新的医学影
像中心将位于列治文新急症护理大楼 （Yurkovich大楼） 
的核心位置。

列治文医院基金会主席暨行政总裁孟诗娜表示：「新医学
影像中心将有更大的空间在列治文实现更多的急症医护
服务，同时，也将让新的医学技术有施展的平台，为我们
列治文乃至其他地区人民的医疗保健奠定更坚实的基
础。」

新的医学影像中心以 Milan and Maureen Ilich 命名， 
以表彰他们家族慷慨捐赠 $1000万善款。未来的 Milan 
and Maureen Ilich 医学影像中心将容纳各种先进的设
备和技术，包括： 

• 磁共振影像（MRI）
• 电脑断层扫描（CT）
• 核医学扫描

• 超声波/超声心动扫描
• 普通放射/荧光检查
• 乳房造影（包括诊断和常规筛查）

医学影像中心的占地面积将从现在的12,000平方英
尺扩大到未来的26,000平方英尺。新中心将以更新的
技术、更好的设计和流程来服务更多的患者。

列治文医院很期待这个激动人心的未来。我们希望您
也能加入进来！您的善款将帮助列治文建成两倍于以
前面积和能力的医学影像中心，以满足我们社区不断
增长的医疗需求。 ■

新急症护理大楼里的
新医学影像中心

医生准备为患者使用电脑断层扫描 (CT)



如果您年龄在55岁或以上，还没有设立遗嘱， 
或者需要更新现有遗嘱，请联系我们，获得相关帮助。
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鼓励每个人都有准备好一份有效遗嘱，以确保达成心愿， 
让所爱之人能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而得到相应的照料。基金会现与 Canadian  
Free Wills Network 加拿大免费遗嘱网络合作，通过律师来帮55岁及以上的列治文 
医院基金会支持者免费撰写或更新简单的遗嘱。*

一份最更新的有效遗嘱能让您安心。制定或更新遗嘱的时刻也是考虑向列治文医院基金会 
做出遗赠的绝佳机会。这个伟大的举动纯属自愿。我们衷心感谢您考虑支持我们的工作和 
使命。

如果您对免费遗嘱计划 (Free Wills Program) 感兴趣，请致电 604-244-5473或发送 
电子邮件至 legacy@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联系樊美芬 Endora Fan 女士。

*撰写或更新简单遗嘱的律师费是由参与此计划的团体承担，如律师认为您的情况需要更复杂的遗嘱来处理，额外收费将由阁下负责缴付。

升级癌症治疗中心 
为新 Yurkovich 家族大楼作准备
列治文医院重建项目的工作已拉开序幕。包括将癌症 
治疗中心搬到 Milan Ilich 大楼一层，以便为新  
Yurkovich 家族大楼的相关拆除和建设工作进行准备。

新癌症治疗中心的实际面积将扩大65%，会提供更好 
更多的功能空间和设施服务。患者治疗区域将一共实
现12个护理区，比以往增加两个，充分结合开放空间和
私密房间的两方面需求。检查室的数量将从两个增加到 
4个，以满足未来其他专业医护人员, 包括社工和营养
师等的需求。 

John Yun 医生是列治文医院现有的两位肿瘤科专家
之一。他说：「新的癌症治疗中心将对当前和未来的癌
症治疗至关重要。扩展了的空间可以接待更多患者；我
们也融入了更多相关服务，可以更好地帮助患者及其
家人。」 

新癌症治疗中心预计将于2023年底在新的永久位置正
式启用。新的位置让患者及家人出入更加方便。 ■

上: 列治文医院肿瘤科医生 John Yun 医生与患者。
下: 列治文医院肿瘤科医生 Jeremy Ho 医生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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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三重奏」带来先进诊断设备
非常感谢我们的捐赠者，帮助我们完成了「生命三重奏」
的$58万筹款目标，帮助社区获得最新的医疗诊断设
备，让医护团队能更好地研究、诊断、监测心肺和神经系
统相关的症状或疾病。

列治文医院普通内科的 Angus Cherry 医生一般需要
检查人体各系统之间的联系来开展复杂的医疗诊断。

Cherry 医生说：「有些患者身体状况复杂，可能患有多
种疾病，我们必须依靠一些工具来进行相关的调查、诊
断和治疗。这些工具已被频繁使用了很久很久，需要紧
急更换。我们非常感谢众多的捐赠者为医生们筹得这些
重要工具，让他们可以在社区更好地救死扶伤，提供优
质护理。」 ■

列治文医院普通内科医生 Angus Cherry 医生

慈善机构注册号码:  11911 8883 RR0001

电话: (604) 244 5252 
电子邮箱:  info@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7000 Westminster Highway,  
Richmond BC  V6X 1A2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