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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ry Richmond:  
青少年的希望凝聚點
衝破局限

啟動全新籌款行動

「生命三重奏」成功達標

列治文家庭外展及支援隊
獲得本地消防員的慷慨捐助

全新 Milan and Maureen Ilich 醫學影像中心
2000萬元籌款行動

「生命三重奏」籌款行動取得圓滿成功
將資助革新診斷器材



基金會主席暨行政總裁及理事會主席致辭
您的善舉幫助革新病人獲取的醫護模式。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慷慨捐贈，讓列治
文醫院基金會得以向急需的項目和器材撥款，持續提升列治文社區的醫護服
務。

最近，您的捐款為青少年提供精神健康服務的 Foundry Richmond 提供了 
永久地點。此外，列治文家庭外展及支援隊 (R-FAST) 專用車亦投入服務，為有
精神健康需要的青少年提供的流動服務。以上是捐贈者如何發揮作用的其中 
兩個例子。

全賴善長們支持，我們也達成了58萬元的籌款目標，更換列治文醫院的心臟、 
胸肺和神經各個專科的診療器材。

展望將來，新 Yurkovich 家族大樓將是引進新技術和器材的基礎，其中包括 
預計於2027年啟用，將配備最先進醫療影像的全新 Milan and Maureen Ilich 
醫學影像中心。

我們心懷感恩，閣下一如既往繼續為列治文的病人護理帶來了正面影響。感謝
您的快樂施予並成為將來典範。

祝願大家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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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詩娜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 
主席暨行政總裁

彭迪信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 
理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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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破局限 
消防員鼎力資助R-FAST專用車

左至右: 精神健康和癖癮服務，列治文嬰兒、兒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運營 
經理 Gregg Loo; RFAST 臨床主管和外展隊長 Tova Wolinsky; IAFF L1286
書記 Bill Buchannon; IAFF L1286副主席 Mike Frampton; 列治文消防員
協會主席 Jim Dickson; IAFF L1286秘書長 Craig Teichrieb; IAFF L1286 
會員 Jim Stewart;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理事會副主席 David Hobbs。

接到醫療求助，能夠以專用車輛作即時回應，是拯救性
命並提供優質醫護的關鍵。

當列治文消防員協會 (IAFF Local 1286) 得悉列治文 
家庭外展及支援隊 (R-FAST) 的成員，需要使用各自的
私人車輛或公共交通工具，接載有複雜精神健康問題
的青少年時，他們立即挺身而出，願助一臂之力。

列治文的250名消防員不僅全年無休地守護我們的家
園，如今他們更集腋成裘，在未來 5 年為 R-FAST 專用
車捐款 55,000 元。

隨著精神健康的緊急求助增加，列治文消防員協會意
識到支持精神健康範疇，如 R-FAST 的重要性。

列治文消防員協會的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席、已任職消
防員15年的 Colin Medhurst 表示：「我們協會的成員
非常重視精神健康，希望能把我們的支持擴展至社區。
消防員經常接到涉及精神健康的求助，我們知道讓專
業醫護人員前赴社區提供服務是何等重要。」

R-FAST 是列治文精神健康及癖癮團隊於 2021 年首創
的另類護理模式。團隊成員包括護士、社工、職業治療
師和醫生，通過外展模式為青少年解決複雜的精神健

康問題，透過前往社區內青少年的居所，作出實地評
估和治療。此外，R-FAST 還會按照預約，接送青少年
參與重要的醫療護理，並幫助他們尋找其他社區服
務。

R-FAST 為19歲以下可能受到未能解決的精神問題所
困擾的青少年提供另類護理和支持，積極改善了這個
弱勢群體的健康狀況。

R-FAST 目前預計在購買新車後能把服務額度提升
50%，並有額外能力去安全接送幼童。儘管該計劃著
重於青少年，團隊也經常為包括父母在內的整個家庭
提供協助，聯繫他們可能需要的其他服務。

列治文消防員協會主席、已任職23年的資深消防員 
Jim Dickson 表示：「我們很高興能夠支持 R-FAST，
因這計劃是引領『以社區為中心』的另一例子。R-FAST
不僅支持個人，還支援整個家庭，為他們提供及時、即
時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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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ry Richmond:  
青少年的希望凝聚點

上: Foundry Richmond 的接待區
中: Foundry Richmond的多功能活動室
下: Foundry Richmond的教學廚房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意識到社區極需一個服務青少年
的新設施，我們很榮幸成為合作夥伴，創立專為青少
年提供醫護服務的 Foundry Richmond。該中心已於
2021年4月啟用，並於2022年夏季搬遷到列治文5811 
Cooney Road的永久選址。

溫哥華沿岸衛生局專責列治文精神健康及癖癮總監 
Karen Barclay 表示：「青少年是我們的將來，他們
需要我們的支持才能成為社區中健康、積極的貢獻
者。Foundry Richmond 的成立幫助我們盡早以最 
佳的方式接觸青少年，避免因精神健康問題對他們 
的健康和正常生活造成嚴重影響。」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從善長的捐款中撥出150萬元用以
成立 Foundry Rich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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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oundry Richmond 啟用的首年已發揮功效，有 
756名青少年新登記索取服務，並有接近3,000人次的 
青少年到訪，而中心更得到他們的高度評價。在最近一次
調查，年輕人都同意 Foundry 令他們更容易取得所需服
務，感到更有能力去處理現況或健康問題。

作為求診者，青少年有著獨特的需求卻經常被醫療系統
所忽略，因為他們既不屬於兒童的範疇，又比普通成人 
要年少。

Barclay 解釋說：「Foundry Richmond 消除了護理上
的鴻溝，成為青少年及其家庭獲取健康衛生和社會服務
的橋樑。通過提供基礎醫護、公共衛生、精神健康和癖癮
服務，Foundry Richmond 能於同一地點，更快捷地向
年輕人及其家庭提供支援。」

不論是下載 Foundry BC 應用程序使用在線資源，或選
擇到位於列治文的中心接受服務，Foundry Richmond 
讓青少年可以輕鬆獲得切合他們年齡的支援與服務。所
有服務和資源都是免費的，供卑詩省內任何地方的青少
年及其照顧者使用，包括精神健康和癖癮服務、身體和 
性健康護理、朋輩支援及社工服務等。

感謝您幫助我們為青少年及其家人建立這個愉悅、包容
和無障礙空間，為健康和正常生活尋找所需支援。 ■

上: Foundry Richmond 團隊成員
中: Foundry Richmond 的醫療檢查室
下: Foundry Richmond 的會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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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影像不僅是診斷的關鍵，更用於跟進病情進展以
及監測治療成效。

列治文醫院放射科醫生 Juan-Carlos Guijon 醫生指
出：「醫學影像技術的突飛猛進改變了醫生對病人的診
治，現時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人體結構，甚至能夠看清楚
器官內部和血管，從而評估器官功能。」

列治文醫院現有的 Milan and Maureen Ilich 醫學影
像中心每年服務逾11萬5千名病人。放眼將來，預計到
了2035年，每年將為超過20萬名求診病人提供服務， 
屆時將需要更大的醫學影像部門並配備診斷和監察疾
病與病況的設施。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的首要任務是要為未來的需求做 
好準備。在 Milan and Maureen Ilich （米蘭及莫蓮· 
以利） 家族牽頭捐贈一千萬元下，列治文醫院基金會 
啟動了目標為2000萬元的籌款行動，確保位於列治文
醫院新急症護理大樓 - Yurkovich 家族大樓內的重心
設施 - 新 Milan and Maureen Ilich 醫學影像中心將
具備卓越和創新的科技。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主席暨行政總裁孟詩娜表示：「擴大
後的醫學影像中心將增加市內的急症醫護服務，並奠
定引進新科技的基礎，服務列治文區內以至區外的民
眾。」

新醫學影像中心將以 Milan and Maureen Ilich 命名，
以表彰 Milan and Maureen Ilich 家族的一千萬元捐
款。新醫學影像中心內的多種先進器材和技術包括：

• 磁力共振掃描 (MRI)
• 電腦斷層掃描 (CT)
• 核醫學
• 超聲波/超聲心動圖
• 綜合放射/熒光透視造影
• 乳房造影 (包括診斷和常規篩查)

隨著面積由目前的12,000平方呎擴大至26,000平方
呎，全新的 Milan and Maureen Ilich 醫學影像中心
將每年能夠服務更多病人。

列治文醫院這令人期待的醫療新里程, 您也能參與其
中。您的捐款將協助讓醫學影像中心面積倍增，並配
備專業器材以滿足社區日益增長的醫護需求。 ■

新急症護理大樓中的 
全新醫學影像中心

醫生準備為病人進行電腦斷層掃描 (CT)



如果您年滿55歲，還未訂立遺囑， 
或需要更新現有遺囑，我們可以幫到您。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鼓勵每個人都準備一份有效的遺囑，以確保您的意願將來 
得以實踐無誤，照顧摯愛親人。基金會現與 Canadian Free Wills Network 加拿大
免費遺囑網絡合作，只要閣下是列治文醫院基金會的捐贈者，年滿55歲將可獲律師
為您撰寫或更新一份簡單遺囑而毋須繳費*。 

準備好一份最新而有效的遺囑能讓您安心。在訂立或更新遺囑的時刻，也是考慮 
向列治文醫院基金會做出遺贈的好機會。這項具有深遠意義的善舉純屬個人意願。
我們在此衷心感謝閣下考慮繼續支持我們的工作和使命。

若您對免費遺囑計劃 (Free Wills Program) 感興趣，歡迎致電 604-244-5473 或 
電郵 legacy@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與樊美芬 Endora Fan 聯絡。

**撰寫或更新簡單遺囑的律師費是由參與此計劃的團體承擔，如律師認為您的情況需要更複雜的遺囑來處理，額外收費將由閣下負責繳付。

為癌症治療中心進行升級 
為新 Yurkovich 家族大樓作準備
列治文醫院重建計劃經已啟動，包括將癌症治療中心搬
遷至 Milan Ilich 大樓地面，為興建新 Yurkovich 家族
大樓騰出空間及進行土壤負荷工序。 

新癌症治療中心將比現時面積增加了65%，更好的運
作空間為將來進一步擴大臨床服務奠定基礎。病人治療
區將劃分為12個護理站(較舊中心增加了兩個) ，既結
合開放式空間又能滿足對私人房間的需求。至於檢查病
房則由兩間倍增至四間，更因應將來需要而創設工作空
間，以供更多專業人員包括社工和營養師使用。 

列治文醫院兩名腫瘤科醫生之一的 John Yun 醫生表
示：「隨著我們擴大空間以容納更多病人並整合所需的
支援服務，全新的癌症治療中心將能夠滿足現今以至未
來需要，惠及病者及其家人。」

全新癌症治療中心預期於2023年底在新的永久選址啟
用，新位置將方便病人和家屬進出。■

上: 列治文醫院腫瘤科醫生 John Yun 醫生與病人。
下: 列治文醫院腫瘤科醫生 Jeremy Ho 醫生與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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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機構註冊號碼:   11911 8883 RR0001

電話: (604) 244 5252 
電郵:  info@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7000 Westminster Highway,  
Richmond BC  V6X 1A2

 
請瀏覽我們的網頁!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生命三重奏」的最新診斷器材
感謝如您一樣的眾多捐款人，讓我們達成「生命三重奏」
籌款行動58萬元的目標，以購置最新的診斷器材，對醫 
護團隊在探究、診斷並監察心臟、肺部和神經系統的病 
徵與狀況均至關重要。

列治文醫院其中一位綜合內科醫生 Angus Cherry 醫生
是透過檢查全身不同系統的聯繫，從而分析複雜的診斷
狀況。

Cherry醫生解釋說：「那些必須用於為有多種複雜疾病
的病人進行探究、診斷和穩定病情的儀器，由於不停地使
用，因而急需更換。非常感激向這籌款行動捐款的眾多善
長，讓醫生具備用以提供優質社區醫護的必要工具。」 ■

列治文醫院綜合內科醫生 Angus Cherry 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