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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H 精神健康与成瘾物质使用方面的服务与资源


成年人：
成年人精神健康与成瘾物质使用受理中心（Central
Intake for Adult Mental Health & Substance Use）





604-244-5488







儿童与青年：
儿童与青年精神健康（Child & Youth Mental Health）
604-207-2511
危机应对：
精神健康应急服务 (MHES)
604-244-5562

老年脑退化症患者：
老年人精神健康（Older Adult Mental Health）
604-675-3975

如需更多了解列治文的资源，可阅读保
健与精神健康服务指南《同享健康》
（Healthy Together）
（中英文）
：
www.vch.ca/healthytogether

列治文资源












Chimo 展望社会服务中心
604-279-7077
英文危机热线：604-279-7070
www.chimoservices.com
Pathways Clubhouse
604-276-8834
www.pathwaysclubhouse.com
列治文瘾症服务协会（RASS）
604-270-9220
www.richmondaddictions.ca

列治文精神医疗消费者与好友协会（RCFC）
604-675-3977
www.rcfc-society.org
中侨互助会（SUCCESS）
粤语帮助热线：604-270-8233
國语帮助热线：604-270-8222
www.successbc.ca

转折点康复协会（Turning Point Recovery Society）
604-279-7169
www.turningpointrecovery.com















卑诗焦虑症协会（Anxiety BC）
www.anxietybc.com

卑诗精神分裂症协会（BCSS）
604-270-7841
www.bcss.org
月度家庭支持会议：
www.bcss.org/monthly-meetings-calendar
卑诗健康连结（HealthLinkBC）
非紧急保健热线：811
www.healthlinkbc.ca

乐于协助组织（Here to Help）
压力疏导热线：310-6789（无需区号）
www.heretohelp.bc.ca

儿童与青年精神健康之家（Institute of Families for
Child and Youth Mental Health）
604-878-3400
www.familysmart.ca

Kelty Dennehy 精神健康资源中心
（Kelty Dennehy Mental Health Resource Centre）
www.hopementalhealth.ca

以个人及家庭为本的护理

当您的家人来到医院
接受精神健康或

成瘾物质使用方面的
治疗时

这里有为亲朋好友及照料者
提供的信息

卑诗精神健康（MindHealthBC）
www.mindhealthbc.ca

卑诗情绪疾病协会（Mood Disorders Association of BC）
www.mdabc.net
Red Book Online
redbookonline.bc211.ca

信息链接




《精神健康法案》
⸺卑诗省卫生厅
（Mental Health Act – BC Ministry of Health）
www.health.gov.bc.ca/library/publication/year/2005
/MentalHealthGuide.pdf
《信息自由与隐私保护法案》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rivacy Act (FIPPA) - BC Laws
http://www.bclaws.ca/civix/document/id/consol26/
consol26/96165_00

For more copies, go online at http://vch.eduhealth.ca or
email phem@vch.ca and quote Catalogue No. CD.200.W45.CS
©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 September 2018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is intended solely for the
person to whom it was given by the health care team.
www.vch.ca

由VCH-列治文精神健康与成瘾物质使用服务
家庭咨询委员会（VCH-Richmond Mental Health and
Substance Use Services Family Advisory Committee）拟制

您会提供、
获取哪些信息？

当您的家人需要入院治疗时，
以下为一般流程：

医院的工作人员，比如是护士，会迎接您的家
人来到住院部。



医院工作人员会向您的家人展示他们的房
间。安顿之后，会带他们熟悉住院部环境，当
中设有电话，可用于和家人朋友沟通。



在住院治疗期间，护理人员会与您及您的家人
一起制定治疗与出院计划，还包括如何联系社
区支援资源及出院后护理。



地址：

列治文医院（Richmond Hospital）

卑诗省列治文市西敏公路7000（夹吉尔伯特路
路口）
，邮编：
V6X 1A2
7000 Westminster Hwy (at Gilbert Road)
Richmond, BC V6X 1A2

1 精神急诊部门（PEU）

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提供短期评估与治
疗。
由南大门进入，前往蓝色区域。
电话：
604-244-5475

2 精神健康住院部门（IPU）

Westminster Hwy

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提供更长期的治疗，
并开展团队合作，做好保健协调。
可在中庭乘坐电梯，前往医院北端2楼绿色
区域 。
电话：
604-244-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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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团队将：










询问您希望如何可以帮助。
获取您的联络信息。
向您提供团队主要联络人的姓名以及联络
方式。
与您一起研制一个支持计划，包括在医院的
探访或院外探访。
与您一起安排家庭会议。
提供每月的家庭支持选择资讯。

团队需要获得您的家人同意授权，方可与
您分享健康信息。
同时，团队也会尽力回答
您可能提出的一些常见问题，并希望从您
这里获取信息。

更多有关
《精神健康法案》
（Mental Health
和
《家庭参与政策》
（Family Involvement
Act）
等信息，可向团队了解，或查看医院
Policy）
部门的信息公告板。

语言：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更希望使用英语以外的
另一种语言，请告知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
我们有其他的团队成员以及翻译员可以提
供服务。

贵重物品：

入院以后，他们的贵重物品，包括手机和其
他电子设备等，会得到妥善安全的保管。
如
果您希望将这些物品带回家，请列出一个
清单，注明已带回家的物品，以及您的姓名
和联系方式。

医疗团队：

精神健康护士

护士与您及您的家人一起合作，制定保健计划
与治疗目标。
护士24小时提供护理、用药及监
控、支持性咨询及教育服务。
职业治疗师

职业治疗师提供个人康复评估，以建立或重建
受到疾病影响的生存技能。
精神科医生

精神科医生会开展一项详细的评估，给予诊断
信息，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或根据需要出具药
物处方并调整用药。
社工

社工会帮助寻找解决财务和住房困难的方案、
转介社区资源、制定出院规划，以及与护理团
队一起主持家庭会议。
其他的团队成员还可包括例如音乐
或娱乐治疗师、营养师、药剂师等
专业人士。

“根据《精神健康法案》规定，在非自愿情形下的
入院”
是什么意思？
若当事人确实患有精神疾病，且存在安全隐患，
或身体或精神问题可能严重恶化，此时，则未获
取当事人同意，都需要对其进行入院治疗。
“自愿入院”
是什么意思？
当事人同意进入医院，接受精神健康方面的
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