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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卑诗省社区的安全和健康 

 

经历了过去几年的种种挑战之后，卑诗省各地居民都进一步体会到保障社区安全和健康的

重要性。《2023 财政预算案》(下称《2023 预算案》) 通过进行策略性投资，确保省民在

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获得所需的服务和护理，并在社区中感到安全且受保障。 

 

加强卑诗省医疗护理系统 

每个人都应该在有需要时，能够及时获得所需护理。政府的投资必须能够反映成千上万的

医护领域工作者每天为社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些工作者包括医生丶护士丶技术人员丶

医护人员及辅助人员等。 

 

《2023 预算案》采取后续步骤，在未来三年内新增拨款 64 亿元，以加强全省的体质及精

神健康护理系统。 

 

• 面对人口老龄化，以及移居本省的人数不断增加的问题，《2023 预算案》投入 26 

亿元，以应对日益增多的服务需求和不断攀升的开支。该项投资中的 2.7 亿元将用

于资助《卑诗癌症护理计划》(BC Cancer Care Plan)，以扩展并加强全省各地社区的

癌症护理服务。此外，政府还通过补充概算为卑诗癌症基金会 (BC Cancer 

Foundation) 提供 1.5 亿元拨款 

• 2022 年 9 月推出的医疗劳动力策略，将会在未来三年获得 9.95 亿元资助，用以帮

助招聘和挽留员工、重新设计并分配工作量、深入贯彻和解与文化安全工作，并为

全面培训医护专业人才增加教育名额 

• 卑诗省的全新家庭医生支薪模式将医生和病人放在首位。《2023 预算案》拨款超

过 10 亿元来协助实施这个新模式，并确保医生能通过所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而得

到更有效地认可，以及在引介病人进入更广泛医护系统时所发挥的关键联通作用 

• 《2023 预算案》提供 8.75 亿元拨款，继续支持卑诗省的新冠疫情管控及医疗应对

措施 

 



本省医疗护理系统必须兼顾到那些面对精神健康丶癖瘾或药物滥用问题等挑战的省民，让

他们能够找到并持续获得所需的护理服务。作为 64 亿元医疗拨款的一部分，《2023 预算

案》新规划出超过 10 亿元资金，其中包括 8.67 亿元运营经费，以及 1.69 亿元的资本投

资。 

 

• 对于面对药物滥用问题的人士，政府将投放超过 5.86 亿元，在全省各地增加治疗

及康复病床、开发并推出全新的无缝衔接护理模式以帮助患者完成整个复康之旅、

创设全方位支援、扩展原住民治疗中心，以及发展新的康复社区来帮助人们重获新

生，并成功步入长远的康复之路 

• 省政府将扩展红鱼治愈中心 (Red Fish Healing Centre) 的护理模式至其他地区，以便

使更多人能在家附近获得综合精神健康及药物滥用的护理服务 

• 《2023 预算案》额外注资 1.83 亿元，加快实行整体护理过程中省政府对于非法有

毒药物危机的应对工作，包括： 

o 加强对儿童丶青少年及年轻成人的预防与早期介入服务 

o 提供安全处方药物，取代有毒药物供应，从而挽救生命 

o 扩展两项流动应变计划：结合警察与医疗人员服务的 Car Programs，以及由

民众领导的同伴协助护理团队 (Peer Assisted Care Teams，简称 PACTs) 

o 筹划建立由原住民主导的文化安全同伴协助护理团队 

• 通过新的住房拨款和经改进的房屋计划，《2023 预算案》将会在未来三年内投放

1.69 亿元资本基金，在省内创设更多综合护理病床，支援具有综合精神健康和药

物滥用问题的人士，包括无家可归者，以及现有支援式房屋无法满足其需要的人

士。作为政府向医疗护理投资的一部分，《2023 预算案》将提供 9,700 万元运营

资金，为居住在综合护理设施的人士提供以健康为重点的支援及服务 

 

为确保医疗保健中心及医院能够继续为卑诗省民提供最优质的护理服务，《2023 预算

案》提供历来最巨额的资本投资，在未来三年投放 112 亿元新建医疗护理设施。已经获

批的主要项目包括： 

 

• 全新的圣保禄医院 (St. Paul’s Hospital) 将于 2027 年正式启用，可提供 548 张住院病

床，工程预算开支约为 22 亿元 

• 到 2027 年，新建的素里医院和癌症护理中心将有助于满足该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

和老龄化的需求，工程预算超过 17 亿元 

• 高域根及区域医院重建项目 (Cowichan and District Hospital Replacement Project) 预

计于 2027 年竣工，预算开支超过 14 亿元 



• 皇家哥伦比亚医院 (Royal Columbian Hospital) 的第 2 期和第 3 期重建工程，以及扩

建急症护理大楼丶急诊部和手术室，其中急症护理大楼有望于 2025 年正式启用，

工程预算总开支约 12 亿元 

• 重建列治文医院 (Richmond Hospital) 并取代急症护理大楼，目标于 2031 年扩展医

院服务能力，工程预算开支超过 8.6 亿元 

• 翻新位于特雷西市 (Terrace) 的米尔斯纪念医院 (Mills Memorial Hospital) ，增加住院

病床并扩展该地区的精神健康康复计划，工程预计于 2026 年完成，预算开支 6.33

亿元 

• 翻新道森溪及区域医院 (Dawson Creek and District Hospital) ，工程包括增设住院病

床，以及扩建急诊部丶手术室及门诊护理，预计于 2027 年竣工，预算总开支为

3.78 亿元 

 

建设安全和健康的社区，并改善获得司法服务的机会 

《2023 预算案》拨款资助全新及扩展的执法和介入服务，以保障省民和社区安全。为了

建设安全健康的社区，政府将提供全新的体质及精神健康拨款，包括治疗服务丶安全药物

供应丶综合护理房屋，以及新成立的综合社区应变小组。 

 

在财政计划之中，《2023 预算案》规划出 4.62 亿元用于建设安全社区，改善人们获得司

法服务的机会，并为面对精神健康及癖瘾问题的人士，创建联系紧密并具有凝聚力的支援

服务。《2023 预算案》资助的多个项目，均属于 2022 年 11 月公布的《更安全社区行动

计划》(Safer Communities Action Plan) 中的部分内容。 

 

• 向省级执法机构服务的社区增加拨款 2.3 亿元，用于增聘 256 名皇家骑警，以加强

执法及犯罪防范工作，尤其在市郊丶偏远及原住民社区。新拨款将有助于警察将工

作重点放在暴力犯罪和其他紧迫的公共安全问题 

• 约 8,700 万元新拨款用于启动两项全新的执法计划：《暴力惯犯介入计划》(Repeat 

Violent Offending Intervention Initiative) 以及新设立的《特别调查与针对执法》

(Special Investigation & Targeted Enforcement，简称 SITE) 计划，以期减少重复犯

率，改善刑事司法应对措施，并加速司法合作伙伴之间的信息共享 

• 为了继续推进卑诗省警务现代化的工作，《2023 预算案》计划投入 2,500 万元用

于促进协商和公众咨询工作，为制定警务及警察监督新法规提供宝贵资讯 

• 约 2,100 万元将用于支持大麻牌照审批的管理运营，包括大麻牌照审批系统丶简化

提供服务的程序，以及加强遵纪守法及执法 

 



在 2023 年 1 月，卑诗省成为加国首个将持有少量非法药物供个人使用非刑事化的省份。

为了推进非刑事化进程，《2023 预算案》将在未来三年提供 1,900 万元来帮助解决污名

标签的问题，并评估新措施的实施情况。 

 

要创建一个安全和受保障的省份，卑诗省必须具备一个能够支援并服务社区中每个人的法

律系统。为了进一步投资建设更安全的社区，使其具有能够代表本省多元化的服务，新预

算案将在未来三年额外投资 8,000 万元，以改善民众诉诸司法获取公义的机会。 

 

• 省政府将与卑诗第一民族司法委员会 (BC First Nations Justice Council) 合作，在未来

两年新开设 10 个原住民司法中心，以便在这些自由且文化安全的场所为原住民提

供法律援助丶早期解决方案丶支援和代表服务。新预算案将提供 4,400 万元，将原

住民司法中心网络扩展至 15 个地点以及一个网上中心，旨在支持解决刑事司法系

统中原住民人数偏高的重要问题 

• 政府将大幅提升卑诗人权审裁处 (BC Human Rights Tribunal) 的核心拨款，在未来三

年额外提供 1,350 万元，用于改善审裁处的工作流程，并帮助社区法律援助协会 

(Community Legal Assistance Society) 为更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 财政计划拨款约 1,600 万元，用以帮助提供网上和办公时间以外的保释聆讯，从而

加快法院聆讯工作。被起诉的人可以在所属社区参加网上保释聆讯，而无需出行前

往远离家人和社区支援的大城市 

• 其他资助司法的项目包括为独立调查办事处 (Indepenent Investigation Office，简称

IIO) 每年增加 200 万元基本预算，该办事处主要负责调查可能涉及警员的死亡或重

伤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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