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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卑詩省社區安全及健康 

無論居住在卑詩省哪個地區的省民，在經歷過去幾年的種種挑戰後，都會進一步體會到保

障社區安全及健康的重要。《2023 財政預算案》(下稱《2023 預算案》) 進行策略性的投

資，目標是要確保省民在有需要時可以獲得所需的服務及護理，並且在社區中感到安全和

受保障。 
 
加強卑詩省醫療護理系統 

每個人都應該在有需要時獲得所需的護理。政府的撥款必須能夠反映數以千計的醫護人員

每天為社區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包括：醫生、護士、技術人員、醫護人員及輔助人員等。 
 
《2023 預算案》採取進一步行動，未來三年內增撥 64 億元，加強全省的生理及心理健康

醫療護理系統。 
 

• 面對人口老齡化，加上移居本省的人數不斷增加，《2023 預算案》預留 26 億元，

用於配合日益增多的公共服務需求和不斷攀升的開支。這筆撥款的其中 2.7 億元將

會撥予《卑詩癌症護理計劃》 (BC Cancer Care Plan) ，旨在擴大並加強全省社區的

癌症護理服務。此外，政府還會透過補充估算，為卑詩癌症基金會 (BC Cancer 

Foundation) 提供 1.5 億元資助。 

• 2022 年 9 月推出的醫療人力資源策略將會在未來三年內獲得 9.95 億元，用於招聘

與挽留員工；重新設計與重新分配工作量；落實和解與文化安全工作，以及增加所

有醫護專業培訓及教育名額。 

• 卑詩省新的家庭醫生支薪模式把醫生及病人放在首位。《2023 預算案》提供超過

10 億元，以協助執行這個新模式，並進一步確認醫生在提供基本醫療服務，以及

在整個醫護系統中所發揮的重大作用。 

• 為了繼續推動新冠病毒 (COVID-19) 的管理及衛生工作，《2023 預算案》預留 8.75

億元，用於相關應對工作。 
 



本省醫療護理系統必須照顧到一些面對精神健康、癖癮或濫藥等挑戰的省民，讓他們覓得

並持續獲得所需的護理服務。作為 64 億元醫療撥款的一部分，《2023 預算案》預留超過

10 億元，其中 8.67 億元用於營運預算，另 1.69 億元則撥作資本投資。 
 

• 對於面對濫藥問題的人士，政府將會投放超過 5.86 億元，在全省各地增加治療及

復康病床；開發和推出全新的無縫護理模式，協助患者完成整個復康之旅；創設全

方位支援；增設原住民治療中心，以及發展新的復康支援社區，幫助他們重過新

生，並成功走過復康之路。 

• 政府將會把紅魚治癒中心 (Red Fish Healing Centre) 的護理模式擴展至其他地區，以

便使更多人能在家附近獲得綜合精神健康及濫藥護理服務。 

• 《2023 預算案》額外注資 1.83 億元，加快非法有毒藥物危機應對工作中的整個延

續護理步伐，包括： 

o 加強對兒童、青少年及成年人的預防與早期介入服務； 

o 提供安全處方藥物，取代有毒藥物供應，從而挽救生命； 

o 擴大兩個流動應變計劃：結合警察與醫療人員服務的 Car Programs，以及由

居民領導的同輩輔助護理小組 (Peer Assisted Care Teams，PACTs)，以及 

o 籌劃設立由原住民主導的文化安全同輩輔助護理小組。 

• 透過全新的房屋撥款和經改進的房屋計劃，《2023 預算案》將會在未來三年內投

放 1.69 億元，在省內創設更多綜合護理病床，協助面對綜合精神健康及濫藥問題

的人士，包括：無家可歸者，以及現有支援式房屋未能滿足其需要的人士。作為政

府對醫療護理撥款的一部分，《2023 預算案》將提供 9,700 萬元的營運基金，為

居住在綜合護理設施的院友提供以健康為重點的支援及服務。 
 
為了確保醫療護理中心及醫院能夠繼續為卑詩省民提供最優質的護理服務，《2023 預算

案》提供歷來最巨額的資本投資，在未來三年內投放 112 億元，用於興建新醫療護理設

施。已經獲批的主要項目包括： 
 

• 全新的聖保祿醫院 (St. Paul’s Hospital) 可望於 2027 年正式啟用，將可提供 548 張病

床，預算總開支約為 22 億元； 

• 到了 2027 年，新建的素里醫院及癌症護理中心將有助配合該區不斷增長和老齡化

人口的需求，預算涉及金額超過 17 億元； 

• 高域根與區域醫院重建項目 (Cowichan and District Hospital Replacement Project) 可

望於 2027 年竣工，預算開支超過 14 億元； 



• 皇家哥倫比亞醫院 (Royal Columbian Hospital) 第 2 期和第 3 期工程，包括：重建及

擴建急症護理 (acute care) 大樓、急症室及手術室，其中急症護理大樓可望於 2025 

年正式啟用，預算涉及總開支約為 12 億元； 

• 重建列治文醫院 (Richmond Hospital) ，翻新現有急症護理大樓，以及提升醫院服務

能力，整項工程預計於 2031 年完成，預算總開支超過 8.6 億元； 

• 翻新位於特雷西市 (Terrace) 的米爾斯紀念醫院 (Mills Memorial Hospital) ，增加病床

和擴展一個精神健康復康計劃，有關工程可望於 2026 年完成，預算總開支為 6.33

億元； 

• 翻新道森溪與區域醫院 (Dawson Creek and District Hospital) ，工程包括：擴充急症

室、手術室及門診護理，可望於 2027 年竣工，預算總開支為 3.78 億元。 
 
創設安全與健康社區，並改善獲得司法服務的機會 

《2023 預算案》提供撥款，加強及擴展執法及介入服務，從而確保居民和社區安全。為

了建設安全與健康社區，政府將會提供全新的健康及精神健康撥款，包括：治療服務、安

全藥物供應、綜合護理房屋，以及新成立的綜合社區應變小組。 
 
在整個財政計劃中，《2023 預算案》預留 4.62 億元，用於協助建設安全社區，改善人們

獲得司法服務的機會，並為面對精神健康及癖癮挑戰人士創設聯繫和具凝聚力的支援網

絡。《2023 預算案》資助的多個項目均屬於 2022 年 11 月公布的《更安全社區行動計

劃》(Safer Communities Action Plan) 一部分。 
 

• 最新一份預算案向服務社區的省執法機構增撥 2.3 億元，用於增聘 256 名皇家騎

警，藉以加強執法及防止罪行的工作，尤其在市郊、偏遠及原住民社區。新撥款將

有助警方把工作重點放在處理暴力罪案及其他迫切的公共安全問題。 

• 約 8,700 萬元用於啟動兩項全新的執法計劃：《暴力積犯介入計劃》 (Repeat 

Violent Offending Intervention Initiative)，以及新設的《特別調查與針對執法》 

(Special Investigation & Targeted Enforcement，SITE) 計劃，旨在降低罪犯的重犯

率，改善刑事司法應對能力，以及加強司法合作夥伴之間的訊息分享。 

• 為了持續實踐卑詩省警務現代化工作，《2023 預算案》預留 2,500 萬元，用於推

動協商及公眾諮詢工作，為制定警務及警監新法例提供寶貴資訊。 

• 約 2,100 萬元用於推動大麻牌照運作，包括：大麻牌照審批系統、簡化提供服務的

程序，以及加強監管和執法。 
 



2023 年 1 月，卑詩省成為管有小量非法藥物作自用非刑事化的首個加國省份。為了推進

非刑事化工作，《2023 預算案》將會在未來三年內提供 1,900 萬元，旨在幫助解決被標

籤問題，以及評估新措施的實施情況。 
 
要創建一個安全和受保障的省份，卑詩省必須具備能夠為每個人提供支援和服務的一個法

律系統。最新一份預算案將會在三年內額外投放 8,000 萬元，用於改善人們獲得司法服務

的機會，支援可代表本省多元化的服務，從而建設更安全的社區。 
 

• 政府將會與卑詩第一民族司法委員會 (BC First Nations Justice Council) 合作，未來兩

年開設多 10 個原住民司法中心，透過這個自由和文化安全的設施，為原住民提供

法律援助、早期解決方案、支援和代表等服務。新一份預算案將會提供 4,400 萬

元，擴展原住民司法中心網絡至 15 個地點，以及設立一個網上中心，藉以解決刑

事司法系統中原住民人數偏高的問題。 

• 政府將會大幅增加卑詩人權審裁處 (BC Human Rights Tribunal) 的核心撥款，未來三

年內額外提供 1,350 萬元，用作改善審裁處的運作程序，以及幫助社區法律援助協

會 (Community Legal Assistance Society) 為更多弱勢人士提供免費法律服務。 

• 新一份預算案預留約 1,600 萬元，提供網上和辦公時間以外的保釋聆訊，從而加快

法院聆訊工作。遭起訴人士可以在其社區出席網上保釋聆訊，而毋須前往缺乏家人

和社區支援的大城市。 

• 其他司法撥款項目包括：為獨立調查辦事處 (Indepenent Investigation Office，IIO) 

每年增撥 200 萬元的基本預算，IIO 主要負責調查可能涉及警員的死亡或重傷事

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