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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保健服务（NHS）约章

国民保健服务 (NHS) 是属于人们的。
NHS 是为了改善我们的身心健康，帮助我们保持精神和身体健康，
患病时能早日痊愈，及当我们不能完全康复时，能好好地渡过余生。
NHS 在科学的极限内运作 – 利用最尖端的人类知识和技术来拯救生
命和改善健康。它会在人类有基本需要，就是在最需要照料和关怀
时，照顾我们的生命。
NHS 是以一套共通的原则和价值观为基础，维系着它服务的所有社
区和人们 – 病人和公众 – 及为 NHS 工作的职员。
这份约章确立了英格兰的 NHS 原则和价值观。它定下有关病人、公
众和职员应享有的权利，并许诺 NHS 致力达成的事项，及公众、病
人和职员互相承担的责任，以便确保 NHS 的运作是公平和有效的。
根据法律，所有 NHS 组织及所有提供 NHS 服务的私人和第三方服
务提供者，在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时都必须以这份约章为大前题。
这份约章每 10 年将修订一次，而公众、病人和职员都会参与。此外，
有一份 NHS 约章手册 (Handbook to the NHS Constitution)，至少每
三年须修订一次，为约章所订明的权利、许诺、责任和义务订出最
新指引。这些修订的规章，将是具法律约束力的。它们将保证这些
维护 NHS 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都会定期予以检讨和重新作出承诺 ；
及任何政府如想更改 NHS 的原则或价值观，或约章内所订明的权利、
许诺、责任和义务，都必须与公众、病人和职员进行全面和具透明
度的辩论。

指引 NHS 的原则

1. 指引 NHS 的原则
有七项主要原则指引着 NHS 所做的全部工作。它们都以一些经过与职员、病
人和公众进行广泛讨论后订出的 NHS 核心价值观为基础。这些价值观列于本
文件的背页。

1. NHS 提供一项全面性的服务，供
所有人士使用，不论其性别、种族、
残障、年龄、性倾向、宗教或信仰。
它对所服务的每一个人士都要负责
任，及必须尊重他们的人权。与此同
时，它亦有更广泛的社会责任，要透
过它提供的服务来促进平等，及特别
照顾那些健康和预期寿命比其它人口
改善得较慢的组别或社群。
2. 使用 NHS 服务是根据临床需要，
而不是个人的付钱能力来决定。除了
由国会批准的一些有限情况外，NHS
服务都是免费的。

3. NHS 务求达到最高素质标准和专
业水平 – 这包括在提供安全、有效及
以病人经验为主的优质护理 ；在策划
和提供临床和其它服务 ；在聘用员工
及员工的教育、培训和发展机会 ；在
领导和管理其组织 ；及透过 NHS 对
创意，和对促进及进行研究为市民改
善目前和日后的保健护理的承诺。
4. NHS 服务必须反映病人、其家人
和照料者的需要和意愿。在作出对病
人的护理和治疗的决定时，病人、其
家人和照料者 ( 在适当时 ) 有机会参
与及被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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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了病人、当地社区和广大市民的
利益，NHS 跨组织推行工作，并与其
它机构合作。NHS 是一个包含多个组
织和服务的综合体系，由约章内反映
的原则和价值观结合起来。NHS 致力
与各地方当局和其它私人、公共和第
三方 组织合作，包括在全国和各地，
以提供及促进广泛人们身心健康的
改善。
6. NHS 致 力 用 纳 税 人 的 金 钱 提 供
物 有 所 值 的 服 务， 并 且 以 最 有 效、
公平和可持续的方法来使用这有限的
资源。供保健护理使用的公帑，将纯
粹用于对 NHS 服务的人们有利益的
项目。

7. NHS 要对其服务的公众、社区和
病人负责。NHS 是一项全国性的服务，
其资源来自国家税务，并由中央政府
订出 NHS 的架构，NHS 的运作是向
国 会 负 责 的。 但 是， 大 多 数 在 NHS
内的决定，尤其是那些关于个人治疗
和各项服务的详细安排等，均由各地
方的 NHS 机关、及病人与他们的医
生作适当的决定。在 NHS 内作出决
定的责任及问责制度，应该是具透明
度及让公众、病人和职员清楚明白的。
因此，中央政府将会为此确保必定有
一份清晰和最新的 NHS 问责制声明。

病人与公众 – 你的权利及 NHS 对你的许诺

2a. 病人与公众 – 你的权利及 NHS 对你的许诺
每位使用 NHS 的人士都应了解他们有什么法律权利。为此，这份
约章内简述了一些重要的法律权利，而 NHS 约章手册内有更详细
的解释，这手册并解释如果你认为得不到应有的服务，你可以怎样
做。这份摘要并不更改你享有的法律权利的内容。
这份约章亦包括 NHS 致力达成的许诺。许诺是超越及高于法律权
利的。这即是说许诺虽没有法律效力，但却代表 NHS 对提供优质
服务的决心。

使用医疗服务 ：
除了国会批准的一些有限的例外情
况，你有权接受免费的 NHS 服务。
你有权使用 NHS 服务。你不会因不
合理的理由被拒绝使用服务。
你有权预期你当地的 NHS 会评估当
地社区的保健需要，并执行和提供那
些被认为有需要的服务。
在有些情况下，你有权通过你的 NHS
执行人员，到欧洲经济区内其它国家
或瑞士接受治疗。

你有权在使用 NHS 服务时不受到非
法歧视，包括基于性别、种族、宗教
或信仰、性倾向、残障（包括学习障
碍或精神疾病）或年龄 1 的原因。
NHS 亦承诺 ：
• 在 NHS 约章手册内列明的轮候时
间内，提供方便及容易得到的服务
（许诺）；
• 以清晰和具透明度的方式来作出决
定，以便病人和公众都能明白是怎
样计划和提供服务的（许诺）；及
• 在你被转介到其它服务时，尽量使
这转换能顺利地进行，包括让你参
与有关的讨论（许诺）。

1 中央政府有意运用平等法案 (Equality Bill)，使在提供服务及进行公众功能时，对成人不合理的年龄歧
视成为非法行为。若得到国会批准，当有关的条文开始在保健事项实行时，这项不受到歧视的权利将
会扩展到年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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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及环境的质量 ：
你有权获得由有适当资格及经验的职
员，在一个能符合安全和质量水平的
受认可或注册机构内 2，提供专业医
护水平的治疗。
你有权预期各 NHS 组织将监察，及尽
力改善，他们执行或提供的保健质量。
NHS 亦承诺 ：
• 确保提供服务的环境是清洁和安全
的，并且根据国家最佳规则来说，
是适合其用途的（许诺）；及
• 不断改善你获得的服务质量，并鉴
定和分享护理和治疗质量方面的最
佳做法（许诺）。

全国认可的治疗、药物和疗程 ：
3
你有权获得 NICE 建议在 NHS 使用的
药物和疗程 – 若医生认为在医学上它
们是适用于你的话。

你有权接种疫苗及防疫联合委员会
(Joint Committee on Vaccination and
Immunisation) 所建议你应根据 NHS
全国防疫计划接种的防疫注射。
NHS 亦承诺 ：
• 提供由英国全国检查委员会 (UK
National Screening Committee) 建
议的检查项目（许诺）。

尊重、同意和保密 ：
你有权获得符合人权的尊重和礼待。
你有权接受或拒绝提供给你的治疗，
及除非你已有效的同意，否则不会为
你进行任何身体检查或治疗。如果你
无能力这样做，医疗人员必须向一名
能合法代表你的人士取得同意，或者
这些治疗必须是为了你的最佳利益着
想的 4。

你有权预期在适当考虑证据后，当地
的 NHS 将合理的决定是否负担其它
药物和治疗的费用。若当地的 NHS
决定不负担你和你的医生认为是适合
你的药物或治疗的费用，他们将会向
你解释这项决定的原因。

2 由 2009 年起，注册制度将会在控制感染方面适用于一些 NHS 服务提供者，并在 2010 年起更广泛地
实施。详情列在 NHS 约章手册。
3 NICE（全国保健及临床优异学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是一个独立
的 NHS 组织，负责编制有关药物和治疗的指引。‘建议’是指一个 NICE 科技评审报告作出的建议。基
层护理信托通常有责任由评审报告出版后，不迟于三个月内开始拨款给 NICE 的科技评审。
4 如果根据 1983 精神健康法令 (Mental Health Act 1983)，你被扣押在医院或接受受监督的社区治疗，
你接受的精神病治疗可能受到其它不同条例管理。到时会向你解释这些条例。这可能意味着即使你不
同意，你仍要接受精神病治疗。

病人与公众 – 你的权利及NHS对你的许诺

你有权预先获得建议为你提供的治疗
资料，包括任何重大的风险及可能有
的其它代替疗法，以及不接受任何治
疗的风险。
你享有隐私和保密的权利，并可预期
NHS 会安全保管你的保密资料。

NHS 亦承诺 ：
• 告诉你 – 在地方及全国 – 可为你
提供的各项保健服务（许诺）；及
• 为你提供方便使用、可靠和相关的
资料，让你能全面参与你的保健的
决定，并支持你作出这些选择。如
有提供有力和准确的资料，这会包
括临床服务质量的资料（许诺）。

你有权查阅自己的医疗记录。这些
资料将会经常用来决定对你最有利的
治疗。

参与你的保健及 NHS ：

NHS 亦承诺 ：

你有权参与有关你的保健的讨论和决
定，及获得有关资料以便你能这样做。

• 让你阅读各医生间有关你的护理的
来往信件（许诺）。

有依据的选择 ：
你有权选择你的家庭医生 (GP) 诊所，
及被该诊所接受为病人，除非他们有
合理理由拒绝你，而在这情况下，你
会获知原因。
你有权表示在你的家庭医生诊所内，
希望由哪位医生诊看，而诊所要尽力
满足你的意愿。
你有权选择你的 NHS 护理，及获得
支持这些选择的资料。可供你的选择
会随着时间增加，并视乎你个别的需
要而定。详情请看 NHS 约章手册。

你有权直接或透过代表参与怎样策划
保健服务、发展和考虑改变提供服务
方式的建议，及作出会影响到那些服
务运作的决定。
NHS 亦承诺 ：
• 为你提供所需的资料，以便影响和
审查 NHS 服务的策划和提供方式
（许诺）；及
• 与你、你的家人，照料者及代表合
作（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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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及矫正 ：

NHS 亦承诺 ：

你有权预期你对 NHS 服务作出的任
何投诉，均会被有效的处理及适当的
调查。

• 确保你会得到礼貌对待，及在处理
投诉期间获得适当的支持 ；并且你
不会因为曾作出投诉而令你日后的
治疗受到任何负面影响（许诺）；

你有权知道对你的投诉进行调查的
结果。
若你不满意 NHS 处理你的投诉的方
式，你有权向独立的保健服务申诉专
员 (Health Service Ombudsman) 投诉。
若你认为有直接受到一个 NHS 组织
的不法行为或决定的影响，你有权申
请司法审查。
若你因疏忽治疗受害，你有权获得
赔偿。

• 当有错误发生，有关方面会承认、
道歉、解释有什么出错，并尽快和
有效的作出矫正（许诺）；及
• 确保本组织以投诉及索赔为鉴，并
以此改善 NHS 服务（许诺）。

病人与公众 – 你的责任

2b. 病人与公众 – 你的责任
NHS 是属于我们大家的。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为自己及他人做的，以帮助 NHS
能有效的运作，及确保资源得到适当的运用 ：

你应明白你可以对自己和家人的身心
健康造益良多，并为个人健康承担一
些责任。
你应在一家家庭医生 (GP) 诊所登记
– 这是使用 NHS 医护服务的主要点。
你应尊重 NHS 职员和其它病人，并
明白如在 NHS 场所引起滋扰或扰乱
将被控告。
你应提供有关你的健康、状况和身份
的准确资料。
你应依时应诊，或在合理时间内取消
预约。除非你这样做，否则会影响到
在最长等候时间内得到治疗的机会。

你应完成你同意进行的疗程，及如你
发觉有困难，应与医生商谈。
你应参与重要的公共保健项目，例如
打防疫针。
你应确保你的至亲知道你对捐赠器官
的意愿。
你应对获得的治疗和护理反映意见，
不论好与坏亦然，包括任何你可能会
有的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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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职员 – 你的权利及 NHS 对你的许诺
NHS 的职员以专业和至诚态度，尽心尽力为人们谋求福利的努力，实在是能作
出真正改变的关键。优质的医疗护理需要优质的工作地方，而执行人员和服务
提供者都以成为热选雇主为目标。

所有职员都应有令他们感到有满足感
和有价值的工作，及能自由和有信心
的为病人的利益工作。要这样做，他
们需要得到信任和表达意见。他们必
须在工作时受到尊重、有所需的工具、
培训和支持来提供照料，并有发展和
进展的机会。
这份约章适用于所有从事临床或非临
床 NHS 职责的职员，及他们的雇主。
它涵盖在不同地方工作的职员，不论
是在公共、私人或第三方的机构内。

• 获得公平、平等和无歧视的对待 ；
及
• 当感到权利被剥夺时，可以提出内
部申诉，及如有需要的话寻求补偿。
除了这些法律权利外，NHS 还作出了
多项许诺并会致力实现。许诺超越你
的法律权利。这意味着它们虽无法律
效力，但却表示 NHS 对为职员提供
优质工作环境的决心。
NHS 承诺 ：

职员有广泛的法律权利，这些都包含
在一般雇佣和歧视法例内。NHS 约章
手册内简述了这些法例。此外，个别
聘用合约会包括一些让职员有更多权
利的条件和条款。

• 为所有职员提供清楚的任务和职
责，并为各小组和个人提供具满足
感的工作，令他们对病人、其家人
和照料者及社区起着重大的作用
（许诺）；

这些权利是为了确保职员们 ：

• 为所有职员提供个人发展和适当工
作培训的机会，并获得管理层的支
持而取得成功（许诺）；

• 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及具弹性的工作
机会，能照顾到病人的需要及人们
的生活方式 ；
• 有公平的薪酬和合约架构 ；
• 在工作地方可以参与和有代表 ；
• 有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环境，不遭受
任何滋扰、欺凌或暴力 ；

• 为职员提供支持和机会，以保持其
身心健康和安全（许诺）；及
• 让职员参与会影响他们及所提供的
服务的决定，包括个人，通过代表
组织及通过当地合作伙伴工作安排
等。所有职员都会有权建议怎样可
以为病人及其家人提供更好和更安
全的服务（许诺）。

职员 – 你的责任

3b. 职员 – 你的责任
所有职员都要对公众、他们的病人和同事负责。

以下简述一些重要的法律责任。

你应致力 ：

你有责任承担专业责任，及保持由适
合你职业或岗位的监管机构订出的专
业守则标准。

• 保持最高水平的护理和服务，不单
只对你个人提供的护理负责，亦要
对整个团队和整个 NHS 的目标作
出更广泛的贡献。

你有责任在工作时合理的照顾你本
人、你的小组及其它人士的健康与安
全，并与雇主合作以确保能符合健康
与安全法例的规定。

• 接受超越法律上对你的职位要求的
培训和发展机会 ；

你有责任根据聘用合约所明示和默示
的条文工作。

• 坦诚对待病人、他们的家人、照料
者或代表，包括在事情出错时 ；欢
迎和重视他们反映的意见，并以合
作的态度尽快处理关注的问题。你
应尽力营造一个能听到真相，并鼓
励人们报告失误事件及从中学习的
环境 ；及

你有责任不歧视任何病人或职员，并
遵守平等机会和平等和人权法例。
你有责任将你持有的个人资料保密，
除非如这样做，将会有任何人可能会
受到严重的伤害。
你有责任诚实和真诚地申请职位和执
行工作。
这份约章亦包括对职员的一些期望，
反映出他们应怎样尽本份以确保 NHS
成功及提供优质的医护服务。

• 与病人、公众和社区合作，尽你本
份可持续的加强服务 ；

• 从病人的角度去看你提供的服务，
并让病人、他们的家人和照料者参
与你提供的服务，与他们、社区及
其它组织合作，并清楚表明是谁应
负责他们的照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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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S 价值观
病人、公众和职员都有份协助发展 NHS 价值观，它激发对人们的热诚，并为
21 世纪的 NHS 提供导向。个别组织会发展和更新它们自己的价值观，以迎合
当地的需要。NHS 的价值观提供互相合作的共通点，以便能达到共同的期望。

尊重和尊严。我们重视个人，尊重他
们的期望和生活上的责任，并尽力了
解他们的优先事项、需要、能力和极
限。我们认真地考虑他人的意见。我
们诚实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及什么是
我们可以和不可以做的事情。

改善生活。我们致力于改善人们的身
心健康 ，及使用 NHS 的经验。不论
在何处见到优异和专业表现，我们都
会重视 – 包括令人们生活得更好的日
常事项、临床医疗、服务改善和创意
项目等。

对护理质素的承诺。由于我们坚持要
保持质素，及正确的做好基本工作，
我们赢得人们的信任 ：安全、保密、
专业和正直的管理、负责任、可靠的
服务和良好的沟通。我们欢迎人们反
映意见、会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并要
取得进一步的成功。

为病人携手合作。我们做的所有事情，
都以病人为先，我们会与职员、病人、
照料者、家人、社区和 NHS 以外工
作的专业人士接触。我们做每件事都
以病人和社区的需要为先，然后才考
虑个别机构的界限。

热忱。对每个人的痛楚、沮丧、焦虑
或需要，我们都以仁慈及和蔼的态度
处理。我们寻找可以做的事情，不论
是多细微的，以便安慰和减轻痛苦。
我们抽时间关心所服务的人士及同
事。我们会主动提供协助，因为我们
关怀他人。

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我们会为整个社
区的利益来使用资源，并确保不会摒
弃或排除任何人。我们认同有些人是
需要更多的协助，并要作出困难的决
定 – 及当我们浪费资源时，我们实在
是浪费了他人的机会。我们意识到我
们每人都要出一分力，来使我们自己
及我们的社区更为健康。

这是一份英文小册的译本，欲阅读英文版，请浏览网址 www.dh.gov.uk/nhsconstitution。我们已尽量确保译文与
原文相符，但如文义有任何不明确之处，概以英文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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