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請你參與區內的邀請你參與區內的邀請你參與區內的邀請你參與區內的    

社區參與網絡社區參與網絡社區參與網絡社區參與網絡  
(An Invitation to join your 

loca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Network)  

會提供培訓和資訊方針給所有的參與者，並且會

有一個社區參與協調員 (Community Participa-
tion Coordinator) 領導及支持成員實現其角色。   
 

為甚麼你應成為一個社區參與者為甚麼你應成為一個社區參與者為甚麼你應成為一個社區參與者為甚麼你應成為一個社區參與者？？？？ 
(Why should you become a Com-
munity Participant?) 
 

主要的優點包括主要的優點包括主要的優點包括主要的優點包括::::  
 

• 於你區內的醫院為社群發表意見於你區內的醫院為社群發表意見於你區內的醫院為社群發表意見於你區內的醫院為社群發表意見  
 

• 成為衛生服務策劃和實施方面的重要部分成為衛生服務策劃和實施方面的重要部分成為衛生服務策劃和實施方面的重要部分成為衛生服務策劃和實施方面的重要部分  
 

• 為區內的人士與醫院之間建立合作的關係為區內的人士與醫院之間建立合作的關係為區內的人士與醫院之間建立合作的關係為區內的人士與醫院之間建立合作的關係     
 

• 與志同道合的人組成聯網與志同道合的人組成聯網與志同道合的人組成聯網與志同道合的人組成聯網 
 

• 從優質的培訓中及大量的支持下學習新的從優質的培訓中及大量的支持下學習新的從優質的培訓中及大量的支持下學習新的從優質的培訓中及大量的支持下學習新的

技能技能技能技能 
 

• 積極影響醫院的決策積極影響醫院的決策積極影響醫院的決策積極影響醫院的決策  

給社區參與成員的支持給社區參與成員的支持給社區參與成員的支持給社區參與成員的支持  

(Support fo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embers) 

費菲醫院費菲醫院費菲醫院費菲醫院 (Fairfield Hospital) 

Mrs Robyn El-Khair 
社區參與經理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anager) 
 

電話 : 
[02] 9616 8830 
 
電郵 :  
Robyn.el-khair@sswahs.nsw.gov.au 
 

地址  

費菲醫院 (Fairfield Hospital) 
Cnr Prairievale Rd and Polding St 
Prairiewood NSW 2176 
 

聯絡資料聯絡資料聯絡資料聯絡資料    (CONTACT) 

“讓我們一起取得更好的醫療

服務”  
“Together we achieve better 

healthcare”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TRADITIONAL CHINESETRADITIONAL CHINESETRADITIONAL CHINESETRADITIONAL CHINESE    



你對此是可以有所作為的，通過加入費菲醫院

的區內社區參與網絡，你會有機會：  
 

• 使醫院員工和管理層注意到區內醫療保健

的需要和問題  
 
• 參與衛生服務上的策劃、發展、實施和評

估          
 
• 推廣及改善區內社群的健康   
 
• 與醫院員工合作一起代表社群，使衛生服

務更迎合他們的需求  
 
 
 

擔心你社區的衛生保健和未來嗎擔心你社區的衛生保健和未來嗎擔心你社區的衛生保健和未來嗎擔心你社區的衛生保健和未來嗎？？？？    
(Concerned about the health 
and future of your community?) 

社區參與成員的任務是：  
 
• 成為區內社群和醫院之間的鏈接  
 
• 介入醫院的項目和新舉措  
 
• 加入一個讓他們感興趣的醫院委員會並成

為成員   
 
• 對一些他們認為重要的問題發動地方行動  
 
• 與他們的組員討論並尋找一些影響他們健

康的區內問題  
 

• 與醫院員工伙伴合作改善衛生服務的質素

和實施   

社區參與是如何進行的社區參與是如何進行的社區參與是如何進行的社區參與是如何進行的？？？？  

(How doe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Work?) 

這提名是公開給所有人士。我們正尋找符合以

下條件的人士： 
 

• 對醫療保健的問題有興趣  
 
• 認識區內社群  
 
• 過往曾是使用過衛生服務的消費者   
 
• 願意支持其區內的醫院  
 
• 有良好的溝通技巧  
 
• 能抽空出席（每月一次的）網絡會議  
 
• 是澳洲原住民或托雷斯海峽島民或來自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或殘障人士  
 
• 是費菲地方政府區域的居民  

誰應加入社區參與網絡？  

(Who should be on a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Network?) 

TRADITIONAL CHINESETRADITIONAL CHINESETRADITIONAL CHINESETRADITIONAL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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