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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監管健康和社會護理服務 

的人權的方法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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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質量委員會是英格蘭的健康和成人社會護理獨立監管機構 
 

我們的宗旨  

我們確保健康和社會護理服務，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富有同情心的，高質
量的護理，並且我們鼓勵護理服務得到改善。  

. 

我們的角色 
我們監督，檢查和規範服務，以確保它們符合質量安全基本標準，我們公佈我
們所發現的， 包括業績評級，以幫助人們選擇護理。 
 

我們的原則 

 
• 我們把使用服務的人放在我們工作的中心。 

• 我們是獨立的，嚴格的，公平的和和一致。 

• 我們有一個開放的和易接近的文化。 

• 我們在整個健康和社會護理系統攜手合作。 

• 我們致力於成為一個高績效的組織和運用我們期望別人的相同的標準不斷

改進自己。 

• 我們提倡平等，多樣性和人權。 

 

 

 

 

我們的戰略指出，護理質量委員會的其中一个原則是“促進平等，多樣性與人

權”。  
在平等和人權有關護理質量委員會的戰略的影響分析中，我們承諾要發展我們

的監管護理服務的人權的方法。 在 2014 年 4月至 6 月之間进行的方法草案公

眾諮詢后，這份文件是我們的方法的總結。它補充了已經融入了我們的供應商

手冊關於人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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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人權的方法？ 

我們需要一個人權的方法因為：  

尊重多樣性，促進平等和保障人權，將有助於確保每個用健康和社會護理服務

的人都能得到安全，良好質量的護理。這是我們的核心目的。 

我們的人權的方法將有助於我們应用這個原則於我們的宗旨，用我們的五個主

要問題（服務安全，有效，貼心，及時性和良好的領導吗？）始終如一地

將人權納入我們的監管方式。 

我們的人權的方法圖（圖 1）显示在我們的新的方法里我們如何致力於整合平

等和人權來調控發展的每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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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我們的人權方法 
 

1. 為什麼我們

需要人權方

法？ 

運用護理質量委員會的原

則：: 
促進平等，多樣性與人權 
 

 護理質量委員會的宗旨： 
我們確保醫院，護理院，牙科和家庭醫生診
所以及在英格蘭的所有其他護理服務為群眾
提供安全，有效，富有同情心和優質護理服
務，並鼓勵他們作出改進 

2.人權是什麼

意思？ 
應用我們的人權原則： 
• 公平 
• 尊重 
• 平等 
• 尊嚴 
• 自主權 
• 生存權 
• 員工權利 
 

 我們的五個主要問題: 
是健康和社會護理服務: 
• 安全嗎? 
• 有效嗎? 
• 關懷嗎?  
• 響應人們的需求嗎? 
• 領導得好嗎? 

 

 

引出人權議題 

3.建立人權議題納入評估框

架 
• 條例（由衛生署領導） 
• 我們如何規範服務的指南 
• 找出關鍵問題 

 

  

4.為每種類型的服務發展我

們的人權方法 
• 人權風險：衡量和監測數據 
• 檢查人權：方法，工具，信息 
• 建立人權信心：檢查組的學習和發展 
• 与供應商，使用服務者和其他人交流我們的方式 
 

  

5.支持應用人權的原則 
 

• 把使用服務者放在我們工作的中心 
• 把人權嵌入我們的檢查方法 
• 能查被每個參與檢查的人使用，如果有需要，提供從護理質

量委員會的人權專家量身定制的建議和支持 
 

 

6.作為一種新的檢查模式發展，不斷完善 
 
 
 
 
                                                                                  
 

 

 

創新，例如測試新的人權監察措施，檢查方法，學習

方法 
 

 

方法的評估 

支持護理質量委員會在健康和社會護理的平等和人權進行評論的能

力，以及把平等和人權納入我們的各个檢查以鼓勵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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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是什麼意思？ 
為了發展我們的五個主要問題人權的方法，我們使用共同商定的“人權原則”。
這些有時被稱為 FREDA 原則 - 這代表著公平，尊重，平等，尊嚴和自主權

（選擇和控制）。這些原則被認為是支撐所有的國際人權條約，結合 1998 年

【人權法】條款使用，並與 2010 年【平等法】保持一致。 

对我們的人權的方法，我們增加了另外兩項原則： 生存權的人權条款， 因為

它是如此的根本， 以及員工的權利和權力的原則，根据研究把員工的權力与他

們提供的護理質量連接起来。 

2.1 政策背景 

最近有幾個報告已经推動了政策的變化，並告知我們新的監管模式已经強調了

人權原則。他們證實為什麼我們需要採取監管人權的方法。這些報告患者是首

要的 - 对中斯塔福德郡國民保健服務信託基金會的公開調查（2013 年衛生署）

報告的最初的政府回應，承諾學習，承諾採取行動 - 改善英格蘭患者安全

（2013 年英格蘭患者安全全国性諮詢小組），實踐護理，助產士和護理工作

人員要有爱心 - 我們的願景和戰略（2013 年衛生部和英格蘭國民保健服務部）

和轉化護理 – 对溫特伯恩景觀醫院（2012 年衛生署）的全國性響應。从這些

報告和國民保健服務章程（2013 年衛生署）出现的關鍵主題是： 

把患者放在首位，考慮在健康和社會護理工作的人士，以及恢復國民保健服務

的核心的人道主義價值觀。 

重申尊嚴，尊重，平等和自主作为主要价值的人權原則。 
在價值觀上愛心的重要性和醫護人員的行為，並從上述服務範圍內導致文化的

變化。 
尊重和賦予患者和員工幫助使各項服務更加安全。对大家都无歧視和公平性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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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們的人權原則的定義 
下面的列表是在定義草案磋商之後，每個原則我們的工作定義：  

公平 –  使用服務的人和代表他們的人，有關護理和治療作出决定，以及提出

和解決問題或投訴，聽取他們的意見，獲得明確和公平的流程。 
尊重 –  使用服務的人是有價值的個人和被傾聽，对他们什麼是重要的，也被

服務部门視為重要的。代表其他人的人，如家人和朋友，也都被重視和聽

取他们的意见。 
平等– 使用服務的人，不會遇到歧視，並滿足他們的包括年齡，殘疾，性別，

種族，宗教和信仰，性取向，性別再造以及懷孕和生育狀況為由的需求。

這包括尋找人们，可能會遇到多重歧視或不止一個理由的不利的需求。 

尊嚴– 使用服務的人總是得到人道方式的對待 - 作為個人, 同情和珍視他們，

并支持他們的自尊，即使他們的願望當時是沒辦法知道的。 

自主 – 使用服務的人，可以行使最高的選擇和控制可能性 - 在護理計劃，在他

們的個人護理和治療，在服務發展，在他们與其他人的關係，如家庭和朋

友，以及作為公民，超出了他們正在使用的健康和社會護理服務外。 
生存權 – 使用服務的人，他們的生存權将会得到保護 ，以及得到他們所使用

的健康和社會護理服務的尊重。 
員工的權利和權力–– 在健康和社會護理服務工作的員工，他們的人權得到保

護和尊重，包括被鼓勵对有关他们的擔憂暢所欲言，並考慮這些擔憂，免

於非法的職場歧視，騷擾，恐嚇或暴力，并被得到支持和被授權以促進使

用他們的服務的人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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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人權納入評估框架 
我們正在用我們的人權原則，为我們的五個主要問題的每一个議題發展人權清

单。而且，我們使用這個主題清单，以確保我們的重點調查（KLOES）線的

人權有覆蓋。 

我們的重點調查（KLOES）線定義當我們調節健康和社會護理服務时，我們

將要考虑的範圍是什麼，我們將如何做出服務監管判斷，以及我們將如何評價

服務。這些重點調查（KLOES）線是基於我們的五個主要問題，但不同類型

的服務會有所不同。 

與衛生署護理的基本標準工作時，我們已经使用了我們的人權議題。這些都是

健康和社會護理法規給我們的法律權力对不周的照顧採取行動。 

在這個人權方法諮詢文件的完整版里，我們已經公佈了我們的人權議題，在我

們的網站（www.cqc.org.uk）里有这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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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我們的人權方法到我們監管的

每個部门 
我們需要確保註冊和檢查組掌握信息，方法和技能以对人權作出判斷。有三種

主要方式，我們可以支持團隊做如下描述的這些。例如，在急症醫院，精神衛

生醫院，家庭醫生服務，住宅成人社會護理服務和家居護理服務 - 我們這樣做

的方法，將是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方法。 

4.1 識別对人權的風險 
对監管使用“智能監控”以確定使用服務的人的風險的我們的新的方法是基於

數據和人的證據和信息。 

纳入我們的人權的方法，我們将會檢查我們的人權議題的報導風險指標，再看

看是否有任何的差距可以通過使用現有的數據和信息來源開發特定的指標來填

補。 

4.2 檢查人權 

檢查 

我們的檢查團隊需要能夠幫助他們做出關於人權議題的判斷方法。我們如何将

人權納入檢查將会因服務的類型而有所不同。 

作為新的檢查方法部署的一部分，我們已經測試了我們的人權的方法，例如, 
我們為使用成人社會護理服務的人和為這些服務的提供者增加了平等和人權問

題納入調查。作為我們檢查服務發展的新方法，我們將繼續評估我們的方法如

何工作。  

我們一直在努力確保，在被檢查的醫院，各種各樣的人可以參與發表自己的意

見 - 例如，通過設置公共事件監聽最低使用要求，並通過調試志願和社區部門

組操作運行針對收集特定社區的意見的焦點小組。 

我們也正在發展一種方法來管理与志願及社區團體，包括平等群體的本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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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例如，我們有具體的工作人員註冊新的服務和檢查新的管理。我們正在檢討我

們的註冊方法，以確保它包含了我們的人權的方法。 

4.3 樹立人權信心：註冊和檢查組的學習和發展 
我們的人權方法的影響取決於我們註冊和檢查組的人圍繞人權和他們專注於人

權的動機和願望的意識，知識和技能。 

我們學習和發展支持人權的方法將包括： 
人權學習，這是具體到工作角色，包括員工更廣泛的學習計劃。. 
同行學習和大家分享知識。 

發展一些人員成為人權專家。 
 

我們將與平等與人權委員會合作，設計，交付和評估平等和人權學習計劃。 

我們將確保, 我們通過改變護理質量委員會的文化，為我們的員工促進平等和

人權。例如，通過學習護理質量委員會關於其在確保所有員工平等的管理程序。 

4.4 交流我們对人權的方法 
给供應商交流我們对人權的方法，将会鼓勵供應商考慮如何促進人權，作為監

管機構，並将澄清我們的角色，確保人民的人權得到保護，尊重和滿足。 

傳達我們对人權的方法给使用服務者，服務供應商和公眾人士將幫助人們了解

自己的權利和責任。這也將幫助我們收集關於有關人權的服務性能的相關信息。 

 

  



 

Human Rights Approach Short Summary Document - Post Consultation – Cantonese    Page 11 
 

應用我們的人權的方法的原則  
迄今為止描述的我們的人權的方法的所有元素支持我們的應用方法的原則 。
這些原則是： 
• 把人權納入我們的監管方法 –  正如在第 4 節中所述，我們將通過確定人權

的主要議題，並確保這些議題都在我們的評估框架内，其次通過建立人權

納入監控系統，方法和工具来做到這一點。 
• 確保不是人權專家的員工可以使用人權的方法 –  通過使用一套人權原則，

而不是更多的 1998 年人權法案的技術條款作為我們的方法的基礎。 然後，

正如在第 4 節中描述的，支持檢查組應用人權的方法。在我們的新的監管

模式里，我們正在用更廣泛的人做檢查 - 包括更多的專業的專家和通過體

驗的專家。 
• 如果需要，從護理質量委員會里的人權專家提供量身定制的諮詢和支持 – 

例如，有時候檢查組在圍繞如何運用人權的方法时，需要更多的支持： 

• 當我們以具體的人權焦點引入新的方法或工具。 

• 當我們在一個新的領域正在測試方法。 

• 當員工希望諮詢如何跟進通過信息到護理質量委員會已經變得清楚的对

平等或人權的特定風險。 

• 當關於照顧不周的關注在檢查中發現，直接關係到 2010 年平等法案或

1998 年人權法案。 

在這些情況下，中央平等和人權小組將繼續提供專家支持給檢查組 。該中心

團隊也能夠從平等與人權委員會（EHRC）要求專家意見。 

我們還計劃使用護理質量委員會員工技能調查的結果，使員工能夠列出他們有

任何專長。我們的目標是，在我們的平等和人權檢查隊伍中，吸取更好的具體

知識，技能和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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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完善和全國性報告 
在其發展的主要階段，我們致力於評估我們的人權的方法。我們將立足評價使

用服務的人的結果。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在實踐中我們对人權的方法如何

有助於確保人們接受護理是安全，有效，富有同情心和高品質？  

為了評估我們的人權的方法，我們會得到健康和社會護理服務提供者，使用服

務者和他們的家人和朋友提供的反饋意見 - 以及看看我們的監管工作結果，如

檢查報告。 

我們可能 使用我們所發現的具體的人權問題，進行深入審查。 

我們希望我們的人權的方法不僅改善每個供應商的我們的監管，同時也使我們

對健康和社會部門的平等和人權，作為進一步改善途径進行評論。 

我們將著眼於如何通過我們的新方法所帶來的機遇可以根據現行法例提高我們

的職責。 這將包括根據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任擇議定書】我們作為國家預

防機制的作用，以及根據 1983 年的【精神衛生法】和 2005 年的【心智能力法】

包括剝奪自由權保護措施的我們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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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我們 
電子郵件 

enquiries@cqc.org.uk 

郵寄 

寫信給我們： 

CQC National Customer Service Centre 
Citygate 
Gallowgate 
Newcastle upon Tyne 
NE1 4PA 

電話： 

您可以打電話到我們的全國客戶服務中心與我們聯繫: 
電話：03000 616161 
傳真：03000 61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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