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医生的期望：引导病患
基于《良好的医疗实践》



如果患者配合医生，便能获得最好的护理。

该指南详细解释了您可如何配合医生进行治
疗。 其中很多内容均为常识，但是遵守该指南
有助于您充分利用就医时间。

该指南是基于医学总会（GMC）在核心指南
 《良好的医疗实践》中为医生设立的标准。



事实表明，绝大多数患者与医生

保持着良好的信任关系。基于双

方的相互尊重和理解，您绝对能

够建立这样的关系。患者提供的

支持和反馈对于医生提高工作效

率，持续改善医疗实践水平至关

重要。

在实施医疗实践之初，为了给您

提供精心的护理和治疗，医生需

要诊断出问题所在。

 

他们必须知道您前来就诊的原

因，综合考虑您的健康史、当前

的身体状况、生活方式以及您的

看法。

您应该对医生尽可能的坦诚，这

一点十分重要。您会发现事先

记些笔记并在求医时携带十分有

用，因为这样您不会忘记一些重

要信息，便于医生更好地了解您

的情况。

医生必须提供精心护理



医生会告诉我什么信息？

他们会依据最佳证据，给您提供

建议、开药或提供其他治疗服

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发现难

以领会医生给我们提供的全部信

息，如果需要，一定要让医生为

您详细解释，尤其重要的是，您

应该清楚是否需要准备接受治疗

或化验，而且了解药物服用说

明。

此外，如果您对医生所言有任何

疑惑，如，何时、如何服用药物

或为何化验，请务必咨询医生。

如果您认为医生的诊断有误或提

供的治疗不合适，则可以咨询其

他医生。 

帮助培训学生和医生

任何为您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都

应该自我介绍，并解释自己在您

的护理小组中担任的角色。培训

新一批医生是所有卫生保健体系

的重要任务之一。医学专业学生

不可能从课本中学到其所需的一

切知识，有时还会参与医疗小

组。如果您不愿配合医学专业学

生的培训，无论任何原因，您都

有权拒绝。



医生获取资格后，会接受进一

步的专业培训或成为全科医生

（GP）的培训，也会参加医疗小

组提供医疗服务。他们会为患者

看病，依照自身的培训等级为患

者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在医生

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必须不断学

习，了解自身实践领域的最新发

展。

为自己的患者转介其他医生或医

学专家也是医生的一个重要职

责。他们只有在拥有安全操作所

需的相应知识和技能后，才能向

患者提供治疗服务和其他服务。 

没有医生可以通晓一切。如果您

所需的治疗超出医生的专业领

域，他们往往会向其同事寻求援

助或将您转介给其他医生。

医生必须负责任地使用资源

您可以自我管理轻微疾病、遵循

医嘱、按时赴约或提前取消预

约，从而帮助医生达成这一目

标。例如，即便您的身体状况有

所好转，也务必请完成抗生素治

疗疗程，因为这有助于防止产生

抗生素耐药性（这可能会对一些

患者造成损害）。 

任何为您提供医疗

服务的医生都应该

自我介绍，并解释

自己在您的护理小

组中担任的角色。



如果医生认为患者的安全、尊严

受到损害或有任何不适，他们则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如果您认为

某事可能会损害您或他人利益，

请告诉医生、护士或其他医学专

家。

如果患者出现问题（如医疗事

故、或病患服用药物后出现严重

副作用），医生必须汇报，并从

中吸取经验教训。如果您所服药

物可能产生副作用，或您有任何

担忧，请务必告诉医生。

医生必须将患者的安全置于首位，确
保其提供的护理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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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所服药物可能产生副

作用，或您有任何其他担

忧，请务必告诉医生。

医生必须审查自己的实践水
平

所有医生都要参加年度考核，审

查其工作表现，并确定自身可以

改善其实践的领域。每隔五年，

他们还必须从患者处获得一次正

式反馈。你可通过诚实、公正地

填写问卷调查来帮助开展工作。

医生审查其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并将自己的工作表现与其他医生

和团队进行对比。医生审查自身

的工作表现有助于其确定自身

可以改进的实践领域。一般情况

下，在使用您的病历前，会隐藏

您的姓名及其他可以辨认您身份

的信息。但有时，隐藏这些信息

并不可行。同意使用您的病历可

以帮助医生改进工作表现。



医生必须倾听您的诉求，并对您

提出的问题和表示的担忧作出回

应。

医生必须以您能理解的方式提供

信息和建议。如果您需要交流方

面的援助（例如，需要一名注册

手语翻译师），请提前告诉医生

或诊所。如果您有任何不理解的

地方（如术语行话），请咨询医

生。

医生会告诉您适用的治疗方案，

如果没有合适的治疗方案，也会

向您作出解释。

他们可能会向您推荐一种治疗方

案，但是决定权在您，您也可不

接受治疗。您应当遵循药物服用

说明或听从医生的建议，留心疗

程前后注意事项。

医生必须对您及您的亲友礼貌、

体贴，并且尊重您的意愿。同

样，您也应礼貌对待医生，尊重

医生。

医生必须将患者作为独立个体对待

医生必须对您及您的

亲友礼貌、体贴，并

且尊重您的意愿。 

同样，您也应礼貌对

待医生，尊重医生。



医生必须公正、平等地对待所有

患者。如果您知道应如何改进医

疗服务，请告诉医生。

医生会对您的个人信息保密，但

是他们需要与其他同事共同探讨

以确保您获得所需的护理。例

如，在一般情况下，接待人员可

能会管理重复处方、打转介信并

完成其他任务，这就意味着他们

需要查看您的记录。

如果您对查看您记录的人员有所

顾虑，请与您的全科医生或管理

您医疗实践的人员沟通。

医生必须遵守法规，并在经济和

业务上端正行为。

如果您的护理或治疗出现任何问

题，医生必须向您坦诚说明。他

们会向您作出具体解释，并且在

适当的情况下向您致以歉意。

医生必须诚实可靠



医生不应利用其专业关系或与您

的关系，试图将其个人信仰强加

于您，或发生性关系。

如果您对医生的言行有所担忧，

您可提出投诉。通常情况下，您

应该就地向全科医生或本地医院

投诉。

如果您不满意医院作出的回应，

您可通过本地 NHS 程序或本地患

者机构提出您的担忧，如：

n 英格兰的 Healthwatch

n  北爱尔兰的患者和顾客委

员会（Patient and Client 
Council）

n   苏格兰的患者建议和支持服

务机构（Patient Advice and 
Support Service）

n   威尔士的社区保健委员会

 （Community Health Councils）。

如果您仍有问题，您可直接向 
GMC 进行投诉。



关于 GMC

只有在 GMC 注册的医生才能在英

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或

英国私营医院担任全科医生或住

院医生。

我们的职责就是设立标准、监督

医生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并确保

每位持有英国医生执业资格证的

医生有能力胜任工作并且与时俱

进。

在地方，现在每位医生都有一名

负责人员 – 一名资深医生，以确

保其达到了我们设立的标准，其

中包括保持自身的技能和知识与

时俱进。

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核心，而且绝

大多数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然而，如果患者或家属对医生提

供的服务或行为有所担忧或有意

见，一般都是就地处理。如果医

生不可靠 – 不够资格在其他医院

工作或成为全科医生，这时 GMC 
就会介入。

GMC 独立于政府，但是对英国议

会负责。该机构运作的经费由其

注册医生支付。

我们如何向您提供帮助

您可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gmc-uk.org/guidance，了解

我们对医生的期望标准。

在该网站上，您可以查询医生是

在何时何地取得资格认证，以及

他们是否已经完成专业培训。

您可查阅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以维

护患者权益的案例。

如果您不满意医生提供的护
理或治疗，该怎么做？

多数投诉和意见可就地处理。如 

果您不知道向谁寻求帮助，我

们可以提供帮助。你可访问我

们的网站：www.gmc-uk.org/
patientshelp 或拨打电话 
0161 923 6602。

备注：此指南专为患者编制 – 并非面向医生的正式指南。他们必须遵循《良好的医疗实践》
及支持性指南中设立的标准。



电子邮箱：gmc@gmc-uk.org
网址：www.gmc-uk.org
电话：0161 923 6602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3 Hardman Street, Manchester M3 3AW

还提供该信息的其他格式或语言版本。 若想获

取此信息的其他格式，请拨打 0161 923 6602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publications@gmc-u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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