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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ges applied with your opt-out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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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停止傳送資料給你。此項服務不涉及任何收費。 

 
深切治療病房及加護病房人力資源問卷調查 

香港護士協會現正進行「深切治療病房及加護病房人力資源問卷調查」，現請各同業填妥下列問卷，並
於 2017 年 11 月 17 日前傳真至 2314-1997。多謝合作！ 

1、 閣下所屬職級？ 

    □ 1. 登記護士                    □ 2. 註冊護士 

    □ 3. 護士長/資深護師/病房經理     □ 4. 高級護士長/部門運作經理/顧問護師/護理總經理 

2、 閣下現時工作的醫院屬於哪一個聯網: 

 □ 1. 港島東 □ 2. 港島西 □ 3. 九龍東 □ 4. 九龍中 

 □ 5. 九龍西 □ 6. 新界東 □ 7. 新界西  

3、 閣下現時工作崗位: 

 □ 1. 成人深切治療病房 □ 2.兒童深切治療病房 □ 3. 成人加護病房 

 □ 4. 兒童加護病房 □ 5. 其他_______________  

4、 閣下工作病房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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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人 人 有 / 沒有 人 人 

下午更 張 人 人 有 / 沒有 人 人 

夜更 張 人 人 有 / 沒有 人 人 

5、 閣下工作病房的深切治療護理培訓情況 

 □ 1. 有足夠的培訓 □ 2. 有培訓，但並不足夠 □ 3. 沒有培訓 

6、 請提供閣下工作病房現時的工作更期制度 

7、 閣下認為以現時的護士人手，哪一工作更期較適合你的工作病房 

8、 如有足夠的護士人手，哪一工作更期較適合你的工作病房 

9、 閣下認為部門應提供哪一方面的深切治療護理培訓? 
 
 

10、 閣下在過去 3-6 個月是否需要超時工作? 

 □ 1.是 (平均每星期_________小時) □ 2. 否 

11、 閣下現時積存的補假 (包括 PH/SH 及 CO)有多少? 

PH、SH﹕ _______天 CO﹕ _______天 補時共_______小時 

12、閣下現時的工作壓力屬於哪一級別（0 為最低、10 為最高）?  _____________ 

13、閣下現時的工作滿足感屬於哪一級別（0 為最低、10 為最高）?  _____________ 

14、閣下現時工作的開心指數（0 為最低、10 為最高）?     _____________ 

15、其他意見： 

 

~ 問卷完 ~ 

多謝閣下提供寶貴意見。填妥問卷後，煩請於 11 月 17 日前傳真至 2314 1997。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314 6962 向本會職員查詢。 

□ 1. 三八制 □ 2. 五天工作 □ 3. 六天工作 

□ 1. 三八制 □ 2. 五天工作 □ 3. 六天工作 

□ 1. 三八制 □ 2. 五天工作 □ 3. 六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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