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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冬季流感高峰期問卷調查 
為了解前線同業於冬季流感高峰期間的現況，香港護士協會正進行「醫管局冬季流感高峰期問卷調查」，
收集各同業的意見，以便向有關當局反映。請各同業填妥下列問卷，並於 2017 年 3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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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閣下在冬季流感高峰期間於哪一個類別的病房工作? 

 □ 1. 內科/老人科  □ 2. 外科  □ 3. 兒科  □ 4. 產科   □ 5. 骨科/創傷科 
 □ 6. 急症科  □ 7. 精神科  □ 8.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冬季流感期間閣下工作病房的情況。 

 病人數量 護士人數 
資深護師/ 
護士長 

健康/一般服
務助理人數 

人手是否足夠 
病床 

佔用率 
病房額外病
床數量 

上午更 人 人 □有 □沒有 人 □是 □否 % 張 

下午更 人 人 □有 □沒有 人 □是 □否 % 張 

夜更 人 人 □有 □沒有 人 □是 □否 % 張  
5. 請提供醫管局有否實施以下的方案及其紓緩服務壓力的成效（0 為最無效、10 為最有效）。 

醫管局提出的方案 有否實施? 成效? 

i. 增加普通科門診名額 □有  □沒有  □不詳         

ii. 減少非必要的入院及適時轉介病人至最適合的護理環境 □有  □沒有  □不詳         

iii. 鼓勵醫護人員接種流感疫苗 □有  □沒有  □不詳         

iv. 增加資深醫生的巡房次數及加強相關支援服務，以改善病人流轉 □有  □沒有  □不詳         

v. 加強出院支援，以改善病人流轉 □有  □沒有  □不詳         

vi. 藥物重配運作模式 □有  □沒有  □不詳          
6. 閣下的病房在加開病床時有沒有相應增加護士人手?       □ 1. 有   □ 2. 沒有  
7. 承上題，如有，增加了多少人手?                           人  
8. 閣下現時工作的病房在冬季流感高峰期間有沒有護士請病假?     □ 1. 有         □ 2. 沒有  
9. 承上題，如有，有沒有額外護士人手接替病假?         □ 1. 有         □ 2. 沒有  
10. 閣下認為現時的工作壓力屬於哪一級別（0 為最低、10 為最高）?           ____________  
11. 閣下現時工作的士氣屬於哪一級別（0 為最低、10 為最高）?               ____________  
12. 閣下認為醫管局應採取甚麼措施紓緩冬季流感高峰期的服務壓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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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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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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