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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住院病人藥物處方系統問卷調查/A28/2017 

醫管局住院病人藥物處方系統(IPMOE)問卷調查 
醫院管理局於多年前引入住院病人藥物處方系統，現時正就系統進行培訓和逐步推行，為了解前綫同業
的實際運作情況，「護協」現就有關系統進行問卷調查，以向醫管局作出反映並提供改善建議。請各同
業填妥下列問卷，並於 2017 年 12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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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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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閣下認為局方就 IPMOE 提供以下的支援是否足夠? 

1. IPMOE 機器數量 □ 1. 足夠 □ 2. 不足夠 建議﹕ 

2. 培訓 □ 1. 足夠 □ 2. 不足夠 建議﹕ 

3. 硬件維修 □ 1. 足夠 □ 2. 不足夠 建議﹕ 

4. 緊急維修 □ 1. 足夠 □ 2. 不足夠 建議﹕ 

5. 保持網絡和機器的穩定性 □ 1. 足夠 □ 2. 不足夠 建議﹕ 

6. 軟件更新 □ 1. 足夠 □ 2. 不足夠 建議﹕ 

5. 整體而言，閣下認為 IPMOE 在下列各方面有何影響? 

1. 派藥所需時間 □ 1. 增長 □ 2. 縮短 □ 3. 沒有影響 

2. 派藥所需人手 □ 1. 增加 □ 2. 減少 □ 3. 沒有影響 

3. 工作量 □ 1. 增加 □ 2. 減少 □ 3. 沒有影響 

4. 派藥的準確性 □ 1. 增加 □ 2. 減低 □ 3. 沒有影響 

5. 對同業的保障 □ 1. 增加 □ 2. 減低 □ 3. 沒有影響 

6. 派藥步驟 □ 1. 增加 □ 2. 減少 □ 3. 沒有影響 

6. IPMOE 的硬件設計和配備是否容易導致工傷? (如﹕長期使用螢光幕和掃描器導致眼睛受損…) 

□ 1. 是 (請提供詳細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 否 

7. 閣下認為「派藥三寶」在硬件上有沒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如﹕螢光幕大小、充電配套、病房空間…) 

□ 1. 有 (請提供詳細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 沒有 

8. 閣下認為「派藥三寶」在軟件上有沒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如﹕登入程序、軟件版面、病歷紀錄…) 

□ 1. 有 (請提供詳細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 沒有 

9. 閣下認為以現時病房的護士人手是否足夠應付 IPMOE? 

□ 1. 足夠  □ 2. 不足夠 

10. 閣下認為現時 IPMOE 系統能否配合病房的前綫運作需要? 

□ 1. 配合  □ 2. 不配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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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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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