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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冬季流感高峰期紓緩措施成效》調查報告 

早前政府宣佈額外向醫管局撥款五億元，讓醫管局落實不同的措施以應對冬季流感高峰期的服務壓力，護

協對有關措施的落實情況深感關注，因此於本年 6 月 19 日至 6 月 27 日期間進行「醫管局冬季流感高峰

期紓緩措施成效問卷調查」。是次調查共收回 3,315 份問卷，有關問卷調查的詳細結果如下： 
 
1) 受訪者的資料 

是次調查收集了受訪者的聯網資料，詳情如下： 
 

(表一) 受訪者所屬的聯網資料 

 
      

2) 醫管局短期紓緩措施的成效 
 

調查結果顯示有多於七成和六成的受訪者分別認為「增加中介護士數量」和「資深護師的特別酬金計

劃(夜更)」未能有效紓緩冬季流感高峰期的服務壓力，而其他的短期措施則有多於一半的受訪者認為可

以紓緩冬季流感高峰期的服務壓力。 
 

(表二) 醫管局短期紓緩措施的成效 

 能紓緩 不能紓緩 

增加中介護士數量 27.4% 72.6% 

資深護師的特別酬金計劃 (夜更) 36.4% 63.6% 

增加病房文員 58.7% 41.3% 

提高長夜津貼的彈性 63.8% 36.2% 

增加兼職護士數量 70% 30% 

調整特別酬金計劃 (改為一小時計算、金額上調 10%) 80% 20% 
 

3) 醫管局短期紓緩措施的落實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除「調整特別酬金計劃 (改為一小時計算、金額上調 10%)」外，平均有六成或以上的受

訪者表示醫管局沒有落實執行有關的短期紓緩措施，其中在港島西聯網工作的所有受訪者更指出其病

房沒有落實「增加中介護士數量」的措施(見表三)。另外，調查結果亦顯示平均有多於四成的受訪者沒

有參與醫管局的短期紓緩措施(見表四)。 
 

(表三) 各聯網落實短期紓緩措施的情況 

 增加病房

文員 

增加兼職

護士數量 

增加中介

護士數量 

資深護師的特別

酬金計劃 (夜更) 

提高長夜津

貼的彈性 

調整特別酬金計劃 (改為一

小時計算、金額上調 10%) 

港島東 17% 19.1% 21.3% 8.5% 14.9% 48.9% 

港島西 21.4% 10.7% 0% 14.3% 14.3% 50% 

九龍東 40% 31.1% 60% 11.1% 26.7% 66.7% 

九龍中 21.7% 36.2% 42% 20.3% 30.4% 53.6% 

九龍西 16.1% 27.4% 77.4% 21% 21% 69.4% 

港島東 港島西 九龍東 九龍中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12.1% 7.2% 11.5% 17.7% 15.9% 7.2%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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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 21.4% 35.7% 60.7% 17.9% 21.4% 46.4% 

新界西 12.6% 9% 22.5% 63.1% 67.7% 78.4% 

平均 19.7% 22.6% 40% 29.5% 35.4% 63.3% 
 

(表四) 各聯網受訪者參與短期紓緩措施的情況 

 資深護師的特別酬

金計劃 (夜更) 

提高長夜津貼

的彈性 

調整特別酬金計劃 (改為一

小時計算、金額上調 10%) 

沒有參與 

港島東 2.1% 2.1% 38.3% 61.7% 

港島西 0% 0% 39.3% 60.7% 

九龍東 0% 4.4% 40% 60% 

九龍中 0% 13% 49.3% 49.2% 

九龍西 8.1% 8.1% 59.7% 37.1% 

新界東 0% 3.6% 50% 46.4% 

新界西 0.9% 10.8% 74.8% 24.3% 

平均 1.8% 7.7% 55.1% 43.6% 
 

沒有參與醫管局短期紓緩措施的原因﹕ 
 

1. 因休息不足而不考慮參加 

⚫ 身心疲累，上班本來已經很累，沒有精力加班 

⚫ 平日返工忙，休息時間不會再加班 

⚫ 因為沒有多餘的時間幫忙返工 

⚫ 返工已好疲倦，放假還要工作不能好好休息，我不是在賣命。五億是旨在增加人手而不是增加

人工來吸引同事在休息時間繼續上班，如果前綫同事都生病了那麼同事工作量亦會增加，無補

於事 

⚫ Not enough manpower and we are exhausted after working one shift!  We want to have holiday more 

than money 
 

2. 措施的吸引力 / 實行上的不足 

⚫ 沒有長夜 

⚫ 仍然有很多限制 

⚫ 不適用於 EN 及 CNS 

⚫ 不見效 
 

3. 院方/部門沒有推行紓緩措施 

⚫ 只有 agency nurse 

⚫ 高層稱會提高長夜彈性但實際上未見實行 

⚫ 醫院沒有增加津貼！ 

⚫ 病房沒有提供以上措施 

⚫ 院方從沒鼓勵員工參與以上任何一種計劃 

⚫ 病房沒有提供這些措施，超時也不會補鐘 

⚫ 沒有被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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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policy in the department  

⚫ No funding to our ward 
 

4. 其他原因 

⚫ 醫管局無良，不用為它賣命！根本問題未解決，增加中介護士只是數字上玩法，解決不了前線

工作壓力 

⚫ 塘水滾塘魚，有些同事被逼參與，有些同事為了特別酬金，選返特別更而要其他同事番他們本

身要番的更期……一句沒有幫助，反增加特別更期的同事 

⚫ 人手嚴重短缺 

⚫ 人手不是突然可以配合到 

 

4) 五億元額外撥款及其運用的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雖然有接近七成的受訪者認為醫管局沒有充分運用政府提供的五億元額外撥款，以紓

緩冬季流感高峰期的服務壓力(見表五)，但接近九成的受訪者歡迎政府提供的五億元額外撥款，以實施

相關的紓緩措施(見表六)。 
 

(表五) 各聯網同業就醫管局有否充分運用五億元額外撥款的意見 

 港島東 港島西 九龍東 九龍中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平均 

有 14.9% 17.9% 20% 21.7% 17.7% 10.7% 62.2% 30.5% 

沒有 85.1% 82.1% 80% 78.3% 82.3% 89.3% 37.8% 69.5% 

 

(表六) 對政府提供的五億元額外撥款和相關措施的看法 

歡迎 88.5% 

不歡迎 11.5% 

 

5) 其他建議 

1. 中介護士/兼職護士 

⚫ It is difficult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agency nurses, in fact not many agency are hard working, some 

agency nurse cannot adopt to the culture of the hospital and some agency nurse cannot abide to the 

rule and standards of HA (policies in confidentiality), thus making a lot of troubles. Actually, the 

money can be better used in recruiting part-time HA staffs or providing overtime allowance. 

⚫ 中介護士的引入只是門面上多了人手，但實際工作上他們卻如同學生或助理，並未能真正減

輕護士沉重的工作量。 

⚫ 很多工作中介護士不能參與，例如打針派藥等，不能減輕工作壓力。另外中介護士質素參差，

簡單的工作例如 ECG 洗傷口都做不到，他們做完，我們要再檢查/counter sign，倒不如我自

己做。與其用錢聘請中介護士，倒不如增加 SHS 時薪及 SHS 名額。 

⚫ 醫管局撥款，用了很多錢來請普通 Patient Care Assistant 其實對護士前綫壓力無紓緩作用。

其實平時請 agency nurse 我也覺得沒太大作用。他們短暫時間在此地工作。不會花太多時間

去教。他們又很多工作範疇都不會做。只做最基本。真正幫助是有，但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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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護士質素參差，作用不太，更要額外花人手和時間複檢安排給中介護士的工作。反而特

別酬金計劃更能提升士氣，真正幫到紓緩病房工作。 

⚫ 聘用百本助理及卓健護士等員工，員工每天不同，病房同事每天重新教育他們熟習環境已花

去很多時間，既不能舒緩病房工作量，反而加重同事負擔，實為浪費金錢之舉。而且此類員

工質素參差，工作態度懶散，同事要花更多時間檢查他們工作有否甩漏，只是增加我們的工

作量。 

⚫ 中介佣金偏高，不合理，應該由醫管局直接聘請兼職護理職位，避免撥款被蠶食。 

⚫ 增加中介護士只會打擊同事士氣，因他們每天派來不同護士，我們只可分派簡單工作，工種

就同 TUNS 差不多，但人工比病房本身 part time 同事要高，令同事深深不憤，較新的同事

甚至考慮離職做 agency nurse！ 

⚫ 中介護士質素參差，個別中介護士更會揀野做，又話唔會打針派藥，又話唔會驗血糖，全晚

只會換尿片，實際上比一位PCA做的事更少（PCA還會倒垃圾／倒尿／保持病房清潔等等），

但比 PCA 賺得更多，建議應設立制度進行篩選。 

⚫ 對中介護士增加認受性，根本醫院不會 authorize CMS CODE/POLT CODE 給他們上班，有

甚麼用? 

⚫ 我們病房的 PT RN 只是幫助帶教新同事及 2-5 年經驗同事，但其實那名 PT RN 冇任何實質

幫助，因為第一﹕同事都不用帶教，已獨立管理個案，第二﹕該名 RN 已有一段時間冇做臨

床護理工作，所以有特別情況發生時可能比新人更加不懂得處理。請僱用的 PT RN 不要只

做帶教工作，最好是只做臨床護理工作。這樣才真正減低前線的負擔。所以那 5 億根本無法

紓緩服務壓力。 

⚫ 現在也很忙，同事們想留下幫忙，但經理說不能補鐘以及冇酬金，所以也冇借口留下。又冇

增加護士人手，百本係有請，但有時唔係日日請到，仲要通常係幾個 ward share 帶 CT, 能協

助病房的時間不多，再者有百本連 R/T feeding 手指都話唔識拮（見過 2 個），連帶 CT 指埋

比佢睇起排版車面到拎隔一陣又問第二個，相距都無 5 分鐘鐘（特別例子）。 

 

2. 特別酬金計劃/長夜津貼 

⚫ 特別酬金計劃應用在前線醫護人員身上，而不是單單增加兼職人員，而呢類兼職人員好多臨

床事務並不容許獨立去做，變相並未能有效地舒緩前線工作壓力。 

⚫ 資深護師的特別酬金計劃 (夜更)：本人於全院只有 4 層的其中一間療養病房內工作，平時

夜更只有一名資深護師，夜更的工作基本上並不多，如無特別事時只是夠鐘巡場就自由活動。

資深護師的特別酬金計劃 (夜更)令晚上多了一名資深護師當夜更，令資深護師夜更的工作

變得少上加少，所以建議此計劃應不再推行。 

⚫ SHS 等只在內科實行。做婦科的有床就要收內科症，縱然忙到超時也不會補鐘，不要鬥補錢，

向上司反映，卻不理會，只可靠「專業精神」及愛心。 

⚫ 我認為撥錢延長 SHS 時期，尤甚係 A/P shift，仲好過請 agency nurse 或 PCA。 

⚫ 就算你願意 SHS (平時同事返齊工時都忙到頻頻遲一至兩小時放工），但你的管理層話返齊

工亦可拒絕你的 SHS。天啊! 難道有假我唔想休息放鬆吓。無數的 paperwork、入 CMS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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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冇畫面，CMS 反應慢，入漏又死，唔入更死，唔夠全面唔得 specific? 即死。長期講呢度

多人返工，manpower stable D 咪再加多 D workload 比你。沒有最多只有更多。 

⚫ 冬季流感過後，病人數目没有下降，但已取消一小時可 SHS 的措施，前線面對極大壓力！ 

⚫ 有人 SHS 就讓其他人清 CO，其實返工人數不變，SHS 變幫手清同事 CO 嘅特別計劃。 

⚫ 長夜冇彈性，只說不批，APN SHS 冇受惠夜更，「彈性」於日更使用。計算薪津複雜化，增

加工作量。 

⚫ OPD 用了該 5 億增加了一個 SHS 位，而該 SHS 位是多餘的! 有些日子是讓該同事在 1 小時

的 SHS 中送一個病人到病房。有時甚至無….. 

⚫ 嚴重行政失當，GS 同事在長夜後被通知 GS 員工從來冇納入計劃中，但冇人被通知以上的

安排。 

 

3. 增加護士人手/人手比例/病房比例 

⚫ 幫助有限，增加全職護士人手才是正途，其餘的只是「有好過無」的措施罷了。 

⚫ 請長期人手好過。 

⚫ 請求長遠解決工作量過大問題，不需要杯水車薪的措施。 

⚫ 應該即時增加護士人手比例。並非在高峰期時只用 SHS 吸引現職員工加班。 

⚫ 一次性撥款根本於事無補，不能幫助前線人員，只是高層們的數字遊戲，要解決和舒緩前線

工作壓力，並非增加外援或增加員工津貼，而是要重整工作流程，簡化不必要的工序，挽留

和珍惜人才，並限制護士對病人的比例至一比六之內，醫院高層亦不應只著重統計數字而為

難前線人員，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工作量。 

⚫ 除了增加人手資源，亦應紓緩病房佔床率，有收症沒上限，有「地」即放床 / 「輪床」；以

至 150%-180%, 員工疲於奔命。 

⚫ 應該實際地長遠增聘人手，而非短期的紓困；員工其實冇得到充分休息，只是延長工作時間

增加些微津貼，去紓緩前線人員的怨氣而已。 

 

4. 文書工作 

⚫ 有醫院要求參加 APN 特別酬金計劃的 APN 要進行 audit 工作，並非幫助 bed side nursing。 

⚫ 減少不必要的文書處理及電子文書處理。 

⚫ 應永遠取消 ACCREDITATION。 

⚫ 早前有聯網所做的問卷以減輕護士不必要的文書，問卷做完，最後卻不了了之，流感高峰期

都已完結了，護士的文書工作仍一點也沒改變！ 

⚫ 取消 ACHS 等煩擾工作。 

⚫ 不斷加好睇但無用既 nursing care plan, 整係寫果堆文件野都曬 d 時間，浪費時間紙張。 

⚫ 本療養醫院高層最近以即將增加人手的原因不斷推出更多的 FORMS，令我們對 FORMS 多

過對人的問題更為嚴重，希望此問題更快獲得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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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 

⚫ NO, APN 平時已經唔郁，加班都唔見乜野幫到手！一個復康病房，交更要交 2 小時以上。 

⚫ 其實有聘請 part time 醫生支援外展診症服務，作減低使用急症室壓力！希望醫管局聘請 part 

time 醫護人員時要加小心！ 

⚫ 浪費大量納稅人的錢於短期措施上，每年都 1 至 2 次流感高峰，是否每次都要花 5 億去掩飾

政府高官的短視!! 

⚫ 有錢就請多 d 人買多 d 有用既器材，成個病房 d 野又殘又爛又唔換。 

⚫ 建議醫管局應在取消凍薪後，backpay 返前線護士以往少收既薪金，提升前線員工士氣 (因

為工作數年經驗至資深薪金達 max 的同事知道無 backpay 後，士氣不但冇提升，更想離職)。 

⚫ 很多人只是把焦點放在急症醫院，其實療養醫院的工作量也不少，本人的病房一直都不夠人

手，夜更尤其嚴重，經常會發生一名護士應付 48 名病人的局面。建議應將資深護師的特別

酬金計劃 (夜更)的資源用於增加夜更 RN 或 EN 的人手。 

⚫ 增加撥款應該針對特別地方增加資源，並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咁對有壓力工作的地方冇感受

到增加資助。 

⚫ 一條 team14-15 個 case full team 但又出又入做的人數可能 1～20 人，仲要少人手到 runner

有時係 tuns，補藥都要自己來，仲要一有人 sick leave 人手根本唔夠又 call 唔到人番工，跟

著就 share 埋個條 team 每人座底 20 個 case 喺手，仲要派 2 輪針藥（每輪需時一個鐘），新

收 case 都唔會因為你無人而停 1 日就返個 7 個鐘鬆 d (講緊 office hour)，計你番 1400 放 2120

根本無可能，交更都差不多要 1 個鐘，都未計有出院仲要再跟進（你要知道唔係個個醫生都

會一次過做齊所有野唔洗再 call 佢），中間仲要 50 分鐘食飯，探病時間仲要有 3 個鐘，屋企

人問情況，叫你拎野...（only 打針派藥，交更食飯都用左 4 個鐘）咁你仲有 3 個幾鐘喎，但

係你估只有早上先有人巡房？有 d 醫生巡到下午，仲要有 consolation 來睇 case 又要跟，男

醫生睇女病人又要跟，中間有檢查 2 要做安排，又要睇 case 有無唔舒服（一陣一更嘔幾個

真係分身都唔掂），抽左血又要睇結果（有時成 10 個都抽，仲要唔止抽一次，又要記得 call

人抽）又要入電腦睇病人食咩藥（antibiotic 食左幾耐，如果已經一個 course 仲要問醫生停

未），仲要 check 早上的 treatment 做齊未，雖然交左更但係都要由頭 check 一次同了解個

case，又要新收(你估新收就只係多左個人訓訓咩，有 runner/同學仔個日都仲有叫人幫下手，

無就食自已），中間仲要上水、答病情、應鐘、比 pan、收 pan，換片都仲有等下，仲未計你

要搞出院野（仲要出 nursing summary，打字都需要時間，仲要自己 book appointment 仲要

有 d appointment 自己 book 唔到要打去其他地方 book)。最後每一更都要起碼要寫一次被記

錄情況(正常 14-15)。之後先交比 n 更...以一個 medical ward 來計交到 9 點 9 都好正常，50-

60 人，9 點開始交，每 case 交一句都 50 幾分鐘啦! 

之後終於有離開病房，沖涼洗頭訓覺，幾個鐘後，7 點再出現啦。日日做到日日都覺得年紀

再大 d 就應該要 resign，真係會短命幾年，同埋可能呢行壓力大，好多人都 Cancer 死。人手

不足都唔係第一日的事，國際話 1:6-8，HA 會當 IC 同 runner 都係人手咁計約 50 病人就比 6

護士，好似 11:8.33，但其實 50/4，即係 12.5，60/4=15 先比國際比例多一倍。仲未計有人 sick 

leave 50/3=16.67， 60 除 3 先 20 人都係國際比例的 3 倍，好難唔人手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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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會話有 PCA 喎，PCA x4 開 2 檔片都換 1.5-2 個鐘，仲要沖涼餵餐、take BP，1 人

病左仲要 runner / 同學仔換片每更換 2 次片、take2 轉 bp⋯⋯ 

 

6) 總結 

是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部份同業均歡迎政府提供五億元的額外撥款，讓醫管局實施各項短期措施，

紓緩冬季流感高峰期的服務壓力。 

 

但醫管局各聯網在落實措施時的處理方式各有不同，情況並不理想，除「調整特別酬金計劃的金額和

彈性」外，不少前綫同業均指出其聯網並沒有落實局方已承諾的短期紓緩措施，而且亦有不少同業表

示沒有參與相關的紓緩措施。另外在所有措施中，「增加中介護士數量」的成效更是強差人意，甚至

有同業指出中介護士令同業的工作量不減反增。  

 

總括而言，雖然醫管局在實施各項短期紓緩措施的情況並不理想，而且更有大量的同業認為醫管局沒

有充分運用政府提供的額外撥款，但大部份同業均歡迎政府提供額外撥款，以實施應對冬季服務高峰

期的紓緩措施。 

 

如對上述調查報告有任何意見或查詢，歡迎致電 2314 6962 與本會聯絡。 
 

香港護士協會 

二零一八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