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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治療部病人家屬滿意度問卷調查© 

FS-ICU-34 

 

我們所提供的醫護服務質素如何？ 

您對親人近期在深切治療部所接受的醫護照顧，有何看法？ 

 

 以下的問卷是想查詢有關您家人最近一次入住深切治療病房的情況。在病

歷檔案記錄中，您是與病者關係最親近的家人。我們明白在這段期間，有很多

醫生、護理人員及其他專業人員曾參與您家人的照顧，當中水平有別，但我們

想瞭解您對深切治療病房醫護服務質素的整體評價。 

 我們可以體會，您家人在深切治療病房接受治療期間，是一段非常難熬的

日子。我們感謝您花時間告訴我們現在的服務表現，讓我們知道不足的地方。

您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將有助我們提升醫護服務的質素。 

 研究人員會將您提供的資料保密。曾照顧您親人的醫生及護理人員，都不

會知道您所填寫問卷的內容，而問卷內容僅提供作學術的研究。 

 

請以「」號選出最符合您想法的選項。 

 

1. 我是:   □ 男  □女 

 

2. 我今年  _____________歲 

 

3. 我是患病家人的: 

□ 太太  □ 丈夫  □ 伴侣  

□ 媽媽  □ 爸爸  □ 姊妹  □兄弟 

□ 女兒  □ 兒子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 

 

4. 此次之前，你有否家人入住深切治療病房的經驗？ 

□ 有  □沒有 

 

5. 您是否和患病家人同住？ 

□ 是  □ 不是，繼續回答： 

若不是同住，您平均每隔多久會與患病家人見面？ 

□ 多過每星期 □ 每星期 □ 每月  □ 每年  □少於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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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對於醫護照顧的滿意度 

 

請以「」號選出最符合您想法的選項。如果這些問題不符合您家人入住深切

治療病房的情形，請您選取「不適用」一項。 

 

您覺得我們如何對待您患病的家人？ 

1. 深切治療病房（以下簡稱 ICU）工作人員關心與照顧： 

對您家人表現出有禮貌、尊重並感同身受的態度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2. 症狀處理： 

ICU工作人員對於您家人以下症狀所作的評估與治療如何？ 

疼痛控制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氣喘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煩躁不安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您覺得我們對待您的態度如何？ 

3. 考慮您的需求：ICU工作人員有注意到您的需求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4. 情緒的支持：ICU工作人員提供給您情緒支持的程度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5. 靈性的支持：ICU工作人員滿足您靈性或宗教的需求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6. 護理照顧的協調：所有照顧您家人的 ICU工作人員的團隊合作性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7. ICU工作人員的關切與照顧：對您表現出有禮貌、尊重及感同身受的態度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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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 

8. ICU護理人員的技術與能力：護理人員照顧您家人的技術與能力如何？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9. 與 ICU護理人員溝通次數：您滿意護理人員與您討論您家人病情的次數嗎？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醫生 

10. ICU醫生的技術與能力：醫生照顧您家人的技術與能力如何？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11. 與 ICU醫生溝通次數：您滿意醫生與您討論您家人病情的次數嗎？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深切治療病房內提供服務的其他工作人員 

12. 醫務社工：醫務社工對您的協助與支持如何？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13. 院牧：院牧對您的協助與支持如何？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深切治療病房 

14. 病房的氣氛如何？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家屬候訪室 

15. ICU的家屬候訪室的氣氛如何？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回想您及您家人所受到的醫護照顧 

16. 您對於深切治療病房的整體滿意度？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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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家屬對參與重症病患者醫護照顧決策的滿意度 

 

對重症病患者家屬的指導 

 

 這部份的問卷是調查您對參與您家人的醫護照顧決策時的感受。在深切治療

病房，您的家人會接受不同的工作人員照顧，當回答這部份問卷時，請您想想您

家人受到的整體照顧。 

 

請「」選一個最能表達您感受的項目 

 

資訊需求 

1. 獲得資訊的容易程度： 

ICU工作人員回答您問題的意願度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2. 對資訊瞭解的程度： 

ICU工作人員用您能理解的方式向您解釋，您的瞭解程度是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3. 資訊的真實程度： 

ICU工作人員所提供有關您家人病情的真實程度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4. 資訊的完整性： 

ICU工作人員能完整地告知您家人的病情變化和各種治療的原因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5. 資訊的一致性： 

ICU工作人員對您講解家人的病情內容達一致程度 

（醫生及護理人員的說法是否相似） 

□非常好   □很好   □好   □普通   □差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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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的過程 

 您的家人在深切治療病房期間，有許多關於醫療護理的重要決策。請從下列

選項中選出符合您想法的描述。 

 

6. 您覺得您參與了決策過程嗎？ 

□(1)我覺得我完全被排除於外 

□(2)我覺得我有時被排除於外 

□(3)我既沒有參與亦沒有被排除於外 

□(4)我有些參與 

□(5)我能充份參與其中 

 

7. 是否在適當的時候參與決策過程？ 

我覺得參與的時候： 

□(1)太遲 

□(2)有一點遲 

□(3)剛好 

□(4)有—點早 

□(5)太早 

 

8. 當您參與決策時，您得到了適當的資訊嗎？ 

□(1)太多（超過需要）的資訊 

□(2)恰當的資訊 

□(3)太少的資訊 

 

9. 您覺得您有足夠的時間考慮那些您得到的資訊嗎？ 

□(1)我需要更多的時間 

□(2)我有足夠的時間 

□(3)我擁有的時間超過我的需要 

 

10. 您覺得您在決策過程中，您得到支持嗎？ 

□(1)我覺得完全無法應付 

□(2)我覺得有點難以應付 

□(3)我覺得可以應付 

□(4)我得到一些支持 

□(5)我得到充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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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您覺得您可以掌握您家人所受到的照顧嗎？ 

 □(1)我完全無法掌握，而且醫護人員決定了所有的治療決策 

 □(2)我有一點無法掌握，而且醫護人員決定了所有的治療決策 

 □(3)我既沒有掌握，也不覺無法掌握 

 □(4)我有一點可以掌握我家人所受到的照顧 

 □(5)我可以掌握我家人所受到的照顧，而且掌握得很好 

 

12. 對於您家人能否康復，醫護人員是否給您正確的期待？ 

對於我的家人能否恢復健康 

□(1)沒有給予我任何期望 

□(2)給予我太少期望 

□(3)給予我恰當的期望 

□(4)給予我稍大的期望 

□(5)給予我太大的期望 

 

13. 對於您親人所接受的照顧，家人之間達到一致的意見嗎？ 

家人之間 

□(1)有嚴重的衝突 

□(2)有點衝突 

□(3)既沒有衝突也沒有共識 

□(4)有共識 

□(5)有強烈的共識 

 

14. 作決定時，您有足夠的時間去表達您所關心的事項，並得到您問題的答案嗎？ 

□(1)我需要更多的時間 

□(2)我有恰當的時間 

□(3)我所擁有的時間比實際需要的更多 

 

15. 有些人希望家人接受所有治療，有些人則不認同。 

您是否滿意您家人在深切治療病房所得到的照顧量或得到適當的照顧程度？ 

□(1)非常不滿意(非常不適當) 

□(2)有點不滿意(有點不適當) 

□(3)大部份滿意(大部份適當) 

□(4)很滿意(很適當) 

□(5)非常滿意(非常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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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您對於您家人在深切治療病房的醫護照顧決策過程中，您所扮演的角色的整

體滿意度？ 

□(1)非常不滿意 

□(2)有點不滿意 

□(3)還好 

□(4)滿意 

□(5)非常滿意 

 

如果您的家人是在深切治療病房離世的，請回答下列的問題（17-19題）。如果

不是，請您直接回答 20題。 

 

17. 以下那項最符合您的看法？ 

我覺得我親人的生命 

□(1)沒必要的被拖延太久 

□(2)被拖延得有點久 

□(3)既沒有被拖延也沒有被縮短 

□(4)有點被縮短 

□(5)被過份縮短 

 

18. 在您親人生命的最後時刻，您個人的看法？ 

我覺得他 /她 

□(1)很不舒服 

□(2)有點不舒服 

□(3)還好 

□(4)很安詳 

□(5)非常安詳 

 

19. 在您親人生命的最後時刻，您的感覺？ 

□(1)醫療團隊根本不照顧我 

□(2)醫療團隊不照顧我 

□(3)醫療團隊雖沒有照顧我，也沒有不支持我 

□(4)我感受到醫療團隊的照顧及支持 

□(5)我感受到醫療團隊充份的照顧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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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請寫下您對改善深切治療病房醫護照顧的任何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我們在哪方面表現得比較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請寫下您覺得對本院工作人員有幫助的任何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