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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區域諮詢委員會 

文件第 313 號 

 

 

新界區域諮詢委員會 

 

新界東醫院聯網 2020/21 年度工作匯報及 2021/22 年度工作計劃 

 

 

目的 

 

  請成員備悉新界東醫院聯網（新界東聯網）的 2020/21 年度首三季工作

匯報及 2021/22 年度工作計劃，並提供寶貴意見。 

 

 

背景 

 

2.  新界東聯網是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內覆蓋面積最大的聯網，服務沙田

區、大埔區及北區內約 130 萬人口，佔全港人口的 17.6%。人口增長及長者比例

上升以致醫療服務需求增加是聯網的主要挑戰，預計至 2028 年，區內四分之一

人口為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 

 

3.  聯網服務需求與日俱增，引致病人等候入院及輪候部分臨床服務時間過

長。新界東聯網已逐步推行多項措施以增加服務量，包括增設住院和日間病床數

目及手術室節數等，並且積極引進有效的服務模式，以應付未來的挑戰。 

 

 

2020/21 年度首三季工作匯報（2020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1 

 

4.  新界東聯網按醫管局的策略意向制定了下列 2020/21 周年工作計劃，以

應對挑戰： 

 

工作項目 原定完成季度 進展內容 

改善服務質素 

i. 威爾斯親王醫院增設 10 張耳鼻喉科日間病床 2020年第三季 已如期完成 

ii. 北區醫院增設八張日間外科病床 2020 年第四季 已如期完成 

iii.  威爾斯親王醫院每週額外提供三個手術室節

 數 

2020 年第三季 已如期完成 

                                                 
1 由於 2020/21 年度剛完結，最後一季進度資料尚待整理。最後一季工作進度將於編製

完成後發予成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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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北區醫院每週額外提供四個手術室節數，以加

 強非住院手術服務 

2020 年第四季 已如期完成 

v.  建立以聯網為基礎的病人關係處服務架構，加

 強醫管局的投訴管理機制 

 

2020 年第二季 已如期完成 

優化需求管理 

i.  威爾斯親王醫院增設 15 張急症內科病床及八

 張外科病床 

2020年第四季 已如期完成 

ii. 北區醫院增設一張深切治療病床 2020 年第四季 已如期完成 

iii. 大埔醫院增設 32 張延續護理病床 2020 年第四季 已如期完成 

iv.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每週額外提供六個

 手術室節數 

2020 年第四季 已如期完成 

v.  威爾斯親王醫院提供一個指定非緊急手術節

 數，以進行代謝及減重的手術服務 

2020 年第四季 已如期完成 

vi.  推行「促進術後康復計劃」，為需要接受手術

 的病人提供服務 

2020 年第四季 已如期完成 

vii.  提供 100%化療處方篩檢，以提升腫瘤科臨床

 藥劑服務 

2020 年第四季 已如期完成 

viii.  為合適的心肌梗塞病人提供 24 小時緊急冠狀

 動脈介入治療服務 

2020 年第四季 已如期完成 

 

 

2021/22年度工作計劃 

 

5. 新界東聯網已根據機構的整體目標制定一系列措施。主要措施如下： 

 
5.1 住院服務 

i. 新界東聯網將於 2021/22 年度增設合共額外 92 張住院病床、每星期增加

  六個手術室節數，以及每星期額外提供 10 個內窺鏡服務節數，以增加住

  院服務量。 

ii. 額外進行 780 次護士篩查和個案評估，以加強癲癎服務。 

 

5.2 日間服務 

i.  加強日間服務，於威爾斯親王醫院和北區醫院急症室推展日間護理式，

 並於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設立內科日間中心。 

ii.  額外提供日間醫院血液透析名額和日間泌尿科服務，為腎病和泌尿疾病

病人提供日間治療服務。 

iii. 「促進術後康復計劃」將推展至胸肺科、泌尿科和骨科手術病人，以加

  快病人康復速度和減低住院病床需求。 

 

5.3 門診和外展服務 

i. 額外提供 4 750 個普通科門診診症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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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額外提供內科醫學專科門診的新症就診人次，並加強護士診所服務，以

滿足服務需求。 

iii. 加強專職醫療門診服務，以支援早產嬰兒、下肢骨折或接受關節成形手

術的病人，以及輪候全關節置換手術的病人。 

iv. 聯網將提供老人科和精神科外展服務，為病人加強社區支援。 

 
5.4 癌症服務 

i. 新界東聯網計劃於來年加強癌症服務，包括為患有肌肉骨骼腫瘤的病人

提供癌症個案經理服務、為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病人提供腫瘤電場治

療、延長放射治療的服務時間；並為骨髓性血癌成年病人和正接受標靶

治療或免疫治療的肺癌病人額外提供測試服務量。 

 
5.5 診斷和化驗室服務量 

i. 威爾斯親王醫院將增設一部磁力共振掃描造影儀；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

醫院將增設一部電腦掃描造影機；而北區醫院的磁力共振掃描造影服務

時間亦會延長，以加強聯網的造影服務。 

ii. 加強化驗室的檢測能力，提供血液科的特別化驗服務、藥理基因組學和

肝炎相關測試，以支援癌症治療。 

iii. 額外提供光學同調斷層掃描和視野測驗。 

 
5.6 對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 

i. 新界東聯網將增設顧問醫生和醫學化驗師，加強領導微生物學和感染控

制服務。 

ii. 加強化驗室服務量，進行聚合酶連鎖反應核酸檢測，以偵測病毒病原體。 

 

 

2021/22 年度的工作計劃目標  

6.1 改善服務質素 預計完成日期 

 於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設立內科日間護理中心 2021 年第四季 

 於威爾斯親王醫院和北區醫院急症室推行日間護理模

 式 

2021 年第四季 

 額外提供 1 160 個泌尿科日間服務人次 2022 年第一季 

 於北區醫院為下肢骨折或接受關節成形手術病人提供

 康復服務，於週末及公眾假期額外提供 1 150 個物理治

 療服務人次 

2022 年第一季 

 加強早產嬰兒家庭的出院後支援，額外提供 340 個專職

 醫療門診服務人次 

2022 年第一季 

 加強專職醫療服務，於老人科日間醫院額外提供 500 個

 專職醫療門診服務人次和 390 個言語治療服務人次，並

 增加血液科的特別化驗服務。 

2022 年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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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以聯網為基礎的傳染病服務網絡，加強服務涵蓋範

 圍和協調 

2022 年第一季 

 額外提供 2 615 個護士診所服務人次 2022 年第一季 

 額外提供 2 000 個傷口診治服務 2022 年第一季 

 加強癲癎護理服務，額外提供 780 個篩查和個案評估服

 務 

2022 年第一季 

 於威爾斯親王醫院為正輪候全關節置換手術的病人提

 供有系統的非介入性治療計劃，額外提供 2 400 個物理

 治療門診服務人次 

2022 年第一季 

 加強社區老人評估小組服務，為居住於安老院舍中患有

 末期疾病的院舍病友額外提供 350 個老人科外展服務人

 次 

2022 年第一季 

 提升癌症護理服務質素，額外為 40 名患有肌肉骨骼腫

 瘤的病人提供癌症個案經理服務 

2022 年第一季 

 增聘一名個案經理，為精神病患者額外提供 300 個精神

 科外展服務人次 

2022 年第一季 

 提升化驗室的檢測能力，於威爾斯親王醫院為骨髓性血

 癌成年病人額外提供 100次微量殘存病分析和次世代定

 序測試 

2022 年第一季 

 加強遺傳及基因組醫學服務，額外提供 590 個藥理基因

 組學測試的服務量 

2022 年第一季 

 採用醫療級別的立體打印技術，改善手術規劃 2022 年第一季 

 於威爾斯親王醫院為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病人提供腫

 瘤電場治療 

 

2022 年第一季 

6.2 優化需求管理 預計完成日期 

 威爾斯親王醫院增設 30 張急症外科病床、10 張內科病

 床及 10 張腫瘤科病床 

2021 年第四季 

 北區醫院增設 13 急症骨科病床 2021 年第四季 

 北區醫院增設一張深切治療病床 2021 年第四季 

 大埔醫院增設 28 精神科病床 2021 年第四季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每星期額外提供兩個手術室

 節數；威爾斯親王醫院每星期額外提供四個手術室節數 

2021 年第四季 

 於北區醫院設立老人急性脆弱性骨折護理協調服務 2022 年第一季 

 每星期額外提供 10 個內窺鏡服務節數 2021 年第四季 

 為威爾斯親王醫院的胸肺科手術和泌尿科病人及北區

 醫院的骨科病人提供「促進術後康復計劃」 

2021 年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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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外提供 4 750 個普通科門診診症名額 2022 年第一季 

 加強內科醫學專科門診服務量，額外提供 375 個新症就

 診人次 

2022 年第一季 

 加強管理病毒性肝炎，額外提供 900 個肝炎相關測試的

 服務量，並設立肝炎護士診所 

2022 年第一季 

 加強化驗室測試能力，為 30 000 呼吸系統樣本進行聚合

 酶連鎖反應核酸檢測，以偵測病毒病原體；並增聘一名

 顧問醫生及一名醫學化驗師，以加強聯網的微生物學和

 感染控制服務。 

2022 年第一季 

 加強造影服務，延長北區醫院的磁力共振掃描造影服務

 時間，並額外提供 1 010 個磁力共振掃描造影服務人

 次；於威爾斯親王醫院增設一部磁力共振掃描造影儀；

 於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增設一部電腦掃描造影 機 

2022 年第一季 

 於威爾斯親王醫院推行臨床藥劑服務，為急症內科病房

 的入院病人提供出院藥物管理服務 

2022 年第一季 

 延長威爾斯親王醫院放射治療的服務時間，額外提供

 1 330 個服務人次 

2022 年第一季 

 為肺癌病人的標靶治療或免疫治療提供支援，額外提供

 1 390 次化驗室測試服務量 

2022 年第一季 

 為末期腎病患者增設 13 個醫院血液透析名額，並增設

 五個使用新一代在家血液透析機型的病人名額 

2022 年第一季 

 加強青光眼護理服務，額外提供 3 950 次光學同調斷層

 掃描和 1 250 次視野測驗 

 

2022 年第一季 

6.3  加強員工培訓與發展 預計完成日期 

 為 12 名在非紓緩治療部門工作的護士，提供在紓緩治

 療部門實習的機會 

2022 年第一季 

 增聘 16 名（全職等值）資深護士作兼職臨床啟導員，

 為初級護士提供指導 

2022 年第一季 

 提供 150 個培訓名額，讓臨床服務員工接受正規心肺復

 甦訓練 

2022 年第一季 

 

 

 

 

 

醫院管理局   

202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