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數族裔翻譯及傳譯社區支援計劃 

 

 

優質社會服務實踐與研究會議 暨  

「卓越實踐在社福」分享會 及 會後工作坊 2013 

主題: 以循證為本方針推動社會服務實踐及發展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高級服務協調主任 陳清華先生 
少數族裔服務部部門主任  盧啟聰先生 
香港翻譯服務傳譯員 Ms. Andleeb Zarqa 
 

    

    

 

 



 

 

 

服務理念及相關經驗 

 2000 年起為居港少數族裔提供多元化社會服務 

 20 多名來自不同種族的團隊成員組成服務隊 

 5 項基金資助特別服務計劃提供全面支援少數族裔的工作 

 3 大服務方向:推動社會共融 、社會企業及社

會倡權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少數族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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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份  計劃簡介 

 計劃目標 :  

1.    創建影響生死攸關的翻譯服務，解決在港少數族裔語言障礙； 

2.    建立跨專業及種族界別合作平台，推動翻譯服務專業發展； 

3. 提供訓練及專職就業機會予少數族裔人士成為翻譯員 

4. 發動團體及社區推動翻譯服務及關注其服務需要，創建共融
社會。 

 

 

  

 

 

    

 

服務對象 :  

少數族裔人士及相 

關服務機構(包括 

公私營團體)的服 

務提供者 

 

服務持續時間 : 

2008年 為醫院管理局
轄下公立醫院及診
所提供4種語言的

翻譯服務 至今   

 

 

 



• 我們的團隊由以下職位組成： 

– 1名營運經理 

– 1名助理營運經理 

– 1名首席傳譯員 

– 3名活動助理 

– 1名行政人員 

– 約90名傳譯員 

• 服務時間: 上午9時至晚上9時  

（包括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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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內容 :  



1. 文字翻譯 

2. 電話傳譯 

3. 到場傳譯 

4. 校對服務 

5. 視像會議傳譯 

6. 一站式服務 

服務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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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爾都語（巴基斯坦） 
 印地語（印度） 
 旁遮普語（巴基斯坦及印度） 
 尼泊爾語（尼泊爾） 
 泰語（泰國） 
 印尼語（印尼） 
 菲律賓語（菲律賓） 
 孟加拉語（孟加拉） 
 越南語（越南） 
 韓語（韓國） 
 日語（日本） 
 德語（德國） 
 西班牙語（西班牙） 
 法語（法國） 
 阿拉伯語（阿拉伯） 
 僧伽羅語（斯里蘭卡） 
 馬拉語(馬來西亞) 
 台語(台灣) 

 葡語(葡萄牙) 

 手語 
 

 

翻譯語言數目 



 

 

第二部份  服務預期成效 :  

 1. 推動服務持續發展 

2. 建立專業翻譯平台 

3. 推廣社區翻譯服務 

4. 提升翻譯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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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環扣 :  

 

A. 設定 

成效目標 

B. 問卷 

調查 

D.改善 

建議 

C. 持份者 

監察與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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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証為本」的實際操作 

以 提升翻譯服務質素 成效為例 

 A.設定成效目標 
• 服務提供者、服務使用者、服務監督員的服務滿意程度持續提升 

B. 問卷調查 
• 為上述三方設計專屬的問卷收集質與量化的意見 

C.  持份者的監察及回饋 
• 每年總體檢視各項評分及回饋，並即時作意見分析 

D.  改善建議 
• 檢視評分及意見回饋的落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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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服務使用者 給服務提供者 

服務監督人員 



服務使用者(少數族裔病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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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服務預期成效達至程度 

 
(只供英文版) 2010 2012 

No. of interviewee 213(5%) 266(5%) 

Punctuality 4.88 4.91  

Responsibility 4.90 4.80  
Attitude to Clients 
(patient) 

4.90 4.79  

Attitude to 
medical service 
providers 

4.85 4.80  

• 使用者評分維持高水平 

• 評分輕微下跌與投遞問卷方式有關(商業回郵服務)              

更能反映實況 

• 評價變化與改善措施之間的關係 

問題: 評分過高? 



服務提供者(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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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供英文版) 
 

2010 
(2.5%) 

2012 
(3%) 

No. of interviewee 114 146 
Punctuality 3.75 3.85 
Responsibility 3.61 3.77 
Attitude to Clients 
(patient) 

3.66 3.71 

Attitude to medical 
service providers 

3.49 3.73 

• 提供者評分持續改善 

• 評價變化與改善措施之間的關係 

 
 

問題:  

評分在中游水平
如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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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mprove interpreter standard and professionalism & trainings. 已實施相關行動 

Service increas patinet satisfaction. 

May need to explain to the interpreters on their arrival that starting time will be 
counted at the moment they started interpreting work, in doctor room or else as they 
usually will turn up earlier before the booking time. (They are very punctual & worth 
appreciation) 
The interpretation service is essential and crucial for enhancement communication with 
clients coming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Interpretater service stafrt from 0900, there will be limitation for the surgeon cannot 
put the captioned Patient in the first case. (Reason : Elective surgery start from 0830). 
已延長服務時間。 

服務提供者(醫護人員) 2010年評分(只供英文版) 
 

Same gender client & interpretator is better. 已實施相關行動 

Quick reply of request of service.  Though make request out of pledge, still entertain request 
which is indeed helpful & flexible.  Say thank you to the interpretation service. 

On the whole, interpretation service was a good service for the patient in need.  HK SKH had 
provided very good service for this purpose. Thank you. 

It is hard to control the arrival time of the interpreter for the emergency situation e.g. 
operation. 有相關指引：2小時內到達 

Prompt response and arrangement via phone booking service. 因電話系統的設立 

One episode that the translator is late due to wrong address provided by their centre.  At last, 
client's husband ran to clinic to translate for consulation. 現在有SMS 

 

服務提供者(醫護人員) 2012年評分(只供英文版) 
 



服務監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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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case 

 (From Oct 2010 - Aug 2011) :  2801 

Observation rate:  8% 

Target Case:  225 

General Observation for On-Call Interpreter 
  1. 

Punctuality 

2.Responsibilit

y 

3. Accuracy - 

Conveying the 

content and 

spirit if what is 

said 

4. 

Completeness - 

Convey 

everything is 

said 

5. Non-

judgemental 

attitude about 

the content to 

be interpreted 

6. Conveying 

cultural 

framework 

7. Attitude to 

clients(patient) 

8. Attitude to 

medical service 

providers 

Excellent  83.33% 81.25% 81.25% 79.17% 83.33% 81.25% 77.08% 79.16% 

Good 16.67% 16.67% 16.67% 18.75% 14.58% 16.67% 20.83% 18.75% 

Satisfactory 0.00%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Fair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Poor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ot 

Applicable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問題:  

達Excellent 級
別人數過高? 



Total case (From Oct 

2012 - June 2013) :  4363 

Observation rate:  8% 

Target Case:  350 

General Observation for On-Call Interpreter 
  1. Punctuality 2.Responsibility 3. Accuracy - 

Conveying the 

content and 

spirit if what is 

said 

4. Completeness 

- Convey 

everything is 

said 

5. Non-judge 

mental attitude 

about the 

content to be 

interpreted 

6. Conveying 

cultural 

framework 

7. Attitude to 

clients(patient) 

8. Attitude to 

medical service 

providers 

Excellent  23.00% 15.00% 10.00% 9.50% 11.00% 11.00% 10.00% 10.50% 

Good 58.00% 64.00% 48.00% 48.00% 53.50% 67.50% 68.50% 70.50% 

Satisfactory 4.00% 4.00% 17.50% 17.50% 11.50% 2.50% 2.50% 0.50% 

Fair 1.50% 2.00% 3.50% 3.50% 2.50% 0.00% 0.00% 0.00% 

Poor 2.00% 0.00% 0.50% 1.00% 0.50% 0.00% 0.00% 0.00% 

Not 

Applicable  3.50% 7.00% 12.50% 12.50% 13.00% 11.00% 11.00%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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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監察員整體評分達(Excellent )級別人數下降與外間團體  

投入監督角色有關 

• 評分更能反映實況 

• 評價變化與改善措施之間的關係 

   (引入浸大翻譯學研究中心進行獨立監督工作) 



總結 

1. 評估方式加強獨立性(服務使用者及服務監督員) 

• 評分雖下降，更能反映實況、經得起考驗! 

2. 重視成效評估環扣(服務提供者) 

• 評分增加因持續回應改變建議 

少數族裔翻譯及傳譯社區支援計劃 

「以証為本」的實際操作 

以 提升翻譯服務質素 成效為例 



實踐研究的困難 解決方法 具體建議 

1. 問卷回饋比率偏低 
      (如: 服務提供者) 

• 簡化問卷 

 

• 建立簡便、多樣的收集方
式 

2. 受訪者教育水平偏低     

     (如: 服務使用者) 

• 多種語言 

•  鼓勵任何類型    

   回應方式 

• 以創新思維建立收集改善
建議的方式 
(如: 以圖像為本的動晝評核服務) 

3. 難以收集正面意見， 

      強化實踐智慧           
(Good Practice) 

• 定期向持份者
匯報加強獲讚賞
服務/措施的成效 

• 就不同服務範疇，持續建
立實踐研究的平台 
(如: 各公私營翻譯務成立一平台) 

少數族裔翻譯及傳譯社區支援計劃  

 

第四部份  實踐研究過程的困難、解決方法及參考 

 



 

 

 

 

 

 

 

 

香港翻譯服務傳譯員 

Ms. Andleeb Zarqa 

 

「以証為本」            

持續改善服務      

帶來轉變   
• 服務提供者 

• 服務使用者 

• 少數族裔傳譯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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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