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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編者的話
歡迎各位瀏覽第五期「醫健通訊」。為促使電子健康紀錄

互通計劃取得成功，我們正努力爭取公眾對電子健康紀錄

互通系統的信任，並且取得醫護服務持份者，尤其私營醫

護服務界別及醫院管理局的合作與支持。

迎接電子健康紀錄互通
在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正式成為法例之前，我

們正密鑼緊鼓地籌備讓醫護提供者參與電子健康紀錄互通

系統的工作。

今期通訊的主題為「迎接電子健康紀錄互通」，藉此與您

分享不同的持份者為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作出的預備工

作。我們邀請了私營界別及醫院管理局的專家，與大家分

享公私營醫護服務界別如何為電子健康紀錄的推行作好準

備。另外，在今期的專題文章，我們會回顧電子健康紀錄

計劃的發展歷程，並分享其中一些重要的里程碑。

在專業天地的部份，我們將會介紹一項醫護服務新里程：

將公私營醫療合作－醫療病歷互聯試驗計劃（病歷互聯計

劃）的紀錄轉移到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病歷互聯計劃

的參與者是首批受惠於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的主要群體。文

中描述簡易的轉移途徑，好讓他們的紀錄能順利轉送至電

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持續地為電子健康紀錄提供支援
立法會議員的支持，對通過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

草案起著關鍵作用。為了讓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議員

更深入了解電子健康紀錄的運作，我們為議員安排有關

此計劃的考察。與此同時，政府也制訂了標準臨床醫

療術語，為香港的電子健康紀錄互通提供支援。我們於

2014年4月16日舉辦了「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術語標

準化」研討會，有關此活動的概況可參閱今期電子健康

紀錄最新發展的部份。

為了挑戰您對電子健康紀錄的認識，我們設計了一個迷

宮遊戲。請勿錯過這個贏取精美禮品的好機會！希望您

喜歡今期的內容。我們期待您繼續支持電子健康紀錄互

通系統。

您的意見
我們樂意聽取任何關於「電子健康紀
錄互通系統」的意見。倘若您希望透
過「醫健通訊」與公眾分享一些關於
醫療紀錄的問題，歡迎您把意見傳送
至電郵：eHR@fhb.gov.hk 。

mailto:eHR@fh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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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健通訊專訪：私家醫生迎接電子健康紀錄互通             

私家醫生迎接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

蔡惠宏醫生
香港家庭醫學學院前院長

在香港，家庭醫生是為社區提供基層醫護服務的主要醫護

專業人士之一。作為香港醫護系統的重要持份者，究竟家

庭醫生正如何準備參與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呢？香港家

庭醫學學院前院長蔡惠宏醫生與我們分享基層醫護人員如

何為電子健康紀錄計劃而作出的準備。

家庭醫生支持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在專訪之始，蔡醫生明確表示私家醫生對電子健康紀錄計

劃的支持。蔡醫生憶述：「在計劃開展的初期，食物及衞

生局向香港家庭醫學學院徵詢意見。鑒於整個項目不但讓

公私營醫院互通健康紀錄，而且也讓全港的基層醫護界別

及私家醫生有參與的機會，因此學院對該計劃非常贊同。

我們甚至出席立法會會議，以示支持。」

蔡醫生相信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能夠推廣家庭醫生的概念，
並有助病人獲得持續性的護理。

蔡醫生進一步地解釋支持計劃的原因，他說：「家庭醫學

的基本理念是給病人提供持續性的護理。如果病人出院後

需要向家庭醫生求診，又或是病人經家庭醫生診斷後，依

從醫生的建議入院接受治療，那麽，在醫護專業人士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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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健通訊專訪：私家醫生迎接電子健康紀錄互通

互通病人的健康紀錄，能有助向病人提供持續全面的醫護

服務。尤其是透過電子平台互通適時的資料，例如診斷結

果、藥物處方、化驗結果及藥物敏感等，能有助避免延誤

診治或重複不必要的醫療檢查。」

公私營協作計劃促進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的發展
現時部份私家醫生已經參加了公私營協作計劃。該計劃

的目的，是協助公私營醫療界別在不同層面的醫護服務

取得更佳的合作和配合。就公私營協作計劃所帶來的正

面影響，蔡醫生予以肯定地說：「把部份病人分流至私

營界別，有助舒緩公立醫院門診部的工作量和壓力，並

且能減低病人輪候的時間，從而令整體醫護服務的質素

得以改善。」

對於推動公私營醫療界別取得更好的合作， 
公私營協作計劃起了催化的作用。

由於公私營協作計劃也具備健康紀錄互通的功能，因此，

對於向私營界別推廣電子健康紀錄計劃，公私營協作計劃

起了催化的作用。蔡醫生指出：「因為參與公私營協作計

劃的私家醫生已經能夠透過現有電子平台上的特設功能，

取覽並更新儲存在醫院管理局數據庫內的病人紀錄，所以

這些醫生將來會更適應採用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私家執業醫生的疑慮
雖然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有利於互通全面的健康紀錄，

但是對於計劃內的私隱保障要求，有些私家醫生則有所憂

慮。蔡醫生指出：「作為醫護專業人員，我們當然要盡力

為病人的醫療紀錄保密。不過，有些私家醫生害怕將來採

用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的時候，會有機會洩漏病人的病

歷資料而令他們招致法律責任，因此對參與系統有所卻

步。我認為政府應加強醫生對電子健康紀錄法例中保障私

隱和法律責任方面的認知。」

除此之外，蔡醫生也提及另一個私家醫生對參與系統有保

留的原因：「因為參與系統的醫生有責任確保輸入的病歷

資料準確無誤，所以私家醫生也擔憂將來的工作量會進一

步增加。事實上，他們只能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有限的時

間去輸入病歷資料。」

醫生的顧慮包括系統的方便性、 
增加的工作量，以及日後的技術支援。

釋除疑慮可提高參與率
在訪問的尾聲，蔡醫生建議必先釋除持份者的顧慮，才能

夠鼓勵他們參與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他總結：「病人

可能會憂慮哪些資料會在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而

醫生們則會關注系統操作的方便性、將會增加的工作量，

以及日後的技術支援。畢竟，用戶對系統的滿意程度是電

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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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為 

推行電子健康 
  紀錄互通鋪路

石致豪醫生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電子健康紀錄）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具備完善的臨床醫療管理系統，管

理著轄下全港的公共醫院及醫療機構，是香港最大的醫護

提供者。你可知道醫管局如何為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的

推出而默默耕耘？為了讓公眾了解醫管局背後所付出的努

力，我們訪問了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電子健康紀錄）

石致豪醫生。

醫管局在電子健康紀錄計劃中的角色
自電子健康紀錄計劃的概念萌芽，醫管局便一直扮演著

雙重角色，積極地參與計劃。石醫生說：「一方面，醫

技術機構

電子健康紀錄 
互通系統 參與者

醫管局一直扮演著雙重角色， 
積極地參與電子健康紀錄計劃。

管局憑著其接近二十年管理電子醫療紀錄的經驗，為食

物及衞生局擔當技術機構的角色，協助開發電子健康紀

錄；另一方面，醫管局也是電子健康紀錄計劃中一個主

要的參與者。」

醫管局員工鼎力支持
面對著公私營醫護界別間將要互通電子健康紀錄如此重大

轉變，醫管局的前綫員工有何反應？石醫生回應：「綜觀

來說，醫管局的員工非常支持電子健康紀錄計劃。許多員

工一直都期待公私營醫護界別的病人健康紀錄能夠雙向互

通。可是，礙於項目的複雜性，整項計劃需要較長的時間

來發展及實踐。」

然而，對於即將面臨的轉變，醫管局的前綫員工也有一些

憂慮。石醫生坦言：「有些員工擔心他們在照顧病人的同

時，未必能騰出足夠的時間來閱覽從私營醫護界別提供的

互通醫療紀錄。另外，有些員工則憂慮大量的互通資料反

而會令診斷變得更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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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醫管局內推行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所面對的問題

協助醫管局員工參與電子健康紀錄計劃

為七個醫院聯網舉行講座

走訪各中央統籌委員會

醫管局電子健康
紀錄參與專責小組

裝備醫管局員工迎接新系統
為了協助員工適應轉變，醫管局成立了醫管局電子健康紀

錄參與專責小組。「專責小組的重點工作，是就醫管局內

推行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所面對的問題作出評估，並且

協助醫管局員工參與該計劃。」就專責小組的工作，石醫

生給我們詳細解說：「該小組已經為醫管局員工迎接互通

系統做了很多準備工作。例如專責小組已經為七個醫院聯

網的代表舉行了多場講座，藉以向他們介紹電子健康紀錄

計劃的發展情況，及該計劃對專業醫護人員的日常工作流

程所帶來的潛在影響。我們希望這些訊息能夠傳遞到各個

聯網內不同的醫療單位及部門。」

石醫生補充道：「此外，專責小組已經走訪了醫管局內各

中央統籌委員會，跟各個醫療專科的專家們會面，向他們

解釋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將如何協助他們日常的工作。」 

透過簡單的轉移程序，病歷互聯計劃參與者的資料
可轉送至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至於專責小組的其他工作，他繼續介紹說：「將來專責小

組也負責統籌病人參與電子健康紀錄系統的登記工作，並

且核實醫護人員使用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的資格。」

未來的工作
與此同時，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專屬法案的通過，對於

推行電子健康紀錄計劃尤其重要。石醫生強調，當法案獲

得通過後，醫管局必須在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正式投

入服務之前，獲得公眾對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的認知

及支持：「首先，當法例的細節落實後，我們便需要開

始向公眾推廣電子健康紀錄計劃。當獲得了大眾廣泛的

認同和接納後，計劃便可以順利達到其目的和目標。」

石醫生又指：「現時，超過37萬名病人已經參與了我們

的『公私營醫療合作－醫療病歷互聯試驗計劃』（病歷

互聯計劃）。我們將會邀請他們透過一個簡單的轉移程

序，把他們的醫療紀錄從病歷互聯計劃轉送至電子健康

紀錄互通系統。」

有志者 事竟成
雖然要推行整個項目是非常複雜和艱鉅，但是醫管局仍

然相信電子健康紀錄互通計劃能獲得成功的。石醫生滿

懷信心地說：「當然，我們面前還有許多的障礙，但是

我們會繼續處理各項問題，克服困難，並且與食物及

衞生局緊密合作，鼓勵更多人參與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

統。我們很有信心能夠順利實踐計劃所訂立的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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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健康紀錄發展歷程

電子健康紀錄
發展歷程

電子健康紀錄
計劃的啟動

2009 年7月

按照 2008 年的醫療改革

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啟動

了電子健康紀錄計劃，發

展以病人為本的全港性電

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電子健康紀錄 
協作計劃

2009年10月及2010年11月

透過推行電子健康紀錄協作

計劃，提高私營醫護提供者

和資訊科技界別對電子健康

紀錄互通的認知及關注。

電子健康紀錄 
公眾諮詢

2011年12月

香港特區政府進行了兩個月

的公眾諮詢，並接獲111個

意見。對於諮詢文件內的建

議，公眾普遍表示支持。

電子健康紀錄
主要部件的開發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基建設施 
核心部件：
與電子醫療紀錄 / 電子病歷紀錄系

統互相連接

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適配及連接：
為私營醫護服務界別的診所及醫院

提供運作上的支援，以確保它們能

夠安全使用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標準化和界面銜接部件： 
確保系統的兼容性及互通性

系統保安審核
及 
融合測試

為確保電子健康紀錄互通

系統能安全穩妥地運作，

互通系統與個別電子醫療

紀錄 / 電子病歷紀錄系統

的互相連接均需接受保安

審核。

《電子健康紀錄
互通系統條例
草案》的通過

香港特區政府已於2014 年

第二季度向立法會提交了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條例草案》作審議。該條

例草案的目的是為電子健

康紀錄互通系統制訂法律

框架，以保障資料私隱及

系統保安。

病人及 
醫護提供者 
的登記

參與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

統純屬自願性質，並不收

取任何登記費用。電子健

康紀錄互通系統將於《電

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

草案》通過後，接受病人

及醫護提供者登記。

電子健康紀錄
互通系統投入
服務

若條例草案能順利獲得

通過，電子健康紀錄互

通系統便可投入服務。



或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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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歷互聯計劃轉移到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 醫護服務新里程

病歷互聯計劃轉移到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醫護服務新里程
自2006年推行公私營醫療合作－醫療病歷互聯試驗計劃 

（病歷互聯計劃）以來，已經有超逾37萬名病人登記參與

該計劃，從而令他們能夠享受透過網絡取覽病歷紀錄帶來

的益處。此外，該試驗計劃亦引證了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的

概念及技術。 

轉移紀錄到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隨著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的推行，作為試驗計劃的病歷

互聯計劃將會結束。電子健康紀錄互通將會從單向演變為

雙向互通，進一步促進公私營之間的醫護服務協作。屆時

病歷互聯計劃的參與者將會享用到嶄新模式的醫護服務。

簡易的紀錄轉移安排
病歷互聯計劃的參與者將會獲發邀請函，通知他們有關病

歷互聯計劃紀錄的轉移安排。為確保順利地把參與者的資

料轉移至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我們會提供三種簡易的

登記途徑，包括網上登記、電話熱線登記及以傳真或郵寄

方式遞交登記表格。

在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投入服務後，現時病歷互聯計劃

的參與者仍能繼續受惠於該計劃。我們相信透過電子健康

紀錄互通系統，病人將會從先進的醫療科技及優質的醫護

服務中獲益更多。

子記電 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公私營醫療
合作－醫療
病歷互聯 
試驗計劃

電子健康紀錄
互通系統

三種簡易的轉移途徑

電子健康紀錄網上登記 電子健康紀錄登記熱線 以傳真或郵寄方式遞交 
電子健康紀錄登記表格



          

 

PMI

ePR

DW

電子健康紀錄專屬法案正進入審議程序，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議員亦於2014年 

2月28日進行了考察，藉此機會加深對 

電子健康紀錄計劃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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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深入了解電子健康紀錄計劃

立法會議員深入了解 

電子健康紀錄計劃

於簡介會上，食物及衞

生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衞

生）袁銘輝先生、電子

健康紀錄統籌處處長陳

選堯先生及副處長李碧

茜女士向議員簡介電子

健康紀錄計劃後，醫院

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電

子健康紀錄）石致豪醫生為與會者講解電子健康紀錄 

互通系統的設計與運作。

食物及衞生局和醫院管理局 
成員向立法會議員介紹系統。

為了讓到訪的議員了解電

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的實

際應用情況，醫院管理局

成員向委員會議員詳細講

解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的核心部件，包括為私家

醫院和診所而開發的臨床

醫療管理系統擴展部件、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閱讀器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的

登記模式。此外，醫院管理局人員也向立法會議員即場示

範了簡易的登記程序，讓他們認識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如何為持有效智能身份證的病人進行登記。

醫院管理局人員示範電子健康
紀錄互通系統的登記程序。

議員們均對系統給予非常正面的評價，而這次考察亦讓他

們加深認識私營醫護界別參與互通系統的重要性。

臨床醫療管理

系統適配及 

擴展部件

電子健康紀錄

互通系統 

核心部件

醫療病歷互聯

試驗計劃
臨床醫療系統

醫生入口網站

保安／審核

標準及資訊
架構管理

病人入口網站

介紹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的運作。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術語標準化研討會已於2014年4月

16日順利舉行。在是次研討會中，演講者簡介了香港臨

床醫療術語表，內容包括術語表的結構及內容、詞彙的

管理及更新和術語遞交要求的處理方法；及後演講者講

述了該術語表的主要原則，協助將來使用電子健康紀錄

互通系統的醫護提供者作好預備。是次研討會有來自公

私營界別的15個機構，共65名代表參與。研討會豐富的

內容給眾多的與會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不僅認識到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的用途，亦學會應用於電子健康紀

錄的互通。研討會的簡介資料現已上載於電子健康紀錄

統籌處網站以供參考。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術語標準化」研討會
已於2014年4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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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 － 術語標準化研討會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

－術語標準化研討會
資料標準化的重要性
術語標準化是發展互通性電子健康紀錄的重要基礎。因此

在制訂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時，必須確保不同的醫護提供

者都能準確地詮釋互通的健康資訊的同時，能夠改善醫護

服務及優化工作流程。由於使用系統性的術語來收集臨床

醫療資料已成為醫療信息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所以我

們透過舉辦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研討會，讓醫護服務及資

訊科技界別的持份者增加認識電子健康紀錄的信息標準。

臨床醫療管理
系統適配及連接

電子健康紀錄
互通系統核心

基建平台

資料標準化

資料標準化對於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的
互通性起著關鍵的作用。

什麽是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是一種術語標準，能促進本地醫護服

務系統，建立互通性電子健康紀錄基礎設施。這套標準能

支援醫護人員在進行護理時作記錄，並且有助他們整理醫

療資料，以便醫護提供者閱覽病人的電子健康紀錄。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是以醫院管理局的臨床詞彙表為藍

本而制訂的，並且已經匯集了超過39,000個有關診斷和

程序上的概念。為了跟國際術語標準接軌，香港臨床醫

療術語表的編訂結合了國際系統醫學臨床術語集，因而

可令將來的臨床醫療紀錄工作有所改進。此外，私營醫

護提供者也能夠直接使用國際系統醫學臨床術語集來收

集及儲存他們的臨床醫療紀錄，並且把紀錄傳送到電子

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是以醫院管理局的
臨床詞彙表為藍本而制訂的 。

香港臨床醫療術語表研討會概況

http://www.ehealth.gov.hk/tc/ehr_related_information/ehr_related_training/hk_clinical_terminology_table.html
http://www.ehealth.gov.hk/tc/ehr_related_information/ehr_related_training/hk_clinical_terminology_table.html


：

：	 ：

：

電子健康
紀錄互通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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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地帶

遊戲地帶
有機會 
贏取獎品！

讓我們一起為電子健康紀錄互通做好準備吧！透過以下的迷宮遊戲，測

試一下您對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有多認識。您只需從迷宮的起點找出

可以離開迷宮的正確途徑，並以一條線把起點和終點連接起來。成功以

正確途徑離開迷宮的讀者有機會贏取獎品乙份，送完即止。希望大家在

認識電子健康紀錄之餘，亦可感受箇中樂趣！

請於2014年9月30日或之前，把答案及填妥的表格傳真至2300	 7921或

電郵至eHR@fhb.gov.hk。遊戲已經截止，歡迎參照以下的正確答案。

迎接電子健康紀錄互通

起點

第一個檢查站：
採用具備連接電子健康
紀錄互通系統的醫療管
理軟件

第二個檢查站：
遵從運作及保安的
規定

終點

請填上您的姓名、聯絡資料及通訊地址。我們將會透過電郵通知得獎者，並以郵遞方式把獎品寄到您所提供的通
訊地址。

姓名

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遊戲截止日期為2014年9月30日，正確的答案將於截止日期後刊登於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網站。由此遊戲地帶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及聯
絡資料，只會用作發放通知及派發獎品給得獎者。所有由此遊戲地帶所取得的個人資料均不會向第三者披露，而且電子健康紀錄統籌
處將於所有獎品派發後兩星期，把有關資料刪除。

mailto:eHR@fhb.gov.hk
http://www.ehealth.gov.hk/tc/publicity_promotion/ehealth_news/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