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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序言 

各位市民：

政府於二零零八年開展對醫療制度的改革，以使其
可持續發展，並回應社會日益增加的醫療需要。開發
以病人為本的全港性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建議，最
先是在服務改革中提出的建議之一，獲得市民普遍支持。

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提供一個重要基礎設施，讓
公私營醫療界別獲授權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可以取覽
和互通參與病人的健康資料。不同的醫療服務提供者
可透過適時互通資料，以更有效和連貫的方式，協同
提供以病人為本的醫療服務，同時實踐「病歷跟病人走」的概念。

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效益顯而易見，而病人的參與純屬自願。在開發
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時，我們會確保病人的私隱及資料得到保障。為此，
我們不但會採用適切的科技以保障系統的安全，還會制定專門法例，為病人
資料的私隱和保密提供健全的法律保障。具體來說，參與的醫療服務提供者
須獲適當授權，並須遵從法例、實務守則或指引所訂的一些規定，並符合
「病人正接受其護理」及「有需要知道」的原則。

我們需要你的參與及意見，使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能發揮其潛能及效益。
我們現正進行諮詢，聽取大家對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法律、私隱及保安
框架的意見。懇請大家細閱我們的建議，並向我們提出意見及建議。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周一嶽醫生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電子健康記錄計劃

何謂電子健康記錄互通？

電子健康記錄是以電子方式儲存的記錄，內載有與個人健康有關的資料。在
香港，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是由政府擁有的電子平台，供醫療服務提供者
上載和取覽與個人健康有關的資料。

電子健康記錄互通有何好處？

對臨床醫生來說
 增加公私營醫療界別之間可供互通的
 資料及其透明度
 有效率的臨床實務
 減少儲存、整理和傳送紙張記錄的需要，
 提升相關的效率

對病人來說
 減少醫療錯誤
 更快捷及有效地使用診斷測試
 適時的治療
 提高診斷準確性及加強疾病治理

對醫療系統來說
 更具效率及更優質的醫療服務
 加強疾病監察
 為制訂公共衞生政策作出支援

2 互通醫健記錄 延續優質醫護 



電子健康記錄計劃

系統何時啟用 ?

政府已牽頭發展系統，目標是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第一階段電子健康記錄
計劃建立電子健康記錄互通平台，連接所有公立醫院和私家醫院。

我們已經享受着電子健康記錄互通所帶來的好處！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底 —

 超過 170 000 名病人參加了公私營醫療合作－醫療病歷互聯試驗
 計劃(病歷互聯試驗計劃)，他們存於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醫療
 記錄，可供參與計劃的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者及其他註冊機構取覽。

 約 13 700 名病人受惠於放射圖像互通試驗計劃，參與計劃的私營
 醫療服務提供者可以電子方式把病人的放射圖像傳送給醫管局。

 約 30 000 名病人及超過 170 名私家醫生／醫療服務提供者在各項
 公私營醫療合作計劃中受惠於雙向互通臨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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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私隱及保安框架

病人怎樣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通？

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純屬自願，並以病人的表明和知情同意作為基礎。
電子健康記錄互通對各方均有莫大裨益，我們相信不論是病人還是醫療服務
提供者，都有足夠理由參與。

 

為協助病人作出知情的決定，病人在登記參與計劃時，會獲發一份病人通知書，
當中載列互通的範圍、病人的權利、私隱保障等。

醫療服務提供者怎樣取覽病人的電子健康記錄？

‧ 自願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的醫療服務提供者與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
 營運機構簽訂協議，並遵守協議的條款及條件。
‧ 病人給予同意，讓參與互通的醫療服務提供者透過電子健康記錄互通
 平台取覽／上載資料至病人的電子健康記錄。
‧ 如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醫療服務提供者會獲許在緊急
 情況下，未取得病人事先同意而取覽其電子健康記錄。系統會記錄和
 報告任何不當使用的情況，作為一項保障措施。

4

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通應建基於病人表明和知情同意，
並屬自願性質

登記表格
姓名

地址

敏感
是 否

電郵

簽署及日期

病人通知書

姓名 : Amy Wong   

病人檔案

香港身份證號碼 : A111111

性別 : F

年齡 : 26

資料 :

自願 表明和知情同意

病人通知書

互通醫健記錄 延續優質醫護 



法律、私隱及保安框架

病人可向自行選定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給予同意，當中包含同意讓接受轉介的
醫療服務提供者，為治療病人的目的取覽其電子健康記錄。

醫療服務提供者只可取覽他們正提供護理服務的病人的健康資料並且必須
已取得他們的同意 (「病人正接受其護理」原則)，以及只可取覽為這些病人
提供護理服務時有需要閱覽的健康資料

5

具備全部所需同意後，
醫療服務提供者方可
取覽病人的電子健康記錄

病人同意醫療服務提供者
取覽他/她的電子健康記錄

病人同意互通
電子健康記錄

醫療服務提供者參加
電子健康記錄互通

醫生轉介

病人的同意亦包括當被轉介時，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
亦可在治療病人的目的下，取覽病人的健康記錄

病人的健康記錄會被
上載到電子健康記錄
互通系統以作互通

在病人的同意下，接受
轉介的醫療服務提供者
可在治療病人的目的下
，取覽病人的健康記錄

病人同意醫療服務提供者
取覽病人的健康記錄

(「有需要知道」基礎)。
(「病人正接受其護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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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私隱及保安框架

對於無法給予知情同意互通其電子健康記錄的人士，有否任何特別安排？

代決人可代無能力在知情情況下作出決定的人士同意互通其電子健康記錄。
這包括年齡在16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以及無能力在
知情情況下作出決定的病人。

 

存於醫管局和衞生署的病人記錄會有何安排？

病人向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營運機構給予的同意，包含同意讓醫管局和衞
生署取覽和上載健康資料至病人的電子健康記錄。

6

病人所給予的同意會持續多久？

病人可選擇向醫療服務提供者給予不設時限的同意，直至撤銷為止，或給予
設有一年時限的滾續同意，讓醫療服務提供者取覽其電子健康記錄。
 

如何處理退出/已故病人的電子健康記錄 ?

參加者可於任何時間退出電子健康記錄互通。已故病人給予的同意會於其
去世後失效。病人一旦退出或去世 —

‧ 退出病人的電子健康記錄資料會被凍結三年；已故病人的電子健康記錄
 資料會被凍結十年；
‧ 被凍結的電子健康記錄資料不能互通，只可供合資格人士取覽；以及
‧ 為保障病人的私隱，所有被凍結的電子健康記錄資料及相應的檔案紀錄
 和備份資料，均會在凍結期過後徹底移除當中可識辨病人身份的資料。

我代表
病人同意 

?

為無法作出知情同意而又
沒有其他代決人的病人
提供護理的醫護人員

對有關未成年人士
有父母責任的人 

由法院或監護委員會
委任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的人處理事務的人

無能力作出知情同意的
病人的直系家庭成員

代
決
人

代
決
人

代
決
人

代
決
人

代
決
人

代
決
人代

決
人

代
決
人

「代決人」可以代無能力作出
 知情同意的人士，同意互通
 他/她的電子健康記錄 

「代決人」可以代無能力作出
 知情同意的人士，同意互通
 他/她的電子健康記錄 

代決人

互通醫健記錄 延續優質醫護 



法律、私隱及保安框架

對於無法給予知情同意互通其電子健康記錄的人士，有否任何特別安排？

代決人可代無能力在知情情況下作出決定的人士同意互通其電子健康記錄。
這包括年齡在16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以及無能力在
知情情況下作出決定的病人。

 

存於醫管局和衞生署的病人記錄會有何安排？

病人向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營運機構給予的同意，包含同意讓醫管局和衞
生署取覽和上載健康資料至病人的電子健康記錄。

7

病人所給予的同意會持續多久？

病人可選擇向醫療服務提供者給予不設時限的同意，直至撤銷為止，或給予
設有一年時限的滾續同意，讓醫療服務提供者取覽其電子健康記錄。
 

如何處理退出/已故病人的電子健康記錄 ?

參加者可於任何時間退出電子健康記錄互通。已故病人給予的同意會於其
去世後失效。病人一旦退出或去世 —

‧ 退出病人的電子健康記錄資料會被凍結三年；已故病人的電子健康記錄
 資料會被凍結十年；
‧ 被凍結的電子健康記錄資料不能互通，只可供合資格人士取覽；以及
‧ 為保障病人的私隱，所有被凍結的電子健康記錄資料及相應的檔案紀錄
 和備份資料，均會在凍結期過後徹底移除當中可識辨病人身份的資料。

一年滾續同意 一年滾續同意 一年滾續同意

同意會維持有效直至
病人撤銷為止 

如超過一年沒有再向病人
提供護理或病人撤銷
同意，同意便會終止

!

2013  2015  
時間軸

無限期同意

2014  

退出
合資格人士當事病人

可申請取覽資料

醫療服務
提供者

獲授權的
第三者

拒絕
取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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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私隱及保安框架

已退出的病人如再次參加電子健康記錄互通，其電子健康記錄會如何處理 ?

‧ 病人如在退出後三年內再次參加，系統會再次啟動其被凍結的電子健康
 記錄。病人先前給予的同意再次生效後，系統會要求有關的醫療服務
 提供者把該名再次參加的病人的健康資料上載至系統。
‧ 病人如在退出三年後才再次參加，系統便無法再次啟動其被凍結的電子
 健康記錄。由於被凍結的電子健康記錄已移除可識辨病人身份的資料，
 病人會被視作新的參加者。

8

同意再次參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先前的同意
再次生效

上載再次參加的
病人的健康資料
至電子健康記錄

如病人在退出三年內再次參加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他/她可再次確認所
有先前給予個別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同意

三年後

病人退出三年後
再次參加會被視
作新的參加者

如病人退出超過三年 凍結的電子健康記錄會移除
可識辨病人身份的資料

互通醫健記錄 延續優質醫護 



法律、私隱及保安框架

9

有什麼資料會互通 ?

只有必要和對醫療連貫性有利的資料才會透過系統互通。在電子健康記錄
互通的第一個發展階段，互通資料的範圍包括 —

 (a) 個人身份和基本資料；
 (b) 診症／與服務提供者接觸的資料(摘要)； 
 (c) 服務提供者之間的轉介；
 (d) 不良反應／敏感；
 (e) 診斷、醫療程序及用藥；
 (f)  防疫注射記錄；
 (g) 化驗及放射結果；以及
 (h) 其他檢驗結果。

電子健康記錄資料可容許作什麼用途？

主要用途︰病人護理 
次要用途︰
(i)  佚名電子健康記錄資料可用於具充分理據的研究建議；以及
(i i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可批准使用可識辨病人身份的電子進行公共衞生研究
 或疾病監察

佚名電子健康記錄資料
可識辨病人身份的資料

www.ehealth.gov.hk



法律、私隱及保安框架

病人可否取覽本身的電子健康記錄？

只有當事病人、對未成年人有父母責任的人，以及由法庭為精神上無行為
能力的人委任的監護人，才能就病人的電子健康記錄提出查閱資料要求。

病人可否要求修改本身的電子健康記錄？

只有當事病人、對未成年人有父母責任的人，以及由法庭為精神上無行為能
力的人委任的監護人，才能提出改正資料要求。這些要求會由提交有關資料
的醫療服務提供者處理。在修訂／改正有關資料時 –

‧ 原有資料不會被取代。所作出的改正會附連於原來的記錄，而不會被
 取而代之(追蹤和翻查)。
‧ 由於系統內某些保安措施涉及使用個人資料總索引內有關病人的資料
 (姓名、性別、身份證明文件號碼、手提電話號碼等)，因此醫療服務
 提供者代病人修訂個人資料總索引內的資料時，須取得病人的同意。

10

修訂會附連於原來的記錄以作追蹤，而原有的資料則不會被取代。
系統並會提示其後取覽記錄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有關之修訂。

12 Dec10 -  PO OP (由xxx記錄)
27 Mar 11 -  PO OP PWLD 
 (由yyy記錄)
30 Sep 11 -  PO OP PWLD OW DW 
 (由zzz記錄)身份認證

密碼 :
安全代碼 :

登入

改正資料要求

查閱資料要求

改正資料要求

互通醫健記錄 延續優質醫護 



法律、私隱及保安框架

11

系統有什麼保障私隱和保安措施？

‧ 按職能設定取覽限制﹕系統會內設不同的取覽限制，對獲授權的醫療
 服務提供者取用系統作出規管。系統會透過醫護人員中央資料庫，對
 參與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的醫護人員進行登記、核實身份和實施按職能
 設定的取覽限制。
 

‧ 限制下載電子健康記錄資料﹕可下載的資料僅限於個人資料總索引所載
 的資料，以及有關藥物敏感的資料，這兩類資料對臨床記錄管理
 和支援臨床決定是必要的。其他電子健康記錄的資料只可以從系統
 閱覽。

‧ 資料審核和加密﹕輸入的資料和病人的重要個人資料，均會進行審核，
 以免出現錯誤輸入資料的情況。系統亦會按情況所需為存於資料庫、
 檔案、舊資料藏庫和傳輸中的相關資料進行加密，防止未經授權取覽
 資料。

‧ 向病人發出取覽通知﹕透過短訊或其他方法，向病人通報懷疑未經授權
 取覽電子健康記錄資料的情況。

 醫護人員會按不同臨床需要和
「有需要知道」的原則，獲許有
 不同級別的取覽權

醫生 護士 登記員工

按職能設定取覽限制﹕

限制下載電子健康記錄資料﹕

資料審核和加密﹕

向病人發出取覽通知﹕

www.ehealth.gov.hk



我們需要你的意見

歡迎你們就建議的框架提出意見，以推動建議的落實。

我們需要你的意見

12

請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一日或之前，以下列方式把你對有關建議的
意見送交我們。除非另有指明，否則所有回應均視作公共資訊處理，
日後可能會被刊登。

郵寄︰  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
   政府總部東翼19樓
   食物及衞生局
   電子健康記錄統籌處

傳真︰  (852) 2102 2570

電郵︰  eHR@fhb.gov.hk

網址︰  www.eheal th.gov.hk

互通醫健記錄 延續優質醫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