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通系统启用两周年：成就与前瞻

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互通系统）踏入两周年，电子健康纪录专员李碧茜女士与大家
回顾两年来的成就，并展望未来发展。

电子健康纪录专员
李碧茜女士

「病人平台」：了解持份者需要
「病人平台」持份者交流会议

由政府主导、全港性的互通系统，于 2016年3月
正式启用。截至 2018年1月底，已有逾 68万名病
人、 1 400多名私营医护提供者、医院管理局
（医管局）、卫生署及本地全数 12间私家医院
登记参加互通系统，而开设给医护专业人员的
帐户超过 40 000个。

李女士表示：「我们最初估计登记数字会逐步
上升，如今在这么短时间内获得如此热烈反
应，这结果令人鼓舞，亦超出我们预期，尤其
参加互通系统全属自愿性质。」

互通系统推行成功，李女士认为这与系统的实
用性和以用家为本的设计有关，亦有赖医管局
在发展其临床管理系统和采用电子健康纪录方
面所累积的经验、互通系统所实行的保安措
施，以及为保障数据和私隐而设立的法律框
架。

她指出：「社会日益了解互通系统的好处，并
意识到资讯科技如何能促进优质医护服务，以
及资料共享对提供连贯的医护服务的重要
性。」

愈受重视的医疗资讯科技方案

互通系统不但逐渐为本港市民和医护人员接受，同时也得到资讯及通讯科技界的认可。去年
互通系统荣获 2017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的「最佳商业方案（应用）奖 ─ 金奖」，以及 
2017亚太资讯及通讯科技大奖的「政府及公共部门组别大奖」。

互通系统下代决人可如何协助病
人？
互通系统的代决人安排

登记互通系统更方便快捷
推出更多优化措施惠及病人

互通系统展开新一轮宣传
互通系统最新宣传刊物及项目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消息及培训活动

互通系统由政府主导，于 2016年3月正
式启用至今两年，获得广泛欢迎

趣味小测试 — 玩游戏、赢奖品



 

 

 

 

 

 

 

 

 
 

李女士称：「技术设计固然是获奖的主要因素，但
更重要的是，互通系统提供了主要的基础设施以支
援政府的医疗改革，让我们可利用这一个资讯科技
方案，推动和推行各项医疗措施。」

「举例来说，推行公私营协作计划可平衡本港公私
营医疗服务的需求，有助解决香港社会非常依赖公
共医疗系统的独特情况。在推行公私营协作项目
上，互通系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让计划的公私营
医护机构可以透过基建平台互通纪录。」

「随着人口老化，互通系统有助促进跨专科和可持
续的护理，并加强公私营合作，以满足社会对医疗
服务的需求。」

互通系统为公私营协作计划提供基
础，有助平衡公私营医疗服务的需求

为了让病人和医护界受惠更
多，政府于 2017年7月展开互

通系统第二阶段发展计划

互通系统第二阶段发展及挑战

政府于 2017年7月展开了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第二阶
段发展计划，以为病人和医护界带来更多裨益。

第二阶段发展计划，主要包括扩大可互通资料的范
围，涵盖放射影像和中医药资料；并増设功能，加强
病人在其可互通资料范围的选择性；以及建立「病人
平台」，以便病人查阅部份系统内预设范围的资料。

李女士概述第二阶段工作时指出，互通放射影像的相
关技术考虑尤具挑战性。她解释：「我们需要考虑档
案的大小、可上载纪录的类别，以及实际上如何互通
和显示有关纪录。」

至于中医药资料，李女士表示，虽然业界欢迎共享资
料的概念，但中医临床术语标准化和推动业界电脑化
是一大挑战；她估计互通中医药资料将于第二阶段较
后期才落实。

她说：「中医药临床术语标准化的问题较复杂，涉及
的不仅是诊断，还包括药材的名称、制法、药用部位
和原产地名称。此外，一些特定的治疗方法如针灸和
推拿亦包含其中。」

李女士补充，为鼓励业界电脑化，政府将为中医业界开发临床医疗管理系统连接部件和适配
模组，并计划推行试验计划，以实验中医药资料的互通。

谈到加强病人选择权的问题，李女士称，政府刚委托了顾问，就系统内加入限制互通资料功
能、「病人平台」的功能，及对资料私隐、系统安全和身份验证相关问题等进行研究。

她说：「我们需要考虑哪些功能是对病人有用，以及新功能和措施如何能帮助病人管理健
康。同时，我们需要在系统设计的精密度与可用性之间取得平衡。如果过于复杂，只会令病
人却步。」

李女士估计「病人平台」会分阶段启用，一些基本功能将会首先推出。

进一步推动互通系统的参与

提到如何推动更多市民参与互通系统，李女士称政府除了加强宣传外，亦推出了一系列优化
措施，方便市民加入。

「例如，网上递交申请的范围已扩展至包括接受由父母等代决人提出之申请。病人亦可选择
授权代表前往递交申请。同时，流动登记队会继续到访社区不同地点，协助市民即场登记参
加互通系统。」



 

 

 
 
 
 

李女士表示：「我们相信，随着愈来愈多市民登记加入，将会成为医护提供者参加互通系统
的动力。」

「另一方面，新的公私营协作项目亦是吸引医护提供者参加互通系统的诱因，藉此他们能体
验及感受到互通电子健康纪录的好处。」

作为总结，李女士指：「我深信互通系统所带来的帮助，自己亦早已登记加入。展望将来，
互通系统仍有很多的发展工作。在此，我特别感谢团队为互通系统的努力付出，亦寄望他们
能继续支持互通系统的工作。」



 
 

 

 

 

 

 

 

 

  
  

 

 

 

 
 

 
 

 

 

「病人平台」：了解持份者需要

互通系统启用两周年：
成就与前瞻
电子健康纪录专员谈互通系统

作为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互通系统）有关发展「病人平台」的顾问研究的其中一部
份，多场持份者交流会议于 2018年初举行，以广纳各持份者的意见及建议。今期医健通
讯撮要报导刚于二月八日举行，由来自三个病人组织 / 病人支援小组代表参与的首场交
流会议。

开发「病人平台」是互通系统第二阶段发
展的主要工作项目之一。就此，电子健康
纪录统筹处安排了顾问研究，以收集海外
的相关经验、分析本地状况，并就发展
「病人平台」的可行方针及方案提供建
议。针对本地医疗服务界别的需要，一系
列的交流活动经已展开，以便找出主要持
份者对「病人平台」的需要、期望及关
注。

首场交流会议于今年二月八日假政府总部
举行，出席者分别来自「香港病人组织联
盟有限公司」、「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及
「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当中
亦有医院管理局及电子健康纪录统筹处的
代表参与。

互通系统下代决人可如何协助病
人？
互通系统的代决人安排

政府举办交流会，听取持份者对发展「病人平
台」的意见。

登记互通系统更方便快捷
推出更多优化措施惠及病人

互通系统展开新一轮宣传
互通系统最新宣传刊物及项目

「病人平台」：自我护理和健康管理的有效工具

交流会上，参与者获邀就这个可让市民更自主、更积极地参与管理个人健康和获取健康信
息，以促进社区自我护理的「病人平台」，分享了宝贵的意见。

各代表环绕着「病人平台」的三大主要范畴，包括取览电子健康纪录及健康资讯、增值功能
和取览限制的设置等，作出了深入讨论。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消息及培训活动

趣味小测试 — 玩游戏、赢奖品



 

 

 

 

取览电子健康纪录及健康资讯

参与者对于将来的「病人平台」可以让病人根据个人的医护需要，选
择取览其中部份的电子健康纪录和相关健康资讯，以便管理自己的健
康，均表示赞同。对于把现时不同来源的健康推广资讯集中在同一个
地方上发放的提议，他们尤其欢迎。其中一位参与者指出：「一般市
民，特别是长者，要从不同渠道获取和明了各种零散的健康推广资
讯，会感到困难。」另一位参与者亦称 :「如果病人能透过单一平台
轻松地获得政府不同的医护计划相关资料（例如大肠癌筛查先导计
划），或能查看其长者医疗券的余额，这将会是非常好的服务。」参
与者亦相信，如果病人可以透过「病人平台」取览电子健康纪录，尤
其是药物纪录和过敏等资料，这将有助加强病人与照顾者之间的沟
通。

另一方面，部份参与者在欣赏病人平台让他们更方便地取览个人电子
健康纪录的同时，亦担心互通系统上的医护资料，特别是一些英文医
疗术语，对于某些病人如长者等，可能过于艰深。此外，由于这些资
料日后或可让获授权的第三者，例如病人的照顾者等查阅，各代表皆
同意在方便取览资料与私隐风险之间，需要取得平衡。

增值功能

关于在「病人平台」上加设增值功能，病人组织代表认为，容许病人
通过平台输入有关健康数据，例如血压纪录或血糖数据等，有助提升
病人的自我护理能力。如果病人可以利用平台来监察自己的健康状况
或病患进展、登记参加政府的医护计划、以及建立服药日程和医疗预
约提示等，对鼓励病人更主动参与自我健康管理，将发挥积极的作
用。此外，若病人可以授权照顾者透过平台查阅其部份健康纪录，这
对于病人家属，以至社区内为病人提供基层护理和支援服务的非医护
专业人员也有莫大的帮助。各代表一致认为，简便的验证和容易使用
是成功推行「病人平台」的关键因素。

出席者就「病人平台」的增值功能給予意
見及提議

取覽限制

参与者普遍欢迎病人能在互通资料范围的控制上有更大的自主权，这
对持敏感病历的病人尤其重要。但在另一方面，一些代表则支持给予
医护专业人员，尤其是医生，全面取览权，特别是考虑到他们理解病
人在设置取览权限上难作决定，或无法理解限制互通资料后的影响。

而绝大部分参与者也认同，在尊重病人享有限制取览权的同时，一些
关键纪录如药物过敏等资料，鉴于其重要性，并不适宜有所限制。

总括而言，各代表也同意互通系统的取览限制功能不应过于繁复；建
议该功能应设计简单，让病人拥有更多控制权和保障私隐之余，同时
能吸引更多人参与。他们一致表示：「公众教育和推广，对确保病人
在使用有关功能时能充分了解当中的权利、义务和影响，是至关重
要。」



 

 

 
 
 
 

持份者参与

我们十分重视交流会参与者的看法和见解，每一个意见对规划、设
计和开发「病人平台」都很重要。同时亦会继续举行有关交流活动
以广纳病人组织及其他相关持份者，包括医护专业团体和资讯科技
界等的意见。

香港病人组织联盟有限公司、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及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的代表，
应邀出席 2018年2月8日的交流会议



 
 

 

 
  

  

  

  

 

 
 
 
 

 

 
 

 
 

 

 

  
  

 

 
 

 
 

 
 

 

 

互通系统下代决人可如何协助病人？

每位病人也可登记参加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互通系统）。 然而，若病人是未成年
人士或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可怎样处理？在这些情况下，病人有关的互通系统登记事宜
可以由合资格的代决人代他们处理。

谁需要代决人？

凡未满 16岁，或已年满 16岁但属下列其中一类人士，可由一名合资格的代决人代
表处理互通系统登记事宜：

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2(1)条（第 136章）的定义所界定精神上无行为能
力；

没有能力处理本身事务；

根据《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条例》（第 625章）的定义所界定无能力在有
关时间给予参与同意；或

根据《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条例》（第 625章）的定义所界定无能力在有
关时间给予互通同意

谁可担任代决人？

如病人未满 16岁，下列人士可担任其代决人 -

(a) 病人的家长； 
(b) 病人的监护人； 
(c) 获法院委任以处理该病人事务的人士； 
(d) 如没有 (a)至(c)项所述的人士，则病人的家人或与病人同

住的人士；或 
(e) 如没有 (a)至(d)项所述的人士，则正在或即将为病人提供

服务的订明医护提供者。

如病人年满 16岁而无能力自行给予同意，下列人士可担任其
代决人- 

(a) 病人的监护人； 
(b) 社会福利署署长或根据《精神健康条例》委任为监护人

的其他人； 
(c) 获法院委任以处理病人的事务的人士； 
(d) 如没有 (a)至(c)所述的人士，则病人的家人或与病人同住

的人士；或 
(e) 如没有 (a)至(d)项所述的人士，则正在或即将为病人提供

服务的订明医护提供者。

互通系统启用两周年：
成就与前瞻
电子健康纪录专员谈互通系统

「病人平台」：了解持份者需要
「病人平台」持份者交流会议

登记互通系统更方便快捷
推出更多优化措施惠及病人

互通系统展开新一轮宣传
互通系统最新宣传刊物及项目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消息及培训活动

趣味小测试 — 玩游戏、赢奖品

代决人可代表病人处理互通
系统登记事宜



 
  
  
  
  
 

 

 
  

  

 

 

 

 
  
  
  
  
 

 

  
  

  
  

  
  

  
  

代决人可以为病人处理哪些事宜？

登记参加互通系统；
给予个别医护提供者互通同意；
管理互通同意，包括延續、更新或撤銷互通同意；及
要求退出互通系統。

代决人提交申请的优化措施

为方便病人登记参加互通系统，由 2017年12
月起，以下代决人可以代表病人经网上提交
申请： 

16岁以下儿童的父母或家人，或与该儿
童同住的人士；或 
16岁或以上但无能力给予同意的人士之
家人，或与其同住的人士。

代决人有什么责任？

代表病人处理互通系统登记事宜时，代决人须确认：

病人是符合《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条例》所界定需要代决人的条件；
他／她本人属《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条例》所界定的合资格代决人；
在提出申请时，他／她陪伴病人并顾及其最佳利益；及
他／她就有关情况负责病人所有关于互通系统登记的事宜。

代决人须阅读「参与者须知」，特别是当中的「代决人为医护接受者处理登记事宜时应注意
事项」。

「参与者须知」载于 
http://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recipient/participant_information_notice.html

如家长以代决人身份为 16岁以下之子女登记，当子女
年满 16岁时，登记情况会否改变？

当子女年满 16岁时，由父母较早前给予的有关同意仍然有效。
然而，子女可自行决定是否对其登记作出更改（例如改以自己
的身份登记或退出有关登记，更改或撤销给予个别医护提供者
的互通同意）。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参阅

为16岁以下儿童登记 : 
http://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register_child/index.html 

为无能力给予同意的人士登记 : 
http://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register_incapable_pers 
on/index.html

给予及管理互通同意 : 
http://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give_sharing_consent.h 
tml

退出登记 : 
http://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withdraw_registration.ht 
ml 

http://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withdraw_registration.html
http://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give_sharing_consent.html
http://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register_incapable_person/index.html
http://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recipient/participant_information_notice.html
http://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withdraw_registration.html
http://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give_sharing_consent.html
http://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register_incapable_person/index.html


 
 

 

 

 
  
 
  
   
  
   
  

 
 

     
     

     
 

 

 

  
  

 

 
 

 

 

 
 

 

 

登记互通系统更方便快捷

互通系统启用两周年：
成就与前瞻
电子健康纪录专员谈互通系统

政府自 2017年12月起推出一系列优化措施，方便病人参加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互
通系统）。《医健通讯》今期继续介绍有关的新措施。

扩大网上登记范围

现在更多病人可以轻松便捷地透过网上提交申请。自 
2017年12月开始，网上登记服务适用于以下类别之申请
人-

香港身份证持有人

持有其他适用身份证明文件的人士

代表 16岁以下儿童的代决人 *

代表 16岁或以上但无能力给予参与同意的病人的代
决人 * 

*网上登记适用于以下类别之代决人:
- 病人的家长； 
- 病人的家人；ð 
- 与病人同住的人士

关于代决人安排的细节，可参考本期专题文章

现时更多病人可以经网上登记参
加互通系统，方便快捷

网上 /书面授权

有意参加互通系统但无法亲临电子健康纪录
登记站或电子健康纪录申请及咨询中心办理
手续的人士，现可无须担心。如你已年满 16
岁或以上，可以授权他人为你递交申请表格
或启动电子健康纪录（适用于经网上、传
真、邮寄或投递箱提交的申请）。如欲授权
他人，方法简单，只需在网上申请或填写申
请表格时注明所需的获授权者资料。

获授权者为你提交互通系统申请表格或启动
你的电子健康纪录时，必须携同你的身份证
明文件副本和他 /她本人的身份证明文件以核
实身份。完成登记 /启动纪录程序后，你将通
过所选择的通讯方式（短讯 /邮寄 /电邮）收
到通知。

「病人平台」：了解持份者需要
「病人平台」持份者交流会议

互通系统下代决人可如何协助病
人？
互通系统的代决人安排

互通系统展开新一轮宣传
互通系统最新宣传刊物及项目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消息及培训活动

病人可授权他人递交互通系统申请表格或启
动电子健康纪录

趣味小测试 — 玩游戏、赢奖品

http://www.ehealth.gov.hk/sc/publicity_promotion/ehealth_news_14/greater_convenience.html
http://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supporting_documents.html
https://www.ehealth.gov.hk/sc/publicity_promotion/ehealth_news_15/smd.html


 

 
 
 
 
 

启动纪录更轻易

以非亲身方式递交互通系统申请（即经网
上，传真、邮寄或投递箱递交申请）的病
人，有关的纪录须先被启动，才能在系统中
互通。

假如你准备以你的身份证明文件于已登记互
通系统的诊所启动纪录时，发现系统内的个
人资料与你身份证明文件上所显示不符，可
怎么办？在优化措施推出后，诊所的登记职
员只需将你的香港智能身份证插入互通系统
的读卡器，或根据你的身份证明文件上的个
人资料输入互通系统，有关的资料将自动更
新，而你的电子健康纪录亦随即成功启动。

优化措施下，登记职员可以直接把你的香港
身份证插入读卡器内，或以人手输入相关资

料以更新你的纪录



 
 

 

 

 

 

 

 

 

 

 
 
 
    
  

 

  
  

 

 
 

 

 

 
 

 

 

互通系统展开新一轮宣传

互通系统启用两周年：
成就与前瞻
电子健康纪录专员谈互通系统

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互通系统）新一轮宣传已展开，继续推广互通系统，并鼓励参
与。

由电子健康纪录统筹处（统筹处）策划的宣传项目，包
括一系列的刊物和推广短片，以加深公众和医护界别对
互通系统的认识。

刊物和宣传工作

为配合于 2017年12月实施的多项优化措施，统筹处推
出一系列全新设计的刊物，通过不同渠道，介绍互通系
统的最新资讯。

「病人平台」：了解持份者需要
「病人平台」持份者交流会议

互通系统下代决人可如何协助病
人？
互通系统的代决人安排

宣传海报 –
在2017年12月，统筹处在政府新闻处管理的 
170多个展示地点（如巴士站、行人天桥和公
共屋村等） ，张贴介绍互通系统的全新海报供
公众阅览。

水费单宣传单张 –
由2018年2月至 5月期间，随水务署发出之水费
单将夹附介绍互通系统的新宣传单张，透过此
项目预计可发放予超过 100万住户。

儿童登记单张 –
自今年 2月起，统筹处与卫生署合作，在学童
免疫注射小组服务中心及于小组到访各校为学
童接种疫苗时，派发特别设计的宣传单张，目
标向小一学生的家长介绍如何为儿童登记参加
互通系统。

登记互通系统更方便快捷
推出更多优化措施惠及病人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消息及培训活动

宣传短片

趣味小测试 — 玩游戏、赢奖品

统筹处于互通系统网站发布了两辑分别以公众及医护提供者为对象的宣传短片，将互通系统
的主要概念和运作模式以简单易明的手法来说明。短片主题包括 –

公众 : 

- 互通系统的好处：互通电子健康纪录对公众及公私营协作计划参加者的好处



    
  
    
  
    
  
 

 
 
    
  

    
  
    
  
    
  
 

 
 
 
 

- 登记参加互通系统：病人如何登记参加互通系统及启动电子健康纪录的方法 

- 给予互通同意：互通同意的运作及如何管理互通同意 

- 要求查阅或改正资料：病人如何取得自己的电子病历副本及如何要求改正资料

医护提供者： 

- 互通系统的好处：互通电子健康纪录对医护提供者及参与公私营协作计划的医生的好
处 

- 登记参加互通系统：医护提供者如何登记参加互通系统，及相关设定程序 

- 获取互通同意：互通同意的运作及如何取得病人的互通同意 

- 取览电子健康纪录：如何查阅互通系统内的病人纪录及可供查阅的资料类别

以上及更多宣传短片可在互通系统网站上观看。

http://www.ehealth.gov.hk/sc/publicity_promotion/ehr_video.html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启用两周年：
成就与前瞻
电子健康纪录专员谈互通系统

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互通系统）在亚太区获得嘉许。为持续推广系统，电子健康纪
录统筹处过去数月继续举办简介会及工作坊。

最新消息 

2017亚太资讯及通讯科技大奖「政府及公共部门组别大奖」

互通系统在 2017亚太资讯及通讯
科技大奖中荣获「政府及公共部
门组别大奖」；该奖项旨在表扬
运用卓越、创新的资讯及通讯科
技，以改善政府及公共服务的项
目或其他社区电子计划。

电子健康纪录专员李碧茜女士和
医院管理局（医管局）资讯科技
及医疗信息主管张毅翔医生，于 
2017年12月10日出席假孟加拉
达卡市举行的颁奖典礼领取奖
项。

「病人平台」：了解持份者需要
「病人平台」持份者交流会议

互通系统下代决人可如何协助病
人？
互通系统的代决人安排

电子健康纪录专员李碧茜 (右二 )和医院
管理局资讯科技及医疗信息主管张毅翔
医生 (右)，在孟加拉达卡市领取 2017亚

太资讯及通讯科技大奖 登记互通系统更方便快捷
推出更多优化措施惠及病人

李女士于颁奖礼后表示：「互通系统是香港医护服务发展的重要元素，有助
促进公私营协作、加强病人服务的连贯性，以及提高医护服务的质素和成本
效益。我们很高兴互通系统日趋获得大家接受。」

颁奖礼期间，互通系统与香港其他参选项目在「香港接待之夜」活动中展
出。会场内设有互通系统展览摊位，向亚太区与会者介绍互通系统的概念、
发展和愿景，并分享相关经验。

紧接颁奖典礼，香港电脑学会于 
2017年12月20日举办了本地得
奖者分享会。张医生于会上分享
互通系统计划的成就与挑战、参
加亚太资讯及通讯科技大奖的难
忘经验，及互通系统受社区广泛
认同的感受。

互通系统展开新一轮宣传
互通系统最新宣传刊物及项目

趣味小测试 — 玩游戏、赢奖品
张毅翔医生出席香港电脑学会举办的分
享会，分享互通系统计划的成就与挑战



 

 

 

 

 

 

 

 

 

 

 

世界资讯通讯与服务业联盟 2018年环球资讯及通讯科技卓越成就奖

于2018年2月，互通系统于国际
资讯及通讯科技界再获殊荣，获
得「世界资讯通讯与服务业联盟 
2018年环球资讯及通讯科技卓越
成就奖」的创意数码健康大奖。

世界资讯通讯与服务业联盟是在
国际资讯及通讯科技界具领导地
位的联盟组织，代表全球超过九
成资讯及通讯科技市场。创意数
码健康大奖旨在表扬表现卓越，
成功地利用资讯及通讯科技促进
健康及医护服务，让社会、政
府、机构及私人业界得益的个人
或机构。

电子健康纪录专员李碧茜女士和医管局高级系统经理陈敬忠先生于 2018年2
月19日在印度海德拉巴代表食物及卫生局及医管局领取奖项。

更多关于是次得奖的介绍将于下期医健通讯详述。

两项以互通系统为平台的公私营协作计划获扩展

医管局和卫生署的公私营协作计划下，参加者须同时登记互通系统，以便公
私营医护机构互通所需的健康资讯。最近有两项公私营协作计划获扩展，让
更多病人透过计划从互通电子健康纪录中得益。 

 1. 全港推行普通科门诊公私营协作计划

医管局于 2014年年中推出普通科门诊公私营协作计划，主要为需要长期在
普通科门诊覆诊的合资格病人提供资助，让他们接受社区内的私营基层医疗
服务。现时，计划已经推展至全港 16区，并会在 2018-19年度扩展至余下两
区，即北区和油尖旺区。截至 2018年1月底，已有超过 20 000名病人参加计
划。 

2014年年中 : 觀塘、黃大仙、屯門 
2016/17年度 : 东区、南区、湾仔、九龙城、深水埗、葵青、西贡、沙

田、元朗 
2017/18年度 : 中西区、离岛、大埔、荃湾 
2018/19年度 : 油尖旺、北区



 2. 第三阶段大肠癌筛查先导计划
 

 

  

 

 

  

 

 

 

 

 

 
 
 
 

卫生署在 2017年11月27日推出第三阶段大肠癌筛查先导计划，涵盖年龄扩
展至 1952至1955年期间出生的香港居民，将新增约三十八万名合资格人士
可接受资助进行筛查以预防大肠癌。政府于 2016年9月展开为期三年的先导
计划，分阶段资助于 1946至1955年出生及没有大肠癌征状的香港居民接受
大肠癌筛查。截至 2018年2月初，约 650名基层医疗医生和 150名大肠镜医
生已登记加入先导计划，期间约有 63 000名合资格人士参与计划接受筛
查。

培训、研讨会和工作坊

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 - 简化病人登记程序讲座

电子健康纪录申请及咨询中心于 2017年11月1、2、3及8日举行四场「电子
健康纪录互通系统 - 简化病人登记程序讲座」，为医护机构前线人员介绍互
通系统新推出的病人登记简化措施。与会人士积极参与和热烈讨论，参加人
数超过 400人，分别来自医管局、卫生署、私家医院及其他私营医护机构。 

2017年度电子健康纪录风险评估工作坊

第八届工作坊于 2017年11月7日举行，出席者包括约 90名来自医管局、卫生
署及私营医护机构的资讯科技及医护专业人员，以及电子健康纪录统筹处和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的代表。在工作坊上，与会者讨论发展电子健康纪
录所面对的挑战，并共同探讨解决这些挑战的方案。香港兴业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助理总经理许竟成先生应邀作为演讲嘉宾，分享了他对「风险管理 - 日
常业务」的见解。



 

  

 

 

 

   
 

   

 

   
  

   

   

   
  

   

 

   
  

   

 

 

 

 

  
  

 

 
 

 

 

 
 

 
 

 

趣味小测试 — 玩游戏、赢奖品

选出正确答案

你对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有多认识？试试这个小测验吧！请在下列各题中选出正确答案，
并把答案圈起来。答中有机会赢取奖品乙份（送完即止）。 

互通系统启用两周年：
成就与前瞻
电子健康纪录专员谈互通系统

「病人平台」：了解持份者需要
「病人平台」持份者交流会议

1. 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最近獲得哪個奖
项?

 A 世界资讯通讯与服务业联盟 2018年
环球资讯及通讯科技卓越成就奖之创
意数码健康大奖 

   
B 香港设计大奖 
   
C 香港工商业奖 
   
D 香港健康产业大奖 

2. 下列哪一项可以由代决人代病人处理？

A  只可为病人登记参加互通系统
   
B  只可为病人管理互通同意
   
C  只可为病人要求退出互通系统
   
D  以上全部 A至C所描述的事项

3. 下列哪一项可以由已登记互通系统的儿
童于年满十六岁后自行处理 ?

A  只可为自己登记参加互通系统
   
 B 只可更改或撤销已给予私营医护机构

的互通同意 
   
C  只可退出互通系统 
   
D  以上全部 A至C所描述的事项 

4. 以下哪个有关获授权者的陈述，是不正
确的?

A 代表 16岁或以上有能力给予同意但未
能亲自递交申请的病人 

   
B 代表 16岁以下的病人 
   
C 病人在网上申请时指定的人士 
   
D 病人书面指定的人士

互通系统下代决人可如何协助病
人？
互通系统的代决人安排

登记互通系统更方便快捷
推出更多优化措施惠及病人

互通系统展开新一轮宣传
互通系统最新宣传刊物及项目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消息及培训活动

参加办法

请列印此页，附上你的答案及填妥所需资料，传真至 2300  7921，或电邮至 
enquiry@ehealth.gov.hk。截止日期为 2018年4月27日。

mailto:enquiry@ehealth.gov.hk


 

 
 
 

 

正确答案将于截止日期（ 2018年4月27日）后刊登于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网站。趣味小测
试所收集的个人资料和联络资料，只会用于通知得奖者和派发奖品，并不会向第三者披露。
电子健康纪录统筹处会于派毕奖品后的两星期，把有关资料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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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元編碼		已通過		可靠的字元編碼已提供

		標籤化多媒體		已通過		所有多媒體物件皆已標籤化

		螢幕閃爍		已通過		頁面不會導致螢幕閃爍

		程式檔		已通過		沒有不可存取的程式檔

		限時回應		已通過		頁面不需要限時回應

		導覽連結		已通過		導覽連結不重複

		表格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表格欄位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皆已標籤化

		欄位描述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都具有描述

		替代文字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插圖替代文字		已通過		插圖要求替代文字

		嵌套的替代文字		已通過		無法讀取的替代文字

		與內容相關		已通過		替代文字必須與若干內容關聯 

		隱藏註解		已通過		替代文字不應隱藏註解

		其它元素替代文字		已通過		其它要求替代文字的元素

		表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列		已通過		TR 必須為 Table、THead、TBody 或 TFoot 子元素

		TH 和 TD		已通過		TH 和 TD 必須為 TR 子元素

		表頭		已通過		表應有表頭

		規則性		已通過		表中每列必須包含相同的欄數，每欄必須包含相同的列數

		摘要		已通過		表中必須有摘要

		清單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清單項目		已通過		LI 必須為 L 子元素

		Lbl 和 LBody		已通過		Lbl 和 LBody 必須為 LI 子元素

		標題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適當的嵌套		已通過		適當的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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