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过互通系统改善社区健康

「长远而言，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互通系统）不应单单是共享病历的平台。顾名思
义，除了『疾病』纪录，互通系统的范围还涵盖『健康』纪录。随着参加人数和所储存
的资料增加，我们可以利用系统资料的广度和深度，协助制订医护政策及措施，达致预
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的目标。」

以互通系统整合及推进社区医护
服务
共享电子健康纪录 -圣雅各福群会的
经验

「病人平台」 :医护界持份者意见
医护界代表参与持份者交流会议

邝国威医生 , JP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资讯处主任

邝医生是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督导委员会和电子健
康纪录协作工作小组的成员，他相信互通系统极
具潜力。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医护提供者和病
人加入，系统内的资料将更趋全面和更具代表
性，对社区带来莫大裨益。

他表示，卫生署作为政府的卫生事务顾问，以及
执行政府卫生政策和法定职责的部门，该署期待
可以利用互通系统内丰富的临床及社会性资料进
行分析。

邝医生解释 :「我们的职责不仅是治理病人，还要
通过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的工作，保障市民的健
康。」

「我们所指的社会性资料乃家族病史、饮食习惯
或生活习惯，例如运动模式、吸烟及饮酒行为
等。举例说，透过分析这类资料，我们可以找出
某些疾病的风险因素或不同年龄群的健康需
要。」他补充，当互通系统第二阶段计划的重点
项目「病人平台」推出，上述资料或可通过病人
于平台自行输入收集得到。

「我们还可以通过『病人平台』教育公众，根据
病人个别的健康状况和资料，按他们的需要发放
针对性的健康资讯。」

互通系统于国际数码健康领域展
现
互通系统于国际展现及获认可

互通系统最新宣传推广及电子健
康纪录取览器资料互通新功能
更多互通系统宣传项目及电子健康
纪录取览器资料互通新功能

邝医生相信互通系统极具潜力，对社区有莫
大裨益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推广活动



 

 

 

 

 

 

 

 

  

 
 
 
 
 
 
 

 
卫生署期望可以将互通系统内丰富的资料进行分析，包括临床及社会性资料

趣味小测试
玩游戏、赢奖品

卫生署于多项服务使用互通系统
邝医生称：「目前卫生署所有 14项临床服务均已在不同程度下使用互通系统，涉及约 170个
服务单位。」

其中产前服务、公务员诊所、牙科服务、医学遗传科、社会卫生科和特别预防计划等六项服
务，合共约 70间诊所，现已能通过卫生署的临床讯息管理系统 (CIMS)，与互通系统作双向
互通。

作为本港儿童免疫接种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卫生署亦把大量免疫接种纪录上载至互通系统。
这些纪录主要来自 30间母婴健康院和 15间学生健康服务中心，以及学童免疫注射小组。

至于其余服务单位，医护人员也能通过互通系统查阅病人的电子健康纪录，以支援其日常医
护服务。

邝医生表示 :「我们的目标是在约六年内完成临床讯息管理系统第二阶段的提升工作，并有
信心届时所有服务单位将可与互通系统作双向互通。」

电子健康纪录计划中的双重角色
谈到卫生署在电子健康纪录计划的参与时，邝医生形容该署担当了双重角色，分别为计划的
支持者和参加者。

他说 :「我们一直积极支持互通系统的规划、开
发和推行，在管治架构各层面均有代表参与。
除督导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外，我们还参加电子
健康纪录内容及信息标准协调小组和多个专案
小组的工作。互通系统所采用的香港临床医疗
术语表，卫生署的药物办公室亦有份协助编制
和持续修订。」

邝医生补充 :「作为香港多个医护专业委员会的
秘书处，卫生署协助设立互通系统所需的综合
专业名单，供核实参与医护专业人员的资格。
此外，部门辖下约 20 间诊所亦已设立电子健
康纪录登记站，方便病人登记参加系统。」

另一方面，作为本港主要公营医护提供者，卫
生署一开始便参加了互通系统，现时已透过系
统互通约 10万名医护接受者的健康纪录，迄今
上载至系统的纪录逾 140万个，包括化验结
果、敏感、药物不良反应与诊断等，而署内医
护人员查阅健康纪录合共达 37 000多次。

卫生署在电子健康纪录计划中担当双重角色



 

 

 
 
 
 
 

资讯科技提升计划与互通系统的协同效
益
邝医生表示，互通系统有助促进卫生署资讯科技
的发展。「我们早在建立临床讯息管理系统时已
考虑到与互通系统的配合，并投入大量资源将系
统提升以互通纪录。」

卫生署最近获立法会拨款推行其资讯科技提升计
划。该计划旨在透过改善资讯科技基础设施、改
善工作流程及建立数据分析能力等，将卫生署转
型为数据主导的机构。为此，其临床讯息管理系
统将提升为一个综合系统，以储存病人在该署的
电子健康纪录，并达致与互通系统完全接轨。

「届时，我们的系统将可以与互通系统完全兼
容，并能配合互通系统未来的发展计划，例如存
取及互通放射影像等。」邝医生指出。 

CIMS将与互通系统完全兼容，以配合互通
系统未来开发的功能，如存取和互通放射影

像

邝医生认为互通系统未来发展的成功关键，
在于医护接受者和提供者的参与

互通系统未来发展的挑战
谈及互通系统的发展，邝医生相信成功的关键
在于医护接受者及医护提供者的参与。他说：
「随着越来越多人参与，系统内的资料便越趋
全面及更具代表性。」他强调，推动更多私营
医护提供者参与尤其需要。

另一项挑战在于资讯保安层面，邝医生指出：
「一方面，病人平台可吸引市民参加互通系
统，但同时必须令他们对其资料私隐得到保障
有信心。」

邝医生总结：「自互通系统两年前推出，越来
越多接受卫生署服务的市民登记加入；而随着
部门的医护专业人员渐渐熟习互通系统的使
用，他们越发体会互通纪录的价值。加上临床
讯息管理系统及互通系统的未来发展，我相信
将产生更大的协同效益，令互通电子健康纪录
的好处可更全面实现。」



 
 

 
 

 

 

 

 

 

 

 

以互通系统整合及推进社区医护服务

透过互通系统改善社区健康
卫生署与互通系统

圣雅各福群会在香港提供社区照顾和支援服务，历史悠久。在加强护理和医护服务方
面，该会认为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互通系统）功用甚广。 「病人平台」 :医护界持份者意见

医护界代表参与持份者交流会议
卢佩芬女士及蔡嘉仪女士

圣雅各福群会高级经理 (持续照顾服务 )

圣雅各福群会为非政府慈善机构，在香港有近 70
年历史，提供的服务多元化，社区医护服务是其
中重要一环。

从该会的经验，卢女士和蔡女士均认同电子健康
纪录对提供医护服务的重要性。

作为医院管理局（医管局）公私营医疗合作－医
疗病历互联试验计划的早期参与者之一，圣雅各
福群会于 2016年互通系统推出后不久，便随即登
记加入。目前，该会 15个医护服务单位正使用互
通系统，当中四个为残疾人士康复服务单位，其
余均与持续照顾长者服务有关，而卢女士和蔡女
士均直接参与其中。

卢女士和蔡女士解释，这些单位需要不同类别的
医护专业人员，如护士、职业治疗师和物理治疗
师等共同协作，为使用者提供服务。

蔡女士称，目前该会主要只有护士可查阅互通系统的资料。谈及政府计划于稍后阶段向社区
内更多类别的医护专业人员开放系统取览权，她说 :「我们期待将来更多医护专业人员，例
如物理治疗师和职业治疗师，可取览系统的资料。」

卢女士和应 :「我们三家惠泽社区药房，已全部准备好加入使用互通系统的行列。」

圣雅各福群会在香港提供社区照顾和支援服
务已近 70年

资料准确 有助提供以人为本服务
卢女士和蔡女士都认同，随着各服务单位逐渐熟习使用互通系统，系统对该会服务的效益更
为显著，与此同时，同事们的反应亦十分正面。

卢女士说 :「有关长者的病历，例如曾接受的治疗和
检查、用药纪录及求诊预约等资料，过往我们主要倚
赖长者本人或其家人提供，但这全取决于他们能理解
多少或有否遗漏。」

「我们现在可以透过互通系统，取得长者在医管局和
其他参与医护提供者的资料，有助我们制订更贴合个
人需要的护理计划。」卢女士补充。

「部份资料，例如用药是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确保长
者正确服药，并在药单有所转变时相应地调整护理和
支援服务。」

互通系统于国际数码健康领域展
现
互通系统于国际展现及获认可

互通系统最新宣传推广及电子健
康纪录取览器资料互通新功能
更多互通系统宣传项目及电子健康
纪录取览器资料互通新功能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推广活动

趣味小测试
玩游戏、赢奖品互通系统有助圣雅各福群会提供以人

为本服务，效益愈趋显著



 

 
 
 
 
 

资讯全面 有助提供综合护理
综合护理是圣雅各福群会持续照顾服务的核心策
略，该会强调以跨专业知识的工作模式提供服务。
以家居照顾为例，其服务团队是由不同医护专业人
员组成。

蔡女士解释 :「我们提供全方位支援，包括护士护
理、个人护理，家居环境安全改善和居家复康等服
务。有了这个一站式的互通系统平台，我们可从中
取得服务使用者的健康纪录，协助团队策划全面的
护理计划。」

「除了护士外，我们还有职业治疗师替长者进行家
居改装或认知训练，及物理治疗师协助长者进行伤
后复康或提升活动能力训练。能够取览他们的电子
健康纪录，如诊断结果，肯定有助提升社区持续医
护服务，并促进医社合作。」

互通系统支援公私营医护提供者双向沟通，
未来圣雅各福群会可利用系统进一步加强服

务

加强互通系统的使用
鉴于互通系统可支援公私营医护提供者之间的
双向互通，蔡女士相信，未来圣雅各福群会可
借助互通系统进一步加强服务。

她说 :「长远而言，如技术上可行，我们或可把
转介建议和与健康相关的参考备注上载到互通
系统。」

卢女士补充 :「例如当我们观察到一些长者出现
抑郁症等情绪问题时，我们的护士可以把观察
所得记录并上载至互通系统，供医生参考。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支援服务是另一可有效利
用互通系统的范畴，我们的职业治疗师可以经
互通系统提供他们的专业建议作参考。」

对于互通系统第二阶段发展会包括共享放射影
像和建立「病人平台」，蔡女士和卢女士称，
圣雅各福群会对这些项目均表示支持。

蔡女士说：「现时系统内只有放射检查的文字报告。假如我们的物理治疗师能看到相关影像
纪录，便会更清楚了解病人的情况，有助他们制订病人出院后的治疗计划。」

卢女士称，病人透过「病人平台」查看自己的健康纪录并输入简单基本的健康数据，可促进
自我护理。她说 :「现在很多长者也相当『醒目』，懂得操作流动装置和应用程式，但前题
是『病人平台』或应用程式一定要方便易用。」

最后，卢女士强调资料安全和私隐保障的重要性。她说 :「现时系统的安排很好，每当病人
的资料被取阅时，病人便会收到通知。不过，随着可经系统共享的纪录越来越多，政府应持
续加强个人私隐保护、资料保密和系统安全。」



 

  

 

 

 

 

 

 
 
 

 

 

 

 

 

 

 

「病人平台」 : 医护界持份者意见

就互通系统第二阶段发展开发「病人平台」，政府继续广纳持份者意见。今期医健通讯
报导公私营医护界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有关发展「病人平台」顾问研究的其中一部份，继 2018年2月与病人组织会面后，电子
健康纪录统筹处紧接于 2018年3月在政府总部举行多场交流会议，聆听公私营医护界别及非
政府组织代表的意见，以了解持份者对「病人平台」的需要、期望和关注。

讨论主要环绕在「病人平台」的三大主要范畴，包括使用者取览电子健康纪录及健康资讯、
增值功能及取览限制的设置。

取览电子健康纪录及健康资讯
从医护专业人员的角度来看，病人确实有其需要查阅自己
的健康纪录，以便利他们的自我健康管理。会上多名代表
指出 :「事实上，现时病人经已能循各种途径，取得和保存
部份的健康纪录，如用药和覆诊等。如果病人能利用『病
人平台』更便捷地取得这些资料，无疑更有助他们自我管
理。同时，这对我们照顾病人亦有大有帮助，因为一些非
常重要的资料，如过敏等，往往容易被病人遗忘。」

代表们普遍认为可供病人于平台上优先取览的纪录，应该
是直接关系到病人的健康和安全、而又为普罗大众所容易
理解的重要资料，如药物、敏感及药物不良反应。另外，
一些具高参考价值并涉及较大用户群的资料，例如儿童防
疫接种纪录，也可以包括在内。至于较复杂或需要专业知
识及分析的纪录，例如化验结果和诊断等，多数代表均不
建议开放给病人阅览。有代表解释 :「病人有可能因为不理
解这些资料，而产生不必要的焦虑和变得消极。」

他们相信，除让病人取阅自己的健康纪录外，「病人平台」可望发展成为一综合平台，把目
前分散各处的健康资讯汇集，供病人参阅。同时，可根据病人的资料利用平台，进一步提供
针对性的信息和健康推广资讯，如疫苗接种和疾病筛查计划等，亦是一个有效用的做法。不
过，部份代表同时提醒要小心处理以避免出现资讯泛滥的情况。

透过互通系统改善社区健康
卫生署与互通系统

通过「病人平台」安全取阅电子
健康纪录和健康资料

以互通系统整合及推进社区医护
服务
共享电子健康纪录 -圣雅各福群会的
经验

互通系统于国际数码健康领域展
现
互通系统于国际展现及获认可

互通系统最新宣传推广及电子健
康纪录取览器资料互通新功能
更多互通系统宣传项目及电子健康
纪录取览器资料互通新功能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推广活动

趣味小测试
玩游戏、赢奖品

增值功能
就「病人平台」的可设功能，代表们均同意应先考虑那些可以最能让病人更多和更自主参
与，或帮助照顾者管理病人健康的功能。

一位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称 :「一些如服药时间表和预约诊症提示等功能，对长者病人特
别有帮助。」公营机构的代表亦和议说：「假如病人能更好地遵循服药时间表或治疗计划，
或可减少意外入院的机会，这亦有助更善用我们有限的公共医疗资源。」

https://www.ehealth.gov.hk/sc/publicity_promotion/ehealth_news_15/stakeholder_need.html


 

 

 

 

 

 

 

 

 
 
 

有代表进一步建议，可加设功能让病人自行输入健康指数，如血压读数，及吸烟饮酒习惯等
社交资料，从而促进病人自我护理并提升社区基层护理。然而，病人的期望需要被适当管
理，令其明白所输入的数据并不会被实时监察；同时亦可考虑一些增值功能，例如根据病人
输入的数据，提供健康锦囊和由系统发出健康警示。

绝大多数代表强调，「病人平台」的设计和功能应建基于使用者的需要，要做到简单和方便
易用。

取览限制
谈到引入对互通资料更多的控制权，代表们均认同部分病人有其私隐需要和关注，但强调病
人安全亦是他们的忧虑。部分代表表示，限制医护专业人员取览某些临床数据，可能会阻碍
他们制订最适切病人的治疗方案。此外，医疗责任是另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

部分代表更担心病人自己或未能充分了解到隐藏部分健康纪录的潜在风险。其中一名代表强
调：「假如病人可以选择限制取览的资料，必须事先向其清楚说明当中的风险和影响。不论
如何，我们有专业护理责任，于照顾病人时会尽量查问他们的病历。」

「病人平台」：提高效率及医护质素
总括来说，医护界代表支持发展「病人平台」。一位医护专业机构代表评论：「互通电子健
康纪录和『病人平台』的价值，在于可促进医护人员与病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共同管理病
人的健康，从而提高医护服务的效率和质素。政府应鼓励本地医护专业人员和病人参与其
中，并加以善用。」 

2018年3月8日及 13日出席机构包括：
香港私家医院联会、卓健医疗服务、香港医疗资讯学会、东华三院、长者安居协会及保良局



 
 

 

 

 

 

 
   2017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 - 

「最佳商业方案（应用）奖 ─金奖」 
  
 2017亚太资讯及通讯科技大奖 - 
「政府及公共部门组别大奖」  

 

   
   

 
 
 
 

 

 

 

 

 

 

互通系统于国际数码健康领域展现

透过互通系统改善社区健康
卫生署与互通系统

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互通系统）进一步于全球资讯和通讯科技界展现，最近赢取了
另一国际奖项，并展示于国际数码健康高峰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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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通系统再次于资讯和通讯科技领域获得国际奖项，最近获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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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扬系统成功利用资讯及
通讯科技促进医护服务，让社会、政府和私营医护界受惠。

前食物及卫生局电子健康纪录专员李碧茜女士和医院管理局（医管局）高级系统经理陈敬忠
先生，于 2018年2月19日在印度海德拉巴领取奖项。

在公布得奖者的记者会上，李女士表示互通系统是香港医
护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提供所需的资讯科技基础设施，
便利本港公营和私营医护提供者之间双向互通病人的电子
健康纪录。

李女士指出：「除了技术层面外，互通系统的设计亦体现
了以人为本的一面。为建立一个实用、方便使用者和可持
续的系统，我们从开始便与持份者紧密合作，并考虑他们
的临床和运作的需要。互通系统在香港病人、医护专业人
员和资讯及通讯科技业界人士共同协作下再一次获得国际
认同，实在令人鼓舞。」

互通系统再获国际认可 

以互通系统整合及推进社区医护
服务
共享电子健康纪录 -圣雅各福群会的
经验

「病人平台」 :医护界持份者意见
医护界代表参与持份者交流会议

互通系统最新宣传推广及电子健
康纪录取览器资料互通新功能
更多互通系统宣传项目及电子健康
纪录取览器资料互通新功能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推广活动

趣味小测试
玩游戏、赢奖品



 

 
 
 
 
 

全球数码健康伙伴关系高峰会暨国
际数码健康研讨会
高峰会暨研讨会于 2018年2月19日至 23日在
澳洲坎培拉和悉尼举行。全球数码健康伙伴
关系是国际间政府、公共机构和跨国组织的
协作组织，旨在支持有效地推行数码健康服
务。

今年，香港获邀与其他来自 13个国家和世界
卫生组织的代表出席高峰会。会上，医管局
资讯科技及医疗信息主管张毅翔医生向参与
者介绍电子健康在香港公营界别的发展路径
和愿景，以及互通系统在当中担当的重要角
色。张医生亦分享了香港电子健康发展的成
就、挑战、成功关键因素和进一步发展潜
力。

高峰会后，电子健康纪录统筹处和医管局代
表参加了研讨会，并参观了多家著名的医护
服务机构和学术团体。期间他们与其他国家
人员就如何充分利用数码技术，包括电子健
康纪录共享，提供数码健康服务以保障临床
质素和安全，以及各政府如何解决医疗政策
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丰富的讨论和交流，是
次活动为香港进一步发展互通系统提供了宝
贵参考。

医管局资讯科技及医疗信息主管张毅翔医生于高
峰会上介绍电子健康的发展

电子健康纪录统筹处和医管局代表参加研讨会，
并参观了多家著名的医护服务机构和学术团体



 

 

 

 
 

 

 
 
 
 
   
 

 

 

 

 

 

 

 

 

互通系统最新宣传推广及电子健康纪录取览器资料互通
新功能

透过互通系统改善社区健康
卫生署与互通系统

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互通系统）新一轮宣传活动的第二批宣传物品已准备就绪。与
此同时，电子健康纪录取览器新功能即将推出，方便医护人员把病人的一些重要健康资
料上传到互通系统。

电子健康纪录统筹处制作的最新宣传物品，旨在加强公众对互通系统的认识，并推广病人登
记的简化措施。

宣传刊物
新设计的宣传刊物内容以方便公众了解互通系统的基本概念、简化的登记程序及病人登记新
措施为主。新的宣传刊物包括：

小册子 - 
即将发布的新医护接受者登记指南为市民提
供便捷参考，内容涵盖互通系统的基本概念
和好处、可互通资料的范围、不同用家群组
的登记方法，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例如申请
查阅资料的方法。

单张 -
两套分别介绍简化病人登记方法和如何利用
授权号码管理互通同意的新单张，会经电子
健康纪录登记站和多个医护服务地点向公众
派发。

海报 - 
就代决人为病人处理登记事宜时应注意事项
而设的海报，将于电子健康纪录登记站内张
贴供代决人参阅。

宣传短片
新一辑宣传短片将于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网页陆续推出，
包括以下主题： 

- 由代决人为病人登记 
- 授权他人为病人登记 
- 医护提供者处理病人登记指南 
- 互通系统的好处 - 公私营协作计划 
- 互通系统第二阶段发展的愿景

已上载及稍后推出的宣传短片，可于 https://www.ehealth.go 
v.hk/sc/publicity_promotion/ehr_video.html 观看。

以互通系统整合及推进社区医护
服务
共享电子健康纪录 -圣雅各福群会的
经验

「病人平台」 :医护界持份者意见
医护界代表参与持份者交流会议

互通系统于国际数码健康领域展
现
互通系统于国际展现及获认可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推广活动

趣味小测试
玩游戏、赢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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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健康纪录取览器资料互通新功
能
医护人员透过查阅病人的过敏和药物不良
反应纪录，有助避免病人出现有关的药物
过敏反应。鉴于这些资料对于临床护理和
病人安全至为重要，互通系统现正开发一
项输入资料功能，让医护人员于取览病人
纪录时可补充和编辑病人的过敏和药物不
良反应资料。新功能预计于2018年最后
一季推出。此功能可让参与互通系统的医
护提供者，特别是诊所内没有配备电子医
疗纪录系统的独立执业医生，通过取览器
新功能把病人的相关资料上传到互通系
统，供其他医护人员参考。

下期医健通讯将有更详尽的介绍。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透过互通系统改善社区健康
卫生署与互通系统

电子健康纪录统筹处（统筹处）继续举办和参与各项活动，以推广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
统（互通系统）及推动持份者参与。 

2018年香港药剂学术年会

会议于 2018年3月10日至 1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
心举行。本年大会以《学术年会三十载：药剂协
作拓新域》为主题，由七个专业团体、学术机构
和公共机构合办，旨在促进药剂师和其他医护专
业人员之间的协作，推动业界创新服务，以达致
为病人加强医护服务的连贯性和提升医疗效益。

前电子健康纪录专员李碧茜女士应邀为「伙伴关
系」环节之「互通系统及药剂专业」作主讲嘉
宾，向与会者介绍互通系统，并讲解药剂专业人
员如何能参与电子健康纪录互通及从中受惠，同
时详细阐述系统的未来发展可为行业带来的机
遇。演讲环节有近 200人参加。

前电子健康纪录专员李碧茜女士应邀为「伙
伴关系」环节之「互通系统及药剂专业」作

主讲嘉宾 

2018年香港电子健康联盟周年晚宴
统筹处代表出席于 2018年3月13日在香港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晚宴，其他参与人士包括其他
政府官员、资讯及通讯科技界专业人士，以及中港医护界代表。
 
借着是次机会，统筹处人员与参与者就发展和促进电子健康纪录，以及如何利用资讯及通讯
科技持续提升香港医护服务作深刻的交流。

互通系统于香港电台直播节目「精灵一点」

署理电子健康纪录专员钱卓康先生及医院管理局（医管
局）总行政经理（电子健康纪录）黄永南医生，于 2018
年3月23日出席香港电台第一台及港台电视 31「精灵一
点:医管局精灵直播」节目，讲解互通系统和第二阶段发
展的最新情况，并解答一些关于系统运作和登记程序的
常见问题，以及介绍便利市民加入系统的最新优化措
施。

以互通系统整合及推进社区医护
服务
共享电子健康纪录 -圣雅各福群会的
经验

「病人平台」 :医护界持份者意见
医护界代表参与持份者交流会议

互通系统于国际数码健康领域展
现
互通系统于国际展现及获认可

互通系统最新宣传推广及电子健
康纪录取览器资料互通新功能
更多互通系统宣传项目及电子健康
纪录取览器资料互通新功能

香港电台直播节目介绍互通系统

市民现可于网上重温该节目 (粤语 )：
电台 –  http://gbcode.rthk.hk/TuniS/www.rthk.hk/radio/radio1/programme/healthpedia/episod 
e/494182
电视 –  http://gbcode.rthk.hk/Tuni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ealthpedia_tv/episod 
e/480022

http://gbcode.rthk.hk/Tuni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ealthpedia_tv/episode/480022
http://gbcode.rthk.hk/Tuni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ealthpedia_tv/episode/480022
http://gbcode.rthk.hk/TuniS/www.rthk.hk/radio/radio1/programme/healthpedia/episode/494182
http://gbcode.rthk.hk/TuniS/www.rthk.hk/radio/radio1/programme/healthpedia/episode/494182


 

 
 
 
 

 

 

香港医学会副会长何仲平医生 (左)
与香港医疗资讯学会主席王春波医
生(右)，向出席人士分享使用「女

娲」诊所管理软件的经验

香港医学会「诊所管理系统女娲版」最新发布
及预览会

香港医学会（医学会）于 2018年4月26日举行预览会，
向与会者介绍其通过电子健康纪录合作项目开发，可供
私家医生采用的「诊所管理系统女娲版」。

医学会「诊所管理系统女娲版」内置可连接互通系统和
档案管理等优化功能，同时可与医管局普通科门诊公私
营协作计划模组整合，为参与协作计划的医生简化有关
工作和运作流程。

超过 30名医护专业人员参加是次预览会，食物及卫生局
首席助理秘书长 (卫生 )6钱卓康先生，以及统筹处和医管
局代表亦有应邀出席。

医管局病友组织交流会
医管局定期与病友组织举行交流会，藉此发布医管局医护服务的最新动向和发展，并收集意
见。最近一次交流会于 2018年5月17日举行，统筹处亦派出代表向 28个病友组织超过 40名
参与者简介电子健康纪录计划的最新进展及发展情况。

趣味小测试
玩游戏、赢奖品



 

  

 

 

 

 

 

趣味小测试－ 玩游戏、赢奖品

透过互通系统改善社区健康
卫生署与互通系统

寻找拼图
参加趣味小测试，考考您对互通系统有多认识！下面每张图片中都缺了一块拼图，请找出正
确答案，并把答案圈起来。答对了有机会赢取奖品乙份（送完即止）。答案可于本期
《医健通讯》内寻找。

以互通系统整合及推进社区医护
服务
共享电子健康纪录 -圣雅各福群会的
经验

「病人平台」 :医护界持份者意见
医护界代表参与持份者交流会议

互通系统于国际数码健康领域展
现
互通系统于国际展现及获认可

互通系统最新宣传推广及电子健
康纪录取览器资料互通新功能
更多互通系统宣传项目及电子健康
纪录取览器资料互通新功能



 

 

 

 

 
 
 

 

 

参加办法
请列印此页，附上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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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推广活动

正确答案将于截止日期（ 2018年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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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enquiry@ehealt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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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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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