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通系统突破百万市民登记：新里程 新视野

支援连贯及全面的护理
医管局于互通系统三周年分享发展
经验

按职能设定取览扩展至社区执业
的辅助医护专业人员
更多社区执业的医护专业人员将可
取览电子健康纪录

为中医药资料互通作好准备
互通中医药资料预备工作

简化登记程序 方便病人参加互通
系统
病人登记新措施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活动

趣味小测试 — 玩游戏、赢奖品

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互通系统）于今年 3月踏入启用三周年，登记参加的市民人数
已突破一百万，标志着系统踏进一个新的里程碑。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在这
个特别的时刻，就互通系统的独特角色、推行进展和成果、以及在香港的发展前景，分
享她的看法。

短短三年间，登记参加互通系统的人
数已超过一百万，以一个自愿参与的

计划来说，成绩实在令人鼓舞

「互通系统自 2016年 3月推出以来的短短三年间，
已有超过一百万名市民登记参加，以一个自愿参与
的计划来说，成绩实在令人鼓舞。」陈教授指出。

与此同时，除了医院管理局（医管局），卫生署及 
12间私家医院外，已有超过 1 700间医护机构参加
了互通系统，并为其辖下的医护专业人员开设超过 
47 000个账户。

陈教授说：「互通系统受到大众支持，我们深感欣
喜之余，不忘全力投入系统的持续发展和推广工
作，以期更多市民及医护提供者加入，受惠于系统
带来的各项好处。」

互通系统支持基层医疗发展
随着香港人口不断老化，慢性疾病增加，近年政府
致力推动公私营医护界、非政府组织、基层医护提
供者和相关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协作，加强以地区
为本的基层医疗服务。陈教授指出，互通系统的发
展和推行在这方面可带来多重好处。

她解释，互通系统为本港医疗系统提供了重要和安
全的基础设施，让公私营医护服务机构可透过电子
平台取览和互通病人的健康纪录，这有助建立融合
的基层医疗及住院护理服务，加强对病人的持续护
理。

「对个人来说，互通系统能协助不同界别的医护专业人员更有效率和更有效地针对病人的需
要，为其提供适切和整全的护理；对社会整体而言，电子病历互通亦有利医社合作的推行，
促进跨界别和跨专业的协作，以更灵活和创新的方式提供医护服务，以便更有效地运用医护
资源。」她进一步阐释。

陈教授认为，互通系统的独特优势充份展现在医管局和卫生署的各个公私营协作计划中，例
如普通科门诊公私营协作计划和大肠癌筛查计划。在即将启用的地区康健中心计划，互通系
统也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互通系统对加强基层医疗服务和推动公
私营医护提供者之间的协作，带来多重

好处



 

 

 

 

地区康健中心将会在社区以医社合作、公私营协
作及地区为本的原则，为公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包括健康知识推广、健康状况评估、慢性疾病管
理和社区复康护理等。首个地区康健中心将设在
葵青区，预期于今年第三季投入服务。

「与地区康健中心合作的合资格网络医护提供者
和参加的市民，需同时登记加入互通系统，以便
各服务单位的合资格医护专业人员，可透过系统
互通取览服务使用者的健康纪录和其他临床资
料，从而协调服务和加强相互合作。配合互通系
统将于今年逐步把取览权扩展至社区另外六组医
护专业人员，例如物理治疗师、药剂师等，届时
不同的医护专业人员可共同为社区的病人，提供
更全面的护理和综合复康服务。」陈教授补充。

互通系统在即将启用的地区康健中心担
当着重要的角色

互通系统最新发展紧扣公共医疗政策
互通系统现已进入为期五年的第二阶段开发，预期各
个项目将于 2022年底前分阶段推出，其中的主要工
作包括建立「病人平台」及把中医药资料纳入可互通
资料范围内。

陈教授强调，政府十分重视基层医疗健康，希望在社
区内，市民的健康保障可以做得更好，所以除了计划
在 18区兴建地区康健中心外，亦希望以不同方式鼓励
市民和医疗界有范式转移，在思维上增加预防疾病和
自我管理健康的意识。

「『病人平台』的推出正可发挥以上的作用。通过这
个平台，市民可以取览自己的部份健康纪录，从而更
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更积极参与自我健康管理。我
们期望这个平台能成为汇集本港公共卫生资讯的中心
网站，协助传播公共卫生信息、推广健康计划和提供
健康教育，借此进一步支援基层医疗及医社合作。」

谈及把中医药资料纳入互通资料范围，陈教授形容此为互通系统另一重要发展。随着去年
《施政报告》确立中医药在香港医疗服务的定位，把中医药纳入本港医疗系统及促进本港的
中医药业发展，政府正从多方面着手，而互通系统亦与这些工作紧紧相扣。

陈教授说 :「为促进中医电子健康纪录互通，我们一方面进行中医术语标准化，另一方面积
极开发中医医疗资讯系统及相关配套，以协助中医界别电脑化及鼓励中医从业者参与。」

对于实际上如何互通中医药资料，陈教授回应这是互通系统的颇大挑战，但她指出医管局辖
下的 18间中医教研中心，现时已有使用医管局开发的电脑系统，在这方面为互通系统提供了
不少宝贵的经验，政府同时亦吸纳和参考了业界及不同持份者的意见。现时的目标是在互通
系统第二阶段的第四个工作年度内，让中医之间试行互通中医药资讯；并视乎推行情况及各
持份者的意见，政府会考虑如何推行中西医之间的互通。

将来公众可透过「病人平台」取览自己
的部份健康纪录，从而更了解自己的身

体状况



 

 
 
 
 
 

政府将继续探索并善用互通系统的潜力，使香港的
医疗服务更趋完善

愿景和挑战
有关互通系统的未来发展，陈教授表
示政府将会继续探索系统的潜力并加
以善用，以助本港的医疗服务更趋完
善。

「随着各区地区康健中心和不同公私
营协作及医社合作项目的推出，我们
预计互通系统的应用会更广泛，并为
医护服务带来更大的协同效应，让市
民受惠更多。 」

陈教授总结说：「互通系统过去三年
的进展与成果，实在有赖市民和多方
持份者的支持和参与。在互通系统向
前推进的同时，我们预期社会的期望
将会更高，特别在医护提供者的参
与、更多健康纪录的上载等方面，都
需要持续发展和力臻完善。未来数年
我们将面对不同挑战，我们将会继续
努力，善用互通系统这个全港性平
台，与各界持份者携手合作，为市民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趣味小测试 — 玩游戏、赢奖品

支援连贯及全面的护理

每个人的医护需要会随着人生不同阶段而变化。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互通系统），
为病人保存完整的健康纪录，并可于香港公私营医护机构之间互通，以助其持续获得连
贯及全面的医护服务。

互通系统突破百万市民登记：
新里程 新视野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互通系统三周
年分享

按职能设定取览扩展至社区执业
的辅助医护专业人员
更多社区执业的医护专业人员将可
取览电子健康纪录

为中医药资料互通作好准备
互通中医药资料预备工作

简化登记程序 方便病人参加互通
系统
病人登记新措施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活动

蔡启明医生
 医院管理局（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服务转型）

食物及卫生局（食卫局）顾问医生（公私营协
作）

张毅翔医生
医管局资讯科技及医疗信息主管 
食卫局顾问医生（电子病历）

早于 2016年 3月互通系统启用之先，张医生和蔡医生已
积极参与香港电子健康纪录的发展。从过往到今天，他
们体会到电子健康纪录的互通如何对医护服务带来正面
作用和转变。他们相信随着电子健康纪录持续发展，及
第二阶段互通系统计划推出，未来的效益将会更加显
著。

张医生同时为食卫局顾问，负责领导医管局的电子健康
纪录团队，担当互通系统的技术机构。他表示：「成功
启用互通系统已经是一项成就。我们很高兴看到系统运
作顺利，并受社会各界欢迎，亦很荣幸能获颁多个本地
和全球资讯及通讯科技界奖项。」

加入互通系统全属自愿性质，参加人数却于系统推出后
不到一年已超逾 40万。张医生回忆：「我们当时没料
到反应会如此热烈。各界积极参与是对我们多年来的努
力给予相当的肯定。」

蔡医生亦同时兼任食卫局顾问，负责领导医管局的临床
公私营协作计划，他同意说：「医管局约于 15年前开
始互通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以此系统为蓝本，开发
成为一个以病人为中心的平台，并具潜力为香港整体人
口提供服务；很高兴我们的工作能帮助病人，为医疗体
系带来转变。」



  

 

 

 

 

 

 

 
 

 

建立终身纪录 加强协作
秉承「病历跟病人走」的概念，互通系统可让
病人建立终身和全面的电子健康纪录，涵盖每
个人于不同时段的健康资料和病历纪录。

张医生和蔡医生均指出，人生不同阶段会有不
同的医护需求，若具备一份终身的电子健康纪
录供不同医护专业人员取览，有助提供连贯和
全面的医护服务。两位医生深信，随着人口老
化及社会对医社合作模式所提供的综合医护更
着重之际，这点尤为重要。

引用长者为例，他们指出长者通常需要由多个
医护团队为其提供不同的护理和服务，例如专
科医生、安老院舍和其他非政府机构。互通系
统提供一个平台互通不同种类的电子健康纪
录，以连系这些服务，加强服务之间的协调。

互通系统可让每个人建立终身和全面的电子
健康纪录

他们续称，随着地区康健中心计划于今年稍后推出，地区层面的医护提供者将透过互通系统
有更紧密合作。地区康健中心计划旨在协同地区多个范畴的医护提供者，为公众提供综合基
层医疗服务，而相关的病人资料将由互通系统连合起来。

蔡医生补充，最理想是从出生开始建立健康纪录。「香港大部份的新生婴儿都会参加卫生署
的香港儿童免疫接种计划，如父母同时为其婴儿登记参加互通系统，他们的健康纪录便可以
从出生开始并随着他们成长一直建立。通过这方式，未来一大部份人口将拥有终身全面的健
康纪录。」他盼望。

提升病人自主
互通系统以病人为本，蔡医生说病人在拣选医护提供者
时，现在可有更多选择和弹性，因为病人知道有关的健
康资料已储存于互通系统内，而照顾他们的医护专业人
员亦可方便地取览这些资料。

不仅如此，第二阶段互通系统计划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开
发「病人平台」，随着「病人平台」推出，将有效提升
病人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

张医生解释：「『病人平台』的潜力是多方面的，例如
用家可利用手机等流动设备，阅览在互通系统内部份属
于自己的资料，并自行输入如血压读数等简单数据，其
家人和照顾者也可协助监察他们的健康状况。」

他阐述：「届时资讯交流不再局限于医护专业人员之
间，病人可利用『病人平台』加强与医护提供者的沟
通。」 随着「病人平台」推出，将有效提

升病人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

受益于公私营协作
目前医管局和卫生署共推出 14项公私营协作计划，涵盖临床服务、医疗检查，以及慢性疾病
和长期护理。在公私营协作计划中，互通系统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让公私营医护界可互通
病人的健康纪录。

两位医生相信，若电子健康纪录不能互通，这些计划将难以顺畅实行。而随着更多公私营协
作计划推行，互通系统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

熟悉医疗协作计划的蔡医生认为，在众多项目中，普通科门诊公私营协作计划（门诊协作）
的成效非常鼓舞。

他说：「自门诊协作推出以来，至今超过 30 000名病人和 400名私家医生参加，每天上传至
互通系统的诊症资料达数百个。当中超过九成的病人现时仍参与计划，并继续接受所选私家
医生的服务，反映计划成功协助他们找到合适的个人家庭医生。」

「这符合政府加强基层医疗的政策，而更密切的医患关系亦有助提高医护质素。」



 

 

 

 

 
 
 
 

蔡医生透露，医管局将于今年年中推出青光眼公私营协作计划。青光眼是一种需要长期护理
的疾病，合资格的医管局病人会获邀参加计划。

迎接未来发展及挑战
随着互通系统日益普及，受欢迎程度日渐增加，如何满足及平衡各持份者不断提高的期望和
需要，是随之而来的一大挑战。面对挑战，蔡医生和张医生表示将继续聆听持份者的意见，
并参考过往和国际的经验。

互通系统第二阶段发展计划的另一主要工作是把中医药资料纳入互通范围内。张医生表示，
推行中医药资料互通的工作正逐步进行，他对前景感到乐观。他指出，政府提供予中医业界
使用的临床管理系统「中医医疗资讯系统连接部件」试用版，将于今年稍后推出。

对于「病人平台」，两位医生均寄予厚望。张
医生称，「病人平台」会分阶段开发和推出，
首阶段将率先于 2020年推出，提供一些切合父
母和慢性病人等目标使用者需要的基本功能。

至于互通放射性图像，张医生表示，他们在开
发系统技术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以容纳数量和
容量庞大的图像档案。「此外，由于此项目涉
及一些使用互通系统经验较浅的化验所，我们
将与其紧密合作，期望可于 2021年开始互通放
射性图像。」他补充。

虽然面对各种挑战，但两位医生一致强调，在
互通系统的发展过程中，确保系统安全性强、
私隐保障标准高，及操作简便等原则将贯彻始
终。

持份者的期望会随着互通系统渐受欢迎和日
益普及而不断提高，满足及平衡他们的需要

将成为一大挑战



 

 

 

 

 

 

 
  

  

  

  
 

 

   

 

 

 
 

 

  

按职能设定取览扩展至社区执业的辅助医护专业人员

由今年第三季起，在社区执业的 6组医护专业人员，将可取览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
（互通系统）内的电子健康纪录。他们的取览权限将按其职能设定，以保护资料私隐和
安全。

互通系统突破百万市民登记：
新里程 新视野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互通系统三周
年分享

支援连贯及全面的护理
医管局于互通系统三周年分享发展
经验

为中医药资料互通作好准备
互通中医药资料预备工作

简化登记程序 方便病人参加互通
系统
病人登记新措施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活动

趣味小测试 — 玩游戏、赢奖品

根据《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条例》（第 625章）， 13组医
护专业人员可取览病人于互通系统内的电子健康纪录。取览
权限将分阶段开放予各医护专业人员组别，其中医生、护士
（包括助产士）及牙医属互通系统推出初期，首阶段获取览
权的医护专业人员组别。

由 2017年 9月起， 6组于医院管理局、卫生署和私家医院执业
的医护专业人员，包括药剂师、医务化验师、职业治疗师、
视光师、放射技师和物理治疗师，亦可取览系统内的电子健
康纪录。截至今年 3月，这些医护专业人员开设的互通系统账
户已超过 4 400个。

随着按职能设定取览限制在上述医护机构顺利推行，互通系
统取览权将逐步开放予更多社区执业的医护专业人员。由今
年第 3季开始，属以上 6个组别之医护专业人员，若其工作的
社区医护机构，如私家诊所、安老院舍、放射中心和化验所
等已参加互通系统，便可于获取病人同意后取览其电子健康
纪录。

由今年第 3季开始， 6组于社区
执业的医护专业人员亦可取览

互通系统内的纪录

严谨限制以保护私隐及资料安全
保护病人私隐和资料安全一向是互通系统运作的首要
关注点。社区执业的辅助医护专业人员在取览互通系
统的电子健康纪录时，必须遵守按职能设定取览限制
和其他规管措施。

按职能设定取览限制是一个根据医护专业人员在机构
内的职能制定的私隐保护机制。在此机制下：

获授权的不同医护专业人员，在取览电子健康纪
录上有不同级别的权限；
按不同医护专业人员的职能及临床需要，预先设
定不同的取览权限；
医护专业人员须在「病人正接受其护理」及「有
需要知道」的原则下，取览病人的电子健康纪
录；及
所有取览活动会被记录，以作审核和检查。

互通系统的取览权限是根据有关机
制，按不同医护专业人员的职能和

临床需要而预先设定

社区执业的辅助医护专业人员要注意，如需取览病人的电子健康纪录，其工作的医护机构应
先取得病人的互通同意。为加强保护私隐，辅助医护专业人员如需取览受特殊限制的电子健
康纪录，需取得病人额外同意，系统并会在资料被取览时向病人发出额外通知。



 

 

 

 

   

   

  
 

    
 

 

 
 
 
 

社区执业的医护专业人员取览电子健康纪录的要求
参加互通系统是以医护机构为单位，具有效专业注册的医护专业人员，须向其工作的医护机
构申请互通系统取览权。

基本上，透过可连接互联网及兼容电子健康纪录的电脑便可使用互通系统。医护专业人员可
选择安装由政府开发、与互通系统兼容的的临床医疗管理软件 ─「临床医疗管理系统连接部
件」，或透过简便登入网上平台使用互通系统。

详情可参考： 
https://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provider/registration/how_to_register.html 
(医护提供者登记 ) 

https://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provider/registration/it_requirements.html 
(技术要求 ) 

https://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provider/cms_on_ramp/cms_on_ramp_in_p 
ractice.html 
(临床医疗管理系统连接部件 ) 

https://www.ehealth.gov.hk/sc/publicity_promotion/ehealth_news_17/allied_profession 
als.html 
(辅助医护专业人员分享 )

电子问卷调查 (只备英文版本 )
为协助社区执业的 6个辅助医护专业人员组别取览互通系统资料，我们现正进行电子问卷调
查以评估他们工作的机构是否有兴趣及具备有关技术加入互通系统。有兴趣的机构有机会获
邀请率先试用互通系统，及获提供相关技术支援。

https://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provider/registration/it_requirements.html
https://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provider/registration/how_to_register.html
https://www.ehealth.gov.hk/sc/healthcare_provider/cms_on_ramp/cms_on_ramp_in_practice.html
https://www.ehealth.gov.hk/sc/publicity_promotion/ehealth_news_17/allied_professionals.html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s7okWZAJnEqM_6pBFnkl3SH4-LyVzdpdHr7sXyJ4wtDrNQA/viewform


 

 

 

 
 

 

 

 

 

 

 
 

 

 
 
 
 

 

 

   

 

 

 
 

 

  趣味小测试 — 玩游戏、赢奖品

为中医药资料互通作好准备

互通系统突破百万市民登记：
新里程 新视野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互通系统三周
年分享

支援连贯及全面的护理
医管局于互通系统三周年分享发展
经验

按职能设定取览扩展至社区执业
的辅助医护专业人员
更多社区执业的医护专业人员将可
取览电子健康纪录

简化登记程序 方便病人参加互通
系统
病人登记新措施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活动

随着中医服务在本港日益普遍，中医药在香港医疗体系中所发挥的
角色愈加重要。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互通系统）第二阶段发展
的其中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将中医药资料纳入系统的可互通范围。
为了鼓励及推动中医业界电脑化及互通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发
展当中包括开发一套「中医医疗资讯系统连接部件」（ CMIS On-
ramp）。 CMIS On-ramp是一站式的中医临床管理系统，旨在为中
医业界提供一个低投资成本的选择，一如现时供西医使用的「临床
医疗管理系统连接部件」 (CMS On-ramp)，它不单可支援日常诊所
的行政和临床管理（包括求诊者登记和预约、中医诊症、处方和配
药等），更将同时配备与互通系统进行连接及互通的功能。

将中医药资料纳入互
通系统的可互通范围
是第二阶段发展的其

中一项主要工作

「中医医疗资讯系统连接部件」工作坊
为促进中医药资料互通及为中医业界采用电子健康纪录作好准
备，本地中医代表获邀参加于今年 1月及 2月份举行的四场「中
医医疗资讯系统连接部件」工作坊。工作坊除了简介中医药领
域于互通系统的发展外，其主要目的是向参与者介绍 CMIS 
On-ramp的初步设计及功能，以收集中医业界对系统的意见和
建议。是次工作坊共有超过 50位本地注册和表列中医出席，参
与者主要由电子健康纪录中医药纪录专案小组的中医学会代表
提议。

参与者于工作坊除了透过讲解及示范了解到 CMIS On-ramp的
设计原则、目的及功能外，还可利用大会提供的平板电脑及笔
记型电脑亲身体验 CMIS On-ramp的系统应用功能。在分享环
节中，参与者均踊跃地就有关系统设计及功能对诊所日常运作
的支援提供意见。

在完成体验后，每位参与者均获邀填写问卷提供有关意见，并表达他们对采用 CMIS On-
ramp的兴趣及参与预期于今年下半年推出之先导计划的意向。

总括而言，参与者普遍欢迎 CMIS On-ramp的发展，并表示有兴趣参与先导计划，同时对系
统的设计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观点和意见，这对于 CMIS On-ramp下一步的规划、设计、开发
和推广工作都有莫大的帮助。



 

   
 

 

 
 
 
 
 

电子健康纪录统筹处代表与参与者分享互通系统
的最新发展

医院管理局（医管局）代表简介中医药领域在互
通系统的发展

参与者利用平板电脑及笔记型电脑亲身体验
CMIS  On-ramp的功能

医管局代表就 CMIS  On-ramp的系统设计及功能 

与参与者交流



 

  

 

 

 
 
 
 
 
 
 
 
 
 

 

   

 

 

 

 

  趣味小测试 — 玩游戏、赢奖品

为中医药资料互通作好准备
互通中医药资料预备工作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活动

简化登记程序 方便病人参加互通系统

为持续改进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互通系统）的服务，新措施最近推出，以进一步便
利病人参加互通系统。

互通系统突破百万市民登记：
新里程 新视野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互通系统三周
年分享

支援连贯及全面的护理
医管局于互通系统三周年分享发展
经验

按职能设定取览扩展至社区执业
的辅助医护专业人员
更多社区执业的医护专业人员将可
取览电子健康纪录

于今年 3月推出的新措施，旨在简化病人登记流程和
提升用户体验。

使用新及现有香港智能身份证登记
为配合香港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互通系统经已更
新，新和现有智能身份证均可用作为病人登记参加互
通系统。

已参加互通系统的医护提供者为病人登记时，现在可
以在更新后的互通系统登记版面上轻易标示病人的智
能身份证版本。为方便前线人员参考，同时特别设计
了有关更新登记流程的宣传单张。

详情请参阅相关文章 ─「使用新香港智能身份证登记参加互通系统的相关措施」

互通系统已更新，病人无论使用新或
现有智能身份证也可登记参加系统

登记更轻易
保持简便易行的病人登记程序向来是互通系统运作的重要考虑，新
措施亦配合这方向发展，重新设计病人登记版面，务求令流程更简
化和直接。

在新设计下，登记人员只需在同一页面上进行几个点击，便可轻易
完成登记，即使是独立执业者或较小型的诊所，也能应付自如。为
进一步简化流程，输入通讯方式部分已作修改。登记人员仅需输入
病人选定通讯方式的相关资料，至于其他联络资料，则可按选择提
交。

为更方便医护提供者，当输入所需资料后，系统将显示清晰简洁的
说明和图示，指示登记人员下一个步骤，以便为持有香港智能身份
证或已提交网上申请的病人，进行登记或启动纪录。成功登记后，
系统会透过病人所选的通讯方式发送确认通知，而是否列印确认信
则可按需要选择。

https://www.ehealth.gov.hk/sc/publicity_promotion/ehealth_news_17/using_new_id_card.html


 

 

  

 
 
 
 
 

网上给予互通同意
继 2017年年底推出的全天候授权及授权号码以便病人管理互
通同意，病人现可于网上递交互通系统申请时，选择把互通
同意给予最多三间已参与互通系统的医护提供者 *。网页同时
内置搜索功能，方便病人搜寻和拣选相关医护提供者。有关
的互通同意将于病人下次前往医护提供者求诊并启动纪录时
生效。系统会通过病人选定的通讯方式，发送通知以确认所
给予的互通同意。 

*医院管理局（医管局）及卫生署除外。病人参与互通系统
后，即代表同时向医管局及卫生署给予互通同意。

有关新登记措施的详情及查询，请浏览互通系统网站，或致
电 3467 6230（医护提供者热线）或 3467 6300（病人热
线）与我们的职员联络。

病人现可在网上递交互通系
统申请时，选择把互通同意
给予最多三间已参与系统的

医护提供者

https://www.ehealth.gov.hk/sc/publicity_promotion/ehealth_news_14/greater_convenience.html


 

 

 

 

 

 
 
 

 

   

 

 

 

 
 

  趣味小测试 — 玩游戏、赢奖品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互通系统）连续第二年于本地主要健康博览会展出；及在过去
数月举行的持份者活动中作推广。

互通系统突破百万市民登记：
新里程 新视野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互通系统三周
年分享

支援连贯及全面的护理
医管局于互通系统三周年分享发展
经验

按职能设定取览扩展至社区执业
的辅助医护专业人员
更多社区执业的医护专业人员将可
取览电子健康纪录

为中医药资料互通作好准备
互通中医药资料预备工作

简化登记程序 方便病人参加互通
系统
病人登记新措施

乐龄科技博览暨高峰会 2018
承接 2017年的成功经验，互通系统再次于 2018年 11月 
22至 25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第二届乐龄科技
博览暨高峰会中展出。博览会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和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合办，并由香港科技园协办。

电子健康纪录统筹处（统筹处）联同卫生署于是次博
览会设置展览摊位，推广互通系统和卫生署推出的相
关长者计划 /服务，包括长者医疗券计划、疫苗资助计
划等。

摊位运用不同的多媒体和互动元素，如触碰式资讯屏
幕、电子书展示和 3D互动游戏等，向参观人士介绍互
通系统的内容和最新发展，及相关科技应用如何有助
公私营协作计划及基层医疗计划的推行。摊位成功吸
引广泛层面的人士参观。摊位同时设有登记站，即场
为市民登记加入互通系统；整个活动中约有 550名市民
登记参加系统。

摊位的多媒体展品和 3D互动游戏，吸
引广泛层面的人士参观

摊位设有登记站即场为市民登记参加
互通系统

医学会会长何仲平医生介绍该会「诊所管理
系统女娲版」的最新发展，并分享使用心得

香港医学会「诊所管理系统女娲版」
最新发布会
香港医学会（医学会）于 2018年 12月 11日在
其湾仔会址举行发布会，会长何仲平医生向参
与者介绍该会「诊所管理系统女娲版」的最新
发展，并分享使用心得。

医院管理局（医管局）代表应邀于会上介绍该
系统的特色，例如具备接驳至医管局普通科门
诊公私营协作计划系统的综合界面，及内置药
物过敏检查的功能等。



 

 

 

 

 

 

 
 
 
 
 

互通系统的网络安全及保护个人资料私隐研讨会
为提高互通系统使用者对网络安全和保护资料的意识，统筹处于今年 1月 24日在威尔斯亲王
医院举行研讨会；当中来自已参与互通系统的医护提供者共超过 220名资讯科技代表和行政
人员出席。

研讨会由食物及卫生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卫生 )钱卓康先生致开幕辞。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
科技罪案调查科侦缉高级督察李立民先生、医管局总系统经理 (资讯科技及电子健康纪绿互
通系统运维服务 )张淑英女士，及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高级个人资料主任陈香凝女士获邀
发表演说，题目涵盖网络安全、防止资料泄露、保护个人资料私隐，及使用互通系统和电子
病历系统的安全提示等。研讨会亦收集了出席人士对加强网络安全和保护私隐的意见，并解
答他们所关注的问题。

食物及卫生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卫生 )钱卓康 大会邀请了医管局、警务处及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
先生为研讨会致开幕辞 的嘉宾讲员，与出席者分享有关网络安全和保障个人

私隐等议题

互通系统最新发展简报会
有关简报会于今年 2月 13日在威尔斯亲王医院举行，对象为已参加了互通系统的医护提供
者。简报分为两部份，首先向与会者介绍简化病人登记流程的新措施，接着预告互通系统取
览权将会扩展至社区执业的辅助医护专业人员的有关安排。当日共有超过 200名来自私营医
护提供者的代表出席简报会，包括账户管理员、前线登记人员和辅助医护专业人员。

简报会介绍病人登记流程的新简化措施，和互通系统取览权将扩展至社区执业的辅助医护专业人员
的安排

如欲了解更多，请参阅本期相关文章 –
「简化登记程序 方便病人参加互通系统」
「按职能设定取览扩展至社区执业的辅助医护专业人员」

https://www.ehealth.gov.hk/sc/publicity_promotion/ehealth_news_18/facilitate_participation.html
https://www.ehealth.gov.hk/sc/publicity_promotion/ehealth_news_18/extending_to_professionals.html


趣味小测试 — 玩游戏、赢奖品

猜猜对或错
动动脑筋，测试一下您对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互通系统）的认识。请判断下列每个句子
是「对」或「错」，并在适当的空格内填上「 ✔」。答对了便有机会赢取奖品乙份（送完即
止）。（提示：答案可在今期《医健通讯》内找到。）

2019年 3月为互通系统启用三周年。

六组在社区医护机构执业的医护专业人员，将于 2021年
起可取览互通系统内的电子健康纪录。

新香港智能身份证不能用于登记参加互通系统。

病人现在可于网上递交互通系统申请时，向最多三间医
护提供者给予互通同意。

 

 

   
 

  

 
 
 
 
 
 
 

 

   

 

 

 

 
 

 

对 错

互通系统突破百万市民登记：
新里程 新视野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互通系统三周
年分享

支援连贯及全面的护理
医管局于互通系统三周年分享发展
经验

按职能设定取览扩展至社区执业
的辅助医护专业人员
更多社区执业的医护专业人员将可
取览电子健康纪录

为中医药资料互通作好准备
互通中医药资料预备工作

简化登记程序 方便病人参加互通
系统
病人登记新措施

互通系统最新资讯
互通系统最新活动

开发中医医疗资讯系统连接部件，可协助中医业界采用
电子健康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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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5月 24日。

正确答案将于截止日期（ 2019年 5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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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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檢查程式發現此文件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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