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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健通互通放射图像  惠及普罗大众
互通放射图像有助医护提供者提供更有效率
和优质的医护服务

医健通手机程式新增功能 
便利健康管理及取阅新冠疫苗接种
纪录
手机程式全新功能让健康管理尽在指尖之间

善用医健通eHealth手机程式管理健康
不断优化手机程式的功能令更多市民受惠

医健通最新资讯  
医健通近期的公众参与及宣传推广活动

趣味小测试
玩游戏、赢奖品

私家医院于医健通互通放射图像
携手提供更优质的医护服务

公私营医护机构已于2021年起分阶段互通放
射图像

医健通 及医护界采用「智方便 」平台
以数码身份认证方式为全港市民提供
更佳医疗服务

利用「智方便」平台轻松核实用户身份

订阅《医健通讯》

下载昔日
《医健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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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医健通eHealth手机程式管理健康
连玮翘先生及彭鸿昌先生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干事

医健通 eHealth手机程式在公众对自我管理健康和预防疾病的角色，未来将会越来越重要，为了提升用家的使用
体验，以及提高手机程式的使用和普及率，开发团队不断听取各界持份者的意见，令手机程式能够更切合用家需
要，最终令更多市民受惠。

医健通eHealth手机程式（手机程式）由设计到面世，开
发团队会见了不同持分者，务求能采纳不同意见，顾及到
用家层面的各种需要。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两名分别负责
长者事务和关注病人权益的社区组织干事──连玮翘先
生和彭鸿昌先生，是当中的受访对象，他们异口同声称赞
手机程式有助用家更有效率地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状
况，也感谢开发团队采纳了不少病人组织提出的意见。

「医健通eHealth」手机程式有助用家更有
效率地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状况



电子健康纪录综合在手

连先生表示，长期以来，对于记性较弱、身体状况不佳或乏人于身边照顾的长者
来说，每逢接受治疗或覆诊后，往后管理自己的健康时常常遇到不少困难，例如
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整理相关的纸本诊治纪录，以及好好保管等，但当有了手机程
式，不单可以在同一电子平台更方便地查阅相关的到诊及预约、药物及疫苗接种
等纪录，时刻提醒自己按时服药，更加能够帮助社区的医护人员及照顾者如药剂
师和社工，更清晰地了解长者的健康状况，不再像以往只能依靠长者口述或零碎
不齐的资料或治疗纪录来作出评估。

彭先生称，病人对于手机程式的接受程度不俗，普遍认为它有助自我管理健康，
例如统一的格式及设计，让用家查看自己的电子健康纪录时一目了然，非常方
便。他本人更表示十分欣赏团队于开发手机程式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他说：
「是次手机程式的开发团队在开发阶段已经一直与不同病人组织代表沟通，
手机程式推出后更多次举办简介会，介绍手机程式的功能并听取了病人的用
后感，接纳了病人层面的意见，不断优化手机程式的功能，改善版面设计和操
作介面，令手机程式能够更切合用家需要，做到「用者为本」，所以病人更愿意
善用手机程式来管理健康。」

继续完善功能达致手机程式更普及

连先生和彭先生表示，他们与开发团队会面时提议于手机程式加入更多在互通
范围内的电子健康纪录，包括诊断或化验报告结果等，方便病人查看及管理病
历资料。他们亦建议手机程式推出更多有助自我管理健康的新功能，例如增设
通知，提示用家于健康指数如血压及血糖超出正常水平时主动向医生寻求协助
。此外，如果能够鼓励更多私家医生参与互通，让公私营医疗机构建立联系及
整合服务，例如于手机程式增设功能方便预约医护服务，将可提高手机程式的
使用和普及率，令更多病人受惠。然而他们也理解现阶段于技术上的限制及需
要多方面的配合，期望将来不同的持份者可一起进一步探讨手机程式新功能的
可行性，携手促进市民的健康。

连先生补充，智能手机对新一代来说是日常生活常常应用到的，但对于长者，
他们需重新学习有关使用技巧，因此长者使用手机程式的比率相对较低，实在
需要政府及各界更多推广、支援和配合，建议举办更多手机程式简介会，例如
于地区康健中心及社区中心，教导长者使用手机程式各项功能，在地区层面加
强宣传；更期待公私营医疗服务机构继续不断加强协作及互通纪录，使手机程
式更受市民欢迎。

最后，彭先生指出，手机程式的未来发展与政府早前公布制订未来的基层医疗健
康蓝图息息相关。他称，未来的医疗体系发展更着重于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服
务模式，以期提升公众对自我管理健康和预防疾病的意识，推广自我监察健康的
概念，他预期手机程式的角色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基层医疗以及连系医疗
机构与社会大众不可或缺的部份。

不断优化的手机程式功能，
改善版面设计和操作介面，令手机程式能够更

切合用家需要，做到「用者为本」

手機程式的角色將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成為基層醫療以及連繫醫療機構與社

會大眾不可或缺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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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医院于医健通互通放射图像
携手提供更优质的医护服务

郑培伟医生
圣德肋撒医院扫描部放射科主任医生

医健通互通放射图像后，更有助推动公立医院的病人前往私家医院接受放射检查，然后再回公立医院继续覆诊治
疗，这意味把病人分流至私营界别接受放射诊断服务，改善资源运用，减省了病人轮候公立服务的时间。

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医健通）第二阶段发展计划下，
互通资料范围逐步扩展，最新是2021年3月起已由医院管
理局（医管局）联网辖下的公立医院率先互通放射图像，
而私家医院和个别私营医护机构亦于2021年中起分阶段
互通放射图像。圣德肋撒医院是首间于医健通内互通放
射图像的私家医院，扫描部放射科主任郑培伟医生坦言，
院方早于数年前已经开始采用数码放射图像，2016年年
底更全面实行，因此要在医健通开始互通放射图像，院方
在整个配套及技术上已经有充分的准备，至今运作亦非常
顺利。

医院管理局已率先互通放射图像，而圣德肋
撒医院是首间于医健通内互通放射图像的

私家医院



放射图像数码化好处甚多

郑医生非常认同院方先行一步采用数码化放射图像，他说：「以往应用X光片的
年代，我的办公室都堆满一叠叠的X光片，储存空间及保存难度相对大。采用数
码图像的好处就是方便快捷、效率高、更安全、医护人员不用四围奔走向病人、
有关部门或其他医护机构索取病人的X光片，数码图像全由电脑系统自动处理、
传送、运用和储存，可减少人为失误，例如找错底片、入错袋、送错病房等，所以，
除了惠及放射部和前线医护人员，更重要是提升病人安全。现时我已经很少机会
使用专门阅览X光片的灯箱了。」

郑医生指出放射图像数码化的另一好处，是可以协助医生更准确了解病人的情
况。他称：「本身已经是『一图胜千言』，一张放射图像比一般病情描述来得更
准确，而当放射图像数码化后，我便能够更方便准确地放大影像以详细比较病
人过往和最新的放射图像，充分了解其病情变化及患处的细节，病人自然对我
的诊断有更大信心。」

他表示，放射图像数码化互通后，更多病人前住私家医院进行放射检查。他解
释：「情况很简单易明，由于我们与医管局已可以互通放射图像，公立医院的病
人可以前来我们这边接受放射检查或诊断，然后可以再返回公立医院继续其他
跟进治疗，公立医院的医生能查阅我们上载至医健通的放射图像，不需要病人
再把图像及报告带回，省时方便，这样的公私营协作确有助把部份病人分流至
私家医院或私营化验所，无形中能减省了轮候公立医院服务的时间。对公私营
医院、病人、甚至乎整个医疗体系来说，自然是百利而无一害。」

投放资源改善电脑系统是互通的关键

医护机构参与医健通，大前题是增拨资源提升电脑系统，以至相应人手统一资
料及数据的格式和标准。郑医生承认放射图像数码化对伺服器及网络的要求很
高，尤其必须有足够的频宽来传送高解像度的数码放射图像，而院方当初投放
了不少资源把电脑系统及网路设备升级，令放射图像在传送时保持流畅。

他不讳言，没有私家医院及私营化验所会抗拒互通数码放射图像，它们的主要
关注不离两个因素：资源调配和私隐保障。他称：「资源调配的考虑点在于投
资及回报的取舍，包括提升电脑系统效能及兼容性以配合市场需要；而私隐保
障方面，我认为按现行机制下，在传送过程中采用加密技术，使资料不能轻易
外泄，能确保只有真正获授权的人士才能取阅相关资料。」

随着科技发展，郑医生有信心将来互通的放射图像，种类可以更多，而精细程度
会比现在的更高，对临床诊断及治疗成效具关键作用。他同时希望有更多医护机
构加入互通的行列，让更多医生可于医健通上查阅病人的放射图像，准确地评估
病人情况，从而更适当地运用公私营界别的资源，提升医疗效率。

采用数码图像的好处就是方便快捷、
效率高、更安全、医护人员不用四围奔
走向病人、有关部门或其他医护机构索

取病人的X光片

以现行机制下，在传送过程中采用加密
技术，使资料不能轻易外泄，能确保只
有真正获授权的人士才能取阅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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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健通及医护界采用「智方便」平台
以数码身份认证方式为全港市民提供更佳医疗服务

为确保病人可以安全查阅病历和医疗纪录，保障个人私隐，医护机构在提供医疗服务时往往需要进行身份认证核
实病人身份。自2021年6月起，所有香港居民可于网上登记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医健通）及使用「智方便」
核实身份，即时启动医健通户口。随着远程医疗服务在疫情期间日趋普及，对于医护机构而言，现在是时候研究
有关认证科技对提供更优质医疗服务、治疗方案和管理工作方面的助益。

什么是「智方便」？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资科办）于2020年12月推出「智方便」一站式个人化
数码服务平台，让香港居民利用个人流动电话，以单一数码身份登入及使用网上
服务。截至2021年11月中，「智方便」已有超过100万名登记用户及支援超过160
项网上服务，包括下载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纪录（电子针卡）、登入「医健
通eHealth」手机应用程式和「HA Go」流动应用程式等网上公共医疗服务。

「智方便」的主要功能

所有11岁或以上的香港身份证持有人均可免费登记成为「智方便」用户。「智方
便」户口有两个版本：「智方便」（自行网上登记）和「智方便＋」（需要往指定地
点亲身登记）。用户可于网上使用「智方便」的「身份认证」、「填表通」及「数码
签署」功能。

身份认证⸺用户可利用「智方便」核实身份，简单安全地登入和浏览各项政府
及商业网上服务。用户只要使用智能手机的生物认证功能，便无需为使用网上服
务的不同用户名称和密码而费神，令生活更方便。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资科办）
于2020年12月推出「智方便」

一站式个人化数码服务平台



 

    

「填表通」⸺用户可透过「填表通」储存个人资料（例如姓名、性别、联络电话、出生日期、住址和教育程度等），以作
自动填表之用，省却为不同的申请重覆填写相同资料的时间和精力。

数码签署⸺用户可以根据《电子交易条例》（香港法例第553章）使用「智方便＋」于电子文件或电子表格上进行数码签
署，以便在网上处理法律文件及程序。

公共医疗服务使用「智方便」的例子

「智方便」是一个可信赖的数码身份。自推出以来，各政府
部门已陆续接受用户采用「智方便」登记和使用各政府部门
网上服务。在公共医疗服务方面，用户可选用「智方便」于网
上登记医健通并同时核实身份，无需再亲身到医健通登记
站办理手续。即使用户身处香港以外地方，仍可随时随地完
成整个程序。成功登记后，医健通用户可即时查阅自己的纪
录（包括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纪录）。此外，医院管理
局的「HA Go」流动应用程式亦采用了「智方便」的身份认证
功能，让用户可启用程式内的网上功能，进行查询和处理诊
期等事宜。

医疗行业使用「智方便」的潜在用途例子

政府一直鼓励医护机构研究如何利用「智方便」来改善医疗系统，让病人在网上
使用医疗服务时，足不出户就可轻松提供个人资料，包括：

登入与医疗相关的纪录和服务⸺医护机构在提供网上服务时，可以利用「智
方便」来核实用户身份。医护机构在得到用户的同意后，便可以取得经核实的
香港身份证资料用作用户身份管理用途。凭着经核实的身份纪录，医护机构就
能确保查阅医疗纪录或接受医疗服务的是用户本人。

以数码方式签署医疗相关的文件⸺在某些情况下，医护机构在提供医疗服
务前，会要求用户于电子文件或表格上进行数码签署。用户只需利用智能手机
登入「智方便＋」，便可以轻易按规定进行数码签署。

「智方便」沙盒计划

资科办与数码港合作推行「智方便」沙盒计划（沙盒计划），向公私营机构提供
模拟和整合测试环境，参与机构可为其网上服务采用「智方便」进行概念验证，
并可利用沙盒计划所提供的「智方便」应用程式介面的纪录文件及技术细节，进
行相关的系统开发。

合资格的医护机构现在可以参加沙盒计划，了解一下「智方便」带来的新体验，以
打造业务计划及为其采用「智方便」的网上服务制订策略。有兴趣的机构可向数
码港申请并提交所需文件。详情请浏览沙盒计划的网站  

(https://iamsmart.cyberport.hk/)。

立即行动，展开医护「智方便」新一页！

「智方便」是一个可信赖的数码身份。自推出以来，各政府部门已陆
续接受用户采用「智方便」登记和使用各政府部门网上服务

政府一直鼓励医护机构研究如何利用
「智方便」来改善医疗系统

合資格的醫護機構
現在可以參加沙盒計劃

https://iamsmart.cyberport.hk/
https://iamsmart.cyberpo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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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健通互通放射图像  惠及普罗大众

放射图像已于2021年3月纳入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医健通）的可互通范围，获授权的医护专业人员可透过医
健通内的图像浏览器查阅有关图像。

医健通在第二阶段发展计划下，其中
一个主要工作包括扩大可互通资料范
围及开发互通放射图像的技术。现时，
医院管理局及圣德肋撒医院已经成功
透过医健通互通放射图像，而圣德肋
撒医院是首间于医健通互通放射图像
的私家医院，预计未来数年，将有最少
30间私营医护机构陆续于医健通平台
互通放射图像。

预计未来数年，将有最少30间私营医护机构陆
续于医健通平台互通放射图像

可互通放射图像的种类

可互通的放射图像可分为三类：应用简单、先进和融合诊断
放射技术产生的图像。简单诊断放射技术泛指X光检查、X
光特别透视检查、超声波检查、乳房造影检查和核子医学
检查等采用传统诊断放射技术的检查；而先进诊断放射技
术泛指采用先进放射技术如电脑扫描和磁力共振等检查，
每次检查均可产生近千张放射图像；融合诊断放射技术则
泛指正电子及电脑双融和正电子磁力共振扫描等糅合传统
与先进放射技术的检查。

可互通的放射图像可分为三类：应用简单、
先进和融合诊断放射技术产生的图像



互通放射让各方面获益

互通放射图像有助医护提供者提供更有效率和优质的医护服务，对病人和公私
营医护机构均带来好处。举例说，公立医院病人被转介至私营化验中心接受放射
检查后，其放射图像及报告可在医健通互通，往后病人到公立医院覆诊时，即使
没有携带实体片，医生亦可即时在医健通取览病人的放射图像，以助其诊断和考
虑治疗方案。此外，如果病人之前曾接受过放射检查，医生透过医健通便可更便
捷地比较其过往及最新的放射图像，继而分辨图像上的变化，例如是否有新增
的肿瘤，协助其解读病人的健康状况作跟进。

总括来说，互通放射图像可提供更方便和全面的医疗纪录，减省重复或不必要
的放射检查，一方面能为病人节省费用，减少辐射照射量及造影剂量对病人的
影响；另一方面不仅有助医护提供者提供更准确的诊断和治疗，也可减轻医护人
员的工作，腾出时间和空间照顾其他有需要的病人，为相关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
素带来裨益。 互通放射图像有助医护提供者提供更有

效率和优质的医护服务，对病人和公私
营医护机构均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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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健通手机程式新增功能
便利健康管理及取阅新冠疫苗接种纪录

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医健通）的「医健通eHeal th」手机程式最近推出全新功能，让健康管理，尽在指
尖之间。

于今年1月，医健通推出了「医健通
eHealth」手机程式，初始功能包括让
用家查阅其疫苗接种纪录、诊症预约
资料、敏感及药物纪录、医疗券使用
配额等。在7月底增设了「健康管理」功
能予用家自行记录血压、血糖指数和
心跳，随后更加入了储存新冠疫苗接
种纪录二维码的功能，方便用家随时
随地展示。

「医健通eHealth」手机程式在7月底增设了「健康管理」功能
予用家自行记录血压、血糖指数和心跳



血压血糖日记在手  管理健康好轻松

「健康管理」功能十分简单易用，用家只需以几个步骤记录每日的血压、血糖指数和心跳，就可方便日后查阅纪录及趋
势，以监察身体状况变化。手机程式同时设有提醒功能，提醒用家定时量度健康指数。用家更可把所记录的数据下载和
分享，或整合为个人健康报告予医护人员和至亲阅览和参考，有助节省诊症时间之余，又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更轻松地管
理健康。想知道详细功能及操作？请观看手机程式主题网页上的短片介绍。

手机程式同时设有提醒功能，提醒用家定时量度健康指数

疫苗纪录二维码随身  出入更随心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市民在日常生活或出入境时，经常需要出示新冠疫苗接种纪录，以进入本地不同的处所或遵守当地
的防疫及检疫措施。为方便用家，手机程式亦新增功能，只要点选「疫苗纪录」下的二维码标志，把接种纪录和二维码储
存至手机程式的主页，往后毋须上网和登入也可快捷方便地一键出示二维码。有关功能亦同样适用于家人的接种纪录。此
外，为配合市民所需，最近还新增了列印功能，让用家可以轻松列印纸本纪录。有关疫苗纪录的功能，可观看手机程式主
题网页上的短片介绍。

想了解更多手机程式新功能？请浏览医健通手机程式主题网页。

只要点选「疫苗纪录」下的二维码标志，把接种纪录和二维码储存至手机
程式的主页，往后毋须上网和登入也可快捷方便地一键出示二维码

https://www.portal.ehealth.gov.hk/app/health-management
https://www.portal.ehealth.gov.hk/app/clinical-vaccine
https://www.portal.ehealt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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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健通最新资讯

电子健康纪录统筹处（统筹处）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及推广活动，让大众及不同界别的持份者紧贴电子健康纪
录互通系统（医健通）的最新发展，加深他们对医健通的了解。

宣传医健通eHealth手机程式

为更广泛地推广于2 0 2 1年第一季推出的「医健通
eHealth」手机程式（手机程式），统筹处透过不同的宣
传渠道，鼓励所有年龄阶层的市民登记医健通及下载手机
程式，体验管理健康新模式：

电视宣传短片及电台宣传声带：于2021年3月21日起在多
个电视及电台频道播放，以有趣可爱的动画介绍如何利用
手机程式随时随地管理健康。

公共交通工具：紧接着电视宣传短片在电视频道播放，港
铁车厢电视亦在2021年4月至6月期间播放上述短片，乘
客可不时在港铁车厢内的横幅广告位置和电视，以及巴士
车身看到手机程式的推广，在旅程中亦能随时接收医健通
的讯息。

网上平台：利用数码推广工具及社交媒体平台，可以接触
更多年青一代，统筹处于2021年7月至10月期间，便透过
YouTube、Google搜寻器和Google展示网络，于一些与
健康生活资讯相关的网站推广医健通，互联网用户可借
此方便快捷地连结到有关医健通的网站，以了解更多参与
医健通的详情、进行网上登记及下载手机程式。此外，统
筹处亦于 Facebook专页定期传递有关医健通及健康的
资讯，并于今年7月起于 Instagram专页同步发放帖子。

https://www.ehealth.gov.hk/sc/whats-new/videos.html#nav-family
https://www.ehealth.gov.hk/sc/whats-new/videos.html#nav-family
https://www.facebook.com/%E9%86%AB%E5%81%A5%E9%80%9A-Electronic-Health-Record-Sharing-System-107389701011880
https://www.instagram.com/electronic_health_record/


报纸：统筹处亦不忘透过传统的媒介宣传医健通，于2021
年10月及11月在成报及am730刊登文章，介绍如何透过政
府的「智方便」平台下的「身份认证」及「填表通」功能，轻
松地于网上完成整个医健通登记及核实身份的程序，以及
成功开立帐户后更可以立即下载手机程式，体验各项日常
生活中常用的实用功能。

最新宣传海报及单张

新冠疫苗接种纪录二维码：单张于新冠疫苗接种地点派发，向接种市民讲解如何透过手机程式随时随地查阅及出示新冠
疫苗接种纪录二维码，详细内容可参阅《医健通手机程式新增功能便利健康管理及取阅新冠疫苗接种纪录》一文。

经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参加医健通：单张于社区疫苗中心派发，向家长简介如何透过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为16岁以下子女
参加医健通及在手机程式上查阅其新冠疫苗接种纪录。

互通放射图像：海报介绍公私营医护机构已于2021年3月起分阶段互通放射图像及其好处，详细内容可参阅《医健通互
通放射图像 惠及普罗大众》一文。

手机程式「健康管理」功能：海报及单张介绍手机程式新增设的「健康管理」功能，包括添加血压、血糖和心跳纪录、查
阅详细纪录和趋势、预设量度时间提醒，以及下载和分享报告，详细内容可参阅《医健通手机程式新增功能便利健康管
理及取阅新冠疫苗接种纪录》一文。

https://www.ha.org.hk/haho/ho/pad/211012ssp.pdf
https://www.am730.com.hk/column/%E5%81%A5%E5%BA%B7/%E9%86%AB%E5%81%A5%E9%80%9A%E4%B8%8B%E8%BC%89%E7%96%AB%E8%8B%97%E6%8E%A5%E7%A8%AE%E7%B4%80%E9%8C%84-%E9%9A%A8%E8%BA%AB%E6%94%9C%E5%B8%B6%E6%96%B9%E4%BE%BF%E5%87%BA%E8%A1%8C-293508
https://www.ehealth.gov.hk/filemanager/content/pdf/common/leaflet-vaccination-record-qr-code.pdf
https://www.ehealth.gov.hk/filemanager/content/pdf/common/eHealth-covid-19-adolescents-leaflet.pdf
https://www.ehealth.gov.hk/filemanager/content/pdf/common/radiology-image-sharing-poster.pdf
https://www.ehealth.gov.hk/filemanager/content/pdf/common/health-management-poster.pdf
https://www.ehealth.gov.hk/filemanager/content/pdf/common/health-management-leaflet.pdf


社区巡回展览

为了进一步在社区推广医健通，统筹处
于2021年4月21日至25日期间，于荃湾
愉景新城举行了另一场社区巡回展览。
展览现场除了设有展板和短片播放，亦
设有互动游戏，市民可透过多媒体内容
了解更多关于医健通的最新资讯。不少
市民亦把握机会，即场登记参加医健
通，并获得精美纪念品。展览期间共有
约470名市民登记加入医健通。

医健通网站推出聊天机器人服务

医健通网站由2021年7月底起，推出名为「健仔」的聊天机器人服务，一般市民、
医护专业人员和医护机构代表可使用英文、繁体或简体中文与「健仔」聊天，「健
仔」能够回答一般的查询，例如登记医健通的方法及可互通资料的范围等，省时
又方便。

手机程式网上分享会

为不断改良及完善手机程式的功能及介面设计，统筹处于2021年1月、3月及8
月举办了网上分享会，介绍手机程式新功能，例如记录血压血糖指数的「健康
管理」功能、查阅新冠疫苗接种纪录及出示疫苗二维码等，并邀请病人组织代
表以用家角度分享对手机程式的用后感，收集他们对手机程式的操作、介面和
功能上等多方面的宝贵意见。

手机程式问卷调查

统筹处委托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于2021年10月至12月期间进行问卷调查，希望借此了解公众对手机
程式各方面的意见，以优化程式及提升服务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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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小测试
选出正确答案
齐来测试一下对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医健通）最新发展的认识吧！请在下列各题中选出正确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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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哪项不是互通放射图像的好处？ 

█ 数码图像全由电脑系统自动处理、传送、运用
和储存，可减少人为失误 

█ 医护人员不用四处奔走向病人、有关部门或其
他医护机构索取病人的 X光片 

█ 方便医生准确地放大影像以详细比较病人过
往和最新的放射图像 

█ 放射图像数码化对伺服器及网络的要求很高

以下哪项不是「智方便」支援的
网上服务？ 

█ 登记医健通并同时核实身份，即时启动医健通
户口 

█ 下载新冠疫苗接种纪录（电子针卡） 

█ 登记申请开设医护专业人员的医健通帐户 

█ 登入医健通 eHealth手机应用程式

以下哪项不是医健通eH ealth
手机程式最新推出的功能？ 

█ 查阅部分的电子健康纪录 

█ 一键出示新冠疫苗接种纪录二维码，毋须上网
和登入 

█ 列印纸本新冠疫苗接种纪录 

█ 记录血压、血糖指数和心跳

医健通最近有什么宣传活动？ 

█ 在多个频道播放政府电视宣传短片及电台宣传
声带 

█ 于港铁车厢内及巴士车身上向乘客推广 

█ 透过网站及社交媒体平台接触更多年青一代 

█ 以上皆是

 

 

 

 

 

 

 

 

 

 

 

 

 

 

 

 



参加办法
  方法 1：  请填妥答案和以下表格，然后按「递交答案及资料」。
  方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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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月 28日。

正确答案将于截止日期（ 2022年 1月 28日）后刊登于医健通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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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递交答案及资料

通讯地址

电话 电邮

mailto:enquiry@ehealth.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