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通系統與「全人醫治」

「利用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共享醫療紀錄，有助我們以更具成本效益的

方式，提供全面和優質的醫護服務。」

香港浸信會醫院（浸會醫院）

行政總監

余惠賢醫生

余醫生表示：「互通系統使醫護服務

更趨開放透明，令翻查病人的病歷，

例如一些化驗結果等更為方便，無疑

為減輕我們的行政和文書工作帶來即

時效益。」

「病歷共享有助控制成本，這對私家

醫院來說尤為重要，因為成本直接影

響到我們服務的收費水平。」

「病人方面，他們可避免接受重複檢

驗，同時由於病人資料的準確性和可

靠性有更大保證，醫護服務質素亦因

而提升。」

互通系統有助翻查病人的病歷，減輕醫院的行政

和文書工作

浸會醫院逐步應用互通系統，截 至

今年9月上載資料數量多達62 000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和社區醫療

目前，全香港12間私家醫院已全數參與互通系統，

浸會醫院是其中一間。余醫生稱，浸會醫院在互通

系統的應用上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

他說：「現時我們上載到系統的資料分別有病人個

人資料、化驗及放射報告；而截至今年9月，已上載

資料的數量多達62 000。我們下一個目標，是要上

載敏感及藥物不良反應資料。」

除醫院本身外，病人對互通系統的反應亦很正面。

據余醫生稱，約有3 500名病人已在該院登記參加互

通系統。

事實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對浸會醫院來說並不陌

生。該醫院先後參加了多項公私營協作計劃，例如

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推出的普通科門診公私營

協作計劃、共析計劃和腸道檢查公私營協作計劃。



 
 

這些計劃均利用互通系統作資料共享平台，以便醫

管局和私家醫護機構之間傳送與協作計劃相關重要

的病人資料。

余醫生說：「由前身的病歷互聯計劃平台，到現在的互通系統，這些資料互通平台均非常實

用，我們對其用法亦已相當熟悉。」

浸會醫院是首間參加共析計劃，亦是迄今唯一一間參加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的私家醫

院。兩項計劃的服務分別由浸會醫院「啟德社區健康中心」的腎科中心和社區診所提供。

余醫生表示，以互通電子健康紀錄為基礎的公私營協作計劃，可供病人選擇以較優惠價錢接

受私營醫護機構的優質服務。

他強調：「這符合我們在社區實踐『全人醫治』的使命。我們參加公私營協作計劃並不是要

賺取利潤，而是回饋社區，同時為完善社區醫療服務出一分力。電子健康紀錄互通在這方面

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助我們為社區內有需要的病人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服務，不僅照顧他們的

身體，還關顧其他方面，包括社交和心理健康。」

一直以來，浸會醫院都積極提供社區醫護服務，除開設「啟德社區健康中心」外，亦聯同另

一參與互通系統的醫護機構──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成立「浸信會全人家居護理中心」，

為出院後仍需要專業家庭護理服務的病人提供一站式服務。

互通電子健康紀錄的經驗

關於浸會醫院的數碼化歷程，余醫生表示，醫院在這方面發展迅速。他說： 「十多年前，

我們投放了大量資源設立醫院管理系統，現採用的系統在美國、澳洲和中國內地也獲得廣泛

使用。」

「現時所有駐院醫生均使用這系統，唯一的挑戰是其他非駐院醫生並不熟悉我們的系統。我

們需要抽取有用的資料，並轉換為PDF可攜式文件格式，然後電郵至有關醫生。」

余醫生補充，醫院正探討建立網絡平台的可能性，讓非駐院醫生能直接提取資料。

中醫是浸會醫院多元化醫護服務其中一環，余醫生表示，醫院計劃購置一套通用的中醫臨床

管理系統，供其中醫診所使用。

他相信數碼化有助推動中藥名稱及其他中醫臨床程序的標準化。

對互通系統發展的期望

談及互通系統一些新發展，余醫生認為容許更多

醫護專業人員取覽系統內的資料，只要有關權限

控制得宜，將對這些醫護專業人員在提供醫護服

務時，特別是處方藥物上會有幫助。

他說：「我們需要取得病人信任，相信自己的電

子病歷不會被不當取覽。取覽必須在「有需要知

道」的原則進行，且僅限於與該醫護專業人員服

務有關的資料。」

對於互通系統的未來發展，余醫生對共享放射圖

像表示歡迎。他說：「其實病人和醫生早已期待

互通放射圖像，我們亦不時收到一些病人查詢，

他們以為互通系統現已可取覽影像紀錄。」

長遠來說，余醫生建議開發更多通用的適配組件

供私家醫院使用，以促進私家醫院在互通系統平

台上共享資料。他說：「由於私家醫院使用不同

的系統和組件，所以上傳資料到互通系統的步伐

不一。假如我們一致使用互通系統的適配組件，

將有助節省成本和行政工作，同時確保與互通系

統的兼容性。」

容許更多醫護專業人員存取互通系統

內的資料，有助他們提供醫護服務



互通系統有助促進醫社合作

東華三院在香港一直大力支持醫社合作，在提供和發展其社區服務的過程中，電子健康

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發揮著正面作用。

東華三院

資訊科技總主任

劉延禧先生

東華三院
 服務發展主任（安老服務 II）

 溫俊祈女士

東華三院十分支持醫社合作

作為全港最大慈善機構之一，東華三院因應本

地家庭、兒童、青少年、長者及殘疾人士的需

要，為他們提供多元化社區服務。

東華三院資訊科技總主任劉延禧先生表示：

「管理層十分支持互通系統。為加強各服務之

間的協同效益，我們有70多個服務單位現已使

用互通系統。」

這些服務單位涵蓋診所、安老院舍及日間護理

中心、家居照顧及社區支援服務中心、職業復

康中心和專門輔導服務中心。有關的單位由已

登記成為互通系統醫護提供者的東華三院直接

營運。至於東華三院的另外五間醫院則隸屬於

同樣是互通系統醫護提供者的醫院管理局（醫

管局）。

劉先生稱，東華三院認同電子健康紀錄互通有助其服務發展。

以醫療服務為例，劉先生說：「為實踐病人為本的理念，我們需要透過整合不同醫護機構的

電子健康紀錄，為醫護人員提供更全面資料，從而確保病人得到適切治療。」

互通系統與社區服務結合

除醫療服務外，東華三院在安老服務、復康服務，及

青少年與家庭服務三大範疇內，均廣泛應用互通系

統。

東華三院服務發展主任（安老服務 II）溫俊祈女士表

示，互通系統與社區服務的結合非常重要，這有助他

們因應病人的實際醫護需要，制定全面和個人化的護

理計劃。這對長者尤其重要。

她說：「步入老年是個漫長的過程，期間長者的身體

狀況會有很多變化。我們需要準確掌握他們的病歷和

用藥紀錄等資料，以便為他們制定合適的護理計劃和

支援服務。」



互通系統有助醫護人員根

據長者的健康需要，制定

全面和個人化的護理計劃

東華三院同時加入了「智友醫社同行計劃」及「長者社區

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等由政府推出的長者服務計劃。前

者透過政府、醫管局和非政府組織的醫社合作模式，為患

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提供社區支援服務。後者旨在為長者

提供更多社區護理服務的選擇。在這些項目中，互通系統

平台發揮作用，讓參與的服務中心可獲得有關長者的醫療

紀錄，以助提供服務。

溫小姐補充：「另一個應用互通系統的例子，是我們提供

的戒煙輔導服務。醫護人員可以參考服務對象在互通系統

內的用藥紀錄，從而處方適當藥物，協助他們戒煙。」

此外，東華三院亦參加多項公私營協作計劃，包括醫管局的公私營協作放射診斷造影計劃、

共析計劃、病人自強計劃和腸道檢查公私營協作計劃，以及衞生署的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

這些項目均使用互通系統作為平台，以共享重要的病人資料。

劉先生說：「從這些經驗，我們了解到互通電子健康紀錄的重要性。我們毋需花上大量時間

傳送資料，而醫護人員亦可更清楚了解病人的健康狀況。」

他表示，東華三院的政策是每當有新服務單位成立，而所提供的服務又需要使用醫療紀錄

時，機構是會為該單位登記參加互通系統。而東華三院亦有計劃根據互通系統第二階段的發

展時間表，為其中醫服務單位，以及將來於廣華醫院設立的中醫病房登記加入系統。

互通系統的機遇與挑戰

互通系統最近正逐步開放，讓更多於醫管局、衞生署及

本地私家醫院執業的醫護專業人員類別，包括藥劑師、

物理治療師等，可取覽電子健康紀錄。劉先生表示非常

期待進一步擴展，令提供長者護理、復康及相關支援服

務的機構也能受惠於新措施。

對於互通系統於第二階段發展中醫藥資料互通，劉先生

表示支持，同時認為當中的挑戰在於如何透過臨床術語

及技術規範，將相關的工作流程標準化；以及如何確保

各醫護機構的系統有足夠兼容性，以配合互通系統的長

遠發展。

劉先生指出，隨著互通系統進一步發展，醫護專業人員

及病人對系統將寄予更高期望。

「資料的完整性、即時性及安全將更為重要，這涉及多方面的系統保安措施及數據質量管

理。」劉先生期望政府繼續致力這方面的工作，及向醫護機構提供相關協助。

將有更多東華三院個服務單位參

加互通系統

隨著互通系統進一步發展，醫護專業人員及病人對系統實現病歷互通之好處將寄予更高期望



 

病人參加互通系統更方便

最近推出的多項服務，令市民登記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和管理互通同意更為簡單方

便。

互通同意

  使用授權號碼管理互通同意

醫護機構必須先取得你的互通同意*，才能取覽你在互通系統內

的醫療紀錄。

為方便市民管理互通同意，由2017年12月起，每位成功登記系

統或啟動電子健康紀錄的市民，均會透過確認登記信及所選擇的

通訊方式 (短訊、電子郵件或郵遞)，收取一組八位數字的授權號

碼，用以：

給予醫護機構「一年」或「無限期」的互通同意；

延續「一年互通同意」有效期一年，或將之更改為「無限期

互通同意」；

將「無限期互通同意」更改為「一年互通同意」；或

撤銷互通同意

親身: 
你可於親臨醫護機構求診

時，經核實身份後，以授

權號碼，管理你和該機構

之間的互通同意。

電話: 
你可直接致電醫護機構，經

核實身份後，登記人員將按

你的意願，以授權號碼管理

你和該機構之間的互通同

意。 

24小時電話語音系統: 
你亦可致電病人熱線（3467 
6300），經核實身份後，以

授權號碼管理與各醫護機構之

互通同意。

透過授權號碼，當你下次致電醫護機構預約時，可同時預先給予對方互通同意，以授權對方

查閱你的電子健康紀錄，作應診前準備。



 致電互通系統病人熱線（3467 6300）之 24小時電話語音系統；或

到已登記互通系統的醫護機構求診時要求協助。

 

 

你將經由所選定的聯絡方法獲發新的授權號碼，舊號碼則隨之無效。

全天候授權

這項嶄新的服務以試行方式推出，讓病人可在同一地點，同時向一間或多間醫護機構給予互

通同意。新服務適用於以下地點：

電子健康紀錄申請及諮詢中心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或衞生署轄下的登記站

設於醫管局、衞生署及其他社區地點的流動登記站

你亦可致電互通系統病人熱線（3467 6300），透過24小時電話語音系統，向多間醫護機構

給予互通同意。

有關已登記互通系統的醫護機構名單，請參閱 
http://www.ehealth.gov.hk/tc/ehrss/healthcare_provider_list/search.html 

* 管理互通同意並不適用於醫管局及衞生署。市 民登記互通系統後，即代表同時向醫管局及
衞生署給予互通同意。

互通系統登記

 為兒童登記

16歲以下的兒童可否登記參加互通系統？當然可以，只需要有合資格的代決人

為該兒童登記。

如果你是兒童的父母、監護人或保管人，你可以代決人身份陪同子女/ 該兒童

前往任何設於醫管局、衞生署轄下的登記站，或為該兒童提供醫護服務並已參

與互通系統的醫護機構進行登記。如選擇非親身登記（即通過網上^、傳真、

郵寄或投遞箱方式遞交申請），而該兒童是在你的陪同下完成申請，你可隨後

前往醫管局或衞生署轄下的登記站，或為該兒童提供醫護服務並已參與互通系

統的醫護機構，出示你和該兒童的身份證明文件為他/ 她啟動電子健康紀錄以

完成登記^。成功登記後，你將通過選定的聯絡方法收到確認通知。

有關由代決人為兒童登記互通系統的詳情，可參考 
http://www.ehealth.gov.hk/t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register_child/i 
ndex.html 

^ 網上遞交並不適用於由監護人或保管人提出的申請。除了身份證明文件外，

請記得帶同監護令/ 法院頒令為兒童進行親身登記/ 啟動其電子健康紀錄。

新增可接受的身份證明文件

登記互通系統更方便。12歲以下未持有香港身份證或香港出生證明書的兒童，

現可使用下列身份證明文件登記參加互通系統：

回港證

簽證身份書

http://www.ehealth.gov.hk/t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register_child/index.html


有關互通系統可接受的身份證明文件，請參閱 
http://www.ehealth.gov.hk/t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supporting_do 
cuments.html

當前往已參與互通系統的診所求診時，請緊記使用同一身份證明文件，以便診

所取覽有關病人的電子健康紀錄。

http://www.ehealth.gov.hk/t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supporting_documents.html


 

 

新增六組醫護專業人員可取覽電子健康紀錄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分階段讓不同組別的醫護專業人員取覽系統內的資

料。由2017年9月起，六組於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衞生署和本港全數十二間私家醫

院執業的醫護專業人員，可逐步取覽電子健康紀錄。

六組於醫管局、衞生署及本地私家醫院執業的醫護專業人員，包括藥劑師、醫務化驗師、職

業治療師、視光師、放射技師和物理治療師，現可取覽電子健康紀錄。

連同於互通系統推出初期已涵蓋的醫生、護士（包括助產士）及牙醫，《電子健康紀錄互通

系統條例》（第625章）指定的十三組醫護專業人員中，已有十組在有關醫護機構獲得病人

同意下，可取覽病人於互通系統內的健康紀錄。

至於在社區其他醫護機構屬以上六個組別之醫護專業人員，以及餘下的醫護專業組別，即牙

齒衞生員、脊醫和中醫，則會於稍後階段覆蓋。

有關詳情可瀏覽 
http://www.ehealth.gov.hk/tc/healthcare_provider/hcprof/who_are_hcprofs.html

取覽電子健康紀錄

參加互通系統是以醫護機構作為登記單位。持有效專業登記的醫護專業人員如欲取覽電子健

康紀錄，可經由其執業的醫護機構申請。醫護機構會為醫護專業人員開設系統帳戶，並按職

能設定其取覽權限。醫護機構必須首先取得病人同意，其醫護專業人員才可在有需要知道的

原則下，取覽正接受其護理之病人的電子健康紀錄。

按職能設定取覽限制

按職能設定取覽限制是保護私隱的措施，用以釐定在護理病人時所需的相關資料，及可取覽

這些資料的醫護專業人員組別。其主要特點為：

http://www.ehealth.gov.hk/tc/healthcare_provider/hcprof/who_are_hcprofs.html


獲授權的不同醫護專業人員，在取覽資

料和使用系統功能上有不同級別的權

限。

按不同醫護專業人員的臨床需要或職

能，設定不同的取覽權限。

在「有需要知道」原則下，醫護專業人

員的取覽限於與其專業服務有關的電子

健康紀錄相關部分。

所有取覽活動均會被記錄，以作審核和

檢查。

按職能設定取覽限制是如何制定？

透過工作小組、專案小組和委員會，並借鑑不同醫護專業界別的臨床專業知識，收集信

息標準專家的意見。

聽取有關管理局及委員會的意見。

邀請醫護專業團體和病人組織等主要持份者參與。

不同組別醫護專業人員最新的取覽限制載於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網頁： 
http://www.ehealth.gov.hk/tc/healthcare_provider/hcprof/role_based_access_control.html

政府會根據醫護專業人員和病人的意見，並隨著日後可互通資料範圍的擴展，以及第二階

段計劃的發展，不時檢討醫護專業人員的取覽限制。

http://www.ehealth.gov.hk/tc/healthcare_provider/hcprof/role_based_access_control.html


 
 

 

 

 

 

為醫護專業人員提供更多實用資料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網站的「常見問題」部份完成內容更新，今期《醫

健通訊》繼續有關報導，焦點是醫護專業人員的關注事項。

你是否屬於獲得取覽權限的醫護專業人員組別，可於護理病人時取覽他們的電子健康紀錄？

你是否剛獲開設了互通系統的帳戶？以下的「小貼士」有助你掌握互通系統的使用。

醫護專業人員使用互通系統

問: 我可否隨時取覽病人的資料？

互通系統內的健康紀錄可供24小時取覽。不過，你應在病人正接受你的護理時查閱其資

料，並應按每個個案的情況衡量是否有需要取覽病人的資料。為保障私隱，每當病人的

健康紀錄被取覽，病人都會收到通知。

問: 我為病人提供家居護理服務時，可否利用可以上網的筆記簿型電腦，登入互通系統取
覽病人資料？

可以。你可透過已安裝ELSA套裝軟件的筆記簿型電腦，

安全地連接到互通系統。不過，基於保安理由，目前流

動裝置，如流動電話或平板電腦等，並不能連接互通系

統。

如你並非在一般臨床環境下使用互通系統（例如使用公

共網絡接達互通系統），應特別注意和遵守有關使用互

通系統的資訊科技安全政策及指引。

:  我可以於病人入院或應診前，又或出院後，取覽病人的資料，用作入院或應診前的準問

備，及出院後的護理嗎?

於病人接受護理前（如應診或入院前）取覽其電子健康紀錄是可接受的，但你必須謹

慎處理。你應預先通知病人（如在病人作預約時）有關取覽以減低誤會。

當病人接受護理後或出院後，如你在互通系統內作出相關標示，取覽其電子健康紀錄是

可接受的，但你應盡可能預先通知病人有關取覽。



 

 

:  如果病人要求我取覽他們的電子健康紀錄，然後替他們列印或下載當中的資料，我該問

怎麼辦？

你應該告知病人，他們可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向電子健康紀錄申請及諮詢中

心提出查閱資料的要求，以取得其儲存在互通系統內的健康紀錄。申請表可在互通系統

網站下載。

問: 我可否把病人親屬的資料載於電子紀錄內？如果把有關紀錄上載到互通系統，及後有
關資料向病人或查閱資料要求報告內的其他人士披露，會否被視為違反《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第486章）的規定？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規定應以合理和不超乎適度的形式收集病人資料以作紀錄。存

於病人紀錄內的相關人士的個人資料，應以合理審慎的方式處理。

相關醫護專業人員有責任判斷在病人紀錄內應該載有多少其他人士的資料，而且盡可能
徵得有關人士同意。

更多實用資料，詳見於醫護專業人員的常見問題。

http://www.ehealth.gov.hk/filemanager/content/pdf/en/hcr/form/dar.pdf
http://www.ehealth.gov.hk/tc/ehr_related_information/faq/healthcare_provider_and_professional.html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過去一年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運作暢順。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繼續

舉辦活動，向持份者推廣互通系統。

 

電子健康紀錄專員李碧茜女士(左
二)及醫管局高級醫療信息經理唐綺

霞醫生(中)，出席電台直播節目，

分享互通系統的最新發展。

 「

香港電台知識會社 –醫管局健康資訊天地

電子健康紀錄專員李碧茜女士及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高級醫療信息經理唐綺霞醫生，於2017年9月2日，

出席香港電台第二台的直播節目，分享互通系統自去

年3月啟用以來的情況及最新發展。

節目上李女士介紹了互通系統的應用，以及對於病

人、醫護界別和社區的好處，亦闡述了互通系統在一

些近期推出的公私營協作計劃中的作用，以及第二

階段電子健康紀錄的發展計劃。唐醫生則代表醫管

局分享了機構在發展和推行互通系統方面所擔當的

角色，並講解一些病人的常見問題和關注事項。

節目亦談及社會對互通系統的正面反應和最新參與

情況。截至2017年8月，已有約56萬名市民登記參加

系統。醫護機構方面，除醫管局、衞生署和12間私

家醫院外、全港有1 300多家私營醫護機構亦已登記

參加系統，而開設給醫護專業人員的帳戶有近         

40 000個。

香港醫學會 (醫學會) 推出診所管理軟件 遠望2」

醫學會於2017年8月25日舉行啟動儀式，推出診所管

理軟件「遠望2」。該軟件為可上載資料至互通系統

的最新版本。電子健康紀錄專員李碧茜女士獲邀為是

次活動主禮，出席者包括約40名醫學會成員，以及

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和醫管局代表。

電子健康紀錄專員李碧茜女士與香

港醫學會資訊科技委員會主席何仲

平醫生



2017  (HKIDEAS) 年香港國際牙科博覽暨研討會

https://www.hkideas.org/index.php 

2017年香港國際牙科博覽暨研討會在8月4日至6日舉

行，會場內設有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展覽攤位，向

與會人士推廣互通系統，並鼓勵牙醫診所登記參加互

通系統和採用牙科診所管理系統DCMS 2.0。除播放

宣傳片和設置展板外，展覽攤位亦設有互通系統和 
DCMS 2.0的系統示範，讓參觀者親身試用。在三天

的活動中，有超過60名牙醫申請參加互通系統和安

裝DCMS 2.0。 
2017年香港國際牙科博覽會內設有

互通系統和牙科診所管理系統 
DCMS 2.0示範

有關按職能設定取覽限制之簡介會

為配合分階段推行之按職能設定取覽機制，讓醫管局、衞生署及私家醫院內六種醫護專業人

員取覽互通系統，有關的簡介會於2017年8月9日舉行。約40名來自以上機構之管理人員、

醫護專業人員和資訊科技人員出席是次簡介會。會上介紹了按職能設定取覽機制的重點，以

及授權這些醫護專業人員取覽電子健康紀錄的預備工作。

座談會：醫生實用「貼士」

座談會由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舉辦，於2017年9月 
29日舉行，超過30多名來自私家執業、非政府機

構和大學保健中心的醫護專業人員出席。座談會邀

得一直積極推動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的資深老人科專

科醫生王春波醫生，與參加者分享使用互通系統和

「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部件」(CMS On-ramp)
的心得。同時，參加者亦藉是次座談會互相交流使

用互通系統的經驗。
王春波醫生分享使用互通系統和

「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部件」 
CMS On-ramp的經驗

第二階段放射圖像共享工作坊

為配合互通系統第二階段發展有關放射圖像可全港共

享的計劃，有關工作坊於2017年10月17日舉行，對

象為醫管局、衞生署和私家醫院的放射技師及醫生。

除介紹此發展項目的整體概覽外，工作坊亦收集參加

者對項目初步構思的意見、並探討對臨床工作流程和

病人服務的轉變，作為日後進一步討論的基礎。超過 
40人出席此工作坊。

醫生和放射技師出席第二階段放射

圖像共享工作坊

https://www.hkideas.org/index.php


趣味小測試 — 玩遊戲、贏獎品

參加這對對碰遊戲讓你對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溫故知新。只需劃綫把以下文字說明和

相關名稱正確連起來，便有機會贏取獎品乙份（送完即止）。所有配對的答案均可在今

期的醫健通訊內找到。

參加辦法

請列印此頁，附上您的答案及填妥所需資料，傳真至2300 7921，或電郵

至 enquiry@ehealth.gov.hk。截止日期為2018年2月27日。

正確答案將於截止日期（2018年2月27日）後刊登於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網站。趣味小測

試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和聯絡資料，只會用於通知得獎者和派發獎品，並不會向第三者披露。

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會於派畢獎品後的兩星期，把有關資料刪除。

mailto:enquiry@ehealth.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