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通系統啟用兩周年：成就與前瞻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踏入兩周年，電子健康紀錄專員李碧茜女士與大家

回顧兩年來的成就，並展望未來發展。

「病人平台」：了解持份者需要

「病人平台」持份者交流會議

電子健康紀錄專員

李碧茜女士

由政府主導、全港性的互通系統，於 2016年3月
正式啟用。截至 2018年1月底，已有逾 68萬名病

人、 1 400多名私營醫護提供者、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衞生署及本地全數 12間私家醫院

登記參加互通系統，而開設給醫護專業人員的

帳戶超過 40 000個。

李女士表示：「我們最初估計登記數字會逐步

上升，如今在這麼短時間內獲得如此熱烈反

應，這結果令人鼓舞，亦超出我們預期，尤其

參加互通系統全屬自願性質。」

互通系統推行成功，李女士認為這與系統的實

用性和以用家為本的設計有關，亦有賴醫管局

在發展其臨床管理系統和採用電子健康紀錄方

面所累積的經驗、互通系統所實行的保安措

施，以及為保障數據和私隱而設立的法律框

架。

她指出：「社會日益了解互通系統的好處，並

意識到資訊科技如何能促進優質醫護服務，以

及資料共享對提供連貫的醫護服務的重要

性。」

互通系統由政府主導，於 2016年3月正

式啟用至今兩年，獲得廣泛歡迎

愈受重視的醫療資訊科技方案

互通系統不但逐漸為本港市民和醫護人員接受，同時也得到資訊及通訊科技界的認可。去年

互通系統榮獲 2017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的「最佳商業方案（應用）獎 ─ 金獎」，以及 
2017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的「政府及公共部門組別大獎」。

互通系統下代決人可如何協助病

人？

互通系統的代決人安排

登記互通系統更方便快捷

推出更多優化措施惠及病人

互通系統展開新一輪宣傳

互通系統最新宣傳刊物及項目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消息及培訓活動

趣味小測試 —玩遊戲、贏獎品



 

 

 

 

 

 

 

 

李女士稱：「技術設計固然是獲獎的主要因素，但

更重要的是，互通系統提供了主要的基礎設施以支

援政府的醫療改革，讓我們可利用這一個資訊科技

方案，推動和推行各項醫療措施。」

「舉例來說，推行公私營協作計劃可平衡本港公私

營醫療服務的需求，有助解決香港社會非常依賴公

共醫療系統的獨特情況。在推行公私營協作項目

上，互通系統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讓計劃的公私營

醫護機構可以透過基建平台互通紀錄。」

「隨著人口老化，互通系統有助促進跨專科和可持

續的護理，並加強公私營合作，以滿足社會對醫療

服務的需求。」

互通系統為公私營協作計劃提供基

礎，有助平衡公私營醫療服務的需求

為了讓病人和醫護界受惠更

多，政府於 2017年7月展開互

通系統第二階段發展計劃

互通系統第二階段發展及挑戰

政府於 2017年7月展開了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第二階

段發展計劃，以為病人和醫護界帶來更多裨益。

第二階段發展計劃，主要包括擴大可互通資料的範

圍，涵蓋放射影像和中醫藥資料；並増設功能，加強

病人在其可互通資料範圍的選擇性；以及建立「病人

平台」，以便病人查閱部份系統內預設範圍的資料。

李女士概述第二階段工作時指出，互通放射影像的相

關技術考慮尤具挑戰性。她解釋：「我們需要考慮檔

案的大小、可上載紀錄的類別，以及實際上如何互通

和顯示有關紀錄。」

至於中醫藥資料，李女士表示，雖然業界歡迎共享資

料的概念，但中醫臨床術語標準化和推動業界電腦化

是一大挑戰；她估計互通中醫藥資料將於第二階段較

後期才落實。

她說：「中醫藥臨床術語標準化的問題較複雜，涉及

的不僅是診斷，還包括藥材的名稱、製法、藥用部位

和原產地名稱。此外，一些特定的治療方法如針灸和

推拿亦包含其中。」

李女士補充，為鼓勵業界電腦化，政府將為中醫業界開發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部件和適配

模組，並計劃推行試驗計劃，以實驗中醫藥資料的互通。

談到加強病人選擇權的問題，李女士稱，政府剛委託了顧問，就系統內加入限制互通資料功

能、「病人平台」的功能，及對資料私隱、系統安全和身份驗證相關問題等進行研究。

她說：「我們需要考慮哪些功能是對病人有用，以及新功能和措施如何能幫助病人管理健

康。同時，我們需要在系統設計的精密度與可用性之間取得平衡。如果過於複雜，只會令病

人卻步。」

李女士估計「病人平台」會分階段啟用，一些基本功能將會首先推出。

進一步推動互通系統的參與

提到如何推動更多市民參與互通系統，李女士稱政府除了加強宣傳外，亦推出了一系列優化

措施，方便市民加入。

「例如，網上遞交申請的範圍已擴展至包括接受由父母等代決人提出之申請。病人亦可選擇

授權代表前往遞交申請。同時，流動登記隊會繼續到訪社區不同地點，協助市民即場登記參

加互通系統。」



 

 

 

 
 
 
 

李女士表示：「我們相信，隨着愈來愈多市民登記加入，將會成為醫護提供者參加互通系統

的動力。」

「另一方面，新的公私營協作項目亦是吸引醫護提供者參加互通系統的誘因，藉此他們能體

驗及感受到互通電子健康紀錄的好處。」

作為總結，李女士指：「我深信互通系統所帶來的幫助，自己亦早已登記加入。展望將來，

互通系統仍有很多的發展工作。在此，我特別感謝團隊為互通系統的努力付出，亦寄望他們

能繼續支持互通系統的工作。」



 
 

 

 

 

 

 

 

 

  

 

 

 

 

  

「病人平台」：了解持份者需要

互通系統啟用兩周年：

成就與前瞻

電子健康紀錄專員談互通系統

作為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有關發展「病人平台」的顧問研究的其中一部

份，多場持份者交流會議於 2018年初舉行，以廣納各持份者的意見及建議。今期醫健通

訊撮要報導剛於二月八日舉行，由來自三個病人組織 / 病人支援小組代表參與的首場交

流會議。

開發「病人平台」是互通系統第二階段發

展的主要工作項目之一。就此，電子健康

紀錄統籌處安排了顧問研究，以收集海外

的相關經驗、分析本地狀況，並就發展

「病人平台」的可行方針及方案提供建

議。針對本地醫療服務界別的需要，一系

列的交流活動經已展開，以便找出主要持

份者對「病人平台」的需要、期望及關

注。

首場交流會議於今年二月八日假政府總部

舉行，出席者分別來自「香港病人組織聯

盟有限公司」、「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

「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當中

亦有醫院管理局及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的

代表參與。

互通系統下代決人可如何協助病

人？

互通系統的代決人安排

政府舉辦交流會，聽取持份者對發展「病人平

台」的意見。

登記互通系統更方便快捷

推出更多優化措施惠及病人

互通系統展開新一輪宣傳

互通系統最新宣傳刊物及項目

「病人平台」：自我護理和健康管理的有效工具

交流會上，參與者獲邀就這個可讓市民更自主、更積極地參與管理個人健康和獲取健康信

息，以促進社區自我護理的「病人平台」，分享了寶貴的意見。

各代表環繞著「病人平台」的三大主要範疇，包括取覽電子健康紀錄及健康資訊、增值功能

和取覽限制的設置等，作出了深入討論。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消息及培訓活動

趣味小測試 —玩遊戲、贏獎品



 

 

 

 

取覽電子健康紀錄及健康資訊

參與者對於將來的「病人平台」可以讓病人根據個人的醫護需要，選

擇取覽其中部份的電子健康紀錄和相關健康資訊，以便管理自己的健

康，均表示贊同。對於把現時不同來源的健康推廣資訊集中在同一個

地方上發放的提議，他們尤其歡迎。其中一位參與者指出：「一般市

民，特別是長者，要從不同渠道獲取和明瞭各種零散的健康推廣資

訊，會感到困難。」另一位參與者亦稱 :「如果病人能透過單一平台

輕鬆地獲得政府不同的醫護計劃相關資料（例如大腸癌篩查先導計

劃），或能查看其長者醫療券的餘額，這將會是非常好的服務。」參

與者亦相信，如果病人可以透過「病人平台」取覽電子健康紀錄，尤

其是藥物紀錄和過敏等資料，這將有助加強病人與照顧者之間的溝

通。

另一方面，部份參與者在欣賞病人平台讓他們更方便地取覽個人電子

健康紀錄的同時，亦擔心互通系統上的醫護資料，特別是一些英文醫

療術語，對於某些病人如長者等，可能過於艱深。此外，由於這些資

料日後或可讓獲授權的第三者，例如病人的照顧者等查閱，各代表皆

同意在方便取覽資料與私隱風險之間，需要取得平衡。

增值功能

關於在「病人平台」上加設增值功能，病人組織代表認為，容許病人

通過平台輸入有關健康數據，例如血壓紀錄或血糖數據等，有助提升

病人的自我護理能力。如果病人可以利用平台來監察自己的健康狀況

或病患進展、登記參加政府的醫護計劃、以及建立服藥日程和醫療預

約提示等，對鼓勵病人更主動參與自我健康管理，將發揮積極的作

用。此外，若病人可以授權照顧者透過平台查閱其部份健康紀錄，這

對於病人家屬，以至社區內為病人提供基層護理和支援服務的非醫護

專業人員也有莫大的幫助。各代表一致認為，簡便的驗證和容易使用

是成功推行「病人平台」的關鍵因素。

出席者就「病人平台」的增值功能給予意

見及提議

取覽限制

參與者普遍歡迎病人能在互通資料範圍的控制上有更大的自主權，這

對持敏感病歷的病人尤其重要。但在另一方面，一些代表則支持給予

醫護專業人員，尤其是醫生，全面取覽權，特別是考慮到他們理解病

人在設置取覽權限上難作決定，或無法理解限制互通資料後的影響。

而絕大部分參與者也認同，在尊重病人享有限制取覽權的同時，一些

關鍵紀錄如藥物過敏等資料，鑒於其重要性，並不適宜有所限制。

總括而言，各代表也同意互通系統的取覽限制功能不應過於繁複；建

議該功能應設計簡單，讓病人擁有更多控制權和保障私隱之餘，同時

能吸引更多人參與。他們一致表示：「公眾教育和推廣，對確保病人

在使用有關功能時能充分了解當中的權利、義務和影響，是至關重

要。」



 

 

 
 
 
 

持份者參與

我們十分重視交流會參與者的看法和見解，每一個意見對規劃、設

計和開發「病人平台」都很重要。同時亦會繼續舉行有關交流活動

以廣納病人組織及其他相關持份者，包括醫護專業團體和資訊科技

界等的意見。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有限公司、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的代表，

應邀出席 2018年2月8日的交流會議



 
 

 

  

  

  

  

 

 

 
 
 
 
 

 

 

 
 
 

 
 

 

 

  

 

 

 

  

互通系統下代決人可如何協助病人？

每位病人也可登記參加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然而，若病人是未成年人

士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可怎樣處理？在這些情況下，病人有關的互通系統登記事宜可

以由合資格的代決人代他們處理。

互通系統啟用兩周年：

成就與前瞻

電子健康紀錄專員談互通系統

誰需要代決人？

凡未滿 16歲，或已年滿 16歲但屬下列其中一類人士，可由一名合資格的代決人代

表處理互通系統登記事宜：

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2(1)條（第 136章）的定義所界定精神上無行為能

力；

沒有能力處理本身事務；

根據《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第 625章）的定義所界定無能力在有

關時間給予參與同意；或

根據《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第 625章）的定義所界定無能力在有

關時間給予互通同意

誰可擔任代決人？

16 -如病人未滿 歲，下列人士可擔任其代決人

(a) 病人的家長；

(b) 病人的監護人；

(c) 獲法院委任以處理該病人事務的人士；

(d) 如沒有 (a)至(c)項所述的人士，則病人的家人或與病人同

住的人士；或

(e) 如沒有 (a)至(d)項所述的人士，則正在或即將為病人提供

服務的訂明醫護提供者。

如病人年滿16歲而無能力自行給予同意，下列人士可擔任

其代決人-

(a) 病人的監護人；

(b) 社會福利署署長或根據《精神健康條例》委任為監護人

的其他人；

(c) 獲法院委任以處理病人的事務的人士；

(d) 如沒有 (a)至(c)所述的人士，則病人的家人或與病人同住

的人士；或

(e) 如沒有 (a)至(d)項所述的人士，則正在或即將為病人提供

服務的訂明醫護提供者。

「病人平台」：了解持份者需要

「病人平台」持份者交流會議

登記互通系統更方便快捷

推出更多優化措施惠及病人

互通系統展開新一輪宣傳

互通系統最新宣傳刊物及項目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消息及培訓活動

趣味小測試 —玩遊戲、贏獎品

代決人可代表病人處理互通

系統登記事宜



 
  
  
  
  
 

 

 
 

 

 

 

  
  
  
  
 

 

 

 

 
  
  

  
  

  
  

  
  

代決人可以為病人處理哪些事宜？

登記參加互通系統；

給予個別醫護提供者互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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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決人提交申請的優化措施

為方便病人登記參加互通系統，由 2017年12
月起，以下代決人可以代表病人經網上提交

申請： 

 16歲以下兒童的父母或家人，或與該兒

童同住的人士；或 
 16歲或以上但無能力給予同意的人士之

家人，或與其同住的人士。

代決人有 麼責任？

代表病人處理互通系統登記事宜時，代決人須確認：

病人是符合《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所界定需要代決人的條件；

他／她本人屬《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所界定的合資格代決人；

在提出申請時，他／她陪伴病人並顧及其最佳利益；及

他／她就有關情況負責病人所有關於互通系統登記的事宜。

代決人須閱讀「參與者須知」，特別是當中的「代決人為醫護接受者處理登記事宜時應注意

事項」。

「參與者須知」載於 
http://www.ehealth.gov.hk/tc/healthcare_recipient/participant_information_notice.html

如家長以代決人身份為16歲以下之子女登記，當子
女年滿16歲時，登記情況會否改變？

當子女年滿 16歲時，由父母較早前給予的有關同意仍然有效。

然而，子女可自行決定是否對其登記作出更改（例如改以自己

的身份登記或退出有關登記，更改或撤銷給予個別醫護提供者

的互通同意）。

如欲了解更多詳情，請參閱

為16歲以下兒童登記 : 
http://www.ehealth.gov.hk/t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register_child/index.html

為無能力給予同意的人士登記 : 
http://www.ehealth.gov.hk/t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register_incapable_pers 
on/index.html

給予及管理互通同意 : 
http://www.ehealth.gov.hk/t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give_sharing_consent.ht 
ml

退出登記 : 
http://www.ehealth.gov.hk/tc/healthcare_recipient/registration/withdraw_registration.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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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互通系統更方便快捷

互通系統啟用兩周年：

成就與前瞻

電子健康紀錄專員談互通系統

政府自 2017年12月起推出一系列優化措施，方便病人參加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

通系統）。《醫健通訊》今期繼續介紹有關的新措施。

擴大網上登記範圍

現在更多病人可以輕鬆便捷地透過網上提交申請。自 
2017年12月開始，網上登記服務適用於以下類別之申請

人-

香港身份證持有人

持有其他適用身份證明文件的人士

代表 16歲以下兒童的代決人 *

「病人平台」：了解持份者需要

「病人平台」持份者交流會議

代表 16歲或以上但無能力給予參與同意的病人的代

決人 * 

互通系統下代決人可如何協助病

人？

互通系統的代決人安排

現時更多病人可以經網上登記參

加互通系統，方便快捷

*網上登記適用於以下類別之代決人: 
-病人的家長； 
-病人的家人；或 
-與病人同住的人士

關於代決人安排的細節，可參考本期專題文章

/網上書面授權

有意參加互通系統但無法親臨電子健康紀錄

登記站或電子健康紀錄申請及諮詢中心辦理

手續的人士，現可無須擔心。如你已年滿 16
歲或以上，可以授權他人為你遞交申請表格

或啟動電子健康紀錄（適用於經網上、傳

真、郵寄或投遞箱提交的申請）。如欲授權

他人，方法簡單，只需在網上申請或填寫申

請表格時註明所需的獲授權者資料。

獲授權者為你提交互通系統申請表格或啟動

你的電子健康紀錄時，必須攜同你的身份證

明文件副本和他 /她本人的身份證明文件以核

實身份。完成登記 /啟動紀錄程序後，你將通

過所選擇的通訊方式（短訊 /郵寄 /電郵）收

到通知。

互通系統展開新一輪宣傳

互通系統最新宣傳刊物及項目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消息及培訓活動

病人可授權他人遞交互通系統申請表格或啟

動電子健康紀錄
趣味小測試 —玩遊戲、贏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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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紀錄更輕ð

以非親身方式遞交互通系統申請（即經網

上，傳真、郵寄或投遞箱遞交申請）的病

人，有關的紀錄須先被啟動，才能在系統中

互通。

假如你準備以你的身份證明文件於已登記互

通系統的診所啟動紀錄時，發現系統內的個

人資料與你身份證明文件上所顯示不符，可

怎麼辦？在優化措施推出後，診所的登記職

員只需將你的香港智能身份證插入互通系統

的讀卡器，或根據你的身份證明文件上的個

人資料輸入互通系統，有關的資料將自動更

新，而你的電子健康紀錄亦隨即成功啟動。

優化措施下，登記職員可以直接把你的香港

身份證插入讀卡器內，或以人手輸入相關資

料以更新你的紀錄



 
 

 

 

 
 

 
 

 
 

 

 

 
 
 
    
  

 

  

 

 

 

  

互通系統展開新一輪宣傳

互通系統啟用兩周年：

成就與前瞻

電子健康紀錄專員談互通系統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新一輪宣傳已展開，繼續推廣互通系統，並鼓勵參

與。

由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統籌處）策劃的宣傳項目，包

括一系列的刊物和推廣短片，以加深公眾和醫護界別對

互通系統的認識。

刊物和宣傳工作

為配合於 2017年12月實施的多項優化措施，統籌處推

出一系列全新設計的刊物，通過不同渠道，介紹互通系

統的最新資訊。

宣傳海報 –
在2017年12月，統籌處在政府新聞處管理的 
170多個展示地點（如巴士站、行人天橋和公

共屋邨等），張貼介紹互通系統的全新海報供

公眾閱覽。

水費單宣傳單張 –
由2018年2月至 5月期間，隨水務署發出之水費

單將夾附介紹互通系統的新宣傳單張，透過此

項目預計可發放予超過 100萬住戶。

兒童登記單張 –
自今年 2月起，統籌處與衞生署合作，在學童

免疫注射小組服務中心及於小組到訪各校為學

童接種疫苗時，派發特別設計的宣傳單張，目

標向小一學生的家長介紹如何為兒童登記參加

互通系統。

宣傳短片

統籌處於互通系統網站發布了兩輯分別以公眾及醫護提供者為對象的宣傳短片，將互通系統

的主要概念和運作模式以簡單易明的手法來說明。短片主題包括 –

:公眾

- 互通系統的好處：互通電子健康紀錄對公眾及公私營協作計劃參加者的好處

「病人平台」：了解持份者需要

「病人平台」持份者交流會議

互通系統下代決人可如何協助病

人？

互通系統的代決人安排

登記互通系統更方便快捷

推出更多優化措施惠及病人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消息及培訓活動

趣味小測試 —玩遊戲、贏獎品



    
  
    
  
    
  
 

 
 
    
 

 
 
 
 
 
 
 

 
 
 
 

- 登記參加互通系統：病人如何登記參加互通系統及啟動電子健康紀錄的方法

- 給予互通同意：互通同意的運作及如何管理互通同意

- 要求查閱或改正資料：病人如何取得自己的電子病歷副本及如何要求改正資料

 醫護提供者：

-  互通系統的好處：互通電子健康紀錄對醫護提供者及參與公私營協作計劃的醫生的

好處

   
-  登記參加互通系統：醫護提供者如何登記參加互通系統，及相關設定程序

   
-  獲取互通同意：互通同意的運作及如何取得病人的互通同意

   
-  取覽電子健康紀錄：如何查閱互通系統內的病人紀錄及可供查閱的資料類別

以上及更多宣傳短片可在互通系統網站上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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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啟用兩周年：

成就與前瞻

電子健康紀錄專員談互通系統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在亞太區獲得嘉許。為持續推廣系統，電子健康紀

錄統籌處過去數月繼續舉辦簡介會及工作坊。

最新消息 

2017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政府及公共部門組別大獎」

互通系統在 2017亞太資訊及通訊

科技大獎中榮獲「政府及公共部

門組別大獎」；該獎項旨在表揚

運用卓越、創新的資訊及通訊科

技，以改善政府及公共服務的項

目或其他社區電子計劃。

電子健康紀錄專員李碧茜女士和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資訊科技

及醫療信息主管張毅翔醫生，於 
2017年12月10日出席假孟加拉

達卡市舉行的頒獎典禮領取獎

項。

「病人平台」：了解持份者需要

「病人平台」持份者交流會議

互通系統下代決人可如何協助病

人？

互通系統的代決人安排

電子健康紀錄專員李碧茜 (右二 )和醫院

管理局資訊科技及醫療信息主管張毅翔

醫生 (右)，在孟加拉達卡市領取 2017亞
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 登記互通系統更方便快捷

推出更多優化措施惠及病人

李女士於頒獎禮後表示：「互通系統是香港醫護服務發展的重要元素，有助

促進公私營協作、加強病人服務的連貫性，以及提高醫護服務的質素和成本

效益。我們很高興互通系統日趨獲得大家接受。」

頒獎禮期間，互通系統與香港其他參選項目在「香港接待之夜」活動中展

出。會場內設有互通系統展覽攤位，向亞太區與會者介紹互通系統的概念、

發展和願景，並分享相關經驗。

緊接頒獎典禮，香港電腦學會於 
2017年12月20日舉辦了本地得

獎者分享會。張醫生於會上分享

互通系統計劃的成就與挑戰、參

加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的難

忘經驗，及互通系統受社區廣泛

認同的感受。

互通系統展開新一輪宣傳

互通系統最新宣傳刊物及項目

趣味小測試 —玩遊戲、贏獎品
張毅翔醫生出席香港電腦學會舉辦的分

享會，分享互通系統計劃的成就與挑戰



 

 

 

 

 

 

 

 

 

 

2018世界資訊通訊與服務業聯盟 年環球資訊及通訊科技卓越成就獎

於2018年2月，互通系統於國際

資訊及通訊科技界再獲殊榮，獲

得「世界資訊通訊與服務業聯盟 
2018年環球資訊及通訊科技卓越

成就獎」的創意數碼健康大獎。

世界資訊通訊與服務業聯盟是在

國際資訊及通訊科技界具領導地

位的聯盟組織，代表全球超過九

成資訊及通訊科技市場。創意數

碼健康大獎旨在表揚表現卓越，

成功地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促進

健康及醫護服務，讓社會、政

府、機構及私人業界得益的個人

或機構。

電子健康紀錄專員李碧茜女士和醫管局高級系統經理陳敬忠先生於 2018年2
月19日在印度海德拉巴代表食物及衞生局及醫管局領取獎項。

更多關於是次得獎的介紹將於下期醫健通訊詳述。

兩項以互通系統為平台的公私營協作計劃獲擴展

醫管局和衞生署的公私營協作計劃下，參加者須同時登記互通系統，以便公

私營醫護機構互通所需的健康資訊。最近有兩項公私營協作計劃獲擴展，讓

更多病人透過計劃從互通電子健康紀錄中得益。 

 1.全港推行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

醫管局於 2014年年中推出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主要為需要長期在

普通科門診覆診的合資格病人提供資助，讓他們接受社區內的私營基層醫療

服務。現時，計劃已經推展至全港 16區，並會在 2018-19年度擴展至餘下兩

區，即北區和油尖旺區。截至 2018年1月底，已有超過 20  000名病人參加計

劃。 

2014年年中 : 觀塘、黃大仙、屯門 
2016/17年度 : 東區、南區、灣仔、九龍城、深水埗、葵青、西貢、沙

田、元朗 
2017/18年度 : 中西區、離島、大埔、荃灣 
2018/19年度 : 油尖旺、北區



 2.第三階段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
 

 

  

 

 

 

 

 

 
 

 
 

 
 
 
 

衞生署在 2017年11月27日推出第三階段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涵蓋年齡擴

展至 1952至1955年期間出生的香港居民，將新增約三十八萬名合資格人士

可接受資助進行篩查以預防大腸癌。政府於 2016年9月展開為期三年的先導

計劃，分階段資助於 1946至1955年出生及沒有大腸癌徵狀的香港居民接受

大腸癌篩查。截至 2018年2月初，約 650名基層醫療醫生和 150名大腸鏡醫

生已登記加入先導計劃，期間約有 63 000名合資格人士參與計劃接受篩

查。

培訓、研討會和工作坊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  簡化病人登記程序講座

電子健康紀錄申請及諮詢中心於 2017年11月1、2、3及8日舉行四場「電子

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  簡化病人登記程序講座」，為醫護機構前線人員介紹互

通系統新推出的病人登記簡化措施。與會人士積極參與和熱烈討論，參加人

數超過 400人，分別來自醫管局、衞生署、私家醫院及其他私營醫護機構。 

2017年度電子健康紀錄風險評估工作坊

第八屆工作坊於 2017年11月7日舉行，出席者包括約 90名來自醫管局、衞生

署及私營醫護機構的資訊科技及醫護專業人員，以及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和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代表。 在工作坊上，與會者討論發展電子健康

紀錄所面對的挑戰，並共同探討解決這些挑戰的方案。 香港興業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許竟成先生應邀作為演講嘉賓，分享了他對「風險管理 
- 日常業務」的見解。



 

  

 

 

 

 

互通系統啟用兩周年：

成就與前瞻

電子健康紀錄專員談互通系統

「病人平台」：了解持份者需要

「病人平台」持份者交流會議

互通系統下代決人可如何協助病

人？

互通系統的代決人安排

登記互通系統更方便快捷

推出更多優化措施惠及病人

互通系統展開新一輪宣傳

互通系統最新宣傳刊物及項目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消息及培訓活動

 — 趣味小測試 玩遊戲、贏獎品

選出正確答案

你對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有多認識？試試這個小測驗吧！請在下列各題中選出正確答案，

並把答案圈起來。答中有機會贏取獎品乙份（送完即止）。 

1.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最近獲得哪個獎

?項

A 世界資訊通訊與服務業聯盟2018年
環球資訊及通訊科技卓越成就獎之創

意數碼健康大獎 

B 香港設計大獎 

C 香港工商業獎 

D 香港健康產業大獎 

2. 下列哪一項可以由代決人代病人處理？

  A  只可為病人登記參加互通系統 

 B  只可為病人管理互通同意 

 C  只可為病人要求退出互通系統 

 D  以上全部A至C所描述的事項 

3. 下列哪一項可以由已登記互通系統的兒
童於年滿十六歲後自行處理?

A  只可為自己登記參加互通系統

B  只可更改或撤銷已給予私營醫護機構

的互通同意 

C 只可退出互通系統 

D 以上全部A至C所描述的事項 

4.  以下哪個有關獲授權者的陳述，是不

?正確的

A 代表16歲或以上有能力給予同意但未

能親自遞交申請的病人 

B 代表16歲以下的病人 

C 病人在網上申請時指定的人士 

D 病人書面指定的人士

參加辦法

請列印此頁，附上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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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

mailto:enquiry@ehealth.gov.hk


 

 
 
 

 

正確答案將於截止日期（ 2018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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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工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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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偏好設定」>「身分」對話方塊輸入個人與組織資訊。]


摘要


檢查程式發現此文件沒有問題。


		需要手動檢查: 0

		已通過手動檢查: 2

		未通過手動檢查: 0

		已略過: 0

		已通過: 30

		失敗: 0




詳細報告


		文件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已通過		必須設定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純影像 PDF		已通過		文件不是純影像 PDF

		標籤化 PDF		已通過		文件是標籤化 PDF

		邏輯閱讀順序		已通過手動檢查		文件結構提供邏輯閱讀順序

		主要語言		已通過		文字語言已指定

		標題		已通過		文件標題顯示於標題列

		書籤		已通過		書籤存在於大型文件中

		色彩對比		已通過手動檢查		文件包含適當的色彩對比

		頁面內容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內容		已通過		所有頁面內容皆已標籤化

		標籤化註解		已通過		所有註解皆已標籤化

		跳位順序		已通過		跳位順序和結構順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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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