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締造醫護領域新遠景

輔助醫護專業人員使用互通系統

運用互通系統提供專業醫療護理

透過電子健康紀錄取覽器輸入敏

感及藥物不良反應紀錄

電子健康紀錄取覽器加入互通資料

新功能

病歷互聯計劃參與者使用「簡ð

登記」加入互通系統

邀請病歷互聯計劃參與者加入互通

系統

使用新香港智能身份證登記參加

互通系統的相關措施

使用新智能身份證登記參加互通系

統

「我們要跳出傳統框架，以新角度思考，利用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的優

勢幫助社區。」

聖德肋撒醫院院長

黃智明醫生

聖德肋撒醫院作為香港一間致力提供稱職及優

質醫療服務的私家醫院，在推行全港性的互通

系統以及其先驅「公私營醫療合作－醫療病歷

互聯試驗計劃」（病歷互聯計劃），皆積極參

與其中。

黃醫生說：「病人的福祉是我們最大的關注。

對於使用互通系統，大前題是如何為病人帶來

最大效益。」

黃醫生指出，透過互通系統互通資料，精髓在

於其他醫生在照顧病人時，可簡單快捷地取覽

病人的健康紀錄作參考，從而提供適時和適切

的治療。

黃醫生說：「當病人前來求診時，我們可以從互通系統取得與他們相關的關鍵健康資料，從

而提供幫助。」

互通系統讓其他醫生在照顧病人時，可簡單

快捷地取覽病人的健康紀錄作參考

與互通系統兼容

聖德肋撒醫院早於 1995年已著手開發其臨床管理系統，過程中參照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所開發及使用的系統。黃醫生形容：「換句話說，我們與醫管局的系統具有共同的語言。」

正因如此，黃醫生表示，聖德肋撒醫院的系統可以與同樣以醫管局的臨床管理系統作藍圖的

互通系統兼容。

他補充：「目前我們已透過互通系統互通病人部份資料，包括敏感及藥物不良反應、放射檢

查和出生紀錄 。下一步我們準備把出院摘要、及化驗和手術報告上傳至系統。」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推廣活動

聖德肋撒醫院將進一步把其系統內更多種類的紀錄上傳至互通系統



 

 

 

 

 

 

 

 

 

 

 

 趣味小測試

玩遊戲、贏獎品

公私營協作
互通電子健康紀錄可改變提供醫護服務的模式，公私營協作計劃是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

聖德肋撒醫院一直積極支持公私營協作的措施，例如在今年加入了醫管局的共析計劃。在該

計劃下，合資格的末期腎衰竭病人可獲醫管局轉介至該醫院接受血液透析治療。

黃醫生指出，不論是有購買醫療保險或能夠負擔部分私家醫護服務的病人，均可以受惠於這

些公私營協作模式，當中互通系統所提供的公私營互通平台，擔當著重要角色。

他說：「病人在公立醫院接受醫療檢查，輪候時間可能很長，而我們可運用這裡的資源為病

人加快進行相關檢查，並把檢查結果上傳到互通系統，讓公立醫院即時收到。」

「通過這方式，醫生便可盡早發現患有重症或病情嚴重的病人，

為他們提供適時的診斷和治療。」

此外，由於越來越多慢性病患者同時接受公營和私營醫護服務，

黃醫生表示，私營醫護機構可協助監察病人的病情。

他解釋 :「例如我們可以透過互通系統查看其他醫生處方給病人的

藥物，及病人有否正確服用藥物，並可避免重複處方藥物。」

除公私營協作計劃外，聖德肋撒醫院於 2017年夏季流感高峰期期

間，從公立醫院接收了一些臨床情況穩定的病人。黃醫生稱：

「這有助舒緩公立醫院服務突然增加的需求，同時我們會透過閱

覽病人在互通系統上的健康紀錄，以確保他們獲得持續護理。」

很多慢性病患者同時接受

公營和私營醫療服務，私

營醫護機構可協助監察病

人的病情

結合電子健康紀錄互通及其他功能
黃醫生認為，隨著社會的醫護需求轉變，互通系統可為電子

健康紀錄及其他功能的結合提供平台，達致提供更佳的醫護

服務。他舉例說，中國內地和世界多個地方早已採用遠程醫

療，香港可考慮把互通系統與遠程醫療結合起來。

他說 :「我們的人口正在老化，長者很容易患上慢性疾病。由

於往來醫院對患有慢性病和行動不便的長者來說是頗為困

難，如果採用視像診症等遠程醫療技術，可免卻長者定期到

醫院覆診。」

「遠程醫療技術在香港早已存在。舉例說，如果可在護老院

舍使用視像診症，我們只需派遣一名護士到該處為長者量度

和上傳血壓等維生指標，醫生便可為病人進行實時遙距診

症。」

「假如遠程醫療能透過互通電子健康紀錄獲支援，我們就能

提供更佳的護理。我們可探索互通系統的其他增值功能，迎

合社會的醫護需求。」

互通系統可結合電子健康

紀錄及其他功能，提供更

佳的醫療服務

互通系統未來發展和挑戰

關於互通系統第二階段發展，黃醫生期待可通過系統，進一步實現電子健康紀錄雙向互通，

尤其影像紀錄。

此外，他歡迎將中醫藥納入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範圍，認為病人有否服用中藥，及中藥是否與

西藥產生任何相互作用等資料，對醫生診症都有幫助。

至於未來挑戰，黃醫生強調隨著互通系統的使用度擴大，資料安全更形重要。在理解病人希

望有更大的私隱度的同時，黃醫生關注若允許病人控制互通資料的範圍，醫生或會因缺乏全

面醫療數據下作出臨床決定而增加病人自身的風險。

展望將來，黃醫生預計在未來 10年間，香港所有醫院都能使用互通系統無縫地互通病人的健

康紀錄。他說：「這將會是病人護理的重要元素，而我們作為醫護提供者，均樂於看到其最

終能實現。」



 

 

 
 

 

 

 

 

 

 

 

 

 

輔助醫護專業人員使用互通系統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締造醫護

領域新遠景

聖德肋撒醫院與電子健康紀錄互通

透過電子健康紀錄取覽器輸入敏

感及藥物不良反應紀錄

電子健康紀錄取覽器加入互通資料

新功能

病歷互聯計劃參與者使用「簡ð

登記」加入互通系統

邀請病歷互聯計劃參與者加入互通

系統

使用新香港智能身份證登記參加

互通系統的相關措施

使用新智能身份證登記參加互通系

統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推廣活動

趣味小測試

玩遊戲、贏獎品

去年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開放予另外六個醫護專業人員組別取覽電子健

康紀錄，當中包括於醫院管理局、衞生署及私家醫院執業的放射技師和藥劑師。今期

《醫健通訊》訪問了他們的代表，了解他們對互通系統的看法。

聖德肋撒醫院

掃描部放射科主任

鄭培偉醫生

代表醫院放射技師同事的鄭醫生表示，該院

的放射技師均歡迎互通系統的推行，並且反

應正面。

他引用放射診斷服務的例子，表示病人的健

康資料對放射技師的工作非常重要。

他解釋：「病人進行電腦斷層掃描時通常需

注射造影劑，不過一些病人如長者或糖尿病

患者或會對造影劑產生不良反應。放射技師

需要了解病人的藥物敏感紀錄及其腎功能情

況，才能決定是否適合為他們注射造影劑或

應注射的劑量。這是為了保障他們的安

全。」

「此外，如果我們知道病人已在公立醫院接

受某些檢查，便可避免重複相同的項目，可

更有效地利用時間和資源計劃其他檢查方

案。若沒有互通系統，相信要做到這點並不

容易。」

對於互通系統的取覽快將擴展到社

區執業的放射技師，鄭醫生認為，

無論公私營的醫護專業人員，只要

曾接受適當培訓及獲授權，都應可

取覽其病人的資料。

他說 :「無論病人身在何處，當他 /
她需要醫護服務時，任何醫護專業

人員均需要知道病人的健康資料，

以便提供適當的護理。」

談到病人私隱問題，鄭醫生強調要

同時平衡醫護專業人員的知情需

要，以助提供護理服務。他說：

「互通系統的保安措施和按職能設

定取覽限制機制一直運作良好，可

有效保護資料私隱。」

放射技師需要了解病人的藥

物敏感紀錄等，才能決定是

否適合為他們注射造影劑或

應注射的劑量



 

 

 

 

 

 
 

 

 

聖德肋撒醫院

藥劑部總藥劑師

黃騏先生

黃先生表示，互通系統受藥劑師歡迎，認為系統提供

了平台，互通標準化的藥物資料，並優化藥物處方程

序，從而提升藥物安全。

黃先生稱，採用政府為互通系統開發的臨床管理系統

適配組件，藥劑師可根據互通系統的相應標準輸入結

構完整的資料。

他說：「例如我們採用當中的『系統性藥物敏感測試

及警示』組件來記錄病人的敏感資料，並應用組件來

自香港藥物術語表內的致敏原清單，令所輸入的資料

達致統一標準及結構完整。」

黃先生補充，從藥物敏感和不良反應，到藥物的處

方、配發和管理，均能透過互通系統記錄結構完整的

資料。他強調：「互通系統可發揮敏感和藥物篩查的

功能，有助藥物處方的決策過程。」

對於社區執業的藥劑師將獲授權取覽互通系統的資

料，黃先生認為此舉可減輕公共醫療體系的工作量，

同時善用社區資源。

他說：「病人很多時會向不同醫生求診，同一疾病或會接受類似的藥物

治療。透過互通系統互通資料可幫助處理「多重用藥」所引起的問題，

而社區執業的藥劑師亦可在藥物整合過程中，協助避免處方重複藥物，

或監察各藥物之間會否產生相互作用。」

「這樣最終可加強以病人為本的文化，並有助藥劑師的專業發展。」

關於實施按職能設定取覽限制，黃先生認同該機制在聖德肋撒醫院運作

良好。他說：「 我們會教育前線同事如何保障互通系統資料的安全和

私隱，並讓他們明白到每次取覽資料均會被記錄和審核。」

瑪麗醫院

臨床藥劑師

劉沛慧女士

作為臨床藥劑師，劉女士在病房內與醫生和

護士一起工作，可全面取覽互通系統的資

料。她形容互通系統是基層和住院醫護服務

之間的橋樑。

她說：「在日常工作中，我們需要知道病人

的藥物和疫苗接種紀錄，及他們正在服用的

藥物資料，不僅是基層醫生處方的藥物，還

有中藥，甚至保健補充劑。」

她補充 :「有時疫苗、保健品和非處方藥物或

會導致病人產生敏感或不良反應，在這種情

況下，病人紀錄對照顧他們的醫護專業人員

非常有用。如果能從互通系統獲取相關資

料，我們可更全面掌握病人的藥物紀錄和用

藥情況，從而提高醫療質素和藥物安全。」

劉女士歡迎把互通系統取覽權擴展到社區執業的藥劑師，認為可滿足社

會需求，並提升行業的專業性。

「在藥物配發方面，公私營合作的機會越來越多。病人會到地區的藥房

購買公立醫院處方的自費藥物，同時，亦有一些非政府組織經營的社區

藥房。另外，某些自費藥物如抗凝血劑和治療癌症的標靶藥物等，病人

服用時須受密切監察。社區執業的藥劑師可協助檢查病人的用藥情況，

確保病人安全。」



 
 
 
 

「我們醫院曾經收到一名任職於一間大

型連鎖藥房的藥劑師來電查詢，希望核

實一名患有糖尿病的長期顧客經我們醫

院處方的藥單是否有轉變。如果這些資

料能透過系統互通，對病人有很大裨

益。」

針對如何鼓勵更多同行參加互通系統，

劉女士建議政府可加強宣傳互通系統對

病人安全及支援醫護專業人員提供醫護

服務的好處。此外，她建議可研究為加

入互通系統的社區藥房建立認證機制，

提高公眾前往配藥的信心，與此同時亦

可促使更多醫護專業人員加入互通系

統。

日後社區執業的藥劑師可透過

互通系統，協助檢查病人的用

藥情況，確保病人安全



 
 

 

 

  

 

 

 

 

 

 

 

 

 

透過電子健康紀錄取覽器
輸入敏感及藥物不良反應紀錄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締造醫護

領域新遠景

聖德肋撒醫院與電子健康紀錄互通

輔助醫護專業人員使用互通系統

運用互通系統提供專業醫療護理

病歷互聯計劃參與者使用「簡ð

登記」加入互通系統

邀請病歷互聯計劃參與者加入互通

系統

使用新香港智能身份證登記參加

互通系統的相關措施

使用新智能身份證登記參加互通系

統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推廣活動

趣味小測試

玩遊戲、贏獎品

上一期《醫健通訊》已率先預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將增設一項輸入

資料新功能，讓醫護提供者加入和編輯病人的敏感及藥物不良反應紀錄。新功能已於 
2018年 10月 23日推出。今期《醫健通訊》將詳盡介紹該功能如何運作。

輸入資料功能讓參與互通系統的醫護提供者轄下的醫護專業人

員，包括醫生、註冊或登記護士和註冊牙醫，透過取覽器把病

人的敏感及藥物不良反應資料記錄到互通系統。該新功能旨在

鼓勵醫護提供者透過系統互通病人的敏感及藥物不良反應資

料，以加強藥物處方的安全。

參與互通系統的醫護提供者均可使用這項新功能（現已把病人

的敏感及藥物不良反應資料上傳至互通系統或配備資料上傳技

術的醫護提供者除外）。系統已預設合資格的醫護提供者可使

用這項新功能，無需事先登記或進行設定。

已參與醫院管理局和衞生署公私營協作計劃（協作計劃）的醫

護專業人員，同樣可透過相關協作計劃的應用程式使用新功

能。

醫護專業人員可利用取

覽器，把病人的敏感及

藥物不良反應資料記錄

到互通系統

主要特點一覽
新功能有以下特點以方便使用者：

內置智能搜尋器，方便搜尋引

起敏感和藥物不良反應的致敏

／致病原

提供選擇版面，提高記錄效率 可更新和刪除某項特定紀錄

從以下示範可知，要建立新紀錄如何簡單輕易！



 

   

 

 

     
    

登入取覽器或協作計劃程

式，然後點擊病人版面的

「 View/ Add Allergy & 
ADR」按鈕。

點擊「 + Allergy」或「 + 
ADR」按鈕，建立新的

敏感或藥物不良反應紀

錄。

使用關鍵字搜尋

「 Allergen」或「 ADR 
Causative Agent」。

於項目列中點取選框或使

用關鍵字搜尋，輸入臨床

徵狀資料，及按需要輸入

額外資料，然後按

「 Save」，把紀錄存

檔。

新建立的紀錄隨即可顯示在取覽器上供互通之用！

想了解更多？新功能的快速指南和詳細使用說明（ User Documents – User Guide for 
Allergy and ADR Input Module），已上載於電子健康紀錄平台主頁上，供醫護專業人員參

考。



 

  

 

 

 

 
  

 

 
 
  
 

 

 
 

 
 
 

 

 

 

 

 

 

 

病歷互聯計劃參與者使用「簡ð登記」加入互通系統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締造醫護

領域新遠景

聖德肋撒醫院與電子健康紀錄互通

輔助醫護專業人員使用互通系統

運用互通系統提供專業醫療護理

透過電子健康紀錄取覽器輸入敏

感及藥物不良反應紀錄

電子健康紀錄取覽器加入互通資料

新功能

使用新香港智能身份證登記參加

互通系統的相關措施

使用新智能身份證登記參加互通系

統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推廣活動

趣味小測試

玩遊戲、贏獎品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於 2006年推出公私營醫療合作－醫療病歷互聯試驗計劃（病歷互

聯計劃），作為一試驗項目，讓參與的私營醫護提供者單向查閱病人於醫管局內的健康

紀錄。隨著政府於 2016年推出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 ） — 一個全港性的資

訊科技平台，讓公私營醫護提供者可雙向互通病人的健康紀錄，政府致力協助病歷互聯

計劃的參與者加入互通系統，以準備病歷互聯計劃逐步淡出停用。

2016年 3月互通系統推出時，已有約 40萬名病人參與病歷互聯計劃。為使該計劃的參與者能

延續病歷互通，並進一步受惠於互通系統所帶來雙向互通健康紀錄的好處，政府推行相應措

施，方便他們加入互通系統。

早於 2016年年初，政府已致函各病歷互聯計劃的參與者，邀請他們透過簡易登記程序加入

互通系統；並得到踴躍的回應。為進一步鼓勵那些尚未加入互通系統的參與者登記參加，政

府將於 2018年 12月推出第二輪推廣運動。

新的推廣運動讓病歷互聯計劃的參與者可以更簡單方便地登記加入互通系統。只需完成下列

三個簡單步驟，即可完成登記：

病歷互聯計劃的參與者（ 16歲
或以上及未登記加入互通系

統） *將會透過所登記的手機號

碼獲發一個邀請短訊，參與者

可透過短訊指示，登入簡易登

記網站。

參與者只需在簡易登記網站內

輸入手機號碼和病歷互聯計劃

的授權號碼，以遞交申請。

如成功登記，參與者將獲發手

機短訊以作確認。

除此之外，參與者亦可選擇透過其他現行方式 *加入互通系統，包括： 

i) 親身前往電子健康紀錄登記站進行登記 ;
ii) 於互通系統網頁遞交網上申請 ; 或
iii) 透過傳真、郵寄或投遞箱方式向電子健康紀錄申請及諮詢中心提交書面申請。

*16歲以下的病歷互聯計劃參與者，請循現行方式登記參加互通系統。

歡迎參與者致電病歷互聯計劃辦事處 (電話： 3467 6220)，查詢及了解更多詳情。



 

 

 

 
 

 

 

 

 

 

 

 

 

 

 

 

使用新香港智能身份證登記參加互通系統的相關措施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締造醫護

領域新遠景 

聖德肋撒醫院與電子健康紀錄互通

輔助醫護專業人員使用互通系統

運用互通系統提供專業醫療護理

透過電子健康紀錄取覽器輸入敏

感及藥物不良反應紀錄

電子健康紀錄取覽器加入互通資料

新功能

病歷互聯計劃參與者使用「簡ð

登記」加入互通系統

邀請病歷互聯計劃參與者加入互通

系統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推廣活動

趣味小測試

玩遊戲、贏獎品

為配合 2018年年底展開的全港市民換領身份證計劃，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即將推出措

施，以便利持有新香港智能身份證的人士登記參加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

統）。

由 2018年 11月底起，香港政府將開始發出新智能身份證以取代現時的香港智能身份證。整

項換證計劃將分階段進行，預計需時約四年完成。在此期間，現時及新的智能身份證均可用

以登記參加互通系統。為配合新智能身份證的使用，互通系統內的智能身份證電子認證系統

將會更新。

使用現時及新的智能身份證登記參加互通系統究竟有何分別？醫護提供 者的前線人員或會留

意到用於儲存和處理持證人資料的「晶片」，已改為嵌於新智能身份證的背面。儘管這對處

理病人登記互通系統的流程帶來輕微改變，整個過程仍然是簡單容易。

現時的香港智能身份證 「晶片」嵌於背面的新香港智能身份證

病人登記互通系統的新流程
為使現時及新的智能身份證均可用作登記加入互通系統，系統登記功能中的「一讀 ‧全通」

用戶版面將會重新設計，以確保流程清晰及操作簡易。系統版面將劃分成左右兩部分，左面

及右面分別用於以香港智能身份證和人手輸入資料進行登記的流程。有關人員可參照版面上

的圖示和說明，為病人完成登記程序。

以下是以香港智能身份證登記的流程重點，以供參考：

檢查病人的香港智能身份證屬現時或新的智能身份證，然後把身份證以「晶片」朝上的方向插入讀

卡器。



 

 

 

 

 

 

 

 

 
 

 
 
 
 

選擇香港智能身份證版本和病人性別。

確認系統顯示的提示訊息，以準備加載和閱讀香港智能身份

證。

在確認病人同意被讀取其香港智能身份證所儲存的資料後，

按照原先流程所餘下的步驟，輸入資料以完成登記。

除上述方法外，有關人員亦可選擇透過右面版面，以人手把所需的個人資料輸入系統，為病

人登記。

有關新登記流程的詳情及查詢，請致電互通系統醫護提供者熱線 3467 6230與我們的職員聯

絡。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締造醫護

領域新遠景

聖德肋撒醫院與電子健康紀錄互通

輔助醫護專業人員使用互通系統

運用互通系統提供專業醫療護理

透過電子健康紀錄取覽器輸入敏

感及藥物不良反應紀錄

電子健康紀錄取覽器加入互通資料

新功能

病歷互聯計劃參與者使用「簡ð

登記」加入互通系統

邀請病歷互聯計劃參與者加入互通

系統

使用新香港智能身份證登記參加

互通系統的相關措施

使用新智能身份證登記參加互通系

統

趣味小測試

玩遊戲、贏獎品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的資訊保安管理系統最近獲得 ISO/IEC 27001:2013
認證，並透過參與兩個本地大型展覽會，繼續進行社區推廣。

ISO/IEC  27001:2013 認證
互通系統的資訊保安管理系統通過相關認證審

核，獲得國際標準化組織和國際電工委員會的 
ISO/IEC 27001： 2013認證。 

ISO/IEC 27001： 2013是由國際標準化組織和國

際電工委員會所制定的國際標準，旨在提供一套

關於建立、實施、維護和持續改進資訊保安管理

系統的要求。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謝曼怡女士於 
2018年 9月 17日從認證機構接受該證書時說：

「我們很高興互通系統的資訊保安管理系統獲得 
ISO/IEC 27001： 2013認證，這是互通系統持續

改善其服務和資訊保安管理的里程碑。在推行互

通系統第二階段的發展計劃時，我們會繼續努

力，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從認證機

構接受 ISO/IEC 27001： 2013證書

 2018香港運動消閒博覽

香港運動消閒博覽 2018於 2018年 7月 18日至 24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場內設置了互

通系統展覽攤位，以提高公眾對電子健康紀錄計劃的認識，並推廣互通系統。

 
香港運動消閒博覽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旨在於社區推廣及促進身心健康。在為期一周的

活動中，參觀人士可了解互通電子健康紀錄的好處、互通系統的特點及系統第二階段的發展

計劃。透過多媒體展品和攤位遊戲，令參觀人士包括兒童、青少年和家長等，加深對互通系

統的認識。

 
展覽攤位內亦設有登記櫃檯，活動期間共有超過 1700名市民登記參加互通系統。

互通系統攤位內設有多媒體展品和攤位遊戲，讓參觀人士對互通系統了解更多



 

 

 

 
 
 

 2018創科博覽

為期十天的創科博覽 2018由團結香港基金主辨，於 2018年 9月 23日至 10月 2日在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舉行。互通系統為博覽會「香港之光」展區所展示多項榮獲獎項的本地創新發明及科

研成果之一。

透過多元媒介資訊及詳細講解，向參觀人士介紹互通系統

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及醫院管理局代表於創客示

範環節，與參與人士分享互通系統的概念和運作

透過多元媒介資訊及在場人員的詳細講

解，參觀人士認識到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的

概念，及互通系統的設計和發展。此外，

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及醫院管理局的代表

獲邀出席其中一個創客示範環節，與參與

人士分享互通系統的概念和運作，並闡述

如何有效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建立一個高

可用性、穩定性和安全性的全港性平台，

以提升醫護服務，令醫護界和社會受惠。

為便利參觀人士加入互通系統，攤位同時

設有即場登記， 是次活動期間，超過 800
名市民登記加入互通系統。



 

 

 

 

 

 

 

  
    

趣味小測試 — 玩遊戲、贏獎品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締造醫護

領域新遠景

聖德肋撒醫院與電子健康紀錄互通

輔助醫護專業人員使用互通系統

運用互通系統提供專業醫療護理

透過電子健康紀錄取覽器輸入敏

感及藥物不良反應紀錄

電子健康紀錄取覽器加入互通資料

新功能

病歷互聯計劃參與者使用「簡ð

登記」加入互通系統

邀請病歷互聯計劃參與者加入互通

系統

使用新香港智能身份證登記參加

互通系統的相關措施

使用新智能身份證登記參加互通系

統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推廣活動

尋字遊戲

齊來測試一下對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的認識吧！以下方框中隱藏了下列句子

缺少了的詞語，成功把答案圈出來，便有機會贏取獎品乙份（送完即止）。（提示：答案可

在今期《醫健通訊》內找到。 ）

1. 互通系統增設的輸入資料新功能，可

讓醫護專業人員把病人的敏感及

__________資料記錄到互通系統。

2. 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推出措施，以便

利持有新 _________的人士登記參加

互通系統。

3. 互通系統的資訊保安管理系統最近獲

得 ISO/IEC 27001: 2013
__________。

4. 新一輪「簡易登記」推廣運動即將推

出，邀請 ____________參與者登記加

入互通系統。

參加辦法
請列印此頁，附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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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月 11日。



正確答案將於截止日期（ 2019年 1月 11日）後刊登於互通系統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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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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