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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系統突破百萬市 登記：新里民 程新視野

支援連貫及全面的護理

醫管局於互通系統三周年分享發展

經驗

按職 設定取覽擴展至社區執業

的輔助醫護專業人員

多社區執業的醫護專業人員將可

取覽電子健康

更

錄

簡化登記 序方便病人參加互通程

系統

病人登記新措施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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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今年 3月踏入啟用三周年，登記參加的市民人數

已突破一百萬，標誌著系統踏進一個新的里程碑。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在這

個特別的時刻，就互通系統的獨特角色、推行進展和成果、以及在香港的發展前景，分

享她的看法。

短短三年間，登記參加互通系統的人

數已超過一百萬，以一個自願參與的

計劃來說，成績實在令人鼓舞

「互通系統自 2016年 3月推出以來的短短三年間，

已有超過一百萬名市民登記參加，以一個自願參與

的計劃來說，成績實在令人鼓舞。」陳教授指出。

與此同時，除了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衞生署及 
12間私家醫院外，已有超過 1 700間醫護機構參加

了互通系統，並為其轄下的醫護專業人員開設超過 
47 000個賬戶。

陳教授說：「互通系統受到大眾支持，我們深感欣

喜之餘，不忘全力投入系統的持續發展和推廣工

作，以期更多市民及醫護提供者加入，受惠於系統

帶來的各項好處。」

互通系統支持基層醫療發展

隨著香港人口不斷老化，慢性疾病增加，近年政府

致力推動公私營醫護界、非政府組織、基層醫護提

供者和相關社會服務機構之間的協作，加強以地區

為本的基層醫療服務。陳教授指出，互通系統的發

展和推行在這方面可帶來多重好處。

她解釋，互通系統為本港醫療系統提供了重要和安

全的基礎設施，讓公私營醫護服務機構可透過電子

平台取覽和互通病人的健康紀錄，這有助建立融合

的基層醫療及住院護理服務，加強對病人的持續護

理。

「對個人來說，互通系統能協助不同界別的醫護專業人員更有效率和更有效地針對病人的需

要，為其提供適切和整全的護理；對社會整體而言，電子病歷互通亦有利醫社合作的推行，

促進跨界別和跨專業的協作，以更靈活和創新的方式提供醫護服務，以便更有效地運用醫護

資源。」她進一步闡釋。

陳教授認為，互通系統的獨特優勢充份展現在醫管局和衞生署的各個公私營協作計劃中，例

如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和大腸癌篩查計劃。在即將啟用的地區康健中心計劃，互通系

統也擔當著重要的角色。

互通系統對加強基層醫療服務和推動公

私營醫護提供者之間的協作，帶來多重

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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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康健中心將會在社區以醫社合作、公私營協

作及地區為本的原則，為公眾提供一站式服務，

包括健康知識推廣、健康狀況評估、慢性疾病管

理和社區復康護理等。首個地區康健中心將設在

葵青區，預期於今年第三季投入服務。

「與地區康健中心合作的合資格網絡醫護提供者

和參加的市民，需同時登記加入互通系統，以便

各服務單位的合資格醫護專業人員，可透過系統

互通取覽服務使用者的健康紀錄和其他臨床資

料，從而協調服務和加強相互合作。配合互通系

統將於今年逐步把取覽權擴展至社區另外六組醫

護專業人員，例如物理治療師、藥劑師等，屆時

不同的醫護專業人員可共同為社區的病人，提供

更全面的護理和綜合復康服務。」陳教授補充。

互通系統在即將啟用的地區康健中心擔

當著重要的角色

互通系統最新發展緊扣公共醫療政策

互通系統現已進入為期五年的第二階段開發，預期各

個項目將於 2022年底前分階段推出，其中的主要工

作包括建立「病人平台」及把中醫藥資料納入可互通

資料範圍內。

陳教授強調，政府十分重視基層醫療健康，希望在社

區內，市民的健康保障可以做得更好，所以除了計劃

在 18區興建地區康健中心外，亦希望以不同方式鼓勵

市民和醫療界有範式轉移，在思維上增加預防疾病和

自我管理健康的意識。

「『病人平台』的推出正可發揮以上的作用。通過這

個平台，市民可以取覽自己的部份健康紀錄，從而更

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和更積極參與自我健康管理。我

們期望這個平台能成為匯集本港公共衞生資訊的中心

網站，協助傳播公共衞生信息、推廣健康計劃和提供

健康教育，藉此進一步支援基層醫療及醫社合作。」

談及把中醫藥資料納入互通資料範圍，陳教授形容此為互通系統另一重要發展。隨著去年

《施政報告》確立中醫藥在香港醫療服務的定位，把中醫藥納入本港醫療系統及促進本港的

中醫藥業發展，政府正從多方面著手，而互通系統亦與這些工作緊緊相扣。

陳教授說 :「為促進中醫電子健康紀錄互通，我們一方面進行中醫術語標準化，另一方面積

極開發中醫醫療資訊系統及相關配套，以協助中醫界別電腦化及鼓勵中醫從業者參與。」

對於實際上如何互通中醫藥資料，陳教授回應這是互通系統的頗大挑戰，但她指出醫管局轄

下的 18間中醫教研中心，現時已有使用醫管局開發的電腦系統，在這方面為互通系統提供了

不少寶貴的經驗，政府同時亦吸納和參考了業界及不同持份者的意見。現時的目標是在互通

系統第二階段的第四個工作年度內，讓中醫之間試行互通中醫藥資訊；並視乎推行情況及各

持份者的意見，政府會考慮如何推行中西醫之間的互通。

將來公眾可透過「病人平台」取覽自己

的部份健康紀錄，從而更了解自己的身

體狀況



 
 
 
 
 

政府將繼續探索並善用互通系統的潛力，使香港的

醫療服務更趨完善

願景和挑戰

有關互通系統的未來發展，陳教授表

示政府將會繼續探索系統的潛力並加

以善用，以助本港的醫療服務更趨完

善。

「隨著各區地區康健中心和不同公私

營協作及醫社合作項目的推出，我們

預計互通系統的應用會更廣泛，並為

醫護服務帶來更大的協同效應，讓市

民受惠更多。」

陳教授總結說：「互通系統過去三年

的進展與成果，實在有賴市民和多方

持份者的支持和參與。在互通系統向

前推進的同時，我們預期社會的期望

將會更高，特別在醫護提供者的參

與、更多健康紀錄的上載等方面，都

需要持續發展和力臻完善。未來數年

我們將面對不同挑戰，我們將會繼續

努力，善用互通系統這個全港性平

台，與各界持份者攜手合作，為市民

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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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連貫及全面的護理

每個人的醫護需要會隨著人生不同階段而變化。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

為病人保存完整的健康紀錄，並可於香港公私營醫護機構之間互通，以助其持續獲得連

貫及全面的醫護服務。

互通系統突破百萬市 登記：

新里 新視野

民

程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互通系統三周

年分享

按職 設定取覽擴展至社區執業

的輔助醫護專業人員

多社區執業的醫護專業人員將可

取覽電子健康

能

更

                           紀 錄

蔡啟明醫生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服務轉型）

食物及衞生局（食衞局）顧問醫生（公私營協

作）

 

張毅翔醫生

醫管局資訊科技及醫療信息主管 
食衞局顧問醫生（電子病歷）

早於 2016年 3月互通系統啟用之先，張醫生和蔡醫生已

積極參與香港電子健康紀錄的發展。從過往到今天，他

們體會到電子健康紀錄的互通如何對醫護服務帶來正面

作用和轉變。他們相信隨著電子健康紀錄持續發展，及

第二階段互通系統計劃推出，未來的效益將會更加顯

著。

張醫生同時為食衞局顧問，負責領導醫管局的電子健康

紀錄團隊，擔當互通系統的技術機構。他表示：「成功

啟用互通系統已經是一項成就。我們很高興看到系統運

作順利，並受社會各界歡迎，亦很榮幸能獲頒多個本地

和全球資訊及通訊科技界獎項。」

加入互通系統全屬自願性質，參加人數卻於系統推出後

不到一年已超逾 40萬。張醫生回憶：「我們當時沒料

到反應會如此熱烈。各界積極參與是對我們多年來的努

力給予相當的肯定。」

蔡醫生亦同時兼任食衞局顧問，負責領導醫管局的臨床

公私營協作計劃，他同意說：「醫管局約於 15年前開

始互通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以此系統為藍本，開發

成為一個以病人為中心的平台，並具潛力為香港整體人

口提供服務；很高興我們的工作能幫助病人，為醫療體

系帶來轉變。」

簡化登記 序方便病人參加互通程

系統

病人登記新措施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活動

趣味小測試 —玩遊戲、贏獎品



 

 

 

 

 

 

 

 
 

 

建立終身紀錄加強協作
秉承「病歷跟病人走」的概念，互通系統可讓

病人建立終身和全面的電子健康紀錄，涵蓋每

個人於不同時段的健康資料和病歷紀錄。

張醫生和蔡醫生均指出，人生不同階段會有不

同的醫護需求，若具備一份終身的電子健康紀

錄供不同醫護專業人員取覽，有助提供連貫和

全面的醫護服務。兩位醫生深信，隨著人口老

化及社會對醫社合作模式所提供的綜合醫護更

著重之際，這點尤為重要。

引用長者為例，他們指出長者通常需要由多個

醫護團隊為其提供不同的護理和服務，例如專

科醫生、安老院舍和其他非政府機構。互通系

統提供一個平台互通不同種類的電子健康紀

錄，以連繫這些服務，加強服務之間的協調。

互通系統可讓每個人建立終身和全面的電子

健康紀錄

他們續稱，隨著地區康健中心計劃於今年稍後推出，地區層面的醫護提供者將透過互通系統

有更緊密合作。地區康健中心計劃旨在協同地區多個範疇的醫護提供者，為公眾提供綜合基

層醫療服務，而相關的病人資料將由互通系統連合起來。

蔡醫生補充，最理想是從出生開始建立健康紀錄。「香港大部份的新生嬰兒都會參加衞生署

的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如父母同時為其嬰兒登記參加互通系統，他們的健康紀錄便可以

從出生開始並隨著他們成長一直建立。通過這方式，未來一大部份人口將擁有終身全面的健

康紀錄。」他盼望。

提升病人自主
互通系統以病人為本，蔡醫生說病人在揀選醫護提供者

時，現在可有更多選擇和彈性，因為病人知道有關的健

康資料已儲存於互通系統內，而照顧他們的醫護專業人

員亦可方便地取覽這些資料。

不僅如此，第二階段互通系統計劃的主要工作之一是開

發「病人平台」，隨著「病人平台」推出，將有效提升

病人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

張醫生解釋：「『病人平台』的潛力是多方面的，例如

用家可利用手機等流動設備，閱覽在互通系統內部份屬

於自己的資料，並自行輸入如血壓讀數等簡單數據，其

家人和照顧者也可協助監察他們的健康狀況。」

他闡述：「屆時資訊交流不再局限於醫護專業人員之

間，病人可利用『病人平台』加強與醫護提供者的溝

通。」 隨著「病人平台」推出，將有效提

升病人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

受益於公私營協作
目前醫管局和衞生署共推出 14項公私營協作計劃，涵蓋臨床服務、醫療檢查，以及慢性疾病

和長期護理。在公私營協作計劃中，互通系統提供必需的基礎設施，讓公私營醫護界可互通

病人的健康紀錄。

兩位醫生相信，若電子健康紀錄不能互通，這些計劃將難以順暢實行。而隨著更多公私營協

作計劃推行，互通系統的重要性將與日俱增。

熟悉醫療協作計劃的蔡醫生認為，在眾多項目中，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門診協作）

的成效非常鼓舞。

他說：「自門診協作推出以來，至今超過 30 000名病人和 400名私家醫生參加，每天上傳至

互通系統的診症資料達數百個。當中超過九成的病人現時仍參與計劃，並繼續接受所選私家

醫生的服務，反映計劃成功協助他們找到合適的個人家庭醫生。」

「這符合政府加強基層醫療的政策，而更密切的醫患關係亦有助提高醫護質素。」



 

 

 

 

 
 
 
 

蔡醫生透露，醫管局將於今年年中推出青光眼公私營協作計劃。青光眼是一種需要長期護理

的疾病，合資格的醫管局病人會獲邀參加計劃。

迎接未來發展及挑戰
隨著互通系統日益普及，受歡迎程度日漸增加，如何滿足及平衡各持份者不斷提高的期望和

需要，是隨之而來的一大挑戰。面對挑戰，蔡醫生和張醫生表示將繼續聆聽持份者的意見，

並參考過往和國際的經驗。

互通系統第二階段發展計劃的另一主要工作是把中醫藥資料納入互通範圍內。張醫生表示，

推行中醫藥資料互通的工作正逐步進行，他對前景感到樂觀。他指出，政府提供予中醫業界

使用的臨床管理系統「中醫醫療資訊系統連接部件」試用版，將於今年稍後推出。

對於「病人平台」，兩位醫生均寄予厚望。張

醫生稱，「病人平台」會分階段開發和推出，

首階段將率先於 2020年推出，提供一些切合父

母和慢性病人等目標使用者需要的基本功能。

至於互通放射性圖像，張醫生表示，他們在開

發系統技術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以容納數量和

容量龐大的圖像檔案。「此外，由於此項目涉

及一些使用互通系統經驗較淺的化驗所，我們

將與其緊密合作，期望可於 2021年開始互通放

射性圖像。」他補充。

雖然面對各種挑戰，但兩位醫生一致強調，在

互通系統的發展過程中，確保系統安全性強、

私隱保障標準高，及操作簡便等原則將貫徹始

終。

持份者的期望會隨著互通系統漸受歡迎和日

益普及而不斷提高，滿足及平衡他們的需要

將成為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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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職能設定取覽擴展至社區執業的輔助醫護專業人員

由今年第三季起，在社區執業的 6組醫護專業人員，將可取覽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互通系統）內的電子健康紀錄。他們的取覽權限將按其職能設定，以保護資料私隱和

安全。

互通系統突破百萬市 登記：

新里 新視野

民

程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互通系統三周

年分享

支援連貫及全面的護理

醫管局於互通系統三周年分享發展

經驗

簡化登記 序方便病人參加互通程

系統

病人登記新措施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活動

趣味小測試 —玩遊戲、贏獎品

根據《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第 625章）， 13組醫

護專業人員可取覽病人於互通系統內的電子健康紀錄。取覽

權限將分階段開放予各醫護專業人員組別，其中醫生、護士

（包括助產士）及牙醫屬互通系統推出初期，首階段獲取覽

權的醫護專業人員組別。

由 2017年 9月起， 6組於醫院管理局、衞生署和私家醫院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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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取覽系統內的電子健

康紀錄。截至今年 3月，這些醫護專業人員開設的互通系統賬

戶已超過 4 400個。

隨著按職能設定取覽限制在上述醫護機構順利推行，互通系

統取覽權將逐步開放予社區執業的醫護專業人員。由今年第 3
季開始，屬以上 6個組別之醫護專業人員，若其工作的社區醫

護機構，如私家診所、安老院舍、放射中心和化驗所等已參

加互通系統，便可於獲取病人同意後取覽其電子健康紀錄。

由今年第 3季開始， 6組於社區

執業的醫護專業人員亦可取覽

互通系統內的紀錄

嚴謹限制以保護私隱及資料安全
保護病人私隱和資料安全一向是互通系統運作的首要

關注點。社區執業的輔助醫護專業人員在取覽互通系

統的電子健康紀錄時，必須遵守按職能設定取覽限制

和其他規管措施。

按職能設定取覽限制是一個根據醫護專業人員在機構

內的職能制定的私隱保護機制。在此機制下：

獲授權的不同醫護專業人員，在取覽電子健康紀

錄上有不同級別的權限；

按不同醫護專業人員的職能及臨床需要，預先設

定不同的取覽權限；

醫護專業人員須在「病人正接受其護理」及「有

需要知道」的原則下，取覽病人的電子健康紀

錄；及

所有取覽活動會被記錄，以作審核和檢查。

互通系統的取覽權限是根據有關機

制，按不同醫護專業人員的職能和

臨床需要而預先設定

社區執業的輔助醫護專業人員要注意，如需取覽病人的電子健康紀錄，其工作的醫護機構應

先取得病人的互通同意。為加強保護私隱，輔助醫護專業人員如需取覽受特殊限制的電子健

康紀錄，需取得病人額外同意，系統並會在資料被取覽時向病人發出額外通知。



 

 

 

   
 

   
 

  
 
 

  
 
 

 

 
 
 
 

社區執業的醫護專業人員取覽電子健康 錄的要求紀
參加互通系統是以醫護機構為單位，具有效專業註冊的醫護專業人員，須向其工作的醫護機

構申請互通系統取覽權。

基本上，透過可連接互聯網及兼容電子健康紀錄的電腦便可使用互通系統。醫護專業人員可

選擇安裝由政府開發、與互通系統兼容的的臨床醫療管理軟件 ─「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部

件」，或透過簡便登入網上平台使用互通系統。

詳情可參考： 
https://www.ehealth.gov.hk/tc/healthcare_provider/registration/how_to_register.html 
(醫護提供者登記 ) 

https://www.ehealth.gov.hk/tc/healthcare_provider/registration/it_requirements.html 
(技術要求 ) 

https://www.ehealth.gov.hk/tc/healthcare_provider/cms_on_ramp/cms_on_ramp_in_pr 
actice.html 
(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部件 ) 

https://www.ehealth.gov.hk/tc/publicity_promotion/ehealth_news_17/allied_profession 
als.html 
(輔助醫護專業人員分享 )

  (  )電子問卷調查 只備英文版本
為協助社區執業的 6個輔助醫護專業人員組別取覽互通系統資料，我們現正進行電子問卷調

查以評估他們工作的機構是否有興趣及具備有關技術加入互通系統。有興趣的機構有機會獲

邀請率先試用互通系統，及獲提供相關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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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為  醫藥資料互通作好準備

互通系統突破百萬市 登記：

新里 新視野

民

程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互通系統三周

年分享

支援連貫及全面的護理

醫管局於互通系統三周年分享發展

經驗

按職 設定取覽擴展至社區執業

的輔助醫護專業人員

多社區執業的醫護專業人員將可

取覽電子健康

能

更

                           紀錄

簡化登記 序方便病人參加互通程

系統

病人登記新措施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活動

趣味小測試 — 玩遊戲、贏獎品

隨著中醫服務在本港日益普遍，中醫藥在香港醫療體系中所發揮的

角色愈加重要。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第二階段發展

的其中一項主要工作，就是將中醫藥資料納入系統的可互通範圍。

為了鼓勵及推動中醫業界電腦化及互通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發

展當中包括開發一套「中醫醫療資訊系統連接部件」（ CMIS On-
ramp）。 CMIS On-ramp是一站式的中醫臨床管理系統，旨在為中

醫業界提供一個低投資成本的選擇，一如現時供西醫使用的「臨床

醫療管理系統連接部件」 (CMS On-ramp)，它不單可支援日常診所

的行政和臨床管理（包括求診者登記和預約、中醫診症、處方和配

藥等），更將同時配備與互通系統進行連接及互通的功能。

將中醫藥資料納入互

通系統的可互通範圍

是第二階段發展的其

中一項主要工作

「 醫醫療資訊系統連接ð件」工作坊中
為促進中醫藥資料互通及為中醫業界採用電子健康紀錄作好準

備，本地中醫代表獲邀參加於今年 1月及 2月份舉行的四場「中

醫醫療資訊系統連接部件」工作坊。工作坊除了簡介中醫藥領

域於互通系統的發展外，其主要目的是向參與者介紹 CMIS 
On-ramp的初步設計及功能，以收集中醫業界對系統的意見和

建議。是次工作坊共有超過 50位本地註冊和表列中醫出席，參

與者主要由電子健康紀錄中醫藥紀錄專案小組的中醫學會代表

提議。

參與者於工作坊除了透過講解及示範了解到 CMIS On-ramp的
設計原則、目的及功能外，還可利用大會提供的平板電腦及筆

記型電腦親身體驗 CMIS On-ramp的系統應用功能。在分享環

節中，參與者均踴躍地就有關系統設計及功能對診所日常運作

的支援提供意見。

在完成體驗後，每位參與者均獲邀填寫問卷提供有關意見，並表達他們對採用 CMIS On-
ramp的興趣及參與預期於今年下半年推出之先導計劃的意向。

總括而言，參與者普遍歡迎 CMIS On-ramp的發展，並表示有興趣參與先導計劃，同時對系

統的設計提供了不少寶貴的觀點和意見，這對於 CMIS On-ramp下一步的規劃、設計、開發

和推廣工作都有莫大的幫助。



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代表與參與者分享互通系統

的最新發展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代表簡介中醫藥領域在互

通系統的發展

參與者利用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親身體驗

CMIS On-ramp的功能

醫管局代表就 CMIS On-ramp的系統設計及功能 

與參與者交流



 

  

 

 

 
 
 
 
 
 
 
 
 
 

 

   

 

 

 為中醫藥資料互通作好準備

互通中醫票資料預備工作

 

   

簡化登記程序方便病人參加互通系統

為持續改進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的服務，新措施最近推出，以進一步便

利病人參加互通系統。

互通系統突破百萬市 登記：民

新里程 新視野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互通系統三周

年分享

支援連貫及全面的護理

醫管局於互通系統三周年分享發展

經驗

按職 設定取覽擴展至社區執業

的輔助醫護專業人員

多社區執業的醫護專業人員將可

取覽電子健康

能

更

                           紀錄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活動

趣味小測試 —玩遊戲、贏獎品

使用新及現有香港智 身份證登記

於今年 3月推出的新措施，旨在簡化病人登記流程和

提升用戶體驗。

能
為配合香港新智能身份證換領計劃，互通系統經已更
新，新和現有智能身份證均可用作為病人登記參加互

通系統。

已參加互通系統的醫護提供者為病人登記時，現在可

以在更新後的互通系統登記版面上輕易標示病人的智

能身份證版本。為方便前線人員參考，同時特別設計

了有關更新登記流程的宣傳單張。

詳情請參閱相關文章 ─「使用新香港智能身份證登記參加互通系統的相關措施」

互通系統已更新，病人無論使用新或

現有智能身份證也可登記參加系統

登記更輕ð
保持簡便易行的病人登記程序向來是互通系統運作的重要考慮，新

措施亦配合這方向發展，重新設計病人登記版面，務求令流程更簡

化和直接。

在新設計下，登記人員只需在同一頁面上進行幾個點擊，便可輕易

完成登記，即使是獨立執業者或較小型的診所，也能應付自如。為

進一步簡化流程，輸入通訊方式部分已作修改。登記人員僅需輸入

病人選定通訊方式的相關資料，至於其他聯絡資料，則可按選擇提

交。

為更方便醫護提供者，當輸入所需資料後，系統將顯示清晰簡潔的

說明和圖示，指示登記人員下一個步驟，以便為持有香港智能身份

證或已提交網上申請的病人，進行登記或啟動紀錄。成功登記後，

系統會透過病人所選的通訊方式發送確認通知，而是否列印確認信

則可按需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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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給予互通同意
繼 2017年年底推出的全天候授權及授權號碼以便病人管理互

通同意，病人現可於網上遞交互通系統申請時，選擇把互通

同意給予最多三間已參與互通系統的醫護提供者 *。網頁同時

內置搜索功能，方便病人搜尋和揀選相關醫護提供者。有關

的互通同意將於病人下次前往醫護提供者求診並啟動紀錄時

生效。系統會通過病人選定的通訊方式，發送通知以確認所

給予的互通同意。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及衞生署除外。病人參與互通系統

後，即代表同時向醫管局及衞生署給予互通同意。

有關新登記措施的詳情及查詢，請瀏覽互通系統網站，或致

電 3467 6230（醫護提供者熱線）或 3467 6300（病人熱線）

與我們的職員聯絡。

病人現可在網上遞交互通系

統申請時，選擇把互通同意

給予最多三間已參與系統的

醫護提供者

https://www.ehealth.gov.hk/tc/publicity_promotion/ehealth_news_14/greater_convenie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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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連續第二年於本地主要健康博覽會展出；及在過去

數月舉行的持份者活動中作推廣。

互通系統突破百萬市 登記：

新里 新視野

民

程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互通系統三周

年分享

支援連貫及全面的護理

醫管局於互通系統三周年分享發展

經驗

按職 設定取覽擴展至社區執業

的輔助醫護專業人員

多社區執業的醫護專業人員將可

取覽電子健康

能

更

                           紀錄

簡化登記程序 方便病人參加互通
系統

病人登記新措施

趣味小測試 —玩遊戲、贏獎品

 2018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
承接 2017年的成功經驗，互通系統再次於 2018年 11月 
22至 25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第二屆樂齡科技

博覽暨高峰會中展出。博覽會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辦，並由香港科技園協辦。

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統籌處）聯同衞生署於是次博

覽會設置展覽攤位，推廣互通系統和衞生署推出的相

關長者計劃 /服務，包括長者醫療券計劃、疫苗資助計

劃等。 攤位的多媒體展品和 3D互動遊戲，吸

引廣泛層面的人士參觀
攤位運用不同的多媒體和互動元素，如觸碰式資訊屏

幕、電子書展示和 3D互動遊戲等，向參觀人士介紹互

通系統的內容和最新發展，及相關科技應用如何有助

公私營協作計劃及基層醫療計劃的推行。攤位成功吸

引廣泛層面的人士參觀。攤位同時設有登記站，即場

為市民登記加入互通系統；整個活動中約有 550名市民

登記參加系統。

攤位設有登記站即場為市民登記參加

互通系統

醫學會會長何仲平醫生介紹該會「診所管理

系統女媧版」的最新發展，並分享使用心得

香港醫學會「診所管理系統女媧版」

最新發佈會
香港醫學會（醫學會）於 2018年 12月 11日在

其灣仔會址舉行發佈會，會長何仲平醫生向參

與者介紹該會「診所管理系統女媧版」的最新

發展，並分享使用心得。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代表應邀於會上介紹該

系統的特色，例如具備接駁至醫管局普通科門

診公私營協作計劃系統的綜合界面，及內置藥

物過敏檢查的功能等。



 

 

 

 

 
 

 

 
 
 
 
 

互通系統的網絡安全及保護個人資料私隱研討會
為提高互通系統使用者對網絡安全和保護資料的意識，統籌處於今年 1月 24日在威爾斯親王

醫院舉行研討會；當中來自已參與互通系統的醫護提供者共超過 220名資訊科技代表和行政

人員出席。

研討會由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衞生 )錢卓康先生致開幕辭。香港警務處網絡安全及

科技罪案調查科偵緝高級督察李立民先生、醫管局總系統經理 (資訊科技及電子健康紀綠互

通系統運維服務 )張淑英女士，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高級個人資料主任陳香凝女士獲邀

發表演說，題目涵蓋網絡安全、防止資料洩露、保護個人資料私隱，及使用互通系統和電子

病歷系統的安全提示等。研討會亦收集了出席人士對加強網絡安全和保護私隱的意見，並解

答他們所關注的問題。

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衞生 )錢卓康

先生為研討會致開幕辭

大會邀請了醫管局、警務處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的嘉賓講員，與出席者分享有關網絡安全和保障個人

私隱等議題

互通系統最新發展簡報會
有關簡報會於今年 2月 13日在威爾斯親王醫院舉行，對象為已參加互通系統的醫護提供者。

簡報分為兩部份，首先向與會者介紹簡化病人登記流程的新措施，接著預告互通系統取覽權

將會擴展至社區執業的輔助醫護專業人員的有關安排。當日共有超過 200名來自私營醫護提

供者的代表出席簡報會，包括賬戶管理員、前線登記人員和輔助醫護專業人員。

簡報會介紹病人登記流程的新簡化措施，和互通系統取覽權將擴展至社區執業的輔助醫護專業人員

的安排

如欲了解更多，請參閱本期相關文章 –
「簡化登記程序 方便病人參加互通系統」

「按職能設定取覽擴展至社區執業的輔助醫護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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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中醫藥資料互通作好準備

互通中醫票資料預備工作

 
 

 

趣味小測試 — 玩遊戲、贏獎品

  對或錯

動動腦筋，測試一下您對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的認識。請判斷下列每個句子

是「對」或「錯」，並在適當的空格內填上「 ✔」。答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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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錯

2019年 3月為互通系統啟用三周年。

六組在社區醫護機構執業的醫護專業人員，將於 2021年
起可取覽互通系統內的電子健康紀錄。

新香港智能身份證不能用於登記參加互通系統。

病人現在可於網上遞交互通系統申請時，向最多三間醫

護提供者給予互通同意。

互通系統突破百萬市 登記：

新里 新視野

民

程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互通系統三周

年分享

支援連貫及全面的護理

醫管局於互通系統三周年分享發展

經驗

按職 設定取覽擴展至社區執業

的輔助醫護專業人員

多社區執業的醫護專業人員將可

取覽電子健康

能

更

                           紀錄

簡化登記 序方便病人參加互通程

系統

病人登記新措施

互通系統最新資訊

互通系統最新活動

開發中醫醫療資訊系統連接部件，可協助中醫業界採用

電子健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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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5月 24日。

正確答案將於截止日期（ 2019年 5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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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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