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三院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的中醫藥服務，發展至今已有近 40 個醫療衛生服務單
位，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中西醫藥、健康普查及長者健

東華三院資訊科技處

東華三院紮根香港逾百載，從最初為貧苦華人提供可靠

康等服務。
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為東華三院建立一個又一個里
程碑，包括：1980 年開始電腦自動化、2001 年成立首
間無紙中醫診所、2014 年開始和政府部門合作，建立及
加入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等。本書詳列東華三院過去
多年來在中醫、西醫、復康及牙科等醫療服務的資訊科
技系統與項目發展，以及在醫院及診所方面的資訊科技
服務與基建等，致力為廣大市民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
東華三院屬下的資訊科技處將繼續為各醫療衛生服務單
位提供多元化和先進的資訊系統及設備，服務醫護人員、
病患人士和市民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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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前言
主席

資訊科技委員會主任委員

2001 年 11 月 12 日，東華三院第一所「無紙中醫診所」在廣華醫院開幕啟用，標誌着

回到 1870 年，東華三院在香港首辦華人中醫院，以中醫醫療服務起家，並陸續因應時

本院在中醫服務上的一個里程碑。今天，我們謹記一百四十多年前東華先賢們抱着堅毅

代及大眾的需要，開拓西醫醫療及專科等醫療服務，經歷逾百載的發展，現時屬下一共

的信念，建設東華醫院，無私地為貧苦華人提供可靠的中醫藥服務。

有 39 個醫療衛生服務單位，當中包括 5 間醫院，仁心廣被，為廣大市民提供多元化的
中西醫藥、健康普查及長者健康等服務。

時光飛逝，香港回歸祖國後，東華三院繼續秉承「救病拯危」的精神，竭力推廣中醫藥
的發展，並借助先進的資訊科技，推動中醫藥科學化、現代化及規範化，務求延續東華

香港回歸祖國後，東華配合特區政府的新政策，不斷積極擴展和優化中醫及西醫的醫療

前賢的意願，以病人福祉為依歸，為市民大眾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

服務，率先展開一系列中醫藥發展計劃。在 2001 年，東華在廣華醫院建立起第一所中
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全面推行電腦化的病歷和臨床資訊系統，在病人診症流程，藥

蔡榮星
東華三院 2019/2020 年度主席

物標籤以至顆粒沖劑容器，均廣泛使用條碼識別技術，以增加效率。此外，中心引入風
險管理，例如在倉存管理上可追蹤懷疑有問題的藥物批次；應用處方程式可審核藥物用
量，從而減少人為錯誤；各中心電腦聯網又可迅速翻查病人過往在任何一個中心求診的
病史和處方，務求為市民大眾提供專業及現代化的優質醫療服務。配合醫療服務的發展，
資訊科技處與醫務科緊密合作，致力為不同類型的東華醫療服務建設相關的資訊科技技
術和設備，以完善及提升本院醫療服務的質素及效率。
期盼我們的努力能為市民帶來更完備和全面的醫療服務。

韋浩文
東華三院 2019/2020 年度第四副主席
暨 東華三院資訊科技委員會 2019/2020 年度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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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前言

序言
執行總監

資訊科技總主任

東華三院相信善用資訊科技是優化醫療服務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能夠使醫療服務的效率

東華三院電腦自動化的歷史可以追溯至 1980 年，當時本院安裝了第一台微型電腦系統

及質素得以持續發展及提升。故此，本院屬下的資訊科技處一直積極配合醫務科及其多

Digital PDP 11/34，用於開發非醫院單位的財務會計系統及人事薪資系統。隨着非醫院單

項重建和嶄新的醫療服務計劃，開發相關的系統及設置適當配備，如上年度推出的網上

位的迅速發展及醫院單位亦步入電腦化的里程，本院於 1983 年安裝了一台新的 Digital

預約中醫診療服務流動應用程式；配合廣華醫院第一期重建計劃的資訊科技服務重置項

Vax / 750 系統以解決 Digital PDP 架構的硬體和軟體限制，原有的 Digital PDP 11/34 轉移

目；建立連接政府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的資訊平台；及提升或優化中醫醫療資訊系統、

到醫院單位的財務及人事部門用作處理會計和工資計算。1992 年 7 月，位於上環的行政

放射資訊系統及圖片存檔和通訊系統及相關配備建設等。

總部大樓落成啟用，前身為電腦處的資訊科技處落實新一代電腦化計劃，全面提升網絡建
設及引入數據庫系統（RDB）以取締檔案記錄管理系統（RMS）。隨着互聯網愈趨普及，

近年，資訊科技處所肩負的責任更見重要。除了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當中的廣華醫院重建

資訊科技處的服務範疇也由內部系統，延伸至前線服務單位及其他部門。

項目─中醫病房服務計劃外，本院亦積極籌備參與競投香港首間中醫醫院，銳意將先進
的資訊科技融入中醫病房醫療服務的特色，以智慧醫院（Smart Hospital）的模式營運
中醫醫療服務。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資訊科技處與時並進，為院方的服務推出先進完善的資訊科技方
案。本處在醫療服務上，不論在中醫、西醫及專科服務，均努力切合醫務同事的專業要
求，發展合適的資訊科技配備，以達致前瞻的服務水平。

在此，我很感謝資訊科技處的團隊，一直專業及努力支援各科╱處的資訊科技服務，尤
其為本院各醫療服務單位發展多元化和先進的資訊系統及設備，讓醫護人員、病患人士
和市民大眾能從醫療服務中得到資訊科技應用所帶來的裨益。

本處特此彙編了此書，總結過去資訊科技處為東華三院醫療服務創造的成果，以及展望
將來，如何為各醫療單位帶來更完善的資訊科技支援服務。

蘇祐安
東華三院執行總監

在此感謝歷屆董事局，資訊科技委員會，執行總監及醫務科同事，對資訊科技處的支持
與信任，讓資訊科技在院內的服務走在最前，令服務使用者得到理想而可靠的服務。感
謝資訊科技處同仁，他們的專業服務態度及積極投入，為各持份者帶來更優質的資訊科
技服務。

劉延禧
東華三院資訊科技總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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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里程碑

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里程碑
2015-2019

東華三院
主要核心醫療資訊系統一覽

2019：按 ISO/IEC 27001：2013 國際標準強化資訊保安管理系統並獲頒認證
2019：推出東華三院流動應用程式內的網上預約中醫診療服務新功能
2018：探索先進創新的數碼醫療方案和醫療資訊技術
2018：推出線上服務以便利市民訂購中藥保健產品
2017：與無錫市中醫醫院作遠程醫療交流

CMCIS

DCOMS

中醫醫療
資訊系統

牙齒保健
外展服務
管理系統

2016：建立資訊平台連接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2016：為東華三院李恩李鋈麟父子中央煎藥中心建設資訊系統

CMMCIS

2016：開發東華三院復康資訊系統

中醫流動診所
服務系統
中醫普通科門診
自助登記系統

牙齒保健資訊
系統

RCIS
復康中心
資訊系統

CTIS
電腦掃描中心
資訊系統

2015-2019：實施廣華醫院第一期重建發展的資訊科技服務重置計劃

2010-2014
2012：東華三院放射資訊系統 / 圖片存檔和通訊系統
2010：東華三院血液透析臨床資訊系統

服務使用者
醫護人員
管理層
衞生醫療機構
/ 政府

血液透析臨床
資訊系統

2015：智能門診輪候管理顯示系統

SQS

DCIS

HDCIS

2016：東華三院內視鏡中心資訊系統

SQDS
中醫輪候管理
顯示系統

醫療保健資訊系統
（綜合診斷及醫療
中心 / 婦女健康普
查部 / 內視鏡
中心）

SARPS
中醫專科門診自
助登記及八達通
收費系統

病人總索引

RIS/PACS
放射資訊系統 / 圖片
存檔和通訊系統

2010：自助登記及八達通收費系統

2005-2009
2008：電腦掃描中心資訊系統

PMI
HIS

2010：中醫流動診所服務系統

2008：中醫普通科門診部智能排隊管理系統
2006：建立中西醫藥治療系統單元
2005：成立「中國中醫名院名科名醫信息服務網」
2005：東華東院 － 香港理工大學王澤森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電腦化項目

2000-2004
2004：捐贈中醫醫療資訊系統予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2003：為廣華醫院長者牙齒保健及治療中心建立應用系統
2003：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王李名珍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電腦化項目
2003：東華三院綜合診斷及醫療中心資訊系統開發及建成
2002：東華醫院 － 香港大學中醫藥臨床教研中心電腦化項目
2002：捐贈中醫醫療資訊系統予醫院管理局
2002：捐贈中醫醫療資訊系統予博愛醫院
2001：廣華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電腦化項目
2001：建立中醫醫療資訊系統

1990-1999
1999：為廣華醫院中醫普通科門診部建立一套軟件系統
1991：為廣華醫院發展感染控制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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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中醫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中醫醫療資訊系統
中醫在中國文化源遠悠長，凝聚着中華民族長久累積的寶貴知識及經驗。始創於
1870 年的東華醫院，一直以來都為普羅市民提供中醫診療服務，隨着時代進步，中醫
亦邁入科學化的管理模式。早於九十年代，資訊科技處已經着手自行研發中醫藥資訊系
統，並且成功為廣華醫院中醫普通科門診服務實施病人資料數據化管理。2001 年，香
港中醫發展踏入新里程，由廣州中醫藥大學、中文大學及東華三院三方合作成立的廣華
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正式運作，資訊科技處率先為該中心建立
了一個中醫醫療資訊系統，成為當時本港首個全面管理中心日常運作、病人臨床資訊及

本院自行發展第一代東華三院中醫醫療資訊系統（2001-2013），為剛成立的東華三院
廣華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提供全面電腦化服務。

中醫藥研究資料的資訊應用系統。
中醫醫療資訊系統是針對研究中心的整體運作流程而設計。系統配置風險管理及數
據標準化的特色，並將研究中心劃分為不同的功能區域，每個功能區域都會設置相應的
電腦工作站及預設適當的功能區域程式，並且利用二維碼技術加強中心運作效率。系統
同時為中心制定中醫系統藥物編碼標準，涉及超過一千二百多種中草藥及中藥顆粒。

CMS 診所管理系統單元
ABS 預約及日程管理系統單元
ALS 評估及檢驗單元

CMCIS
中醫醫療資訊系統

DPS 診症及處方管理系統單元
OBS 帳目管理系統單元
SMS 中藥房及藥庫管理系統單元

採用內聯網技術優化後的東華三院中醫醫療資訊系統（2008-2013），主要供中西醫結
合治療中心及中醫流動診所使用。

SCS 統計報表管理系統單元
中醫醫療資訊系統初建的系統模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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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系統與項目
—中醫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面對日益增加的服務需求及配合應用軟件的
推陳出新，本處於 2012 年為資訊系統實施階段
性的改組工作，並且重新發展以內部網絡為本的
介面功能，包括處理預約及求診登記、印發收據
及八達通收費的程式單元。廣華醫院於 2012 年
率先推出的中西醫結合病房先導計劃，本處於病
房內裝配電腦硬件設備及開發相關應用系統，並
且為前線醫務人員提供平板電腦和流動輪架等無
線連接的設備，及在中醫醫療資訊系統加入主要

系統使用各種條碼，提升中醫診所內流程上
的工作效率及加強處理病人紀錄的安全性。

的住院功能模組，處理臨床評估、中西藥物治療、列印藥單和化驗單及計算費用等工作。
新功能同時結合了中醫醫療資訊系統現有的資料庫，醫護人員可以從電腦平台上，同時
查閱病人的門診和住院病歷紀錄，為病人的診斷治療提供相關參考資料。
本院率先於廣華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使用嶄新的免煎中藥電子
調配機，系統自動導入本院中醫醫療資訊系統的處方數據，直接驅動調配機配發藥物。

於 2019 年成立的東華三院王胡麗明中醫診所，設有嶄新電腦化藥房。
2001 年成立的廣華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率先利用電腦系統為病人配發中藥
濃縮顆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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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系統與項目
—中醫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中醫師使用系統處理診症個案，並且跟西醫一起進行中西醫會診。

經第二階段改良工程後，利用 Web 2.0 技術重新編寫的東華三院中醫醫療資訊系統於
2014 年正式啟用，至今仍在轄下的中醫中心使用。

至 2014 年，本處開展中醫醫療資訊系統第二階段的改良工程，以增強門診健康評
估及中醫診症功能。當時採用最新的程式標準和技術取代過時的軟體平台及系統技術，
利用 Web 2.0 技術重新編寫中醫醫療資訊系統內的主要功能模組，例如健康評估、化驗
單列印、處方、臨床行政指令和其他相關功能模組等。中醫醫療資訊系統的延續及發展
為本院重要的資訊科技策略，透過與外部系統進行電子數據交換及共享，奠定中醫服務
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改良後的綜合功能應用於東華三院轄下的中醫診所、東華三院中央
煎藥中心及調遷後位於東寶閣的廣華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
本院中西醫結合服務提供西醫主導，中醫輔助角色，為轄下各醫院住院病人提
供中醫診斷及治療服務。

東華三院李恩李鋈麟父子中央煎藥中心於 2015 年成立，是全港首間由非牟利機構
營運、規模最大的中央煎藥中心，旨在為巿民提供優質、方便的配藥及煎藥服務。本處
為中心提供全電腦化操作的資訊科技方案，透過與東華三院屬下中醫中心進行電腦聯
網，醫師開出處方後，已連接中醫醫療資訊系統的煎藥中心，可以即時接收處方，並且
以電子化紀錄及監測整個中藥配劑及煎藥過程。
東華三院中醫醫療資訊系統提供全面藥房倉存管理，為傳統模式運作的中藥房帶來現代化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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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系統與項目
—中醫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系統為東華三院李恩李鋈麟父子中央煎藥中心中央化管理調配、煎煮、派發及付運藥物的工作情況，
並顯示即時狀況，提升藥物追蹤的管理效率。
系統會提供電子化煎藥紀錄，並計算煎煮藥物所需的水份及時間，提升煎藥過程的工作效率。

隨着中醫醫療服務中心所蘊藏的運作及臨床數據日趨豐富，本處於 2017 年年底完
成優化及加強系統內的資訊支援模組，利用數據運算方法，分析及整理各種表現數據，
2016 年初，為了有效進一步簡化安老院
舍的中醫外展服務運作，本處優化中醫醫療資

為管理人員提供所需的關鍵資訊，讓他們可以定期監測及檢討服務的表現，從而提升服
務流程的質素及效率。

訊系統，以便處理中醫外展隊伍處方的中藥顆
粒及草藥，藉由指定中醫中心的藥房及東華三
院李恩李鋈麟父子中央煎藥中心負責派發及
煎煮藥物處理。因此，各個外展服務隊伍所處
理的醫療診症和配藥個案紀錄，能夠在同一組
系統數據庫集中處理。系統優化工作於 2018
年 5 月初完成並投入運作。
配藥員根據系統的指示調配中藥。

東華三院中醫系統配合本院經驗豐富中醫顧問團隊，提供專業的中醫藥專科、針灸和推拿優質服務予
廣大市民，並希望提升本港中醫治療服務的發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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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系統與項目
—中醫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自助登記及八達通收費系統
2010 年，本院獲鳳凰慈善基金會贊助開發全港首個中醫自助登記及繳費系統，讓
到診人士透過自助形式辦理中醫服務登記手續，並以八達通繳付診金藥費，整個過程最
快可於一分鐘內完成，大大縮短辦理登記及繳費手續的時間。此系統在廣華醫院—香港
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率先啟用。

因應廣華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
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搬遷往油麻地
東寶閣現址繼續服務，系統進一步
優化，並配合中醫醫療資訊系統提
供更適切的服務予市民大眾使用。

時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時任衞生
署署長林秉恩醫生及鳳凰慈善基金會李鋈麟博
士為全港首創的「中醫自助登記及繳費系統」
主持揭幕儀式。

系統於 2010 年開始在廣華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
心率先啟用，幫助應診人士簡化登記繳費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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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系統與項目
—中醫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中醫流動診所服務系統

廣華醫院中醫普通科門診自助登記系統

兩所中醫流動診所於 2010 年成立啟用。流動診所的運作全面電腦化，配置網絡保

廣華醫院中醫普通科門診部於 2008 年 11 月下旬推行服務優化計劃，改善病人登

安設備連線互聯網，數據經過加密後傳送至中央數據庫。流動診所全面使用電子病歷，

記流程，推出自動化的自助登記系統方案。整個系統包括伺服程控機、桌面電腦平台、

整個配藥流程亦由電腦系統監控，確保藥物種類及份量準確無誤。 為了更有效地利用相

互動式自助登記資訊站、終端液晶顯示屏和語音訊息廣播系統等組件。病人只需通過登

同的技術平台及強化與中醫醫療資訊系統的數據互通，資訊科技處於 2016 年第一季完

記資訊站的輕觸式屏幕界面進行登記，便可獲取輪候票據。整個流程不需人手操控，由

成對中醫流動診所服務系統的重新開發，進一步整合中醫醫療資訊系統的功能。

中央設置的中醫醫療管理資訊系統負責處理病人登記程序、輪候次序安排和資源分配；
而顯示器和語音訊息系統則負責執行輪候呼叫服務，將病人分流到診症室。自助登記系
統經安裝後，病人登記服務流程變得精簡，輪候時間亦得以縮短。

2010 年，時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
一嶽醫生及時任衞生署署長林秉恩醫
生為中醫流動診所主持剪綵儀式。

求診人士於自助站登記後，自動列
印出來應診輪候的籌號。

時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及時任衞生署署長林秉恩醫生參
觀中醫流動診所服務系統及各種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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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安裝的第一代自助登記系統，整合中醫醫療資訊系統內登記輪候的功能，
並顯示基本輪候訊息，方便中心管理求診人士取籌及應診輪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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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東華三院李恩李鋈麟父子中央煎藥中心
東華三院李恩李鋈麟父子中央煎藥中心的成立，為廣華醫院第一期重建發展計劃
的一部份，提供中藥煎煮及配送服務予廣華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
心、中醫外展服務等到診人士。因此，資訊科技處於中醫醫療資訊系統上發展了一套全
新的功能模組以支援有關服務及運作，並確保藥物能適時送達中心予到診人士領取。有
關功能模組及資訊科技基礎設施於 2015 年 9 月完成並投入運作。

2019 年安裝的第二代自助登記系統，可直接閱讀新的智
能身份證，提供更簡單快捷的登記程序予求診人士使用。

自助登記系統可有效幫助本院中醫中心，管理求
診人士配發處方藥膏情況。

中央煎藥中心主要電腦化的工作流程。

第二代自助登記系統，能有效整合本院開發的中醫輪
候管理顯示系統，配合中心呼叫求診人士診症、敷藥
及取藥等流程。

東華三院李恩李鋈麟父子中央煎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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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系統與項目
—中醫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中醫輪候管理顯示系統（專科門診）、手機短訊程
式及網上預約功能
隨着智能手機日趨普及，本處考量相關技術能夠為求診人士於中醫診症及取藥過程
中得到良好的體驗及縮減輪候時間，在 2014/2015 年度就智能排隊管理流動應用程式
進行了一項可行性研究，探討自行研發流動應用程式與廣華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
臨床研究服務中心的輪候顯示系統作互動的可行性，藉以提供即時及最新訊息予求診人
士，適時提醒求診人士到診室應診及藥房取藥。

東華三院流動應用程式提供不同的在線服
務，整合本院不同中醫電子化服務，方便市
民。

透過「中醫預約」功能，可實時查詢指定中心醫師最快的應診時間，並可選擇合適的時段及即時在線
確認預約紀錄，無須透過人手核實。

資訊科技處成功自行研發了一套中醫輪候管理顯示系統（專科門診），並於 2016
年初在油麻地東寶閣的廣華中醫專科門診中心率先試用。求診人士可透過中心的電子顯
示屏或其手機下載的本院流動應用程式，即時查詢中心診症及取藥的輪候情況，知悉診
應 用 程 式 支 援 iOS 及
Android 作業系統，市
民可隨時隨地利用智能
手機使用有關服務。

症室應診和藥房取藥所召喚的籌號。 由於輪候管理顯示系統必須與東華三院流動應用程
式進行資訊互動、更新及數據鏈互動等工作，使求診人士能夠即時接收候診及取藥輪候
資訊，本處因而於 2016/2017 年度提升及修改本院流動應用程式的相關功能，以便支援
最新蘋果 iOS 及 Android 的操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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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診繳付診金後，亦可透過「中醫輪候」功能查詢各診室診症及取
藥輪候情況，利用「我的輪候」功能更可提供自動推送通知，提示
求診人士適時到診室應診及藥房取藥。

求診人士可以透過「中醫輪候管理顯示系統」，在中醫中心內外即時查詢診症及取藥輪候情況。

此外，為使病人準時應診，本處亦自行開發中醫輪候管理顯示系統（專科門診）手
機短訊程式，發放預約時間提示短訊，提醒病人準時應診。這個系統的服務範圍包括東
華醫院－香港大學中醫藥臨床教研中心、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香港浸會大學王李名珍
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及東華東院－香港理工大學王澤森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
此系統已於 2017 年 6 月擴展至位於荔枝角的東華三院六福集團中醫診所及石門的東華
三院王胡麗明中醫診所。
為便利市民預約中醫診療服務，本處在東華三院流動應用程式上加入嶄新的網上預
約功能，讓已在東華三院中醫醫療資訊系統登記的市民，隨時隨地利用該流動應用程式
預約東華三院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的醫療服務，節省致電或排隊輪候服務的時間。
新功能支援實時登記、更改及取消預約等功能，為市民提供更靈活的預約服務，並提升
診療中心的服務效益。該功能已於 2019 年 3 月正式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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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線上服務以便利市民訂購中藥保健產品
為方便市民訂購東華三院的

捐贈中醫醫療資訊系統予博愛醫院、醫院管理局及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藥保健產品，本處透過東華三院

應博愛醫院、醫院管理局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要求，東華董事局將中醫醫療資

流動應用程式及東華三院機構網

訊系統捐贈予他們，作為其中醫診所電腦化的操作和規劃上的發展。本處亦提供技術轉

站，開辦新的線上訂購服務，市民

讓，協助他們了解資訊科技系統設計、技術平台和數據庫結構等，令他們掌握相關的知

可通過電子付款訂購中藥保健產

識，部署診所資訊科技系統的實施規劃。

品。這項網上服務不單為工作繁忙
的人士提供一個輕鬆購物的途徑，
亦簡化了東華三院的訂單處理和
運作流程。

東華三院中醫醫療資訊系統捐贈予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時舉行了捐贈儀式。

市民可透過東華三院流動應用程式，於線上瀏覽產
品及下單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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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贈與匾牌鳴謝東華三院捐贈中醫醫療資訊系統予其兩間初成立的中醫診所使用。

27

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系統與項目
—中醫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與無錫市中醫醫院作遠程醫療交流
為拓展本院與內地中醫醫院之間的中醫醫療知識交流，本處為此設立了一套視頻連
接設備，並與東華三院中醫醫療資訊系統（CMCIS）相連，促進相關的遠程醫療交流活
動。本院與無錫市中醫院的遠程醫療視頻連接已於 2017 年 6 月順利建立。

東華三院中醫師與內地無錫市
中醫醫院的專家進行會診交
流，並透過東華三院中醫醫療
資訊系統探討症候及處方治療
方法。

本院與內地無錫市中醫醫院定期透過視像系統進行遠程醫療交流。

透過遠端視像進行有關中醫診症教學及舌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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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為廣華醫院感染控制工作開發資訊系統
前身為電腦處的資訊科技處，早於九十年代初已經參與醫療資訊系統的開發。本處
於 1991 年成功為廣華醫院控制感染部門（Infection Control Unit）開發了一套資訊系
統。透過實驗室的病理檢驗統計數據，經過分析及整理後，提供相關資訊支援醫院的醫
護人員維持優質的傳染病管理工作，協助他們評估適用於醫護環境的感染控制指引以及
監測醫護環境的感染風險，以便他們參考世界衛生組織的資訊及擬定傳染病處理的相關

為廣華醫院首間婦女健康普查部建立資訊系統
東華三院於 1990 年創辦首間位於廣華醫院的婦女健康普查部，資訊科技處亦為此
建立了婦女健康普查醫療資訊系統。1997 年，東華三院在東華東院成立第二間婦女健
康普查部。為方便接受普查的婦女選擇普查的地點和預約登記，因此在系統設計上整合
為單一完整的中央資料庫，讓兩間普查部的醫護人員均能取得接受普查婦女的資料和診
斷紀錄。婦女健康普查醫療資訊系統提供預約、客戶紀錄、發出賬單和收據等功能。此
外，系統亦提供各項檢查和檢驗紀錄，以及婦科和骨質密度分析報表，有效促進兩間普
查部的運作。

方案。

本院婦女普查部安裝嶄新的 X 光造影儀器，影像紀錄可傳送到電腦系統儲存。

中心的放射科醫生
透 過 電 腦 系 統， 進
行乳房 X 光造影健
康 普 查， 並 利 用 系
統撰寫醫療報告。
感染控制資訊系統的數據報告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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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系統與項目
—西醫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東華三院放射資訊系統╱圖片存檔和通訊系統
2009 年起，包括廣華醫院在內的公立醫院主要臨床服務範圍全面實行數碼醫療圖
像技術，以數碼圖像（軟片）取代傳統 X 光片（硬片）。病人的 X 光片圖像等資料直接
存入放射資訊系統，醫護人員可隨時在病房及診所的圖像工作站查閱相關資料，省卻運
送菲林片的工序。在放射影像數碼化的趨勢下及為達致與香港特區政府的電子健康紀錄
（PPI-eHR）平台方案接軌，本處在東華三院婦女健康普查醫療資訊系統、綜合診斷及
醫療中心資訊系統及東華三院電腦掃描中心資訊系統發展了一組系統介面，與廣華醫院
的 X 光影像形式檢查互相配合。通過系統介面向東華三院放射資訊系統╱圖片存檔和通
訊系統發出電子指令，向系統作出病人檢查要求和控制相關的放射影像和電子報告，並
通過 PPI-eHR 互通平台向醫院管理局呈遞相關資料。本處開發的一組系統介面成功通過
醫管局的一系列技術測試並得到批核，該電子平台於 2013 年初正式運作。
本院婦女健康普查資訊系統介面。

安裝於廣華醫院的東華三院放射資訊系統╱圖片存檔和通訊系統，經網絡連繫本院不同的健康普
查、診斷及治療服務系統，儲存病人醫療圖像數據。

為加強廣華醫院的東華三院放射資訊系統╱圖片存檔和通訊系統與其他醫療系統之
系統透過 web 2.0 技術，可以幫助醫生紀錄診斷位置，並以圖表化顯示醫生撰寫的醫療報告，
供病人或轉介醫生了解病情。

間的互通及兼容，本處於 2016 年 8 月進行相關的系統升級工程，主要整合及強化醫療
資訊系統與放射資訊系統╱圖片存檔和通訊系統的功能，並且對相關系統介面的功能進
行了檢測，以確保指定的放射資訊系統指令能準確發佈到各種放射診斷儀器，對病人作
出正確的掃描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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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系統與項目
—西醫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東華三院綜合診斷及醫療中心資訊系統
東華三院綜合診斷及醫療中心資訊系統於 2003 年自行成功開發，取代原先名為男
士健康普查醫療資訊系統，並於 2013 年 11 月作進一步優化，除了配合衛生署長者健康
評估先導計劃外，還增強系統處理數據的功能，並且為參加計劃的臨床醫生提供長者病
歷紀錄和醫療建議報告。2014 年，基於系統在技術上必需作出提升，以便能夠兼容最
新的軟體和硬體系統，從而與東華三院放射資訊系統╱圖片存檔和通訊系統整合放射診
斷檢查的數據，本處重新開發該系統，使其具備可擴充及易於維護的條件，更容易與其
他系統作數據連結。此外，系統亦加入完善的病人紀錄主索引，有助與政府的「公私營
醫療合作－醫療病歷互聯試驗計劃」及發展中的電子健康紀錄平台作數據互通。該發展
項目於 2015 年 8 月完成。平台同時亦發展了院方健康普查服務的電子病歷主索引，以
完善將來與政府發展中的電子健康紀錄平台數據互通的可行性。
放射技師及醫生可透過系統存取有關醫療圖像紀錄，幫助病人及早診斷病情。

各類 X 光醫療儀器接駁到本院系統，供放射科醫生診斷及撰寫醫療報告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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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診斷及醫療中心資訊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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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系統與項目
—西醫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電腦掃描中心資訊系統
廣華醫院的東華三院電腦掃描中心於 2008/2009 年度正式啟用，本處負責為該中心
策劃及開發相關的資訊系統和支援設施，其中包括伺服器和桌面電腦等硬件設備，並且
設計資訊系統和開發支援服務以應付中心日常工序和資料處理的需要，當中涉及病歷處
理、預約登記、賬單編印和報表製作等功能。

中心的醫生正悉心講解醫療報告內容，令病人清楚了解身體情況。

中心的醫療人員正為病人進行電腦掃描。

綜合診斷及醫療中心所發出的醫療檢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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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技師正進行醫療圖像核實工作，經確認後的圖像將儲存到系統，並轉發給負責的放
射科醫生進行圖像診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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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東華三院血液透析臨床資訊系統

東華三院內視鏡中心資訊系統

東華三院血液透析中心於 2010 年 4 月起為末期腎病患者提供血液透析治療。在中

東華三院內視鏡中心於 2017 年 1 月投入服務，資訊科技處為該中心提供相關資訊

心醫護人員的協助下，本處開發了一套管理系統，協助腎科醫生及護士準確地管理病人

科技基礎設施及服務，包括中心與廣華醫院的網絡連接及電訊設施。考慮中心在處理醫

的治療紀錄，包括管理預約日程，紀錄每次透析數據，病人生理指數，甚至患者的帳目

療影像和檢查資料上的需要，資訊科技處自行研發了一套應用系統，處理內視鏡視頻影

等資料。

像擷取、醫療紀錄和診所管理等功能。

本院血液透析中心支持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推出「共析計劃」，攜手讓病人在社區中
接受治療。

資訊科技處為東華三院內視鏡中心研發了一套應用系統，處理內視鏡視頻影像擷取、醫療紀錄和診所
管理等範疇。

本院為中心自行發展一套血液透析臨床資訊系
統，幫助護理人員管理有關血液透析的臨床醫
療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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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及優化東華三院醫療保健資訊系統
東華三院於 2016/2017 年度成立內視鏡中心後，積極完善現有的東華三院醫療保健
資訊系統（內視鏡中心），把內視鏡中心和婦女健康普查醫療資訊系統進一步優化，並
整合至東華三院綜合診斷及醫療中心平台，自行研發及組成一個綜合的醫療保健資訊系
統，同時促進內外資訊連結，其中包括與香港特區政府電子健康紀錄系統連接，使東華
三院掌握更全面的資訊，從而提升健康普查、診斷及治療服務的效益。

2015 年開始整合及優化東華三院轄下的健康普查、診斷及治療服務單位所使用的資訊系統，並組成一
個 HIS 綜合平台（電腦掃描中心資訊系統將於 2020 年中旬整合為 HIS 的子系統），加強病人資訊互
通的協同效益，配合政府電子病歷互通計劃。

系統可直接連接內視鏡系統，直接摘取高
清影像，協助醫生紀錄患病部位及撰寫醫
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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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及牙科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復康及牙科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東華三院牙科服務建立應用系統
在 2003/2004 年度，東華三院於廣華醫院成立東華

開發東華三院復康資訊系統

三院華永會長者牙齒保健及治療中心，目的是為居於九

因應服務上的變遷及為市民提供更佳的復康服務，2016 年 4 月在廣華醫院北翼六
樓正式成立東華三院復康中心，其後資訊科技處更為東華三院何超蕸綜合復康中心發展
一套量身訂做的資訊系統。系統照顧中心整體運作流程，除了提供門診預約、應診登記、
收費、病患者評估以及復康服務紀錄等功能外，還為治療師配置合適功能，讓他們更有
效率管理病人復康的資科。

龍中及西區的市民提供收費低廉的牙科服務。本處為牙
科診所安裝應用系統，除提供診症預約、應診者健康紀
錄存儲、諮詢和診斷資訊檢索、處方紀錄、藥物警告提
示、藥物存貨管理及每日收據紀錄等主要功能外，亦同
時支援以多媒體格式的輸入方式，包括文字、醫療圖像

牙科診所內的電腦系統，可幫助診所處理日常行政及
求診人士的醫療紀錄。

和書寫等。

建立牙科外展服務資訊科技伺服器平台
2011 年初，本院參與衞生署的長者牙科外展服務先導計劃，為居於指定安老院舍
或接受指定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服務的長者，提供免費基礎牙科及口腔護理外展服務。資
訊科技處在 2011 年 11 月完成安裝中央資訊科技伺服器平台，並設定軟件和硬件結構，
讓東華三院牙科外展服務隊紀錄相關檢驗、治療計劃及其他資料。本院使用特定的應用
系統，完整保留相關患者的牙齒治療紀錄，編輯統計和報表，並以電子方式傳遞至衞生
署作數據彙集和服務計劃之用。

本院復康資訊系統協助治療師，詳
細紀錄每位求診人士復康治療個案。

中心特設多種嶄新有效的治療儀器，
並結合中醫復康治療的優勢，因應患
者需要提供全面而適切的復康療程。
因此中心電腦系統已連繫本院中醫醫
療資訊系統，為治療師及中醫師提供
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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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參與政府於 2011 年起開展的先導計劃，建立本院牙科外展服務資訊科
技伺服器平台，為居於指定安老院舍或接受指定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服務的
長者，免費提供基礎牙科及口腔護理外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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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牙科病人紀錄中央伺服器基建設施
本處於 2013 年 8 月成立中央資訊科技伺服器基建設施，以中央化資料庫平台加強
本院牙科服務中心的病人資訊存取、分享和資訊科技服務管理的成本效益。通過安全的
虛擬私人網絡連接，中央伺服器處理東華三院何玉清社區牙科診所、東華三院施黃瑞娟
紀念牙科中心和東華三院牙科診所（廣華醫院）的病歷資訊，大大提升對病情紀錄及診
所營運的管理效率。

醫院及診所資訊科技服務與基建
配合廣華醫院第一期重建發展 醫療資訊系統及資訊科技基
建重置計劃
為了配合廣華醫院第一期重建發展計劃的調遷工作，資訊科技處為受影響的東華三
院醫療服務單位規劃了一系列的系統遷移及資訊科技服務重置計劃，並制定了六項主要
的工作項目及四十三項執行細項。醫院大樓
首階段的拆卸工程於 2016 年正式展開，本
處已於 2014 年開展相應的準備工作，當中
六個主要項目包括：
˙	為全部受影響的醫療服務單位繼續提供資
訊科技服務；
˙	將東華三院華永會長者牙齒保健及治療中
心的資訊科技設備，從廣華醫院的行政大
樓遷移到北翼六樓，並更名為東華三院牙
科診所（廣華醫院）；
˙ 為東華三院中央煎藥中心的成立作準備；
˙	為受影響的服務中心重置資訊科技網絡基
礎設施；
˙	為廣華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
究服務中心遷往油麻地新址作準備；以及

重建前後的廣華醫院（概念圖）。

˙	在 2015 年年底前完成清拆及移除在廣華
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原址的資訊科技設備。
診症室配置先進電腦系統及牙科設備，採用全電腦
化操作，務求為不同需要的到診人士提供優質的牙
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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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府部門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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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計劃」。經評核後取得相關認證，
在「臨床醫療管理系統連接」的許
可協議下，有資格為私營醫護提供
者就該系統連接的安裝及保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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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資訊科技處正構思為廣華醫院重建後所提供的資訊科技服務。

支援服務，有助東華三院的臨床醫
療管理系統日後與其電子健康紀錄
互通連接。

本院健康普查、診斷及治療服務中心為醫院管理局轉介病人，提供 X 光及電腦
掃描檢查服務，流程化管理有關醫療圖像紀錄及呈交醫療報告。

資訊科技處為廣華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的資訊系統平台及
網絡基建設施作出重新規劃，包括引入嶄新的輪候管理顯示系統及提升中醫醫療資訊系
統的功能，以滿足新的運作要求。新的輪候管理顯示系統有效管理中心的求診人士輪候
服務，更與本院的流動應用程式作出功能性整合，為到診人士提供輪候情況的訊息，便
利市民。此外，本處亦提升及重置了中醫專科門診自助登記及八達通收費系統，方便求
診人士應診登記時以八達通繳付診症費及藥費。所有資訊科技解決方案及應用系統優化
工作已於 2016 年 6 月完成，配合東寶閣門診中心的服務開展。與此同時，東華三院華
永會長者牙齒保健及治療中心亦於 2016 年 5 月中旬搬遷到廣華醫院北翼六樓，資訊科
技處配合中心重新開放而提供相關資訊科技服務，包括重建資訊科技網絡和優化應用系
統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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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平台連接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東華三院作為衞生署於 2016 年推出的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的合作夥伴，除了提供
篩查服務予轉介病人，資訊科技處還加強東華三院電腦掃描資訊系統的功能，以配合衞
生署的要求，向署方提交病人應診登記及相關的數據和醫療報告。資訊科技處亦根據雙
方協議，發展了一個平台與政府的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作數據連接。相關的網絡連接
及整合測試亦已順利通過，確保能夠根據認可的安全方式，向署方提交所需的數據及報
告。先導計劃已於 2017 年 2 月實施。另外，本處於 2017 年 5 月完成建設與醫院管理
局資訊科技系統的資訊科技連接，以便為醫院管理局提供電腦化的電腦掃描中心資訊系
統結腸鏡檢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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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加入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為實踐病人為本的理念，我們需要整合不同醫護單位的電子健康紀錄，為醫護人員
提供全面的病歷資訊，從而確保病人得到適切治療。本院於 2016 年 4 月註冊加入電子
健康紀錄互通系統，可以讓本院的醫護人員更清楚了解服務受眾或病人的護理情況，讓
他們可以在得到同意及授權下查閱有關病人的重要病歷，以提供連貫的優質醫護服務。
資訊科技處擔任本院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的統籌，為機構轄下超過七十多個醫療及社
會服務單位註冊加入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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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
院的政策是每當有新服務單位成立，而所提供的服務涉及醫療紀錄時，機構是會為該單
位登記參加互通系統。
時任主席王賢誌先生、現任執行總監蘇祐安先生、現任東華三院內視鏡中
心主管陳偉聰醫生及現任綜合診斷及醫療中心臨床服務總監葉文龍醫生支
持「健腸計劃」。

透過政府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本院醫療服務中心呈交的各類醫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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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健通訊刊載有關東華三院積極支持醫社合作的報道。本院加入電子健康紀錄互
通系統可為醫護人員提供更全面的病歷資料，從而確保病人得到適切治療。
49

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系統與項目
—資訊保安管理系統獲得國際標準認證

資訊保安管理系統獲得國際標準認證
東華三院在支援科╱處╱辦公室日常運作的資訊保安管理上抱有堅定的承諾，本年
度更首次獲得 ISO / IEC 27001：2013 國際認證，鞏固市民大眾對本院資訊保安管理上
的信心。資訊科技處最新建立的資訊保安管理系統，符合 ISO / IEC 27001:2013 資訊保
安的國際標準，並已應用於東華三院的數據中心及東華醫院—香港大學中醫藥臨床教研
中心所需的資訊科技支援服務上。
在系統實施的過程中，資訊科技處
图㱰廍㙎㗋↗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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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保安方面建立和實施了一系
列相關且連貫一致的管理措施、紀
錄和程序。同時，在資訊保安管理
系統上亦實行了風險管理，保障資
訊的隱密性、完整性與可用性，全
面確保本院資訊安全風險管理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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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措施既足夠且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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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參與香港政府及醫院管理局各項醫療協作計劃，並配合計劃透過電子化途徑互通所需的醫療紀錄，
向市民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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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時任東華三院主席王賢誌先生代表董事局接受由英國標準
協會（BSI）首席營運總監林勁先生頒授的 ISO 認證。BSI 並指東華三院是
香港第一間獲得 ISO / IEC 27001：2013 認證的醫院。

該資訊保安管理系統於 2018 年 11
月 通 過 英 國 標 準 協 會 認 證 審 核，
獲 評 定 為 符 合 ISO / IEC 27001：
2013 的所有標準和審核要求，並
於 2019 年 1 月正式獲頒 ISO / IEC
27001：2013 的認證。我們在資訊
保安管理系統上的實施和成就，確
保本院設有高效及穩健的資訊保安
管理，向公眾展示了負責任及良好
的企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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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醫療系統數據統計

相關醫療系統數據統計
（截至 2019 年 9 月）

686,956

每年處理超過 686,956 項病歷紀錄

238,152

每年處理逾 238,152 條藥物處方和配藥
指令

5,500,000

每年處理高達 550 萬筆醫療數據

992,661

中央資料庫儲存 992,661 名病患者紀錄

79
本院中央數據中心依據 ISO / IEC 27001:2013 標準和要求加強資訊保安管理，為本院各組電腦系統提
供可靠及穩健的資訊科技伺服器及網絡基建服務。

eHRSS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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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個醫療及社會服務單位參與政府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eHRSS）

建立平台連接政府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並用於衞生署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

建立平台連接醫院管理局結腸鏡服務
電腦掃描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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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中醫病房╱中醫醫院的智慧運作概念
展望將來，中醫病房╱中醫醫院需要具備先進的資訊科技設施及具前瞻性的醫療資
訊系統，以達致以下成效：

資訊科技在醫療服務及發展上發揮策略作用，有效提高機構的運作效率，並且符合
機構制定的目標和策略方針，利用資訊科技可以提供更好更創新的意念，以滿足內部及

˙ 整體運作效益；

外部各方持份者需求。藉着回顧過去資訊科技在醫療各個服務領域上所創造的成效，令

˙ 醫護人員對病人醫療資訊的掌握、完善優質的護理；

我們深深明白資訊科技在醫療服務上的應用將會更為廣泛及深入。隨着科技的快速發展

˙ 持份者的滿意度；以及

以及各種相應技術和設備的推陳出新，特別在人工智能、機械人、物聯網及人臉辨識等

˙ 減低醫療錯誤及病人安全性等。

技術範疇，使到運用資訊科技來實現更高的服務水平，以連接及創造更大的社會效益。
廣華醫院的重建項目及中醫醫院的成立，讓我們有一個深思未來醫療科技應用的契
機，在部署廣華醫院中醫服務的資訊科技規劃上，資訊科技處認為在廣華醫院中醫病房
的科技應用概念可延伸至未來在將軍澳百勝角的中醫醫院。資訊科技處為了配合機構落
實對中醫醫院的招標程序，內部已成立專責小組就智慧醫院、醫療訊息、基礎建設、臨

考慮到中醫病房╱中醫醫院以中醫為主導，西醫為協作模式運作，在實施智慧醫院
（Smart Hospital）的理念時，主要從兩方面探討：
˙ 醫院技術基礎設施（Hospital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
醫院資訊系統和智能醫療應用。

床系統、醫療科技應用、風險管理及醫療標準等各方面作出部署，務求展現東華作為香
港在中醫醫療資訊系統發展的先導者，具備人才及中醫臨床資訊系統的經驗及實力，為
爭取建設中醫醫院盡一分綿力。

醫院技術基礎設施
在資訊科技的基礎設施上，除了要支援高效能的電腦設施及相關網絡設備外，亦要
兼顧在智慧醫院內使用物聯網技術、可連網的醫療設備、流動應用程式、雲端技術、協
同通訊平台、自助服務功能系統、定位導航及訊息導覽系統等，以便實現對醫療對象及
相關配備（如醫生、護士、病人、設備、物資、藥物等）的智能化感知和處理，支持醫
院內部醫療、設備、藥品、人員、管理等方面訊息的數字化採集及處理。
另外，物業設施亦需要配置相關電腦系統，以便監察及執行自動化工序，所以在醫
院技術基礎設施的規劃及設計上，應作一個整體考慮，以實踐相互系統連接等可行性。

醫院資訊系統和智能醫療應用
資訊科技處自 2000 年開發的第一代中醫醫療資訊系統，至今已進入第三代。為了
準備在中醫醫院的資訊科技系統和應用，我們依據現有的中醫臨床資訊系統，改造成以
利用創新的資訊科技，適當運用於中西醫療服務上，期望為市民帶來裨益。

電子病歷為基礎的綜合性資訊系統，以應用於智慧醫院的住院功能與風險管理；符合相
關標準及切合西醫協作的功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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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中醫醫院資訊系統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中醫醫院對醫院資訊系統功能的要求會更加細緻和深化，對系統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 護理工作站
─全面監察病房及病人情況，在特殊情況下，適時啟動相關程序及自動化通知功能

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我們由過往在中醫臨床資訊系統朝着「以醫療為主線」的思考模

─定位追蹤系統

式，轉為「以病人為中心」的服務理念發展，全面配合政府的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的

─智能護士呼叫系統

數據標準。
臨床資訊系統
除了中醫診症及處方的醫療資訊外，系統亦應對在中醫醫院的運作模式下，收集西
醫所需要的醫療資訊及數據。系統將配合住院和門診在臨床運作上的程序及臨床醫護人
員對系統的要求。
˙	同時使用國際標準，例如西醫 ICD-10 Standard 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醫政司所制定的
病症分類編碼，參考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中醫醫院資訊系統的功能規範及中醫醫院資
訊化建設規範
˙	具備連繫其他醫療輔助系統，例如實驗室資訊系統及放射資訊系統╱圖片存檔和通訊

˙ 智能藥物系統
─三核五對風險管理
─可移動智能藥車
˙ 數位看板顯示器（Digital Signage）
˙ 自動導航車作物品運送
˙ 自助服務功能系統（Self-serve Kiosk）
˙	遠 程 設 備： 遠 端 照 顧（Telecare）、 遠 端 問 診（Teleconsultation） 或 遠 端 醫 療
（Telemedicine）、 遠 端 看 護（Telenursing）、 遠 端 病 人 監 測（Remote patient
monitoring）。

系統（視乎未來中醫醫院的配套）
智能醫療應用
˙ 設置互動資訊站，提供資訊及自助服務
˙	發 展 智 能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配 合 物 聯 網（IoT） 技 術， 使 用 藍 牙 定 位 技 術（ 如
iBeacon）；無線射頻辨識系統（RFID）在病人進入醫院的同時同步提供導航、登記
及求診等服務
˙ 智慧病房
─床邊資訊站—提供病人通訊和娛樂的系統
─移動醫生工作站
─移動護理工作站
─實施遠端生命體徵監察╱視訊
─智能護士呼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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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醫療服務的主要資訊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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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s

 為廣華醫院發展感染控制資訊系統
 為廣華醫院首個婦女健康普查部建立資訊系統

1998/1999

 中醫門診資訊系統

1999/2000

 重新發展婦女健康普查資訊系統
 發展中醫門診部資訊系統

2000/2001

 發展廣華醫院中醫醫療資訊系統

2001/2002






建立廣華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的中醫醫療資訊系統
發展東華醫院－香港大學中醫藥臨床教研中心的中醫醫療資訊系統
為東華醫院中醫普通科門診部推行電腦化
為廣華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訂立中醫醫療資訊系統的資料保安政策及使
用指引

2002/2003








改良中醫醫療資訊系統
建立東華醫院－香港大學中醫藥臨床教研中心的中醫醫療資訊系統
發展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中醫藥科研中心的中醫醫療資訊系統
改良廣華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的中醫醫療資訊系統（第一期工程）
捐贈中醫醫療資訊系統予醫院管理局
捐贈中醫醫療資訊系統予博愛醫院

2003/2004

 建立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的中醫醫療資訊系統
 為東華三院華永會長者牙齒保健及治療中心建立應用系統
 發展男士健康普查部醫療資訊系統

2004/2005







建立東華東院—香港理工大學王澤森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的中醫醫療資訊系統
發展中國中醫名院名科名醫信息網
捐贈中醫醫療資訊系統予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進一步改良中醫門診資訊系統
建立男士健康普查服務部的醫療資訊系統

2005/2006








為中西醫藥治療中心建立系統模組
成立中國中藥名院名科名醫信息服務網
改良中醫門診資訊系統
為廣華醫院及東華醫院的中西醫藥治療中心建立中醫門診資訊系統新系統模組
為東華三院長者中心中醫外展服務完成中醫門診資訊系統的網絡介面模組
進一步改良男士健康普查部的醫療資訊系統

2006/2007

 改良中醫醫療資訊系統
 豐富中國中醫名院名科名醫信息服務網

2007/2008

 與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合作改進中國中醫名院名科名醫信息服務網
 改良中醫普通科門診部的中醫藥臨床資訊系統
 更換中醫藥臨床中心的資訊科技設施

2008/2009

 建立中醫普通科門診自助登記系統
 深化中醫醫療管理資訊系統及改良工程規劃
 為東華三院電腦掃描中心提供支援

2009/2010

 為上醫館提升軟件功能

2010/2011

 建
 立中醫專科門診自助登記及八達通收費系統（廣華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
心）
 實施中醫流動診所服務解決方案
 發展東華三院血液透析臨床資訊系統（廣華醫院）
 開展中西醫「抗四高」普查服務和病人助醫計劃基金管理

東華三院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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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發展廣華醫院中西醫結合住院病人服務資訊方案
建立牙科外展服務資訊科技伺服器平台
提供資訊科技服務予新成立的東華三院—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何文田）
優化中醫醫療資訊系統
更換過時的個人電腦及資訊科技設備以提高醫療服務效率
配合電子健康紀錄互通政策

2012/2013

 改良東華三院中醫醫療資訊系統—預約及出席登記
 完成放射資訊系統╱圖片存檔和通訊系統（RIS/PACS）整合介面，配合實行公私營醫療機構互通放
射影像及醫療病歷
 發展中醫醫療資訊系統（CMCIS）新功能模組，支援中藥預先包裝產品的生產控制與供應流程
 建立東華三院社區牙科診所的資訊科技伺服器平台
 重新建立東華醫院—香港大學中醫藥臨床教研中心資訊科技服務
 優化應用系統，為東華三院中醫醫療及保健服務中心提供適切的資訊科技服務支援

2013/2014








進行有關東華三院中醫醫療資訊系統住院功能，以配合廣華醫院中西醫結合病房先導計劃的研究
改良中醫醫療資訊系統的門診健康評估及中醫諮詢服務功能
建立全新東華三院中藥房應用服務的資訊科技網絡基礎建設
建立中央伺服器基礎設施以配合中央化存取牙科病人紀錄
改良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和更換前線個人電腦設備，以配合醫療服務的發展及運作需求
為配合衛生署舉辦的長者健康評估先導計劃，優化東華三院綜合診斷及醫療中心資訊系統

2014/2015










規劃東華三院醫療服務單位系統遷移及資訊科技服務重置計劃
改良中醫醫療資訊系統
整合及改良東華三院綜合診斷及醫療中心資訊系統的功能
配合政府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的發展方向
完成發展智能排隊管理流動應用程式的可行性研究
提供資訊科技服務予新成立的東華三院中央煎藥中心
提供資訊科技服務予新成立的東華三院社區牙科診所（北角）
於廣華醫院重建前收集善長資料

2015/2016








配合廣華醫院第一期重建計劃的醫療資訊系統及資訊科技基建重置計劃
推行廣華醫院第一期重建計劃資訊科技服務重置計劃
重新開發中醫流動診所服務系統
開發中醫專科門診輪候管理顯示系統
建立東華三院李恩李鋈麟父子中央煎藥中心的資訊系統
重新發展東華三院綜合診斷及醫療中心資訊系統

2016/2017










開展廣華醫院重建計劃資訊科技規劃
開發東華三院內視鏡中心資訊系統
為廣華醫院第一期重建計劃策劃各資訊科技服務重置項目
建立資訊平台連接政府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提升東華三院放射資訊系統及圖片存檔和通訊系統
優化東華三院中醫醫療資訊系統
建立廣華醫院紀念善長資訊站
與無錫市中醫醫院作遠程醫療交流

2017/2018

 推出線上服務以便利市民訂購中藥保健產品
 探索先進創新的數碼醫療方案和醫療資訊技術

2018/2019

 推出東華三院流動應用程式內的網上預約中醫診療服務新功能
 按 ISO / IEC 27001:2013 國際標準強化資訊保安管理系統並獲頒認證

2019/2020

 推出第二代自助登記系統及輪候管理顯示系統，並在東華三院中醫普通科門診部應用
 優化電腦掃描中心系統，並且與東華三院健康醫療資訊系統作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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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發展
「好當家」
家居服務
流動應用程式

東華三院
收據系統
(RIS )

Kindergartens
幼稚園
Special Schools
特殊學校

Education Services
教育服務

TWGHs Chinese Medicine Mobile Clinics
東華三院中醫流動診所
Chinese Medicine Out-reaching Services
東華三院中醫外展服務

中醫流動診所

Chinese Medicine Mobile Clinic &
Outreaching Service
中醫流動診所及外展服務

TWGHs Sandy Wang Integrated Chinese
&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Centre
東華三院王丘玉珊中西醫藥治療中心

TWGHs Fung Y iu K ing Hospital
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

王李名珍中西醫藥治療中心
 Chinese Medicine General Outpatient
中醫普通科門診部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Centre

東華醫院 － 香港大學中醫藥臨床教研中心
 TWGHs Sophia Wang Integrated Chinese

Centre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

 Tung Wah Hospital –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linical

Tung Wah Hospital 東華醫院

「珍藏•分享──東華三院文物館檔案」網站

"Preserve & Share: Tung Wah Museum Archives" Website

Tung Wah Website
東華三院網站
Intranet Application Portal
內聯網入門網站
CSD Application
Systems
社會服務應用系統
ITB Disaster Recovery Centre
資訊科技處資訊系統災難恢復中心

Telecom Data Centres 電訊服務商數據中心

Tertiary Education
專上教育
Secondary Schools
中學
Primary Schools
小學

東華三院
電子採購系統
( eProcurement )

財務會計系統
(FAS )

員工績效管理系統
( SPMS )
東華三院
「人事一線通」
互動語音系統

義莊資訊系統
(CHIS )
天秀壚租務系統
( TSB )

東華三院網上假期
流動應用程式

剪報管理系統
(NCRMS )

東華三院
網上假期系統
( eLeave )

東華三院
文物館館藏管理系統
( MCMS )

嘉賓名單資訊系統
(GLIS )

捐贈紀錄資訊系統
(DRIS )

加
密
連線

ServerFarm
Server
Farm
伺服器群

----

Access Control Server
存取控制伺服器

Data Storage
儲存設備

東華三院
內聯網
Intranet

Well Women Clinic
婦女健康普查部
TWGHs Integrated Diagnostic &
Medical Centre
東華三院綜合診斷及醫療中心
TWGHs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ing Centre
東華三院電腦掃描中心
TWGHs Dental Clinic
東華三院牙科診所
TWGHs Rehabilitation Centre
東華三院復康中心

K wong Wah Hospital 廣華醫院

Medical Services
醫療及衛生服務

 Lee Yen & Lee Yuk Lun, JP, Father & Son Centralized Decoction Centre
李恩李鋈麟父子中央煎藥中心
 Maisy Ho Archives and Relics Centre
何超蕸檔案及文物中心

K wai Chung Sun Hing Industrial Bldg. 葵涌生興工業大廈

SSL V PN
SSL 虛擬化網路

Wireless Controllers
無線區域網路控制器

Next-Generation
Firewalls 防火牆

Server

東華三院行政總部

TWGHs Administration Headquarters

Chinese Medicine General Outpatient
中醫普通科門診部
TWGHs Wilson T.S. Wang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Centre
東華三院王澤森中西醫藥治療中心
TWGHs Wilson T.S. Wang Centre of
Integrated Health Management
東華三院王澤森上醫館
Kwong Wah Hospital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Research
and Services Centre
廣華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
內聯網
Intranet

中央電子教育平台
雲端服務

CEES
Cloud Service

Internet
互聯網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Administration Headquarters
Corporate IT Network

加
密
連線

�

TWGHs Lukfook Group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TWGHs Wong Tai Sin Hospital
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

東華三院王胡麗明中醫診所

TWGHs Wong Wu Lai Ming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東華三院六福集團中醫診所

Tung Wah Eastern Hospital –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ilson T S Wang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Research and Services Centre
東華東院 － 香港理工大學王澤森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
Well Women Clinic
婦女健康普查部

Tung Wah Eastern Hospital 東華東院

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王李名珍中醫藥臨床
研究服務中心

University Sophia Wang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Research and Services Centre

 TWGHs Wong Tai Sin Hospital – Hong Kong Baptist





Community Chinese Medicine Clinics
社區中醫診所

TWGHs Endoscopy Centre
東華三院內視鏡中心
TWGHsM Ho Integrated Rehabilitation Centre
東華三院何超蕸綜合復康中心

Endoscopy Centre and
Integrated R ehabilitation Centre Clinic
內視鏡中心及綜合復康中心

 TWGHs Ho Yuk Ching Community Dental Clinic
東華三院何玉清社區牙科診所
 TWGHs Carrie Sze Memorial Dental Centre
東華三院施黃瑞娟紀念牙科中心
 TWGHs Outreaching Dental Services for Elderly
東華三院長者牙科外展服務

Dental Clinics
牙科診所

Diamond Hill Funeral Parlour
鑽石山殯儀館
International Funeral Parlour
萬國殯儀館
Tin Sau Bazzar 天秀墟

Elderly Service Centres
安老服務
Rehabilitation Service Centres
復康服務
Traditional Service Centres
公共服務
Youth & Family Service Centres
青少年及家庭服務
Social Enterprises
社會企業

Community Services
社會服務

「珍藏‧分享—東華
三院文物館檔案」
網站

東華三院
機構網站
( Home Page )

東華三院
臉書
( Facebook )

目錄存取

東華三院企業電子
郵件系統
( EMAIL )

東華三院
檔案分享系統
(CFS )

東華三院
流動應用程式
(APPs )

企業支援
服務

東華三院
中醫專科門診
自助登記及八達通
收費系統
( SARPS )

員工身份驗證

牙齒保健外展服務
管理系統
(DCOMS )

東華三院
復康中心資訊系統
(RCIS)

中醫服務

復康及牙科服務

東華三院
牙齒保健資訊系統
(DCIS)

東華三院
血液透析臨床資訊系統
(HDCIS )

東華三院
設施預約系統
( FBMS )

培訓及發展
管理系統
( TDMS)

東華三院
中醫輪候管理
顯示系統(專科門診)
( SQDS )

中醫醫療資訊系統
( CMCIS )

東華三院
中醫普通科門診
自助登記系統
(SQS )

員工休假系統
(SLIS )

附錄三：

東華三院
電子考績報告系統
( eAppraisal )

人力資源系統
(HRIS)

內聯網入門網站
( iPortal )

內部行政及支援服務

教育服務

東華三院中央電子
教育系統
(CEES )

物業租務電郵
查詢系統
( eSupport )

物業管理系統
(PMS )

財務資訊

殯儀資訊系統
( FPIS )

長者中心
會員資訊系統
(CISE )

東華三院
中醫流動診所
服務系統
( CMMCIS )

本院資訊科技處轄下管理的網絡基建設施

中央固定資產
資訊系統
(FARS)

社會服務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安老院舍管理系統
( eHOMES )
管理系統
Elderly and Rehabilitation
( DCCEIS )
Services

「友心情」
流動應用程式

健康普查、診斷及治療服務

東華三院 病人資訊
放射資訊系統/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
圖片存檔和通訊系統
醫健通
內視鏡中心
婦女健康普查部
(RIS/PACS )
電子健康
(HIS-EC )
(HIS-WWC )
紀錄互通
東華三院
系統
病人資訊
PPI-ePR
電腦掃描中心
東華三院醫療保健資訊系統
資訊系統
(CTIS )
( HIS )

東華三院
綜合診斷
及醫療中心
( HIS-IDMC )

財務資訊

本院資訊科技處轄下管理的資訊系統

財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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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

的中醫藥服務，發展至今已有近 40 個醫療衛生服務單
位，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中西醫藥、健康普查及長者健

東華三院資訊科技處

東華三院紮根香港逾百載，從最初為貧苦華人提供可靠

康等服務。
醫療服務的資訊科技發展為東華三院建立一個又一個里
程碑，包括：1980 年開始電腦自動化、2001 年成立首
間無紙中醫診所、2014 年開始和政府部門合作，建立及
加入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等。本書詳列東華三院過去
多年來在中醫、西醫、復康及牙科等醫療服務的資訊科
技系統與項目發展，以及在醫院及診所方面的資訊科技
服務與基建等，致力為廣大市民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
東華三院屬下的資訊科技處將繼續為各醫療衛生服務單
位提供多元化和先進的資訊系統及設備，服務醫護人員、
病患人士和市民大眾。

1

3

Pantone Colour

Grey Colour

Pantone 281C

40K

Pantone 1795C

80K

100K

100K

東華三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