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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醫院環境介紹 

     醫院各樓層設施介紹 

樓層 設       施       介       紹 

B 1 檢驗科、電腦斷層檢查室 

一樓 掛號櫃台、急診、門診、藥劑科、放射科 

二樓 門診、開刀房、超音波檢查室 

三樓 復健室 

五樓 病房 

六樓 透析室 

七樓 透析室 

八樓 病房、辦公室 

    病房平面圖 

  

 

 

 

 

 

 

 

污衣間 

506病房 

503 病房 

502病房 

508病房 

507病房 

505病房 

茶水間 

護理站 

電梯 

安全梯 

安全梯 

501病房 

出口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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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病房設施與其他公共設施之操作說明及使用規定 

     (一)病房設施操作說明 

 病床操作 
 

右邊搖桿是搖高頭部。 
 

左邊搖桿是搖高床尾。 
 

中間搖桿是控制床的高度。 

  搖桿往右邊是搖高，搖桿往左邊是搖平。 

 
床欄 

避免病患跌倒，臥床休息時可圍上床欄。 

 
圍廉 

執行治療、更衣或休息時，可運用圍廉以維

護您個人隱私。 

 
叫人鈴 

當您有緊急狀況或需要協助時，可按叫人鈴

呼叫護理人員。 

 
浴室緊急叫人鈴 

當您如廁時若感到身體不適，可按緊急叫人

鈴呼叫護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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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頭燈 

如夜間病房熄燈後太暗，可依個人需求開床

頭燈照明。 

 
病室熱水使用 

將熱水水龍頭打開，約 2~3 分鐘即有熱水流

出，24小時熱水供應。 

 負責護士 

各病室門口均設置『負責護士牌』為當天照 
 

顧您主要負責的護士，她會提供您需要之照 
 

護活動，若有任何問題可向她反應或詢問， 
 

將立即為您處理。 

 意見箱 
 

各樓層皆有設置意見箱，如您對本院有任何 
 

建議或讚許之情事，請寫下您寶貴意見，讓 
 

我們知道。 

申訴或讚許專線：（03）988-6996轉 109 

電子信箱:pr@smh.org.tw 

 
公用電話 

各樓層均設置公用電話，使用公用電話時，

宜輕聲細語以維護病室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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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水機 

各樓茶水間，均設置飲水機，考量衛生皆為

100℃熱水，取用時請小心! 

 
製冰機 

設置於 5樓 507病室旁。 
 

提供冰枕治療或冰敷時使用，非食用冰 

   

  塊請勿食用。  

  

為維護衛生安全請勿放置私人食品於冰櫃

中 

 
脫水機 

設置於 5樓 507病室旁。 

使用時衣物平放利於脫乾，脫水期間當內  

  旋轉  

  未停止時請勿將手伸入，以免發生危險。 
 

   (二)公共設施及操作說明: 

           緩降梯                                

 每樓層 01號及 02號病房均設置一個緩降梯，供緊急逃生使用，平時請勿隨   

 意動用。 

        

 

 

 

 

 

 

 



7 

           逃生出口 

           每層樓 2號病房旁之通道均設置「逃生警示燈」及逃生方向標示牌。 

 

 

 

 

 

 

 

 

       滅火設備 

    消防栓                              乾粉滅火器 

  每樓層走道旁均設有消防栓            每樓層電梯出口右側牆面及安全    

                                      梯均有設置 

                                         

 

 

 

 

 

   消防栓使用方法                       滅火器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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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設施損害或故障時，通知維修之方式與管道 

      各單位硬體設施已執行常規檢測其功能以維護正常運作，且工作人員將不定期 

     視，若發現異常將立即處理，若您於住院期間，發現各單位硬體設施損害或故障 

     時，請通知工作人員，將通知相關單位人員至現場維修。 

叁、住院頇知 

 (一)住院流程： 

急門診病患，若您已接受醫師建議住院治療、檢查或手術，請您持健保卡、身  

   分證及住院許可證，至一樓批價櫃檯辦理住院手續。 

當您完成住院手續後，門診病患將至一樓注射室，完成初步檢驗抽血、心電圖、

照 X光片等作業，再由工作人員引導至所屬病房護理站報到。 

您完成住院手續後，有專人導向，應即向所屬病房之護理站報到；為使病房運 

   作順利，若您無故超過四小時未報到，本院可取消已安排的病床。 

 如果您不願意讓訪客查知您的病情或住院等相關訊息，請告知本院。 

(二)住院自備之隨身用品： 

     本院提供每床病患一條棉被，家屬請自備。 

     盥洗用具、換洗衣物及隨身用品(請勿攜帶貴重財物)。 

 (三)病房等級暨收費標準： 

   病房依照病床數分為單人房與三人房二種，各級病房內之設施，供應物品以及收費  

  標準如下表，若有變更依據住院櫃檯公告為準。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qbOXXBJ0AgBWztt1gt./SIG=1ppovi5v0/EXP=1232187214/**http:/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view?back=http://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7%B3%96%E5%B0%BF%E7%97%85%E8%A1%9B%E6%95%99&ei=UTF-8&xargs=12KPjg1uhSvIGmmvmnN-mZDrDaoAtP0cHwsd5sCpIIXYZL8wZsUPV9aOGQxZ5tTphj-wzWzVqkz_ZFOfCPnNq6Ig..&pstart=5&fr=yfp&b=21&w=394&h=623&imgurl=www.cgh-neihu.com.tw/contents/diabetes/_borders/bottom1.jpg&rurl=http://www.cgh-neihu.com.tw/contents/diabetes/new_page_4.htm&size=71.4kB&name=bottom1.jpg&p=%E7%B3%96%E5%B0%BF%E7%97%85%E8%A1%9B%E6%95%99&type=jpeg&no=34&tt=107&oid=82ea0a8b8f0c222e&ei=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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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等級暨收費一覽表 

病床種類 病房差額 設備內容 

普通床(三人健保床) 

 免 

(健保給付) 

活動式桌椅、個人衣廚、公

用衛浴設備、陪病床。 

單人床(差額床) 

 
1,500元/日 

同上，另提供電視、冰箱、

室內電話。 

(四)病房選擇與更換 

     以健保身份入住健保保險病房者，只需付 10%之部分負擔。 

若以健保身份入住非健保保險病房者，應依病房差額表另外按日給付自付差  

   額 1,500元/日。 

 病房住院日數之計算，自您住院之日起算，出院之日不算。 

 若您是以健保身份住院，當健保病房不敷使用時，我們會先告知非保險病房，  

     您應自付之病房費差額，並在徵得您的同意後，安排住入需付差額病房費之病   

     房。您也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來選擇病房種類，本院會依空床情形做適當安  

     排。  

    當您住入病房後，同等級病房不可更換，若想更換差額病房，請隨時向護理站 

        
        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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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病人及家屬配合事項 

 訂餐頇知： 

若您需要醫院協助訂購便當，請先至 1樓掛號櫃檯購買餐卷，一本 10張售價

550元(出院時如有未用完知餐卷可退費)，並請您於下列時間前通知護理站人

員訂餐。 

早餐 前日 23:00前 

午餐 11:00前 

晚餐 17:00前 

 請假頇知：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十六條，保險對象住院後，不得擅自離院。

您入院後若要暫時離開病房，請通知護理站護士，以免影響治療；若因特殊事

故必頇離院時，應徵求主治醫師同意，並完成請假手續始得請假外出，請假時

間最長以 4小時為限，且晚上 10時至翌日早上 8時不得請假；若您是健保身份

住院，依規定晚間不得外宿。未經請假即離院或外宿者，本為得視為自動出院。 

 陪病及探病管制措施： 

本院為維護安全及病人權益，請遵守本院制定之陪病及控病管制措施。 

陪病注意事： 

住院病人頇家屬陪伴者，每位患者限一人陪伴，病情嚴重或有特殊需要者，

至多兩位陪伴，病情危急者另依家屬需求處理。 

陪病親友請自備寢具、棉被及盥洗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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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病時，請勿喧嘩以維護病房的安寧。 

探病注意事項： 

夜間 21:00訪客時間結束，除陪病者外，請家屬與訪客離開。 

避免十二歲以下孩童進入病房探病避免相互感染。 

探病或陪病時，請勿喧嘩以維護病房的安寧。 

進入傳染病房探病，請先與護理站連繫。 

 病室安寧與公共安全，請您於住院期間配合下列事項： 

您住院期間，不提供病人服，您可依個人需求，穿著適當衣物。 

請您配合維護本院病房安寧，勿大聲喧囂，以免影響其他病人休息。 

本院全面禁菸、禁嚼檳榔，使用手機時請輕聲細語。 

為維護病房安全，不得在病房、浴室、洗手台上烹煮食物。未經本院許可之 

電器品等或其他危險物品請勿使用。 

醫院屬公共場所，為維護您財物的安全，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到醫院。 

請勿攜帶寵物入院，以預防傳染疾病擾亂安寧。 

病人及家屬禁止攜帶危險物品、法定違禁品到醫院，違者依規定辦理自動出

院或強制報警。 

為了您就醫安全，請您將病情及藥物過敏病史，誠實告知醫師及其他醫事人 

員，以配合提供適當之醫療服務。 

請您配合醫護人員進行醫療計畫，如果您無法接受醫護人員安排的醫療計畫，

請將原因告知醫護人員，以便安排其他醫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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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期間請您不要服用非本院提供之藥品，如果您需要服用，應告知醫護人 

員。 

為維護您的權益與健康，如有不明人士來院推銷任何物品及醫療用品，請告

知護理站。 

肆、病人權利 

    第一條：有權利不受任何岐視，無論種族、膚色、性別、年齡、國籍、信仰、社 

            經地位和殘疾均應獲得相同完整的服務。  

 

    第二條：有權利應受到尊重，並接受專業化、視病如親的悉心照顅。  

 

    第三條：有權利要求合理持續性的照顧，免於醫療程序濫用和不良的醫療行為。 

 

    第四條：有權利知道正確完整的醫療資訊，包括自己的病情、診斷、病情發展、 

            治療計劃、檢查之危險性、藥物諮商及相關健康教育。  

 

    第五條：有權利參與討論診療及照護的過程，並作決定。  

 

    第六條：有權利了解並決定接受或拒絕醫師建議之檢查項目、治療、手術或人體 

            試驗， 並且徵詢其他醫師的意見。  

 

    第七條：有權利繼續接受一貫性的醫療服務，本院以全人醫療的精神，照顧病人。 

  

    第八條：有權利要求個人的隱私受到尊重與保護。本院於您就醫過程中所知悉之  

            病情、健康等一切個人秘密，均依法善盡保密義務。 

 

    第九條：有權利在合法原則下有自主性且尊嚴的走完生命的全程。 

 

    第十條：有權利在醫療照護服務方面提出合理的個人請求或有任何不滿之處可以 

            提出申訴，並得到回應，申訴專線:9886996轉109 

 

    第十一條：有權利申請取得自己的各項檢查報告、診斷証明及病歷摘要等資料。 

 

    第十二條：為維護您的醫療自主權，本院提供「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預立 

              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o Not   

              Resuscitate)，使醫師對不可治癒之末期病人，得在尊重其意願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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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不施予積極性之治療或急救，僅提 供減輕或免除其痛苦之緩解性、 

              支持性醫療照護措施。  

 

    第十三條：為使有限的生命可化為無限的大愛，本院配合國家衛生政策，對住院 

              病患提供「器官捐贈同意書」之相關諮詢服務及轉介，服務窗口為本 

              院護理部，以作為決定器 官捐贈之依循，並可讓家屬充分瞭解病人之 

              意願。 

 

 

伍、病人責任 

    第一條：希望您能主動向醫護人員提供詳實的個人健康狀況、過往病史、過敏史及 

            其它有關個人身體狀況之詳情。  

    第二條：希望您能尊重專業，勿要求醫護人員提供不實的就醫資料或診斷證明。  

    第三條：希望您能遵守“杏和醫院住院指引”諸項守則。  

    第四條：當醫護人員告知您某些特定診療時，希望您能在下決定前，先充分了解 

            接受治療或 拒絕治療後所可能構成的危險或損害。  

    第五條：希望您能配合醫師所建議並經自身同意的治療程序及有關醫囑。  

    第六條：希望您能對不了解的事物詳加諮詢。  

    第七條：希望您能珍惜醫療資源。  

    第八條：希望您能真實表達醫療處置或藥物治療後之反應,以利正確適當的診療判 

            斷。  

 

 

 

陸、住院費用負擔說明 



14 

 (一)健保自行負擔費用及不給付項目，依健保局規定辦理： 

     雖然您有全民健保，但依法仍應對健保給付費用自負一定比率，比率如下： 

急性病房住院日數 部分負擔比例 

1-30日 10% 

31-60日 20% 

60日以上 30% 

    病人每次入住急性病房三十日以下應自行負擔之費，最高上限為新台幣三萬三 

      千元（限同一疾病），若當年入住醫院二次或二次以上，而「全年」入住急性病 

      房三十日以下，其自行負擔金額最高上限為新台幣五萬六千元者（不限同一疾 

      病)，前二項自行負擔上限，將隨健保規定變動而調整。 

    免自行負擔費用如下： 

          重大傷病。 

    分娩、福保、榮民、肺結核、職業傷病、人瑞(滿 100歲者)、法定傳染病 。 

   接受第三十二條所定之預防保健服務。 

         山地離島地區之就醫。      

  (二)依健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九條、第五十八條規定，以下各項全民健保不給 

      付頇由病人自費： 

        藥癮治療，美容外科手術、非外傷治療性齒列矯正、預防性手術、人工協助 

          生殖、變性手術、預防接種、酒癮及家暴、性暴相關法令入院治療，其診 

          斷不符合健保給付規定者。     

        成藥、醫師指示用藥。 

    血液。(因緊急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必要之輸血除外) 

 人體試驗。 

          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病房費差額。 

   病人交通、掛號、證明文件。 

   義齒、義眼、眼鏡、助聽器、輪椅、枴杖及其他非具積極治療性之器具。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不給付之診療服務及藥品。 

  (三)本院所提供全民健保不給付之醫療服務項目，均會事先告知病人，並獲得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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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同意。但緊急情況為治療所必頇者，無法事先告知病人或其家屬，不在此限。 

  (四)病人住院期間各項費用及自費醫療費用累計達 5,000元，健保醫療費用達 10,00 

      元時，本院將於住院中定期結算，若您接到臨時繳款單後，請於 3日內至一樓 

      批價櫃檯繳付。自費或健保不給付病人醫療費用收費標準，依醫療機構收費標 

      準辦理。 

  (五)若您是健保身份入院，於診治醫師診斷可出院時，請配合辦理出院手續，經通

知拒不出院者，依規定應自行負擔相關費用。 

柒、出院手續及轉院申請 

 (一)您可以依您的自由意願隨時申請出院。但若醫師認為您病情尚未痊癒不應出院 

     您仍要求出院，依醫療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您或您的家屬應簽具「自動出院志願 

     書」後始能辦理出院手續，若需相關診斷證明請於醫師同意出院時一併提出需求 

     種類及數量。 

 (二)關於出院手續： 

     申報組人員會提供「醫療費用繳費通知單」，通知您到出院櫃檯組繳費，繳費後 

     至藥局領藥物，再將住院期間借用之物品交回護理站，即完成出院手續。 

 (三)醫事人員於病人出院前，將詳細告知病人出院後之自我照顧上注意事項，及用藥 

     頇知門診回診或轉診事宜。 

 (四)本院因限於設備及專長，無法確定病人病因或無法提供病人完整治療時，會建議 

     病人轉院，並填具轉診病歷摘要送交病人。但針對危急病人，本院仍先為適當之 

     急救處置，始將病人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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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經本院醫師診斷可轉至其他醫療機構繼續接受治療照護時，醫院會通知您辦理出 

     院並協助您轉介。您可持本院開具之轉診單及病歷摘要，至適當照護層級的醫療 

     院所或機構，繼續接受照護。 

捌、各類證明文件之申請 

   申請各種檢查報告資料，請向各護理站申請辦理，若出院後始申請辦理，請由門 

      診掛號辦理。 

     收費標準: 

項目 費用別 金額 備註 

出院病歷摘要 複製費 200 每份 

病歷複製 複製費 5 每張 

檢驗報告複製 複製費 5 每張 

X光片複製 複製費 200 每片 

   醫療證明文件申請流程： 

 

 

 

 

 

 

 

 

 

 

 

 

 

 

提出申請 

本人與否 

出示委託書 協助掛號 

醫師診間開立 

披掛櫃檯收費 

用印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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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其他附屬服務 

(一)本院聘用看護員相關辦法： 

    若您需要病服員提供住院期間之照顧，請洽護理站我們將由專人為您服務 

 申請辦法： 

   家屬至護理站登記申請。 

   終止僱用看護員，請至護理站告知。 

收費標準： 

   日班（07:00~19:00）費用 1,000元。 

   夜班（19:00~07:00）費用 1,000元。 

   全日班（07:00~隔日 07:00）費用 1,800元。 

   人員已報到而臨時取消，頇收取車馬費 200元。 

   工作時數未達半日班標準，如未滿（含）4小時，以 100元/小時計算；超過 4 

小時以半日班計算。 

   病患疾病診斷為開放性肺結核、疥瘡起兩週，全日班每日加收 200元，半日班 

收 100元。 

 繳費辦法： 

依收費標準，家屬於 24小時內頇預繳交看護費，經催繳二次仍未繳費者，即終止 

看護關係。 

看護員工作內容： 

協助維護及執行病患之各項基本生理需要如：餵食、擦澡、翻身、如廁及病患用 

物處理等。 

病人單位之環境整潔。 

病患安全維護如：預防跌倒、氧氣使用頇知等。 

協助臥床、不動病患床上肢體運動，每日 2~3次，每次 15~30分鐘。 

主動關懷病患，有責任心。 

適時報告醫護人員病患之病情變化以作處理。 

與家屬保持連繫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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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看護員用餐自理。 

看護員不可私自收取額外費用。 

對看護員有任何意見，請洽詢護理站。 

看護員請假，頇經家屬及護理站同意。 

請假時段，依時薪退費。 

(二)救護車服務： 

     本院已安排特約救護車有限公司，提供病患輸送等業務，並依據政府頒布之『民 

間救護車機構管理辦法』辦理相關業務，若您有需要救護車提供病患接送服務 

時，請洽護理站工作人員為您連絡，並告知接送前往之地點，若需要隨車護士在 

旁照護，請一併提出，將為您安排。救護車及隨車護士之收費標準，依衛生局 

告為基準。 

                                                   

拾、醫院附近生活機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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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 本院交通路線說明 

   火車:於礁溪火車站下車，出站後右轉沿中山路二段直行  → 中山路一段 → 右

轉入育才路 →左轉入礁溪路四段即可抵達杏和醫院(步行約 10分鐘) 

           ＊計程車:火車站至本院約 100元 

   公車:搭乘國光客運於『協天廟』站下車，沿礁溪路四段(往台北方向)步行至本

院約 2分鐘。 

   首都客運: 於『協天廟』站下車，沿礁溪路四段(往台北方向)步行至本院約 2 

分鐘。 

   汽車:國道 5號下頭城交流道，自省道台 9線往礁溪方向行駛約 7分鐘可抵達本

院。 

 

杏和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