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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南基醫院-住院須知 

第一章、醫院環境簡介 

第一條：醫療大樓樓層導覽 

樓

層 

總樓層指南  

Floor Instruction 

11

樓  

院長室.行政處.會議室.資訊組.禮拜堂.護理部 

Superintendent. Dept. of Administration. conference room. 

Hospital Information. Chapel. Nursing Dept.  

10

樓  

復健科門診                   復健科治療中心 

Rehabilitation Clinic        Rehabilitation Center 

9

樓  

A區：洗腎中心、腦波檢查室.     B區：營養室、感控室 

Area A：Hem dialysis Center.   Area B：Clinical Nutrition. 

EEG Unit.                    Infection Control 

8

樓  
護理之家 Nursing Home 

7

樓  
護理之家 Nursing Home 

6

樓  

A區：601〜608.615病房               B區：609〜616病房 

Area A：601〜608.615 Ward           Area B：609〜616 Ward 

5

樓  

A區：501〜508.515病房               B區：509〜513病房 

Area A：501〜508.515 Ward           Area B：509〜513 Ward 

3

樓  

A區：手術室                           B區：加護中心、恢復室 

Area A：Operation Theatre           Area B：Intensive Care unit 

                                           Recovery Room 

2

樓  

門診(3〜21診).檢驗技術課.批價掛號.聽力檢查室.衛教室 

Clinic(3~21). Laboratory. Registration and Payment. 

Hearing Examination Room. Health Education Office 

1

樓  

服務台.門診(1〜2診).注射室.批價掛號.放射技術課.藥劑課.

急診室.急診批價掛號.急診暫留觀察室 

Reception center. Clinic(1~2) Injections. Registration and 

Payment. Radiology. Pharmacy. Emergency. Emergency 

Registration and Payment. Emergency Observation Room 

地
下
室
1
樓  

電腦斷層掃描室.乳房攝影室.骨質密度檢查室.藥庫.病歷室. 

門診 32 診.社區健康中心(體檢站) 

CT Scan Unit. Mammography. Bone Density. Drug Storage.  

Medical Records. Clinic 32. Physical Examin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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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病房設施與其他公共設施之操作說明及使用規定。 

        1.病房區供應設施有：輪椅、點滴架、飲水機、製冰機、

保溫熱食器，其公共設施之操作說明及使用規定公告

於設施附近。 

2.病房電話使用：床邊電話只能接聽來電或撥接院內分

機，但不能撥外線。各病房分機號碼為【病房號+床

號 】 例如：601-1病房分機為 6011。 

五病房護理站分機為 5001及 5002。 

六病房護理站分機為 6001及 6002。 

 

第三條：設施損害或故障時請告知護理人員處理。 
 

第四條：本院於一樓設置便利商店，提供來賓便捷的購物、飲食

選擇，一樓設有銀行提款機。 
 

第五條：健保病房之標示及配置處所，詳細內容請參閱入院須知

及各一樓批價掛號處之說明。 
 
第六條：醫院之服務電話總機： 

院址：540南投巿中興路 870號 

傳真：049-2223630 

預約掛號：049-2225595轉 8000 

社區服務及健康諮詢：049-2225595轉 1921 

健康檢查：049-2225595轉 1220 

用藥諮詢：049-2225595轉 1114 

抱怨及讚美：049-2225595轉 5880 

※以上服務時間為週一~週五，週六至 12:00，週日公休。 

 
總機：049-2225595轉 9 

救護車專線：049-2221995 

※以上服務時間為 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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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本院為健保特約醫院。 

 

第八條：本院交通路線說明： 

1.彰化客運南投總站→本院： 

a.可搭乘彰化客運公車『總達客運站-南基醫院』線

【本線週一〜六行駛，週日停駛】，全票票價 26元，

半票票價 13元《票價調整時，以彰化客運公告為主》。 

b.可搭乘計程車，費用約 100元。 

2.開車至本院： 
方 向 路      線 

南下 

國道3號→南投第二交流道下(往南投)左轉華陽路延

伸南陽路→南崗二路警察局前→南崗一路中興路交叉

路口右轉→南基醫院 

國道3號→南投第二交流道下(往南投)左轉華陽路延

伸南陽路→南崗二路警察局前→南崗一路中興路交叉

路口右轉→南基醫院 

北上 
國道 3號→名間交流道下右轉(往南投) →彰南路(台 3

線)直走→彰南路與中興路交叉路口左轉→南基醫院 

東西向 

東西向快速道路(八卦山隧道)→接國道 3號(南下)→

南投交流道下(往南投)→上高架橋接南崗路直走→南

崗路與中興路交叉路口右轉→南基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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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車的時刻表：(依院內公告為主，若您有須要搭

乘，可洽詢勤務組分機 1116或 1128。)  

路線

名稱 
停  靠  地  點 

松柏

嶺路

線 

 

中寮 

路線 

 

內城 

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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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名稱 
停  靠  地  點 

集集 

路線 

 

鹿谷 

路線 

 

東埔 

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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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名稱 
停  靠  地  點 

南屏 

路線 

 

大庄 

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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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住院報到 

第一條：住院流程 

 一、門診病患：若醫師已指示您住院接受治療、檢查或手 

術，請您接到醫院通知辦理入院時，在四

小時內攜帶患者健保卡至一樓住出院櫃

檯辦理住院手續。 

      二、住院手續辦理 
1.依據健保住院診療作業注意事項辦理：核對保險憑

證條例：保險對象因罹患傷病或分娩，至特約醫院

住院就醫時，應核對其保險憑證 IC卡並予收取保

管，俟出院時發還。故辦理住院手續時，會一併收

取健保卡，辦理出院時歸還。 

2.病患依約定日期時間至本院一樓住出院櫃檯辦理 

住院手續。 

3.病患於辦理住院櫃台簽署「住院同意書」並辦理住

院手續。 

4.病患至護理站報到，由護理人員說明病房環境及住

院期間注意事項。 

三、一樓住出院櫃檯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至中午十二時 

                  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 

※非上述時間請至急診批價掛號櫃檯辦理。 

四、急診病患：經急診醫師簽准住院，我們會儘快幫您安

排床位，並在急診批價掛號櫃台辦理住院

手續。 

 

第二條：當您接到入院通知或已完成住院手續後，應即向所屬病

房之護理站報到；超過四小時未報到，本院可取消原來

為您安排的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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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本院之病房依照病床數分為單人房，雙人房，四人房， 

收費標準如下： 

※單人房每日差額 1,800元。 

雙人房每日差額 1,000元。 

※差額病房設備：電視、電話、冰箱設施 

※本院病房內之設施，供應物品，收費標準如下： 

病房等級 基本設備 自費 健保差額 

單人房 
電視、冰箱、電話、二人座沙發一組 

折疊式陪病床一張 
3,268/日 1,800/日 

雙人房 電視、冰箱、電話、折疊式陪病床一張 2,468/日 1,000/日 

四人房 

(健保床) 
折疊式陪病床一張  1,468/日 0/日 

 

第四條：各病房之床數簡介，以及健保病房之床號： 

病床類別 
五樓病房 六樓病房 

保險病床數 差額病床數 保險病床數 差額病床數 

健保床 28  26  

單人床  1  1 

雙人床  10  12 

健保床床號 

5021、5022、5023、5025 

5061、5062、5063、5065 

5071、5072、5073、5075 

5101、5102、5103、5105 

5111、5112、5113、5115 

5131、5132、5133、5135 

5151、5152、5153、5155 

6011、6012、6021、6022、 

6023、6025、6026、6111、 

6112、6113、6115、6121、 

6122、6123、6125、6131、 

6132、6133、6151、6152、 

6153、6155、6161、6162、 

6163、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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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病房選擇與更換 

第一條：以健保身份入住健保病房者，免付病房費差額。 

 

第二條：若以健保身份入住非健保病房者，雙人房等級以上者【含 

單人房、雙人房】，應依病房差額按日給付自付差額。 

 

第三條：有關保險病房之計算，自您住院之日起算，出院之日不

算。(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三十三條)。關於非健保

保險病房另有不同之計算標準，本院會明確告知您或您

的家屬，該計算標準不違反衛生主管機關所公告之標

準。 

 

第四條：若您是以健保身份住院，且願意住進免自付病房差額費

之健保病房者，依健保規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法第三

十二條），本院會優先安排提供保險病房，但若保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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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住入非健保保

險病房。  

 

第五條：當您入住病房後，若想更換病房等級，可隨時向護理站

提出申請，本院會依空床情形做適當安排。 

 

第六條：轉床原則:同等級病房不可互轉，當次入院轉床以一次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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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住院費用負擔 
第一條：住院膳食除了健保給付之管灌飲費(鼻胃管灌食) 及低

收入戶膳食費有健保給付，職業傷害負擔膳食費 50%

外，膳食費圴由病患自付並按餐計算。護理人員會遵照

醫囑及您的需求提供訂餐服務，本院膳食委託便當公司

製作供應，故預訂餐者須預繳 500元伙食費，其費用計

算自開伙之日起算，普通飲食 130元/日(價格異動時，

另行通知)，如要暫停供應或變更膳食種類，亦請向護

理站辦理。 

 

第二條：健保病患應自行負擔費用： 

1. 雖然您有全民健保，但依法您仍應對健保給付費用自

付一定比率，其部份負擔比率如下： 
 

 

 

2.當次住院，部分負擔上限金額 30日內為 32,000元，

住院超過 30日以上之部分負擔均無上限。(有關健保

規定均依中央健保局公布為準)。 

3.非健保給付項目由病患自行負擔。 
 

第三條：依健保規定，以下各項全民健保不給付須由病人自費（全

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九條、第五十八條）： 

一、藥癮治療、預防接種、酒癮及家暴、性暴力相關法

令入院治療，其診斷不符合健保給付規定者。 

二、成藥、醫師指示用藥。 

三、指定醫師、特別護士。 

四、血液。但因緊急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必要之輸血。 

五、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病房費差額。 

六、病人交通、掛號、證明文件。 

七、氣墊床、輪椅、柺杖及其他非具積極治療性器具。 

急性病房 1-30 日 31-60 日 61 日以後 

部分負擔比率 10%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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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不給付之診療服務及藥品。 
 

第四條：本院所提供全民健保不給付之醫療服務項目，本院均會

事先告知病人，獲其同意並填寫同意書。但緊急情況為

治療所必須者，無法事先告知病患或家屬，不在此限。 

 

第五條：若您無力負擔醫療費用，可向本院護理站或事務處尋求

醫療補助事宜，我們會轉介給社工(關懷師)為您評估服

務。 

 

第六條：為避免一次付清住院醫療費用造成病人負擔，本院病人

住院期間各項費用（健保不給付項目及部份負擔）於每

週二、五結算一次，請病人接到『費用請繳單』後，務

必於三日內至一樓住出院櫃檯繳付。自費或健保不給付

病人醫療費用之收費標準，依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辦理。 

 

第七條：若您是健保身分入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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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費用應由保

險對象自行負擔。(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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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類證明文書之申請 

第一條：出出院院病病歷歷摘摘要要，出院前請向病房護理站申請辦理。 

出院後申請者，若為患者本人，請攜帶身分證或戶口名

簿正本；若委託代理人(限直系親屬、配偶)申請，請攜

帶雙方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並填具『開具診斷書及

複印病歷資料申請書』。每份 10 張內基本工本費 200

元，第 11 張起每超過 1 張加收 5 元，本院將於 3 個工

作天最遲不超過 14天內交付。 

 

第二條：普普通通診診斷斷證證明明書書，請於出院前向病房護理站申請辦理，

申請時請攜帶患者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取件時亦須

出示患者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或 IC 卡)。出院後申請

者，若為患者本人，請攜帶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若

委託代理人申請，請攜帶雙方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

並填具『開具診斷書及複印病歷資料申請書』，於該主

治醫師看診時掛號開立之。每 1份工本費 100元，掛號

費另計，本院將於當天內交付。 

 

第三條：各各種種檢檢查查報報告告資資料料，出院前請向病房護理站申請辦理。 

出院後申請者，若為患者本人申請，請攜帶身分證或

戶口名簿正本；若委託代理人(限直系親屬、配偶)申

請，請攜帶雙方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並填具『開

具診斷書及複印病歷資料申請書』。每份 10張內基本工

本費 200 元，第 11 張起每超過 1 張加收 5 元，本院將

於當天最遲不超過 3天內交付。申請影像系統 X光、電

腦斷層、磁振造影光碟片，需經門診掛號，費用每筆

200元，每片先碟收費上限為 500元，本院將於當天內

交付。 

申請影像 X光、電腦斷層、磁振造影膠片，需經門診掛

號，費用每筆 280元，本院將於當天內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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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死死亡亡證證明明書書，因疾病出院後二天內死亡者始得申請，申
請時須由病患利害關係之親屬或家屬提出，請申請人攜
帶身份證正本與病人相互關係證明文件，並備妥『死亡
時間證明書』 (證明書內須填具死亡時間及地點並有兩
位家屬蓋章證明)及『開具診斷書及複印病歷資料申請
書』患者身分證正本，於該主治醫師看診時掛號開立
之，每一份工本費 100元，掛號費另計。 

 

第五條：副副本本收收據據暨暨費費用用證證明明，本院在您出院結清費用時會交付

正式收據，若您因商業保險或其他用途須加申請副本收

據者，請出院時在事務處一併申請；出院後申請須由患

者本人或委託人攜帶患者本人正本證件才能辦理，証明

書工本費 1張收費 20元，本院將於當天內交付。 

 

第六條：前項文書於病患死亡或無法表達意思時，由其親屬或家

屬提出申請。但病患或其法定代理人明示反對特定人申

請，並記錄於病歷上時，不在此限。 

 

＊ 若您有其他證明書申請問題，可洽詢一樓住出院費收費櫃台，  

分機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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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其他附屬服務 
 

第一條：本院為提高您住院期間之生活品質，提供下列之附屬設

施及服務，歡迎您多加利用：  

1.醫療輔具租賃：本院提供拐杖租借，租借及收費請洽

六樓護理站(分機 6002)。 

2.服務病人及家屬設施： 
※本院一樓設有醫療用品店。營業時間： 

星期一~星期五 8:00-21:00。 

星期六-8:00-12:00。 

星期日-休息。 

※醫療輔具借用：本院提供輪椅、助行器、拐杖等醫

療輔具供病患於院內使用，請洽一樓勤務組或保全

人員(分機 1116)。 

3.病房洗髮：如需專人至病房洗髮服務，請與護理站連

絡。 

※專人至病房洗髮定價：病房洗髮、理髮各 200 元。

以上價格僅供參考，若有錯誤或異動以現場定價為

主。 

 

第二條：醫院提供如下之服務： 

1.救護車服務：出院或轉院須使用救護車服務可洽護理

站。 

2.本院設有戶外停車場。僅提供南基醫院門診或住院患

者之家屬停放，請來院病患家屬離開前，至一樓批掛

櫃檯領取停車代幣。非前述之車輛每次停車 50 元。

請投幣出場。 
       3.本院六樓病房裝設無線網路可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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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出院手續及轉院申請 

第一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1 條，保險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予保險給付：住院診療經診斷並通知出院而不出

院者，其繼續住院之費用。 

 

第二條：本院提供 24 小時(含假日)出院服務，您可以依您的自

由意願隨時申請出院。若醫師認為您病情尚未痊癒不應

出院，您仍要求出院，依規定（醫療法第五十二條），

您或您的家屬應簽具自動出院申請書後辦理出院手續。 
 

第三條：護理人員於病人出院前，將詳細告知病患出院後之自我

照顧注意事項和門診回診事宜，以及相關長期照護機構

之有關資訊。 

 

第四條：關於出院手續，事務員會通知您至護理站領取出院帶回

藥單及出院檢核表至一樓住出院櫃台(○3 號櫃台)結

帳，繳費手續完成後，再至一樓藥局領藥，即完成出院

手續。 

1.出院時間：經醫師簽准出院，病房事務員會以電話通

知病患(或家屬)辦理出院，請於中午 12時前辦妥出院

手續並離院，若逾時超過下午 2 點未離院者，將酌收

病房費用(健保病房 200元/次、差額病房 500元/次)，

故請勿逾時出院影響其他病人入院治療權益。若您結

帳後需等候家人前來接回，可在一樓大廳等候。 

2.本院因限於設備及專長，無法確定病人病因或提供病

人完整之治療時，會建議病人轉院，同時填具轉診病

歷摘要交付病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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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經本院醫師診斷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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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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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開具之轉診單，至適當照護層級的醫療院所或機構，

繼續接受照護。 

 

第八章、病人權利 

第一條：不分病患的疾病、性別、種族、地理位置、社經地位及

年齡，每位病患皆能平等的接受適當的服務。 

A.每個人在上帝眼中都是獨一無二的寶貝。 

所以您在本院將受到最高規格的禮遇。 

B.對於女性病患、男性病患所賦予的尊重是一樣的。

您不會因為您的性別而受到醫療上差別待遇。您的隱

私是我們最重要的責任，我們一定會盡全力來保護。 

內診及隱私部位的看診、觸診時，都會有護理人員

陪同。 

本院設有餵(集)乳室。 

本院所有浴室廁所都設有反針孔攝影偵測裝置。 

C.本院對於所有種族的病患所賦予的尊重是一樣的。

您不會因為您的省籍、族群、語言而受到醫療上差別

的待遇。 

本院竭誠服務所有族群。 

本院設有語言人才庫，若您有語言溝通的困難，請

和服務台聯絡，我們將為您預備精通您的語言的翻

譯人員。目前本院設置的語言人才庫包含：台語、

客語、布農族原住民語、英語、日語。 

D.對於來自全世界所有地方的病患所賦予的尊重是一

樣的。您不會因為來自於某些特殊地區而受到醫療上

差別的待遇。不論您從那裡來，您的家鄉在那裡您本

院都將受到最高規格的保護與服務。 

E.對於所有職業背景的病患所賦予的尊重是一樣的。

您不會因為您的職業受到醫療上差別待遇。 

F.對於所有財力狀況的病患所賦予的尊重是一樣的。

您不會因為您的貧窮而受到醫療上差別待遇。 

G.對於所有社會地位的病患所賦予的尊重是一樣的。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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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因為您的社會地位高低而受到醫療上差別待遇。 
H.於所在縣市符合長期照護之行動障礙患者提供居家

訪視服務，給予醫療照護及衛教指導。 

 

第二條：本院醫事人員均有佩戴名牌或識別證。若未佩戴名牌或

識別證以致無法辨識身分者，病患可以拒絕其所提供之

醫療服務。 

A.本院員工包含實習生、工讀生均配有識別證，並要求

於執勤時間佩戴之規定。 

B.專業人員如醫師、技術師及護理人員並同時佩戴執業

執照。 

C.本院所屬義工於院內服務時間亦要求佩戴義工證及

穿著義工服。 

D.病患於本院接受醫療服務時，若無法辨識工作人員身

分，可以要求出示證件或拒絕所提供的服務。 

 

第三條：秉持「病患為醫療主體」的概念，在病患住院期間，本

院醫師於診治時，應向病患或病患的陪病家屬解釋病 

情、檢驗、檢查相關資訊、治療方針、預後情形替代性

治療及治療可能產生的風險。 

A.本院醫師主動向住院患者或其陪病家屬解釋病情，並

說明包括治療計劃、相關檢查報告、預後情形、治療

之可能風險及可代替性治療等。 

B.本院由醫師說明病情時提供書面說明單張（必要時附

圖）使病患或其家屬透過文字更瞭解病情狀況，讓病

患及家屬參與醫療過程及決策。 

C.本院醫療團隊視病情需要，經由病情說明並取得同意

後安排各類相關檢查或治療。 

D.本院以提供病人之最大利益考量為醫療優先，對病況

緊急之情形以救治病人生命為首要。 

 

第四條：若病患對本院醫事人員所提供之醫療服務有任何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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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本院非常鼓勵病患向醫師或其他醫事人員發問、

要求說明。當本院的患者或家屬提出醫療相關的問題或

要求療程說明時，本院醫事人員一致認同，採取主動解

答並詳實告知，這是個義務與責任。 

A.本院持續有計畫的辦理醫師或醫事人員與病患溝通

能力提升計畫活動。 

B.本院醫師或醫事人員對於所提供患者的診察如：觸

診、聽診、叩診、視診，都主動提供說明並引導患者

發問，使患者之疑慮獲得解答。 

C.本院醫師或醫事人員對於所提供患者的各項檢查

如：抽血、攝影、超音波、心電圖、聽力測試等各類

檢查，都主動提供說明並引導患者發問，使患者之疑

慮獲得解答。 

D.本院醫師或醫事人 員對於所提供的各項疾病療程

如：高血壓、糖尿病、各類癌症、腎臟病、心血管疾

病等各項慢性病的治療過程，都主動提供說明並引導

患者發問，使患者之疑慮獲得解答，並設有衛教團隊

照護指導。 

E.本院醫師或醫事人員對於所提供的各項手術過程與

麻醉方式，都主動提供說明並引導患者發問，使患者

之疑慮獲得解答。 
 

第五條：若病患需要接受手術治療，本院依規定，會先請病患或

病患的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手術及麻醉同意書，在

簽具之前，醫師會先說明手術的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

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只有在取得病患或病患的配

偶、親屬或關係人同意下，才會為病患手術及麻醉。但

若情況緊急，為搶救病人性命，依醫療法規定，得先為

病人手術。 

A.本院對於需要接受手術治療之病患由醫師說明病  

情、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替代方案或可能發生之

併發症及危險，經病患或病患的配偶、親屬或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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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後進行約定手術排程，並簽署手術同意書。 

B.本院對於確定安排手術之病患於術前確認完成相關

檢查及術前評估，並於術前安排麻醉科做詳盡的術前

麻醉解說並簽署麻醉同意書。麻醉科人員及醫護人員

對於術後住院病人進行術後疼痛評估。 

C.本院對於情況緊急之病人，如急診或家屬未能即時到

院之狀況等，依醫療法規定以搶救病人性命為優先，

得先為病人進行手術，相關解說及文件簽署待家屬抵

院或依法規相關程序進行。 

D.其它同意書： 

本院對於特殊檢查及侵入性治療由醫師做治療計

劃說明，詳細解說檢查目的、治療方式，並提供書

面資料及簽署文件。 

本院對於常規性檢查提供書面同意書取得同意簽

署，並由醫師向病人或家屬說明檢查項目及目的後

執行。 

 

第六條：本院於病患就醫過程中所說明之病情、健康等一切秘

密，均依法善盡保密義務。如果病患不願意讓訪客查知

病患住院的訊息，請告知本院。 

A.本院重視病人權利尊重病人隱私，對於病患就醫之

病情、健康狀況及檢查報告盡保密義務，並要求員工

於公開場合不談論病患病情，對於住院病人及門診病

人訂有相關措施。 

B.本院對於病人之個人資料、病情及檢查報告本院訂有

各層級之權限，非醫療團隊相關人員無法任意取得。 

C.本院對於病歷資料的保存設有完善的空間及嚴格的

使用理，對於病歷的運送由專人收發並有專用輸送推

車防止資料不外露。 

D.本院於病患填具住院申請書上徵詢是否同意住院資

訊公開，對於無意願公布住院姓名之患者於電腦資料

中加註「保密符碼」，在住院患者名單查詢之電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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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將隱藏不公布患者姓名。病房護理站之住院名單公

布亦同步執行。 

E.本院基於尊重隱私對於門診病人之就診名單採姓名

部份隱藏。 

 
第七條：本院應病患的親屬、陪病家屬之要求，得適時向其解說

病患的病情，若病患不願特定家屬知悉病患的病情，請

事先以書面通知護理站、或病患的主治醫師，以利本院

處理。 

A.本院依據醫療法第八十一條規定醫療機構診治病人

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

人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

及可能之不良反應。 

B.本院尊重病人隱私，對於病患不願特定家屬知悉病

患的病情訂有相關作業流程，訂有「病人隱私權特

別聲明書」供患者簽署。 

   因司法機關及有權機關依法要求或法律另有規定

（例如因手術或麻醉而須簽署或見證手術同意書

或麻醉同意書）或其契約另有約定（例如經本人

同意保險公司調取病歷）時，不在此限。 

   患者於本院門診/急診/住院時提出「病人隱私權

特別聲書」，患者填立後由門診/住院收費事務員

輸入電腦註記，輸入後之「病人隱私權特別聲明

書」應再送回護理站/診間留存於病歷上。初診患

者在掛號時填「病人隱私權特別聲明書」，由事務

人員輸入電腦後，請患者持聲明書至診間報到時

交護理人員歸入病歷。 

   考量「病人隱私權特別聲明書」之即時性及落實、

保密執行，由資訊電腦化程式設控自動載入到患

者基本資料做保密註記，即時提示醫療團隊執行

保密作業，維護患者隱私之需求。 

  若病患欲病情保密，手術室排程及醫護系統採電腦

資訊化作業，從排程輸入註記，作為提醒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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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末期病人有拒絕施行心肺復

甦術的權利。若病患已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為不

可治癒，並且病程進展至死亡已不可避免，病患可向護

理站索取並簽署「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以保障

病患的權利。為維護您的醫療自主權，本院對所有住院

病患提供「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不施行

心肺復甦術(Do NotResuscitate)同意書」、「撤回不

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

及「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撤回聲明書」，使醫師對不

可治癒之末期病人，得在尊重其意願之情形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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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末期病人有權利主動要求簽署意願書，選擇安寧緩

和醫療。 

        安寧緩和醫療：指為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痛苦，

施予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或不施行心肺復

甦術。 

        末期病人：指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          

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          

死亡已不可避免者。 

心肺復甦術：指對臨終、瀕臨或無生命徵象之病          

人，施予氣管內插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性          

藥物、心臟電擊、心臟人工調頻、人工呼吸或其          

他救治行為。 

     B.在已完成簽署的「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末          

期病患本人有權利做意願上的更動。 

     C.未滿 18歲的未成年病人簽署意願書時，需得到其           

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D.末期病人有權利在個人尚能表達意願前，預先指定           

醫療委託代理人。 

     E.醫療委託代理人在病人昏迷、失去意識、失去自主           

判斷能力、無法表達意願時，可代替病人參與相關           

之醫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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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醫療委託代理人不可做出與末期病人於意識昏迷           

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相反意願的決定。 

     G.醫師為末期病人實施安寧緩和醫療時，病人或其家           

屬有權利得知其治療方針。 

     H.末期病人實施安寧緩和醫療，有權利要求醫師詳細           

記載於病歷上。 

     I.本院醫師及護理人員需提供「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             

願書」之相關資訊與諮詢。 

 

第九條：為使有限的生命可化為無限的大愛，本院配合國家衛生

政策對所有住院病患提供「器官捐贈同意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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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若病患對本院之住院服務有任何意見反應時，可向本院

申訴（申訴專線 049-2225595分機號碼 5880，或至各

樓層「院長信箱」填寫「病患意見反應單」，填寫後逕

投入信箱內，本院將由專人收回處理）。 

A.不論本院的門診病人或住院病人及其家屬，均有權          

利對本院的服務提出任何讚美肯定或改進建議。 

B.病患或其家屬有權利透過電話、網路或書面反應等  

管道方式表達對本院的意見。 

C.本院各樓層「院長信箱」提供「病患意見反應單」，

每位工作人員均可協助填寫諮詢。 

 

第十一條：病患有權利拒絕任何與治療無關之檢驗、測試等相關

活動。病患的拒絕，並不會影響到本院醫事人員對病

患的服務態度及所提供之醫療品質。 

A.病患有權利拒絕與病情治療無關的檢查。 

B.病患有權利拒絕與病情無關的檢測及試驗。 

C.病患有權利拒絕臨床醫學教育的實習醫療人員所

執行的臨床活動。 

D.病患有權利要求拒絕上述活動後，仍受到平等的醫

療品質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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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病患有權利要求醫院不得以其他方式勉強或要求

病患配合臨床教學活動。 

F.病患或其家屬有意願捐贈器官或組織做為移植或

醫學研究時，本院可提供解說、諮詢及轉介。 

 
第九章、病人及家屬配合事項 
 
第 一 條：住院飲食為醫療的一部份，醫師會依疾病需要開立飲

食處方，膳食費除了管灌飲食（如：鼻胃管、鼻十二

指腸管、胃造口等）有健保給付外，膳食費均由病人

自付；職災住院病人可享膳食補助福利只需自付一半

費用。護理人員會遵照醫囑及您的需求提供訂餐服

務，本院委託外包便當公司製作供應，故欲訂餐者先

繳交 500元伙食費，其費用計算自開伙當日當餐算

起，普通伙食 130元/日（早餐 30元/午餐及晚餐各

50元，如價格異動會另行通知），如需暫停供應或變

更膳食種類，敬請至護理站辦理。 

         早餐：上午 06：30 前 

         午餐：上午 10：30 前 

         晚餐：下午 04：30 前 

膳食相關事項請參考附錄『本院供餐時間』。 

 

第 二 條：病患入院後如要暫時離開病房，請通知護士，以免影

響治療；欲外出離院者，請先徵得診治醫師同意，填

寫請假單，向護理站辦理請假手續，若病患是健保身

份住院，依規定晚間不得外宿（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

法第十六條）。如請假逾期未歸超過 4 小時或未經請

假即離院外宿者，本院得視為自動出院。           
 
第 三 條：本院為維護病房安寧及住院病人財物安全，特訂定如

公告事項之管制措施，敬請社會大眾及本院同仁，惠

予配合辦理。 

一、凡在門禁管制時間(自夜間十時起至翌日上午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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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進入本院者，本院員工必須配戴識別證、陪病

家屬必須告知病床號，未按規定者恕不放行。 

二、陪病家屬需於夜間十時以前進入，訪客請於夜間

十時以前離開病房。 

三、財產攜出必須持有本院正式證明文件，否則一律

禁止攜出。 

四、「病房門」開關時間，開：上午 8:00 至夜間 19:00； 

關：夜間 19:00 至隔日上午 8:00。 

五、醫院、病房均為開放式空間，應注意個人隨身攜

帶之財物及貴重物品，並請您妥善保管，以免造

成財物之損失；如有遺失，本院概不負任何損害

賠償責任。出院時也請再次檢查您隨身攜帶之物

品(尤其是手機及充電器)是否帶齊。 

六、情況特殊於門禁管制時間內欲進入本院者，請向

駐警主動表明，並經病房查證屬實得登記放行。 

七、酗酒者嚴禁入院。 

八、各出入口開放時段如下表： 

地點 開放時段 

門診大廳門口 06：00~22：00 

急診出入口 
24 小時開放 

（22：00~06：00 實施門禁管制） 

說明： 

1.夜間時段急診出入口由急診警衛管制人員進出。 

2.若遇緊急狀況(如火災…)，急診警衛第一時間負

責解除所有夜間門禁的管制門，並打開醫院大門

口使方便逃生。  

3.平時狀況，夜間各管制門口，張貼指示牌，指

引人員往開放之出入口進出。 

 

第 四 條：病房請保持安寧，勿大聲喧嘩，電視收音機聲音以不

干擾他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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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本院全面禁菸、禁嚼檳榔。指定區域內禁止使用手機。 

 

第 六 條：為維護病房安全，任何人不得在病房、浴室、洗手台

上烹煮食物，若有需要可至配膳室以保溫鍋加熱食

物，並不得使用未經本院許可電器品等或其他危險物

品（請勿危及醫療行為）。 

 

第 七 條：請陪伴人員使用衛浴時，亦要保持清潔乾淨，避免同

室病友跌倒。 

 

第 八 條：為維護病患財物的安全，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到醫院。 

 

第 九 條：請勿攜帶寵物入院，以預防傳染疾病及維護安寧。 

 

第 十 條：請勿攜帶危險物品及法定違禁品。 

 

第十一條：請病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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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請病患配合醫護人員進行醫療計畫，如果病患無法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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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住院期間請病患不要服用非本院提供之藥品，如果病

患確有服用，請告知醫護人員。 

 

第十四條：為維護病患的權益與健康，如有發現不明人士推銷任

何物品及醫療用品，請告知護理站。  

 

第十五條：您住院期間，請配合本院規定穿著適當衣物。 

 

第十六條：加護病房訪客須知 

（一）會客以每床每次二人為限，12 歲以下兒童請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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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進入加護病房前、後請確實洗手以避免

交互感染。 

（二）為維護病患及家人的健康，進入加護病房者請

一律配戴口罩。 

（三）進入病房前請關閉手機，避免干擾監測儀器訊

息，影響病人病情的判讀和生命安全。 

（四）加護病房訪客時間： 

               早上：10：30~11：00 

               下午：14：30~15：00 

               晚上：20：00~20：30 

 

第十章、其他公告事項 
 
一、性騷擾防制宣告： 

尊重人權且落實性別平等，不得對他人性騷擾或性侵害，

提供一個友善之就醫環境，本院責無旁貸。性騷擾他人

者，依法得處新台幣 1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罰鍰；利用 

權勢或機會進行性騷擾者，其罰鍰加重二分之一。 

 
二、菸害防制及檳榔防制： 

1.不吸菸及嚼食檳榔，讓您的健康加分 

2.本院依菸害防制法規定：全面禁菸，違者最高可罰鍰新

台幣１萬元。 

3.吸菸有害健康，本院提供戒菸門診，請多加利用。 

4.本院禁止菸商贊助、菸品販售、提供或廣告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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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癌症防治： 

檢查項目 資格 就診方式 

口腔黏膜檢查 
30歲以上嚼檳榔或吸菸者 

【每兩年乙次】 
掛耳鼻喉科門診 

子宮頸抹片檢查 30歲以上婦女【每年乙次】 掛婦產科門診 

定量免疫法糞便潛血

檢查 

50歲以上〜69歲 

【每兩年乙次】 

至地下一樓 

健檢中心 

乳癌篩檢 

(1)45歲〜69歲婦女 

(2)40歲〜44歲高危險群婦女 

【每兩年乙次】 

至一樓放射課 

四、醫療諮詢服務單位一覽表 

服務項目 單位名稱 診次 聯絡分機 所在位置 

藥物諮詢 藥劑課 藥局 1114 
一樓大廳 

乳癌篩檢諮詢預約 乳癌篩檢特診 67診 1111 

糖尿病衛教諮詢 糖尿病衛教門診 18診 1218 
二樓 

門診區 
腎臟保健衛教諮詢 腎臟保健衛教門診 18診 1217 

營養諮詢 營養衛教門診 19診 1222 

健康檢查諮詢 體檢中心 68診 
1219 地下室 

一樓 1220 

 

 

※對以上手冊說明，若仍有不明瞭之處，請洽詢病房護理站。 

          

祝您早日康復  
南南基基醫醫院院關關心心您您  

  
                                                              護護理理部部、、總總務務課課、、行行政政處處    99880055 製製作作  

                                                                                                  1100110055 第第三三次次修修訂訂  

  

  

  

  

  

  

  



 

 

- 28 -           南基醫院-住院須知 

【附件一】本院餐飲時間說明 
本院訂餐、停餐、供餐時間、補餐時間如下： 

◎普通飲食餐、半流飲食（Normal Diet 、 Semi Liquid Diet） 

 訂餐截止時間 送餐時間 用餐時間 補餐時間 

早餐 

（Breakfast） 
06：30 前 07：00 07：30 07：00-07：30 

午餐 

（Lunch） 
10：30 前 11：30 12：00 11：30-12：00 

晚餐 

（Dinner） 
16：30 前 17：00 17：30 17：00-18：00 

◎全流飲食、管灌飲食（Full Liquid Diet、Tube feeding Diet） 

 訂餐截止時間 用餐時間 

早餐 

（Breakfast） 
06：30 前 05：00 

早點 

（Morning tea） 
- 09：00 

午餐 

（Lunch） 
10：30 前 13：00 

午點 

（Afternoon tea） 
- - 

晚餐 

（Dinner） 
16：00 前 17：00 

晚點 

（Bedtime snack） 
- 21：00 

普通飲食或半流質餐訂餐者，若於供餐時間後，仍未收到餐點，

請告知護理人員聯絡補餐。 

◎ 流質管灌餐訂餐者： 

(1)若於送餐時間後，仍未收到餐點，請告知護理人員聯絡營

養組補餐。 

(2)若於訂餐截止時間後才訂餐，請耐心等候，營養組將於補

餐時間內為您補餐。 

◎ 以上你有任何疑問或需營養師服務的地方，可請護理站護理

人員聯絡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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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電視頻道 
頻道 節目名稱 頻道 節目名稱 

5 民視 55 TVBS-N 
6 CNN 56 TVBS 
7 台視 57 東森財經台 
8 人間衛視 58 非凡新聞台 
9 中視 61 衛視電影台 
10 大愛電視台 62 東森電影台 
11 華視 63 緯來育樂台 
12 動物星球 64 冠軍電視台 
13 公共電視 65 HBO 
15 GOOD TV好消息 66 東森洋片台 
16 原住民族電視台 67 中天綜合台 
17 客家頻道 68 好萊塢電影台 
18 國家地理頻道 69 衛視西片台 
19 Discovery 70 緯來育樂台 
20 地方新聞台 71 CINEMAX 
21 旅遊生活頻道 TLC 72 緯來體育台 
22 CN卡通頻道 73 ESPN體育台 
23 迪士尼 74 衛視體育台 
24 Momo親子台 75 緯來日本台 
25 東森幼幼台 76 國興衛視 
26 緯來綜合台 77 JET日本台 
27 GTV第 1台 78 民族才藝 
28 GTV綜合台 79 海豚綜合台 
29 三立台灣台 86 霹靂衛星台 
30 三立都會台 87 蓬萊綜合台 
31 衛視中文台 88 信大電視台 
32 東森綜合台 89 台灣藝術台 
33 超視 90 NHK世界台 
34 中天娛樂台 91 BBC 
37 東風衛視台 92 中華財經台 
38 MUCH TV 93 國衛頻道台 
39 中天娛樂台 94 運通財經台 
40 東森戲劇台 95 財訊財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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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GTV戲劇台 96 非凡商業台 
42 TVBS-G歡樂台 97 恆生財經台 
43 緯來戲劇台 100 Channel V 
44 高點電視台 101 MTV 
45 高點電視台 102 華藏衛星電視台 
46 JET TV 103 華視教育文化頻道台 
49 壹電視新聞台 104 法界衛星電視台 
50 年代電視台 105 生命電視台 
51 東森新聞台 106 佛衛慈悲台 
52 中天新聞台 107 唯心電視台 
53 民視新聞台 108 清海無上師台 
54 三立新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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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陪客椅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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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南基醫院 各樓層平面圖 

地下壹樓病人及家屬疏散圖示 

 
壹樓病人及家屬疏散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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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樓病人及家屬疏散圖示 

 
參樓病人及家屬疏散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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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樓病人及家屬疏散圖示 

 
陸樓病人及家屬疏散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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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樓病人及家屬疏散圖示 

 
捌樓病人及家屬疏散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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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樓病人及家屬疏散圖示 

 
拾樓病人及家屬疏散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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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樓病人及家屬疏散圖示 

 
地下室貳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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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 頂樓平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