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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診基本資料 Registration Form for First Time Patient

身  份(Status):  □健保(NHI)  □自費(Self) 病歷號 (Chart No) : 

性  別(Gender): □男(M)  □女(F) 

*看診日期
*Date

*科別
*Department

*醫師(或診別)
*Doctor

*姓 名
*Name

*出生日期
*Birth Date

*身分證字號
*ID/ARC No.

*電 話
*Telephone

*國籍
*Country

本國 Nationals 外國 Foreigner 
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戶籍地址
*Address (1)

通訊地址 
Address (2) 

手機號碼 
Mobile(1) 

手機號碼 
Mobile(2) 

電子信箱 
E-mail

連絡人 
Contact 
Persom 

姓名 
Name 

與患者之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Patient 

電話 
Telephone 

手機號碼 
Mobile 

身高 Height 體重 Weight 血壓 Blood Pressure 脈搏 PR 

公分 CM 公斤 KG / mmHG /min 

對藥物過敏 Drug Allergy 是否有個人商業保險 Business Insurance 

是 YES 否 NO 有   無  不便透漏 

是否有曾經吸過菸 從未 偶爾(交際應酬) 
有，已吸菸 年 

 枝/天或  包/天 
量不詳 

是否已戒菸 未戒 已戒_____年 已戒，年不詳 

是否有嚼過檳榔 從未 偶爾(交際應酬) 有    顆/天 有，量不詳 

是否已戒除檳榔 未戒 已戒_____年 已戒，年不詳 

是否有喝酒 從未 偶爾(交際應酬) 有(每周一次持續半年以上)，已喝酒_____年 

是否已戒酒 未戒 已戒_____年 已戒，年不詳 

是否有吸電子菸 無 有 

是否有暴露在二手菸環境 無 有 

是否有運動習慣 不運動 偶而運動 定期運動每週_____次，每次_____分鐘   

初診掛號需繳驗證件正本: 1.身分證件、健保卡   2.優待證件:重大傷病卡、身心障礙手冊、或其他相關優待證明

身分證件:身分證、戶口名簿、駕照、外僑居留證或護照 

本人同意在上述表格所填寫及就診資料， 可供貴院作內部管理、醫療、參考、聯絡、資料統計分析、學術及研究之用，

並了解 貴院依據醫療法與尊重病人隱私，對所有就診相關資料之內容負有保密之責，並對病人病歷善盡保管與保密之

義務；任何個人資料，均不會轉讓、租借、出售給其他團體或個人；上列個人資料日後如有變更或錯誤，請向批掛人員

提出更正或修改，以利資料正確。

填寫人:___________________
I understand and agree all Information given in this form will only used for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Hospital internal 

management, medical reference, contact, data analysis, statistic, academic and research purposes. I also understand base 

on the Law of Medical Care and the respect of patient’s privac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Hospital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keep all my medical information confidential and won’t be released to organizations or any individual. 

All personal information will not be transferred, rented, or sold to organizations or any individual. 

If there is any changes or correction needed to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the future, please notify our staff in 

registration counter to make sure all information are correc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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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權益與就醫隱私說明暨同意書 

1.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以下簡本院)，致力於提供公平及優質的專業醫療服務，不會因為您

的性別、年齡、種族、宗教、國籍、身分、疾病或其他特質之不同而有差別待遇。

2. 本院醫療人員為您進行診斷與治療時，會主動向您或您的家屬解釋病情、主要檢查相關資訊、

治療方針與照護計畫、替代性治療、預後情形、可能產生的風險等。

3. 我們鼓勵您參與醫療過程及決策，您有權在聽取相關檢查及治療的利益與風險之後，選擇接受

或拒絕該項檢查或治療。

4. 若您需要接受手術、侵入性檢查或治療、麻醉、輸血或高危險治療，本院醫師會先說明該項處

置的原因、 成功率、可能的併發症及風險、替代方案等，之後我們會請您簽具同意書。

5. 若病人失去意識或無法表達意願時，我們會向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並取得同

意。只有在取得同意的條件下，我們才會進行上述檢查或治療。但按醫療法規定，情況緊急者

則不在此限。

6. 本院對於您及您的病歷資料，均依法善盡保密義務。在所有的臨床問診、檢查及轉運時，我們

將盡力保護您的隱私。

7. 本院只有因業務需要等正當理由才會使用病歷紀錄，其他人士只有在符合法規或獲得您的同意

下才能知悉或檢閱您的病歷資料。

8. 如果是研究所需，必須依法通過研究倫理委員會之審查，以保障您的安全與隱私。

9. 如果您不願意讓特定家屬知悉您的病情，請事先告知醫護人員，本院將在合乎倫理法律的範圍

內予以尊重。若您不願意讓訪客查詢住院訊息，我們亦將妥善處理。

10. 本院為教學醫院，為促進醫學教育，培養優秀之醫療人員，懇請您配合相關之教學活動。但您

有權利拒絕任何與醫療無關之檢驗、研究、測試等相關活動。您的拒絕，並不會影響到本院醫

療人員對您的服務態度及所提供之醫療品質。

11. 請您尊重專業，不要求醫事人員提供不實資料或診斷證明；並遵守本院暨健保之相關規定。

12. 請您瞭解並同意負擔各項診斷及治療等相關費用以及其付費方式。

13. 如果有需要採用全民健保不給付之自費醫療項目時，本院會事先提出說明，並於取得您同意後

才施行。

14. 為了維持醫療作業之順暢、維護病房安寧，並兼顧其他病友與本院人員之隱私，請您不要在本

院院區內進行採訪、拍照、攝影或錄音。

15. 為維護空氣品質與環境衛生，請配合全面禁菸、禁吃檳榔。

16. 除了導盲犬之外，請您不要將寵物帶入院區。

17. 本院並無承擔個人財物遺失或損壞的責任，請您或家屬自行妥善管理隨身財物，並勿攜帶貴重

物品到醫院。

本人（或家屬）已充分了解病人權益與配合事項內容並同意遵守 

------------------------------------------------------------------------------------------------------------------------------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與病人之關係（請圈選）：本人、配偶、父、母、兒、女、其他：_________ 

住址：                      電話：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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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權益與就醫隱私說明暨同意書 

(病人存執聯) 

1.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以下簡本院)，致力於提供公平及優質的專業醫療服務，不會因為您

的性別、年齡、種族、宗教、國籍、身分、疾病或其他特質之不同而有差別待遇。

2. 本院醫療人員為您進行診斷與治療時，會主動向您或您的家屬解釋病情、主要檢查相關資訊、

治療方針與照護計畫、替代性治療、預後情形、可能產生的風險等。

3. 我們鼓勵您參與醫療過程及決策，您有權在聽取相關檢查及治療的利益與風險之後，選擇接受

或拒絕該項檢查或治療。

4. 若您需要接受手術、侵入性檢查或治療、麻醉、輸血或高危險治療，本院醫師會先說明該項處

置的原因、 成功率、可能的併發症及風險、替代方案等，之後我們會請您簽具同意書。

5. 若病人失去意識或無法表達意願時，我們會向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並取得同

意。只有在取得同意的條件下，我們才會進行上述檢查或治療。但按醫療法規定，情況緊急者

則不在此限。

6. 本院對於您及您的病歷資料，均依法善盡保密義務。在所有的臨床問診、檢查及轉運時，我們

將盡力保護您的隱私。

7. 本院只有因業務需要等正當理由才會使用病歷紀錄，其他人士只有在符合法規或獲得您的同意

下才能知悉或檢閱您的病歷資料。

8. 如果是研究所需，必須依法通過研究倫理委員會之審查，以保障您的安全與隱私。

9. 如果您不願意讓特定家屬知悉您的病情，請事先告知醫護人員，本院將在合乎倫理法律的範圍

內予以尊重。若您不願意讓訪客查詢住院訊息，我們亦將妥善處理。

10. 本院為教學醫院，為促進醫學教育，培養優秀之醫療人員，懇請您配合相關之教學活動。但您

有權利拒絕任何與醫療無關之檢驗、研究、測試等相關活動。您的拒絕，並不會影響到本院醫

療人員對您的服務態度及所提供之醫療品質。

11. 請您尊重專業，不要求醫事人員提供不實資料或診斷證明；並遵守本院暨健保之相關規定。

12. 請您瞭解並同意負擔各項診斷及治療等相關費用以及其付費方式。

13. 如果有需要採用全民健保不給付之自費醫療項目時，本院會事先提出說明，並於取得您同意後

才施行。

14. 為了維持醫療作業之順暢、維護病房安寧，並兼顧其他病友與本院人員之隱私，請您不要在本

院院區內進行採訪、拍照、攝影或錄音。

15. 為維護空氣品質與環境衛生，請配合全面禁菸、禁吃檳榔。

16. 除了導盲犬之外，請您不要將寵物帶入院區。

17. 本院並無承擔個人財物遺失或損壞的責任，請您或家屬自行妥善管理隨身財物，並勿攜帶貴重

物品到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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