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同意书

本同意书适用的地点和时间

我知道本同意书涵盖我将要在Memorial Health医院（
“Memorial”
）
接受的治疗和护理，既包括面对面就诊也包括远程医疗服务。
Memorial Health医院包括Decatur Memorial Hospital、Jacksonville
Memorial Hospital、Lincoln Memorial Hospital、Springfield
Memorial Hospital和Taylorville Memorial Hospital。
本同意书将涵盖
在这些医院就医的所有服务和索赔处理。

治疗同意

我同意自己接受治疗和护理，或作为相关患者的法定监护人，我同意
相关患者接受治疗和护理。
我知道我的治疗和护理可能包括以下任何服务。
• 紧急治疗或服务
• 实验室检查
• 影像服务
• 内科或外科治疗或程序
• 麻醉或住院服务
• 拍摄照片、视频和其他记录
• 根据Memorial医生的判断，可能被视为诊断、治疗、Memorial的
医疗保健业务和/或付款所必需的或合理的其他常规医疗及诊断或
技术程序。

我知道Memorial的治疗和护理可能来自参加培训项目的医护人员。
这些医护人员可能包括住院医师、医学生和其他医疗保健学生。
他们正
在接受培训并获准提供医疗服务。
他们可能对我进行问诊、检查或观察。
他们还可能对我进行诊断测试或治疗程序。
他们将在经验丰富的临床医
生的监督下执行这些程序。
我授权为研究和教育目的使用我的医疗记
录，包括但不限于X光片和照片。
我知道，对于可能具有重大风险的任何程序，我将被要求签署另一份同
意书。
我知道医学和外科手术不是精密科学。
我同意，对于我将接受的服务的结果，无人向我提供任何保证。
这包括已
完成的任何诊断、治疗、手术、测试或检查的结果。
我同意尽我所知提供任何要求我提供的信息。
这包括财务、家庭和病史信息。
我也同意我已提供的信息真实、正确且
完整。

我知道远程医疗实践是通过技术辅助媒体或其他电子方式，在位于两个
不同地点的执业医师和患者之间提供临床医疗服务。
我知道远程医疗具有密切相关的风险、益处和后果，包括但不限于技术
故障导致的传输中断。
我知道任何一方都不会记录任何在线会话。
我知
道可能会确定远程医疗服务并不适合患者，需要更高水平的护理。
我知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可以拒绝同意任何程序或治疗。
这包括任何医疗或外科手术或其他类型的治疗。
请注意，在有些情况
下—包括心理健康治疗—即使您拒绝，也有可能接受治疗并被禁止离开
医院。

 作为具有坚定宗教信仰的耶和华见证人之一，我特此证明我要求在本
次住院期间不要给我注射任何血液衍生品。
我已阅读Memorial关于患者权利和责任的政策。
我了解Memorial向所有人提供服务，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国籍、血统、
残疾、宗教、性取向或偏好、婚姻状况、父母身份、退伍军人身份、福利或
工会活动权利，或任何其他在适用地方、州或联邦法律下 受保护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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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护理包括网络外提供者时

根据《患者公平收费法》(Fair Patient Billing Act)：
• 我知道，我可能会收到与Memorial相关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开具的单独
服务账单。
• 部分医院员工可能与Memorial不在相同的保险计划和网络中。
• 对于不属于我的保险计划的Memorial提供者提供的服务，我可能会
承担更多费用。
• 如果我对福利和承保范围有疑问，我会询问我的保险计划。

我的护理的付款和费用

我知道我的护理可能包括HIV检测。
如果我要拒绝检测，我必须告诉我的专业医护人员。
如果我拒绝接受HIV
检测，我仍将获得我需要且适合我的其他服务。

患者权利和责任

我知道保护我的个人财产是我的义务。
这包括我的眼镜、助听器、假牙、珠宝首饰、现金、信用卡、个人电子产品
和所有其他贵重物品。
我特此免除Memorial对这些贵重物品和个人物件
的责任和义务。

我同意为Memorial向我提供的所有服务和用品支付费用。
我明白，我将承担与我的治疗有关的任何和所有费用。
出于好意，我了解
Memorial将向我透露给Memorial的我的主要和次要保险公司提交第
三方保险索赔。
我授权Memorial填写为从第三方付款人（包括Medicare
和Medicaid）以及与我的治疗有关的所有保险计划获得付款所需要的任
何表格。
我授权持有我的医疗记录或其他信息的任何机构向社会保障署
或其中介机构或代办机构提供本次或相关Medicare申领所需的任何信
息。
我在此授权向Memorial支付保险金，并转让我在任何和所有医疗保
单下应得的所有保险金，只要这些保险金是用于支付包括医生服务在内
的相关费用。
此外，我还在此将第三方付款人保单下的所有权利转让给
Memorial，包括但不限于指定受益人、增加受抚养人资格、根据这些条款
继续或签发个人保单的权利，以及任何保单、认购证书或其他健康福利
赔偿协议下的所有福利，为Memorial所提供的服务付款。
如果收到的付
款导致本次就诊超额付款，我授权将多付款项用于支付我承担的任何未
付Memorial账单。
我保证全额支付Memorial所提供服务的费用。
除非与Memorial的授权
代理人作出安排，否则付款应在服务之日起90天内全额支付。
我同意允
许Memorial或其代理人访问信用记录和我当前的信用评分，以了解未付
账目和经济援助申请。

	通过在此签署姓名首字母，我证明我的受伤与工作有关，并授权
Memorial审查、复制和发布与治疗有关的任何和所有医疗记录。
我愿意承担与收取这些费用相关的任何费用。
这包括Memorial为收取任何欠款而产生的任何法庭费用、催收费和合理
的律师费。
我了解这些费用可能高达所催收欠款的50%，并且须在欠款
之外支付这些费用。
我证明，据我所知，我为支付治疗费用而提供的信息
完整且准确。
我知道，Memorial的门诊办公室可能会作为“基于提供者”的诊所收取
服务费。
除了医生费用账单外，Memorial还会对每次就诊收取设施费。
这意味着
我将收到：
• 来自Memorial的单张账单，包含医生服务费和设施费，或
• 来自Memorial的两张单独的账单：
一张包含医生服务费，另一张包含
设施费。
我知道我的保险计划对医院诊所的免赔额和共同保险要求可能与医生
诊室不同。
许多保险计划根据提供服务的地点付费。
例如，诊所提供服务的承保范
围可能与私人医生诊室提供的服务不同。
我知道，如果我对我的计划的承保范围有疑问，我可以咨询我的保险
公司。
我知道，如果我对我的计划如何支付基于提供者的诊所服务费用有
疑问，我也可以咨询我的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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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与我联系

我同意给我的手机打电话和发送短信，并同意接收电子邮件。
我将在挂号或入院时提供我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向Memorial提
供我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即表示，我了解我明确同意Memorial或
其第三方承包商使用提供的电话号码和/或电子邮件地址通过电话、短信
或电子邮件就付款和医疗保健相关事宜与我联系（包括通过自动电话拨
号器）
，包括但不限于：
• 预约确认和提醒
• 一般健康提醒，例如流感疫苗、免疫接种
• 医院挂号说明
• 术前指导
• 出院后随访
• 患者体验反馈
• 居家健康护理说明
• 提供帐户服务
• 收取到期款项

我知道，我可以要求停止接收短信和自动消息。
我可以通过任何合理的方式取消这些消息。
这包括亲自或通过电话取消
（致电217–788–3186）。
我可以“取消订阅”Memorial电子邮件。
当我收
到Memorial短信时，我也可以发送停止短信。
我知道，Memorial不会向
我收取这些联系的费用，但我可能需要支付手机套餐的标准短信和流量
费。
这些费用由我承担。

投诉

Memorial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就诊顺利。
但如果您没有，请务必与我们分享您的问题。
我们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
解决这些问题。
每位患者都有权就其就诊的任何方面提出投诉或问题，
并期望得到及时的回应。
这包括关于医疗、服务、病症和账单的问题。
您
可以通过书面形式或以面对面的方式分享您的问题。

如果您有意见、问题或疑虑，我们建议您或您的代表与您的医护团队
成员讨论您的疑虑，或告知您接受医疗护理的诊所或单位的管理人员。
如果您认为您的问题或疑虑未得到合理解决，您可以通过联系以下部门
要求复审：
Memorial Health患者体验部，701 N. First St., Springfield, IL 62781
或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患者体验办公室：
Decatur Memorial Hospital............... 217–876–2007
Jacksonville Memorial Hospital....... 217–479–5540
Lincoln Memorial Hospital................ 217–605–5000
Springfield Memorial Hospital......... 217–788–3497
Taylorville Memorial Hospital.......... 217–707–5551
向外部组织提出申诉。
我们尊重您的投诉权，并且不会采取任何针对
您的行动。
您可以联系：
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 (The Joint Commission)
传真：630–792–5636 | JointCommission.org
“报告患者安全事件或疑虑”(Report a Patient Safety Event or
Concern)
邮寄地址：The Office of Quality & Patient Safety,
The Joint Commission,
One Renaissance Boulevard, Oakbrook Terrace, IL 60181

使用我的健康信息

我知道Memorial可能会记录我的健康信息。
我在此同意，我已获悉并同
意Memorial的隐私惯例。
Memorial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记录这些信息。
这包括电子、影像、数字、
音频和其他格式。
我同意，Memorial可以出于内部、教学和医学教育目的
以及Memorial隐私惯例声明中所述的其他原因收集和使用这些记录的
信息，包括与国家处方数据库共享和/或接收处方信息，用于以电子方式
为我的治疗开具处方（如适用）。
我在此确认我已阅读Memorial的隐私惯
例声明并理解其内容。

Illinois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800–252–4343 | TTY：800–547–0466
网址：dph.illinois.gov/topics-services/health-careregulation/
complaints
邮寄地址：535 W. Jefferson St., Springfield, IL 62761

我授权Memorial和任何可能对我进行治疗的医护人员向某些医疗机构
发布我的任何和所有相关健康信息，包括高度受保护的健康信息。
我在此承认，此类发布可能包括遗传信息，并特此授权出于记账目的发
布这些遗传信息。

在Memorial患者目录中共享我的信息

我知道Memorial可能会在Memorial患者目录中使用和共享有关我的
特定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我的姓名、我接受护理的地点、我的一般情况和我的宗教
信仰。
我进一步了解，除宗教信仰外，这些信息将与找我的人共享。
这包
括媒体。
Memorial只会向神职人员提供我的宗教信仰信息，即使他们没
有点名找我。

Livanta LLC – 伊利诺伊州Medicare质量改进组织 (QIO)
免费电话：888–524–9900
TTY：888–985–8775 | Livantaqio.com
我可以随时以书面形式撤销本同意书。
撤销本同意书不会改变在同意书生效期间已采取的行动。

如果患者是未成年人或无行为能力，则需要父母、监护人或近亲签署的
医疗护理委托书。

我知道，如果我不想在患者目录中列出我的信息，我将有机会在挂号时
选择退出。
我知道这意味着花店和其他访客可能无法找到我的房间或与我联系。
这
些访客可能包括家庭成员。

签名

日期/时间（Cerner eSignature签章）

与患者的关系（如果不是患者）
签名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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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时间（Cerner eSignature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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