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診者手冊

自2010 年起，本醫療中心持續獲得全國優質
認可委員會 (NCQA) 認證為「以病人為本的醫
療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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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歡迎
親愛的就診者:

王嘉廉社區醫療中心歡迎您！本醫療中心
的使命是為醫療服務不足的人士提供優
質且可負擔的醫療服務，致力專注於美國
亞裔民眾。作為「以病人為本的醫療之家」，
我們竭誠為您提供方便、可負擔及優質的
基本醫療護理和及時的專科轉介服務等
等。本就診者手冊內容包括有關本醫療中
心的服務、服務時間、休診後的「緊急醫療
諮詢」、就診者權利及責任。我們希望這本
手冊可以幫助您更好地獲得醫療服務。

此致 

查查高書 Kaushal Challa
行政總監

余永新醫生
副總裁及醫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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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您和您的家人在文化與生活上的需要。
•為了您的健康，我們視您為合作夥伴，並幫您選擇最合適 
  的治療方案。
•讓您有充足的時間提問，並以簡單易懂的方法解答。
•幫助您制定治療目標，並逐一實現這些目標。 
•指導您和您的照顧者如何照顧您的健康及病情。 
•當您需要支持和建議時，提供輔導服務。

我們照顧您的需要我們照顧您的需要 
• 為您安排所需要的基本醫療護理、疾病預防、急診、專科 
  治療及住院服務。
• 幫您找到專科醫生，為您預約看診，並確保您的專科醫生
  獲得您的醫療記錄。
• 幫您從其他醫生獲取您的醫療記錄。 
• 使用最新的知識和技術，並以實證為依據，來管理您的健 
  康，並且跟進轉介情況及檢測結果。

我們關心並支持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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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和護醫士 
•護士和醫療助理 
•營養師 
•心理健康醫務人員 

•健康教育員 
•社工
•個案管理專員
•醫務接待員

您的醫療團隊

關心您自己的健康關心您自己的健康 
•您是自己健康狀況的最重要的決定者，請付諸行動以保持身 
  體健康。 
•與您的醫療團隊一起制定目標、執行醫療方案並分享您
  的進展情況。
•讓您的親人參與您的醫療方案和健康決策。

坦誠與您的醫療團隊溝通坦誠與您的醫療團隊溝通 
•與您的醫療團隊溝通，讓他們知道您醫療計劃中的任何
  問題或疑問。
•如果您要到其他專業醫療人士處看診，請告訴您的團隊， 
  以協助您安排更合適的醫療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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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與您的醫療團隊攜手合作

• 地點方便，乘坐紐約市的公共交通工具便可到達。
• 能說多種語言：英語、國語及其它中國方言（廣東話、上海話、福州話、 
  越南語、韓語以及西班牙語。可提供其它語言翻譯。  
• 診所每週開診7天，從清早直至傍晚。並提供當天預約看診服務。
• 您可在本中心開診時間獲得醫療護理，並可在休診時間獲得值班 
  醫生的醫療建議。
• 您可以通過就診者用戶網站查看您的醫療資料。

我們為您服務



就診者權利就診者權利
作為醫療中心的就診者，您享有某些權利。這些權利其中包括：在
病情緊急時得到及時醫療服務的權利﹔獲得細心及有禮貌的服務
的權利﹔享有醫療記錄保密的權利。

您首次看診時會收到《就診者的權利章程》，您也可以向我們的醫
務接待員索取一份此章程。

醫療資料保密法案醫療資料保密法案
您的醫療資料是保密的。在您首次看診的時候，您會收到《隱私條
款通知書》。您有權同意或拒絕透露特定的資料，除非法律上規定
要透露。

如果您不想我們共用您的資料，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會同意您的要
求，但您要以書面申請。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向我們的隱私專員
查詢。

索取醫療紀錄索取醫療紀錄
根據法律規定，未經您的同意醫療中心不能透露您的醫療記錄。但
您有權獲取自己的醫療記錄或同意醫療中心把您的醫療記錄傳送
給其他人士或機構。

如果您想獲取您的醫療記錄，請到前檯填寫一份《獲取醫療記錄》
申請表。處理您的申請可能需約10個工作日。

父母授權父母授權
除了保密看診及免受監護的未成年人之外，所有18歲以下的就診
者都應由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陪同下看診及接受醫療與牙科服務。
醫療中心需要得到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授權才能透露18歲以下
的就診者的醫療記錄。欲瞭解詳情，請向醫療資訊部查詢。

未成年就診者第一次看診必須由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陪同。父母或
法定監護人可指定另一位成年人在他們無法陪同未成年就診者的
情況下，陪同看診。  

您的權利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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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商討授權商討
就診者需在《討論就診者醫療、齒腔(口腔)記錄授權書》表格裏簽
名，允許醫療中心與就診者指定的另一位18歲以上的人士 
（例如：伴侶、配偶、兄弟姐妹等等）商討就診者的醫療信
息。這份表格並不授權此人為就診者做任何醫療決定或索取醫
療記錄。詳情請諮詢您的醫療團隊。

保險及付費保險及付費 
我們接受大多數的主要醫療健保計劃包括可負擔認可健保計 
劃，基本計劃，聯邦醫療保險及政府醫療補助。  
如果您沒有健保，本中心的工作人員可以幫您查看您的申請資 
格和協助申請。  
如果您不符合資格申請醫療保險，您仍然可以獲得優質且可負
擔的醫療服務。您的費用是根據您的收入和家庭人數計算。請
向我們的醫務接待員查詢詳情。
無論您是否有能力支付醫療費用，我們都為您提供服務。

您的責任您的責任
為了幫助我們為您提供更好的服務：
• 每次來看診請攜帶您的醫療保險卡、疫苗注射記錄卡和預約   
  卡。
• 如果您無法前來或會遲到看診，請至少提前24小時通知我們  
  取消或重新安排時間。

就診者的意見就診者的意見
您的意見對我們非常重要 ! 在王嘉廉社區醫療中心，我們致力
為您及您關愛的人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如果您想給我們提供建
議，表達您的關注或者讚揚，請填寫字條投入前檯的意見箱
内，您亦可到我們的網頁填寫。
www.bitly.com/cbwchcsugges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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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權利和責任



休診後的「緊急醫療諮詢」

就診者用戶網站
中文: https://patientportal.cbwchc.org/chineseportal

網址: cbwchc.org/index_ch.asp

就診者需知就診者需知  
在休診之後如需「緊急醫療諮詢」，您可直接撥打以下電話
號碼。如果有「危急醫療情況」，請立即致電911。

其它服務

部門  曼哈頓 37大道
法拉盛

45大道
法拉盛

內科 (212) 379-6996 
(212) 379-6998 (718) 886-1200 (929) 362-3006

婦產科  (212) 966-0228 (718) 886-1287 (929) 362-3006 
僅婦科

兒科 (212) 226-3888 (718) 886-1222 (929) 362-3006

牙科 (212) 226-9339

心理健康 (212) 941-2213

部門  曼哈頓 37大道
法拉盛

45大道 
法拉盛

社工服務 (212)226-1661 (718)886-1212 (929) 362-3006

協助申請健保 (212) 226-8339 (718) 886-7355

健康教育 (212) 966-0461

諮詢熱線 (212) 226-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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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服務時間

  紐約法拉盛紐約法拉盛37大道大道136-26號號
內科內科  (718) 886-1200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星
期五 上午8時至下午6時

星期三 上午10時至下午7時

星期六、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6時

婦產科、專科婦產科、專科  (718) 886-1287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 星期
五、星期六 上午9時至下午6時

星期三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星期日(每隔週日休診)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兒科兒科 (718) 886-1222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 星期
五、星期六 上午9時至下午6時

星期三、星期日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心理健康心理健康 (212) 941-2213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五、星
期六 上午9時至下午6時

星期三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星期四 上午11時至下午6時

Clinical Hours  

  紐約曼哈頓獲加街紐約曼哈頓獲加街125號號2樓樓
兒科兒科  (212) 226-3888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9時至下午7時

星期三 上午10時至下午7時

星期六、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6時

牙科牙科 (212) 226-9339

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      上午8時至下午5時

星期二 上午8時至下午6時

星期三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星期六、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紐約曼哈頓堅尼路紐約曼哈頓堅尼路268號號
內科、專科內科、專科     

(212) 379-6996 / (212) 379-6998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星
期五 上午8時至下午6時

星期三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星期六、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6時

婦產科婦產科    (212) 966-0228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星期三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心理健康心理健康  (212) 941-2213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五、星
期六 上午9時至下午6時

星期三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星期四 上午11時至下午6時

  紐約法拉盛  紐約法拉盛45大道大道137-43號號
內科、兒科、婦科、內科、兒科、婦科、社工服務社工服務         

(929) 362-3006

星期一、星期二、 
星期四、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日

上午9時至下午6時

星期三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心理健康心理健康   (212) 941-2213

星期一、星期二、 
星期五 上午9時至下午6時

星期三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星期四 上午11時半至下午6時

星期六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曼哈頓

皇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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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廉社區醫療中心 

Wechat ID 微信號:CBWCHC268

   關注我們中文版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