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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住院須知 

【醫院樓層簡介】 

15F 血液透析室 

12F 呼吸照護病房 

9F～11F 病房 

7F～8F 護理之家 

6F 婦產科病房、產房、嬰兒室、新生兒中重度病房 

5F 加護病房 

3F 手術室、麻醉恢復室、碎石室 

2F 各科門診、生理檢查室、腹膜透析室、哺集乳室、健康促進管理中心、婦女保健中心 

1F 急診室、掛號、收費、住出院、轉診服務、放射診斷科、藥局 

B1 復健科、檢驗科、社工室 

B2兒童復健治療室 

B3 停車場、臨終關懷室 

【病房內設施及使用注意事項】 

一、病房內設施 

四人房配備床、床旁櫃、床上桌、陪病床、緊急呼叫鈴（床頭及廁所）、衣物櫃、緊急照明燈，

另單人及雙人房附有電動床、電視、電話、冰箱。(呼吸照護病房不提供電視、電話、冰箱) 

二、注意事項 

1.為維護醫院用電安全，病房禁止使用私人延長線、私人電器用品於病房進行食物烹飪或使用

其他可能因高熱發生危險之電器：如電熨斗、電熱器、烤麵包機、電咖啡壺、電鍋、電湯匙、

烘乾機(烘被機、烘碗機)、電烤箱、電磁爐、電冰箱、微波爐、電毯……等電器用品。 

2.本院提供吹風機由各護理站統一管理使用，請配合。 

3.如因照護需求必須使用之氣墊床用品請向護理站提出申請，並提供產品經衛福部許可之證

號、廠商近三個月合格檢驗證明，病房樓層用電安全切結書。 

4. 若違反用電安全或其他可歸責於之事由，所肇致醫院人員、設備或第三人身體、財物之損害。

一切損害賠償及其民刑事責任，均由切結書人負責及賠償，並同意放棄先訴抗辯權。 

5.電視使用時請注意音量及使用時間，勿打擾隔壁床病人。 

三、病房空間配備及各項用品器具操作方式，請參考「病房住院須知」 

【等候病床須知】 

一、門診病人辦理住院若當時即有床位，在辦妥住院手續後即可入住。 

二、門診病人辦理住院若當時無空床位可入院，請留下聯絡電話，當有床位時會立即通知前來辦理

住院手續，接獲通知可辦理入院手續後，床位保留四小時，若病患未於床位保留時間內辦理住

院手續，住院處將通知下一位候床病患。 

三、待床期間如有任何問題，可致電住院櫃檯洽詢。(聯絡電話：2634-5500 轉 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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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床順序】 

本院配合您的需求儘速安排病床，但若有其他病患因醫療因素急需用床時，將優先給床。 

床位安排順序如下： 

(1)開刀或急診病患(2)加護病房病患 (3)病房等候轉床病患 (4)門診等候入院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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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準備及報到流程】(住院櫃檯聯絡電話：2634-5500 轉 2903) 

一、請於接到住院通知後，依醫師指定時間內至一樓住院櫃檯辦理住院手續。 

二、因應健保署醫療相關資料之登入，持健保卡辦理住院患者，請隨身攜帶健保 IC 卡妥善保管，

出院時請攜帶健保卡辦理出院手續。 

三、辦理住院手續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08:00-22:00，週六及週日 08:00-14:00 其餘時間請至急診

掛號櫃檯辦理。 

四、如欲更改或取消當次住院，請於前一日來電通知住院櫃檯，如為逾期未入，則取消該次住院排

床，且此張住院通知單無效，需門診重新開立。 

五、請依醫囑指示禁食空腹，以便抽血檢驗。(如無醫囑禁食則免) 

六、請攜帶下列證件辦理住院手續： 

1.住院人的身份證明文件(未滿 14歲帶戶口名簿)、健保 IC卡、重大傷病卡 

2.連帶保證人身份證明文件 

3.住院人如有重大傷病卡、或健保 IC 卡有註記重大傷病或榮字或福字身份者，請於辦理住院

時提示櫃員。 

七、若您是工作時發生傷害或上下班途中發生意外，請您至投保單位申請『勞工保險職業傷病住院

申請書』。(因職業傷害住院可享有部分負擔全免及伙食補助) 

八、請準備個人盥洗用具、環保餐具及陪病人毛毯。(亦可在本院申購盥洗包) 

九、住院後如需用膳，可至護理站辦理訂餐，另本院營養科亦可提供家屬餐，有此需求者可由護理

人員代為訂餐。 

十、完成住院手續流程後，將由專人引導至病房報到，超過 4 小時未到護理站報到者，本院將取

消原來為您安排的病房，若當日出院或取消住院時，亦應繳交各項自付費用(部分負擔、病房

費差額、伙食費等)。 

【住院基本費用計算原則】 

一、住院費用係從辦理住院手續之當日開始算起，算進不算出。 

二、膳食費除了健保給付之管灌飲食(鼻胃管灌食)由健保給付外，其餘膳食費均由病患自付，其計

算自開伙日起算，並按餐計算，分別為普通飲食、產婦月子餐、家屬餐等，福保及職災病患另

有伙食補助，其收費可洽護理站。 

 

 

 

 

三、病患住院期間各項費用每週結算一

次，請於接到繳費通知單後，三日內至一樓掛號批價櫃檯繳付。自費或健保不給付的醫療費用，

依醫院收費標準辦理。 

四、若您是健保身份入院，經主治醫師診斷可出院時，請配合辦理出院手續。若通知拒不出院者，

依規定應自行負擔相關費用。 

五、本院所提供全民健保不給付醫療服務項目，均事先告知病患或家屬，並獲得其書面同意。，但

緊急情況為治療所必須者，無法事先告知病患或其家屬，不在此限。 

※全民健保不給付醫療服務項目與費用請參閱康寧醫院網站『民眾須知』的『自費收費標準說明』 

六、若您無力負擔醫療費用，可向本院護理站或社工室尋求醫療補助事宜。

病患膳食費 

餐別/飲食種類 普通飲食 治療飲食 

早餐 60元 70元 

中餐 90元 100元 

晚餐 140元 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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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8條規定，具有以下身份者免部分負擔規定：重大傷病、分娩、勞保職

業災害，三歲以下兒童，及持有【福】或【榮】字註記保險憑證就醫者。 

八、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7條規定，住院費用部分負擔： 

1.住院費用是以病房種類和住院日數規定不同的部分負擔比率(詳見下表)。因此，住院日數越

長，自行負擔比率越高。 

2.住院部分負擔限額：為鼓勵民眾儘早治癒後出院及減少住院費用負擔，對於入住急性病房 30

日以下或慢性病房 180日以下，所應自行負擔費用訂有最高限額。 

病房別 部分負擔比率 

 5% 10% 20% 30% 

急性病房 x 30日內 31-61日 61日後 

慢性病房 30日內 31-90日 91-180日 181日後 

 

九、保險對象以同一疾病於同一醫院出院後，十四日內再次住院者，其住院天數部分負擔應合併計

算。 

十、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51條規定，以下各項為全民健保不給付，需由病患自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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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協助生殖技術、變性手

術。  

2.成藥、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用藥。  

3.指定醫師、特別護士及護理師。  

4.血液。但因緊急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必要之輸血，不在此限。  

5.人體試驗。  

6.日間住院。但精神病照護，不在此限。  

7.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病房費差額。  

8.病人交通、掛號、證明文件。  

9.義齒、義眼、眼鏡、助聽器、輪椅、拐杖及其他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  

10.其他由保險人擬訂，經健保會審議，報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診療服務及藥品。  

【病房選擇與更換】 

一、以健保身份入住健保保險病房者，免付病房費。 

二、關於健保病房住院日數計算，自您住院之日起算，出院之日不算。 

三、若您是以健保身份住院，本院會優先安排健保病房，但若健保病房不敷使用時，我們會先徵得

您的同意後，安排入住非健保病房。 

四、若以健保身份入住非健保病房者，應按日給付病房差額。 

五、當您入住病房後，若想更換病房，請向護理站提出申請，我們會依您的需求及登記先後順序做

適當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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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房 等 級 暨 收 費 一 覽 表 

病  房  等  級 健  保 自  費 

健保床 (四人房) X 2,200 

雙人床 (二人房) 2,500-2,900 4,700/5,000 

頭等床 (單人房) 4,100-4,600 6,300/6,800 

加  護  病  房 X 7,860 

新  生  兒  床 X 500 

新生兒中重度病床 X 4,836 

呼吸照護病房 X 2,200 

※ 自費住院每日基本費用：病房費(金額如列表上)   

   醫師診察費 $600/日  加護病房醫師診察費  $1,935/日   藥事服務費 $120/日 

【各類證明文件的申請】 

一、基於病人隱私之保障，相關文件申請應由病患本人、法定代理人或經其授權之人申請,非本人

申請需提出委任書，並攜帶身份證明文件於出院前向病房書記申請辦理，出院後若需申請診斷

書，則需經門診掛號才能辦理。(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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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記錄於病歷時，不在此限) 

二、住院期間欲申請各類證明，請儘早告知主治醫師，本院會在您出院當日交付。若您出院後再申

請，則需經由門診開立。 

三、申請出生證明請備齊：父、母親身份證影本，交至產科護理站。 

四、申請死亡證明者，應備妥申請人及病患之身份證明文件，交付護理站由主治醫師開立。 

五、本院一樓批價櫃檯備有各項就醫證明文件的申請方式可供參考。 

六、出院費用明細及申請收據副本請於出院後(含當日)直接至批價櫃檯辦理。 

七、申請電子病歷或複製 X片請攜帶身份證明文件，親至本院一樓放射科辦理。 

【醫院門禁管制時間為何】 

※ 本院的門禁時間為晚間 21:00 至次日早上 06:40，請訪客需於門禁管制前主動離開醫院，陪病

家屬於門禁時間內至急診室與保全人員登記進出。 

【病房內有提供電話設施嗎】 

※ 本院於單人房及雙人房設有電話，皆有撥入及撥出的服務，如需撥出服務請先向護理站登記,

為您先開啟外線，方能使用。 

外線撥入病房則可透過總機轉接或可直撥病房分機皆可。 

外線撥入請撥：(02)2634-5500 轉病房分機號 

 (例如 1102病房→分機請撥   11    02     1  ) 

                           樓層  房號   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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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手續及轉院申請】 

一、可依自由意願隨時申請出院。但若醫師認為您的病情尚未痊癒不應出院，您仍要求出院，依醫

療法之規定，您或您的家屬應簽具『自動出院同意書』後，辦理出院手續。  

二、住院病患於住院期間不得擅自離院或外宿，除特殊重大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經主治醫師同意，

並於病歷載明請假事由及起迄時間後，方得准其請假外出且晚間不得外宿，未經請假外出者視

同自動出院，院方即可為其辦理出院手續。  

【出院手續的辦理】 

一、出院當日由醫護人員辦理出院手續，並通知您持健保卡至一櫃掛號批價櫃檯繳費。出院前請您

將借用之輪椅等物品交回護理站，即完成出院手續。 

二、醫護人員於病患出院前，將告知病患出院後之自我照護及應注意事項、門診回診或轉診事宜，

並儘可能提供後續照護之相關資訊。 

【轉院申請】 

一、本院因限於設備及專長，無法提供病患完整治療時，會建議病人轉院，並協助填具住院病歷摘

要交付病患。但針對危急病人，本院仍先為適當之急救處置後，始將病患轉診。 

二、若需轉至其他醫療機構繼續接受治療照護時，院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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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附屬服務】 

一、本院另有提供合約救護車及禮儀公司廠商服務，其收費依衛生局規定標準，如有需求可洽各護

理站，由護理站代為連繫。 

二、若您需要僱用看護人員，可向病房護理站洽詢，請勿自行僱用，以確保看護人員品質並便於本

院管理。 

【病人家屬配合事項】 

一、請您配合維護病房安寧及遵守門禁時間，勿大聲喧囂，以免影響其他病人休息。 

二、本院全面禁菸、禁嚼檳榔及於指定區域禁止使用手機。 

申訴管道 

若您在治療過程中或有任何質疑或不滿可提出申訴。 

申 訴 專 線 ：2634-5500 轉 2357 

申訴電子信箱：swrs@mail.knh.org.tw 

各護理站及志工服務台均可填寫民眾意見表 

 

~康寧醫院 關心您的健康~ 10805修訂 

mailto:swrs@mail.kn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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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病人的權利與責任 - 病人安全委員會 

【病人權利】 

一、 您可以在安全的環境就醫。 

二、 您可以接受專業體貼的醫療照護。 

三、 無論性別、年齡、種族、身分和居住環境，您可以接受平等的醫療服務。 

四、 您可以獲得正確完整的醫療訊息，包含自己的診斷、病情的發展、治療的計劃、疾病的預後、

藥物的諮詢以及各項相關的衛教資訊。 

五、 您可以接受或拒絕醫師建議之檢查項目、治療內容或人體試驗。 

六、 您有參與診療及照護過程與決策的權利。 

七、 您在照護服務方面的需求，應得到合理的回應。醫院依病況提供您評估和服務。 

八、 您在醫療的過程中個人的隱私會受到必要的尊重與合宜的保護，病例的討論、諮詢、檢查和

治療都是機密的。與您之治療無直接關聯的人必須徵得您的同意才能在場。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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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Resuscitate)同意書」、「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及「預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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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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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您在治療過程中有任何質疑或不滿可提出申訴。申訴專線：02-26345500 轉 2357、申訴

電子信箱：swrs@mail.knh.org.tw。及各護理站及志工服務台均可填寫民眾意見表。 

十二、 您可以自費向醫院申請自己的診斷證明、各項檢查報告影本、病歷摘要等資料。 

【病人責任】 

一、 您能主動向醫事人員提供過往病史(包括過敏史)、有無過敏原以及其他和自身健康狀況有關

之詳情。 

二、 治療過程中您有任何不明白或疑問之處，務必告知並要求說明。 

三、 您在做拒絕或接受治療的決定前，了解拒絕或接受治療後可能構成的危險或損害。 

四、 請您尊重專業不要求醫事人員提供不實的資料或診斷證明。 

五、 醫師所建議並經自身同意的治療程序及相關醫囑，希望您能充分配合。 

六、 請您於住院期間確實配合遵守：不吸菸、不喝酒、不嚼檳榔、不聚眾喧嘩或其他危害公共安

全行為，以確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 

 ～ 康寧醫院 關心您的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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