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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手册



人人皆有不同的需求和目标。 在Chase Brexton，您将拥有自己的医
疗保健团队，助您实现专属健康目标。您的团队关注于您的健康！

您的医疗保健团队可包括您的主诊医生、护士、医务助理和专案经
理。您的团队将与您合作，保证您护理的所有范畴适合于您。

您的医疗保健团队

姓名                                          职衔             

姓名                                          职衔                                  

姓名                                          职衔         

 
姓名                                          职衔           

常用分机和电话号码
部门 欲填写分机或确认分机号码，请访问网站：

chasebrexton.org/phoneextensions
预约 410-837-2050 X__________
医疗问题 410-837-2050 X__________
药房 410-837-2050 X__________
药品补充不足？ 410-837-2050 X__________
转诊申请 410-837-2050 X__________
计费问题
保险资格 410-837-2050 X__________

CHASEBREXTON.ORG • 410-837-2050

“转诊单”是什么？
如果您的医疗保健团队希
望您去见一名专家或另一
名医生，他们将会为您提供
所谓的“转诊单”。 在您去
看您的主诊医生以外的任
何医生之前，您的保险公司
或许要求提供转诊单。

您的医疗保健团队



欢迎！

我们非常荣幸地欢迎您成为我们的患者！

我们的目标是为您提供出色的医疗保健。我们希望帮助您过上最为
健康的生活！

我们知道当您的所有医疗保健一步到位时，更容易保持健康。我们提
供多种医疗保健服务，面向您家中的每一位成员，均在一处。 无需在
科室间奔波，我们希望您将在此找到您所需的服务： 

儿科主要护理 

成人主要护理 

妇产科（含免费免约产检）

艾滋病毒和传染病护理 

牙科护理（儿童、产妇和成人）

行为健康（个人、夫妇、家庭和团体）

跨性别护理（儿童和成人）

药物使用治疗 

满足基本需求的社会工作和拓展服务

全方位药房和诊室内化验室——�
Chase Brexton患者专享！

LGBT人群医疗资源中心

在本手册中了解健康记录、账单、我们的资格认证和若干重要政策及
提供的支持。
 祝您健康！
  Chase Brexton大家庭

欢迎来到CHASE BREX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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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SE BREXTON医疗保健已被全国品质保证委员会(NCQA)认证为“以
患者为中心的医疗之家” (PCMH) 。

“PCMH”称号意味着我们努力为所有患者提供全面护理。“PCMH”是您、您
的医疗服务提供方和您的主要医疗保健团队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它旨在
确保您获得最佳的护理且您的护理专注于您的需求。 我们提供个性化护理
方案，来应对您的健康顾虑；提供用药评估，助您了解并监督自己的处方；提
供指导和建议，来满足您的医疗保健目标；并全程为您提供协助。您的医疗
保健团队将协助导览，确保您适时地得到恰当的护理，并协调您的护理，以
获得最佳健康成果。
欲知有关PCMH的更多主要信息，请访问： 
chasebrexton.org/about-us or ncqa.org. 

为什么我们询问您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对您的医疗保健团队感到安全自在将有助于您保持健
康。我们询问您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出于几点理由：

1.您的身份对于您的健康十分重要——我们希望您了解我
们尊重、欢迎并支持您
2.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影响着我们的健康——通过应对与性
取向和性别认同相关的健康风险或问题，我们能帮助您保持健康
3.开放沟通是好事——了解您将使我们更易于和您探讨您的生活并帮助您实现
自身目标

告知我们您希望被称呼的名字
没有人乐意被错误地称呼。我们都在这里。我们尽力确认您的身份，这很重
要，所以请让我们知悉您的名字。
如果我们错误地称呼您的话？
错误会发生，但重要的是我们支持患者。如果我们犯了错，请予以告知。
当错误发生时，如果您对当面指正感到不快，您可随时致电或发电邮给我
们：410-837-2050，分机1352或quality@chasebrexton.org。

以患者为中心的 
医疗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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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SE BREXTON医疗保健为您提供杰出的医疗保健，无论是在我们
的诊室还是在您的家中! 在家里，通过使用我们安全可靠的患者门户
MyChaseBrexton.org，您可以管理自己的医疗保健。仅需在任何设备（电脑、�
平板或手机）上轻轻一点，并连接至互联网，即可获取您的医疗保健服务。
在MyChaseBrexton.org上, 您可以：

•   审阅您的健康信息
•  �查看化验结果
•  �浏览预约概要
•  �请求预约
•  �请求您当前用药的新处方
•  �通过加密电邮向您的医疗保健团队提问
注册或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MyChaseBrexton.org并点击“患者门户帮助”，观
看有用的视频。

请求您的健康记录。您可获取自己的健康记录。为了保护
您的隐私，在我们发送这些记录给您之前，您需要填写一
张准许透露信息表。
如欲获得另一医疗保健提供方发送给Chase Brexton或
由Chase Brexton发送给另一医疗保健提供方的信息，请

填写此准许透露信息表。您可以从自己的医疗保健提供方、患者服务
代表获得此表，亦或从chasebrexton.org网站的患者资源部分自行打
印。
书面请求。如果您需要填写完毕的书面材料（如工作或上学所需），请
在您的中心向患者服务代表亲自提交申请。
请提前安排。烦请等候最多15个工作日以等待书面材料完成，虽然可
能会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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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患者门户
和您的健康记录



�
患者权利和责任

一、信息披露
您有权获得有关您健康计划、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和医疗保健设施的准确易
懂的信息。如果您使用不同语言，有身体或精神残障，又或仅仅是在某个方
面不太明白，我们将为您提供协助，以便您可以做出知情的医疗保健决定。

二、参与治疗决定
您有权了解您的所有治疗选项并参与有关自身护理的决定。如果您无法自
行决定，您指定的父母、监护人、家人或其他个人可以代表您。

三、尊重和不歧视
您有权从您的医生、健康计划代表和其他医疗保健提供方处获得周到、尊重
和无歧视的护理。这适用于基于种族、肤色、民族、宗教、性别（包括妊娠、生
产和相关健康状况）、残障、年龄、基因信息、婚姻状态、国籍、性取向或性别
认同的歧视。

四、健康信息保密
您有权与医疗保健提供方保密地谈话，并保护自身的医疗保健信息。您也有
权查阅并复制自身医疗记录，如有不准确、无关或不完整之处，则有权请求
您的医生修订记录。

五、申诉及上诉
对于您提出的关于您健康计划、医生、医院或其他医护人员的申诉，您有权
获得公正、快速且客观的审查。这包括有关等候时间、运营时间、医护人员行
为和医疗保健设施充足性的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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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患者责任
1.	 负责尽可能地保持健康习惯，如锻炼、不吸烟和健康饮食。
2.	 参与具体医疗保健决定。
3.	 与医疗保健提供方合作，开发并实施商定的治疗方案。
4.	 披露相关信息并清晰地沟通愿望和需要。
5.	 使用内部申诉和上诉流程，来处理可能出现的顾虑事宜。
6.	 避免蓄意传播疾病。
7.	 承认医疗保健科学风险和局限的现实，以及医护人员的人性谬误。
8.	 关注医疗保健提供方合理有效且公平地为社区和其他患者提供护理
的义务。

9.	 了解其健康计划承保范围和健康计划选项（如有），包括所有承保福
利、限制和排除条款、关于使用信息的规则以及对承保决定上诉的流
程。 

10.	 对其他患者和医务人员表示尊重，包括不做出歧视性言论、性评价、言
语或身体威胁。

11.	 诚意地履行财务责任。
12.	 遵守健康计划和医疗保健提供方的行政和运营程序。
13.	 向适当资源或司法当局举报不当行为和欺诈。
14.	 按约应诊，如果您无法应诊，请提前24小时致电。
15.	 应诊时不受药物或酒精影响。
16.	 根据建议申请医疗保健福利和津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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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权利
和责任



本公告描述有关您的医疗信息如何得到使用和披露以及您能如何访问这些
信息。请仔细查阅。

您的权利

当涉及您的健康信息时，您拥有确切的权利。这一部分阐述您的权利以及我
们为您提供帮助的一些责任。

获得您医疗记录的电子或纸质副本 
您可以要求查阅或获得我们所持有的您自身相关医疗记录或其他健康信息
的电子或纸质副本。请询问我们如何操作。

我们将提供您的健康信息的副本或概要，通常在您提出请求的30天内。我们
可能收取基于成本的合理费用。

要求我们更正您的医疗记录 
您可要求我们更正您认为不正确或不完整的自身相关健康信息。请询问我
们如何操作。

我们可能会拒绝您的请求，但我们将在60天内书面告知您理由。

请求保密联络 
您可以请求我方以具体方式联络您（如家用或办公电话）或寄送邮件至不同
地址。

我们将同意所有合理的请求。

要求我们限制使用或分享的内容 
您可以要求我们不使用或分享用于治疗、付款或运营的特定健康信息。

我方无需同意您的请求，而且如果会影响您的护理的话，我们将予以拒绝。

如果您为某项服务或医疗保健项目支付全额费用，您可要求我方不出于支
付目的或与您的健康保险公司的操作而分享该信息。

我方会同意您的请求，除非法律要求分享此信息。

获得我方已与之分享信息的机构列表 
您可要求获得一份列表（核算），上载在您请求之日前六年内我方分享您健
康信息的时间、分享对象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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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公告



除了有关治疗、付款和医疗保健操作的相关信息以外，我们将纳入所有披露
和其他确切披露（如您要求我们所做的）信息。我方将免费提供一年一次核
算，但如果您一年内要求另外一次核算的话，将收取基于成本的合理费用。

获取本隐私权公告副本 
您可以随时要求获得本公告的纸质副本，即使您已同意接受本公告的电子
版。我们将立刻为您提供纸质副本。

选择某人为您代办 
如果您授予某人医疗委托权或某人作为您的法定监护人，该人可行使您的
权利并做出有关您健康信息的选择。

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方将确保该人拥有这项权力并能代表您行动。

如果您感到自身权利受到侵犯，可以提交投诉 
如果您感到我方侵犯了您的权利，可以使用第13页的信息联络我们进行投
诉。

您可向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公民权利办公室提出申诉，去信
至“2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Washington, D.C.20201”, 致电
1-877-696-6775，或访问www.hhs.gov/ocr/privacy/hipaa/complaints/。

我们不会因您上诉而采取报复。

您的选择

对于特定的健康信息，您可告知我们您选择分享的内容。如果您对以下所述
场合分享您信息的方式有明确的倾向，请与我们商谈。告知我方您希望采取
的做法，我们将遵照您的指示。

应对员工赔偿、执法和其他政府要求 
我们可出于以下目的使用或分享您的有关健康信息：

•  为了员工赔偿申诉
•  为了执法目的或执法人员
•  与卫生监督机构就法律授权的活动
•  为了军事、国家安全和总统保护服务等特殊政府职能

8CHASEBREXTON.ORG • 410-837-2050

隐私权公告



隐私权公告

响应法律诉讼和法律行动 
我们可以分享您的有关健康信息，以回应行政命令或传票。

我们选择加入Chesapeake Regional Information System for our Patients, 
Inc.(CRISP)，这是一个全州健康信息交换组织。正如法律准许，您的健康
信息将通过这一交换组织分享，以提供更快捷的访问及更好的护理协
调，并协助医疗服务提供方和公共卫生官员制定更为知情的决定。您可“
退出”并禁用对CRISP上可用的您自身健康信息的所有访问，可通过拨打
1-877-952-7477，或完成并邮寄/传真提交退出表给CRISP，又或通过其网站
www.crisphealth.org提交。

我们的责任

我们可以分享您的有关健康信息，以回应法院、行政命令或传票。

我们依法维护您受保护健康信息的私密和安全。

如发生令您信息的私密或安全受损的违反情况，我们将立即告知于您。

我们必须遵循本公告所述职责和隐私做法并向您交付副本。

我们不会以未列于此处的其它方式使用或分享您的信息，除非您书面告知。
如果您告知我们可以使用或分享，您可随时改变心意。如果您改变心意，请
书面告知我们。

欲知更多信息，请参阅：www.hhs.gov/ocr/privacy/hipaa/understanding/
consumers/noticep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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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公告



隐私权公告

本公告条款的变更

我们可能变更此公告条款，并且该等变更将适用于我方所持有的关于您的
所有信息。提出申请即可在我们的办公室及网站chasebrexton.org获取新公
告。

本隐私权公告适用于下列机构：

Chase Brexton Health Services, Inc.
注册经营别称：Chase Brexton Health Care
1111 North Charles Street
Baltimore, MD 21201

www.chasebrexton.org

410-837-2050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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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公告

预约确认政策。我们将致电、发短信、发送患者门户信息
及/或电邮，来提醒您的预约。请与我们确认，以便我们知
晓您将前来应诊。

•  确认预约的患者将优先获得看诊。
•  应诊迟到的患者可能必须等待，并可能由其他医生看诊。我们将
竭力在预约当天为迟到患者看诊，但可能需要改期。

•  六个月内错过三次或以上预约的患者，将被要求使用我们的免
约医疗诊所（问诊时间见随附信息卡），或向我们的护理团队预
约短期护理。

访问chasebrexton.org/confirm以了解此政策的更多信息。



11 CHASEBREXTON.ORG • 410-837-2050

吸烟、毒品、武器和动物政策

CHASE BREXTON HEALTH CARE尽力为患者、员工、访客和整体社
区创造安全、愉快、健康的环境。

吸烟、毒品和酒精使用

禁止患者、访客和员工吸烟或使用、拥有、招揽或销售毒品及其他非法药物，
抑或在Chase Brexton处所内任一场所无处方开药。

Chase Brexton Health Care为无烟环境。

禁止武器

Chase Brexton为无武器环境。我们致力于使我们的办公室免于暴力和恐
吓。 在Chase Brexton的全部处所严禁持有武器。 该政策适用于所有患者、
访客、员工、学生和合同工，包括持有携带隐藏武器有效许可的人士。 Chase 
Brexton对工作场所的武器保持“零容忍”的态度。

武器定义为：任何旨在或传统上用来造成伤害的设备。�这包括但不限
于任何能合理地作为武器的物体，或基于法律规定作为武器合法地受
到管制的物体。

仅允许服务动物入内 

根据《美国残障法案》，允许服务动物进入等待室和患者护理区。

协助/安慰/情感支持动物不允许进入Chase Brex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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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账单 
和余额

CHASE BREXTON欢迎所有人。如果您未获承保或无法付款，我们将
为您提供护理。  

我们接受大部分保险计划、Medicaid（医疗补助）和Medicare（医疗保险）。
我们为未承保和满足财务要求的人士提供按比例增减的收费。

未承保或承保不足？敬请告知。 如果您未获承保、有较高自付额或其他财务
问题，请告知我们。我们将帮助您寻找资源。致电与我们的合格专家安排预
约：410-837-2050，分机1427或443-573-5000。

我们何时收取共付额？ Chase Brexton在您到访之时收取共付额和按比例支
付的费用。 如果您需按比例付费，Chase Brexton将在您到访之时对所有服
务收取小额费用。

我们将向您收取何种费用？ 我们将向您发送账单，针对所有未被您的保险涵
盖的费用。 该账单可能针对额外共付费、自付金额或未被您保险涵盖的服
务。如果您对未被承保的费用怀有疑问，请联系您的保险公司。

如果您丧失了保险，您可以采取什么行动？ 请联系我们！请勿错过您的预约。
我们将与您合作：443-573-5000。

对您的账单怀有疑问？ 请拨打1-844-248-2800，联系Chase Brexton付费团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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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联合委员会、顾虑和申诉

CHASE BREXTON HEALTH CARE获得急症室和行为医疗保健认
证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FOR AMBULATORY AND 
BEHAVIORAL HEALTH CARE）的认证。 

这对于身为患者的您意味着什么？

该联合委员会是审查医疗保健服务提供方的国家机构。他们审查医疗保
健服务提供方，以确保其执业符合患者安全和护理质量的标准。 Chase 
Brexton努力提供最高品质的服务和患者护理。这是我们获得认证的理由。

Chase Brexton提供基于或高于国家质量和安全标准的医疗保健服务。请始
终在您的医疗保健办公室查找联合委员会认证。

表扬、顾虑和建议

您可选择在何处接受医疗保健服务。我们很高兴您选择了我们！让我
们了解自身的表现。在我们每家中心均可获取患者反馈表。 您可填写表格并
投入意见箱或邮寄至：

Chase Brexton Health Care 
Attn:Quality Department
1111 North Charles Street
Baltimore, MD, 21201 

您也可拨打410-837-2050，分机1352，联系我们的质量部门。我们的质量部
门将审查您的表扬、顾虑或建议，如果您乐意的话，并将回复您。

如果您的顾虑未及时地获得应对，您可向Chase Brexton Health Care、适用
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诉，或在www.jointcommission.org网站向联合委员会
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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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联合委员会、顾虑和申诉

Chase Brexton Health Care遵守适用联邦公民权利法，不基于种族、肤色、民族、年龄、残障、性别或性别认同而
歧视、排斥或有差别地对待他人。
Chase Brexton为残障人士提供免费支援和服务，来有效地与我们沟通，例如合格手语译员以及其他格式的书面
信息（大字印刷、有声、可用电子格式及其他格式）。Chase Brexton也为第一语言非英语的人士提供免费语言服
务，例如合格口译员及以其它语言印刷的信息，如果您需要这些服务，请致电410-837-2050，分机4300联系
Chase Brexton呼叫中心，提出请求。
如果您认为Chase Brexton未能提供这些服务或以其他方式受到基于种族、肤色、民族、年龄、残障、性别或性别
认同的歧视，您可向医疗保健质量总监提出申诉：Chase Brexton Health Care's Director of Quality, 1111 
North Charles Street, Baltimore, MD 21201,410-837-2050, feedback@chasebrexton.org, 或当面提出。如果
您需要提出申诉的帮助，质量总监可以帮助您。
您也可向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公民权利办公室提出公民权利申诉，通过公民权利申诉门户
https://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电子提交，邮寄或致电：

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Room 509F, HHH Building 
Washington, D.C.20201 
1-800-368-1019, 800-537-7697 (TDD)

申诉表可于http://www.hhs.gov/ocr/office/file/index.html获取。

∙ ATENCIÓN: si habla español, tiene a su disposición servicios gratuitos de asistencia lingüística. Llame 
al 410-837-2050 x4300.
∙ 注意:如果您使用繁體中文,您可以免費獲得語言援助服務。請致電 410-837-2050
∙ 주의: 한국어를 사용하시는 경우, 언어 지원 서비스를 무료로 이용하실 수 있습니다. 
1-410-837-2050 번으로 전화해 주십시오.
∙ CHÚ Ý: Nếu bạn nói Tiếng Việt, có các dịch vụ hỗ trợ ngôn ngữ miễn phí dành cho bạn. Gọi số 
1-410-837-2050.
∙ ATTENTION : Si vous parlez français, des services d'aide linguistique vous sont proposés gratuitement. 
Appelez le 410-837-2050.
∙ PAUNAWA: Kung nagsasalita ka ng Tagalog, maaari kang gumamit ng mga serbisyo ng tulong sa wika 
nang walang bayad. Tumawag sa 410-837-2050.
∙ ВНИМАНИЕ: Если вы говорите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то вам доступны бесплатные услуги перевода. 
Звоните 410-837-2050.
∙ Dè ɖɛ nìà kɛ dyéɖé gbo: ɔ jǔ ké m` [Вàsɔɔ-wùɖù-po-nyɔ] jǔ ní, nìí, à wuɖu kà kò ɖò po-poɔ ɓɛìn m` 
gbo kpáa. á 410-837-2050
∙ Ntị: Ọ bụrụ na asụ Ibo, asụsụ aka ọasụ n’efu, defu, aka. Call 410-837-2050.
∙ AKIYESI: Bi o ba nsọ èdè Yorùbú ọfé ni iranlọwọ lori èdè wa fun yin o. Ẹ pe ẹrọ-ibanisọrọ yi 
410-837-2050
لاک ۔ ںیہ بایتسد ںیم تفم تامدخ یک ددم یک نابز وک پآ وت ،ںیہ ےتلوب ودرا پآ رگا :رادربخ ∙

ںیرک 410-837-2050

 2050-837-410 اب .دشاب یم مهارف امش یارب ناگیار تروصب ینابز تالیهست ،دینک یم وگتفگ یسراف نابز هب رگا :هجوت ∙
(TTY: 410-837-2050 دیریگب سامت.
∙ ATANSYON: Si w pale Kreyòl Ayisyen, gen sèvis èd pou lang ki disponib gratis pou ou. Rele 
410-837-2050.
∙ ATENÇÃO: Se fala português, encontram-se disponíveis serviços linguísticos, grátis. Ligue para 
410-837-2050.
 014-738-0502مقرب لصتا  .ناجملاب كل رفاوتت ةيوغللا ةدعاسملا تامدخ نإف ،ةغللا ركذا ثدحتت تنك اذإ  :ةظوحلم ∙
∙ ચુ ના: જો તમે જુ રાતી બોલતા હો, તો િન:લુ્ ક ભાષા સહાય સેવાઓ તમારા માટ ઉપલબ્ધ છે. ફોન કરો 410-837-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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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Chase Brexton Health Care的使命是提供体恤的高质量医疗保健服

务，尊重多元性，激励养生，改善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愿景 
我们构想在我们的社区，人人能在人生的所有阶段获得高质量的全身

心健康。

我们的价值 
我们重视长期合作关系 

因为这为我们带来了和患者一起优化其健康的最佳机会。
我们相信团队的力量 

是改善社区健康的唯一方式。
您可以信赖我们 

始终在此为我们的病人和彼此提供服务。
我们诚信行事 

并日日秉持最高道德水平。
我们对始终改善 
一切做法抱有热情。
我们促进创新文化 

以确保我们在后世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