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效日期：2018 年 10 月 1 日

隐私保护规定通知
此通知介绍了您的医疗资料的使用及披露情况，以及您如何获取自己的医疗资料。请仔细阅读。

此隐私保护规定联合通知（下称“通知”）适用于以下单位：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及其医务工作人员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圣哈辛托医院 (Baytown Hospital)及其医务工作人员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圣约翰医院 (Clear Lake Hospital)及其医务工作人员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圣凯瑟琳医院 (Continuing Care Hospital)及其医务工作人员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糖城医院 (Sugar Land Hospital)及其医务工作人员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伍德兰医院 (The Woodlands Hospital)及其医务工作人员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西休斯顿医院 (West Houston Hospital)及其医务工作人员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威洛布鲁克医院 (Willowbrook Hospital)及其医务工作人员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基本保健集团 (Primary Care Group)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专科医师集团 (Specialty Physician Group)
此通知介绍了您受保护健康资料的一般使用及披露方式。受保护健康资料指在您医疗记录及帐单记录中的
个人健康资料，包括由我们创建或收到的、有关您过去、现在或未来身体或精神状况或有关保健服务付款
情况的口头、书面或电子资料。此资料可由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Houston Methodist) 以任何形式传送或
保存。
此通知介绍了您在健康资料方面的法定权利，以及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Houston Methodist) 的法律职责
与隐私保护规定。如果您在其他地点接受医生或保健业者的服务，可能会有不同的健康资料隐私保护政策
或通知以及不同的联系方式。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Houston Methodist) 下属单位及其医务工作人员参加了根据健康保险流动性及问责
法案(HIPAA)作出的“有组织保健安排”(Organized Health Care Arrangement)，为治疗、付款和保健运作之
便分享受保护的健康资料。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下属医院及其各自医务工作人员对遵守本通知独立负责。

我们的法律职责
法律要求我们对可藉以辨识您身份的健康资料加以保密，向您提供本通知以阐明我们对您的健康资料所负
的法律职责及隐私保护规定，并在通知有效期内遵守通知条款。如果我们修订本通知，将在修订版有效期
内遵守其条款。

我们怎样使用和披露您的健康资料
以下介绍我们如何根据法律许可或要求来使用及披露您的健康资料。此处并未列出各项内容的所有可能的
使用或披露情况。

治疗： 我们可能使用或向医生或其他保健业者披露您的健康资料，以便向您提供保健和治疗。例如，治
疗您腿部骨折的医生可能需要知道您是否患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可能延缓痊愈过程。休斯顿卫理公会医
院 (Houston Methodist) 不同的科室也可能分享您的资料，以协调为您提供的不同服务，如化验、X 光检
查和药物处方。我们也可能向参与您健康护理的院外机构与个人披露您的健康资料，比如医生以及为您提
供后续护理、医疗设备或产品的单位 。我们可能在您出院后联系您以协调护理工作，提醒诊疗预约，并
向您提供有关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Houston Methodist)健康相关福利和服务、以及您可能感兴趣的替代疗
法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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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 我们可能使用或披露您的健康资料以取得您所获服务的付款。我们可能向其他保健业者或单位披
露您的健康资料。例如，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Houston Methodist)可能向您的健康保险计划提供您的有关
手术资料，以便健康保险计划向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付款或给您报销手术费用。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也可
能通知您的健康保险计划您将要接受的治疗，以获得事先批准，或确定该项治疗是否在承保和理赔范围
内。

保健运作：我们可能使用或披露您的健康资料，以支持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Houston Methodist) 的计
划与活动，例如质量与服务改进、保健服务考核、人员绩效评估、保健专业人员能力与资质审定、医师及
其他保健工作人员的教育与培训，以及业务规划与开发、业务管理及一般行政活动。我们使用此类资料不
断改善对所有患者的护理质量。例如，我们可综合许多患者的健康资料以评价是否需要增加新的服务或治
疗。我们可出于教育目的，向医生、护士和其他学员披露资料。我们也可能将我们拥有的健康资料与其他
机构的资料综合起来，以了解我们的有待改进之处。
此外，如果您的健康资料与您目前或先前跟其他保健业者和付款方的某些业务运营有关，而且如果联邦法
律要求这些保健业者和付款方保护您的健康资料的隐私，我们可能与这些保健业者和付款方分享您的健康
资料。
Houston Methodist Care Everywhere Health Information Exchange (HIE)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Care
Everywhere 健康资料交流网络：我们可能以电子方式向其他保健业者（如参与您的护理并要求了解您健康
资料的医院、实验室和医生）提供您的健康资料。该资料交流的目的在于提供更安全、协调更有效的患者
医护服务。参与资料交流纯属自愿。如果您不愿意其他授权保健业者通过 Houston Methodist Care
Everywhere 以电子方式获得您在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Houston Methodist) 的健康资料，您可以提交一份
经您签署的表格，选择不参与网上资料交流。您可以向本院登记人员索取该表格或从网站
www.houstonmethodist.org下载该表格。如果您决定不参与，其他保健业者将不能通过 Houston Methodist
Care Everywhere 以电子方式查阅您的健康资料。

电子方式披露：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Houston Methodist) 会以电子方式创建、接受、保留，以及在某些
情况下披露您的受保护健康资料。除治疗、付款、保健运营或法律授权或要求的情况以外，休斯顿卫理公
会医院 (Houston Methodist) 也可出于其它原因以电子方式披露您的受保护健康资料，不过我们会在披露
前获得您的书面授权。
其它披露的授权： 除本通知中所述情况以外，未经您书面授权同意，我们不会使用或披露您的健康资
料。您可以书面授权我们出于任何目的向任何人披露您的医疗资料。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Houston
Methodist) 可通过电子或其它方式满足您的授权披露要求。您随时可以书面撤销授权。如果您撤销授权，
我们就不再按照授权中所述目的而使用或披露您的健康资料。然而，我们无法撤回已根据您的授权而执行
的任何使用或披露。要求授权的使用或披露的具体示例包括：心理治疗笔记的使用、行销活动、健康资料
的出售，以及大多数收费性使用和披露。

医院通讯名录：除非您另有指示，否则我们可将您的姓名、一般病情及所在病房披露给您的亲友和其他
能够报出您姓名的查询者。如果您所属宗教信仰或传统的神职人员提出要求，我们将把您的姓名、所在病
房和宗教信仰提供给他们，除非您另有指示。

亲友：我们可使用或披露资料，将您所在病房及一般病情通知或协助通知给您的家人、个人代表或负责您
护理的其他人员。我们也会将健康资料披露给家庭成员、其他亲属、密友或任何其他经您指定的人士，如
果这些资料与此人参与您的护理或为您支付护理费用有关。

筹款： 我们可能在我们单位及其运营的筹款活动中使用或披露您的健康资料，以便与您联系。我们可能
向卫理公会医院基金会(Methodist Hospital Foundation) 披露此类资料以协助我们的筹款活动。披露内容的
范围仅限于人口统计信息，如您的姓名、出生日期、地址、电话号码和其它联系方式，以及为您提供服务
的科室、您的主治医师、治疗结果、健康保险状况、在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Houston Methodist) 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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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务的日期等相关资料。您可随时拨打 713-790-3333选择不将自己的健康资料用于筹款活动，您的要求
必定会得到满足。我们就筹款活动与您取得联系时会向您提供清晰和明确的指示，以便您可以选择不被涉
入未来的筹款活动。的。

未来的沟通： 我们可使用或披露您的资料，以便通过简报、邮件或其它方式就治疗选项、相关健康信
息、疾病管理计划、养生计划或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Houston Methodist) 参加的其它社区倡议或活动与您
沟通。如果我们从此类沟通中得到任何财务补偿（除了有限的经允许的例外情况以外），我们将在进行沟
通之前先行得到您的授权，而且您的授权可随时撤销。

公共卫生与安全：我们可根据当地、州或联邦法律的授权或要求，出于以下被视为符合公众利益或福祉
的目的而使用或披露健康资料：
• 上报某些疾病与创伤、出生与死亡，以及疑似为虐待、疏忽或家庭暴力案件；
• 帮助识别、找到或上报犯罪嫌疑人、犯罪受害者、失踪人员、疑似死亡或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Houston Methodist) 物业范围内发生的犯罪行为；
• 回应法庭命令、传唤或其它司法程序；
• 协助联邦救灾工作；
• 执行产品召回、修理或更换；
• 回应相关政府卫生机构的审计、检查或调查；
• 协助联邦情报、反谍报及国家安全事务;
• 组织器官和组织的捐赠活动；
• 协助验尸官、医学鉴定师和殡仪主持人；
• 回应看守所或监狱发出的有关囚徒卫生医疗的请求；
• 回应军事指挥机构（如果您是武装部队现役或退伍军人）的请求；
• 向劳工赔偿计划提供资料。

业务相关单位：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Houston Methodist) 提供的有些服务通过合约承包给相关业务单
位。承包服务时，我们将把您的健康资料提供给这些承包单位，以便承包方能够执行我们交给的任务。联
邦法律要求业务相关单位将您的资料妥为保管。
研究：我们将在机构审查委员会 (IRB) 批准后向研究人员披露资料，以准备研究项目、招募研究对象或进行
研究。机构审查委员会 (IRB) 将审查研究项目建议书并确立相关方案，以保护您健康资料的安全和隐私。

对酒精与药物滥用资料的特别隐私保护：酒精与药物滥用资料会受到特别的隐私保护。我们不会披露
任何身份识别资料，也不会提供任何与患者酒精与药物滥用治疗有关的健康资料，除非患者书面同意，法
庭命令要求披露资料，医务人员需要资料以满足急诊医疗需要，有资格的人员为进行科研、管理审计、财
务审计或计划评价而使用资料，或者资料为依法报告犯罪行为或犯罪威胁或报告虐待或疏忽之所需。
您对健康资料的权利
您的医疗记录是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Houston Methodist)（建立该记录档案的保健业者或设施）的财产。
对于在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Houston Methodist) 创建的健康资料，您享有以下权利（除了少数例外以
外）。
您有权获得本通知的书面副本。此外，本通知副本也可从我们的网站 www.houstonmethodist.org下载。

保密沟通：您有权要求我们通过您的家庭地址及电话号码以外的其它方式与您沟通健康信息。您必须以
书面形式向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Houston Methodist) 的联系人提出要求，并说明您希望我们以何等方式
或通过什么地点与您取得联系，我们将尽力满足您的要求。如果您要求采用替代沟通方式，您同时应该将
该通知您的所有医生，包括您的私人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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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您有权要求我们限制使用或披露有关您的治疗、付款或保健运作的健康资料。您也有权要求我们限
制向参与您的护理或您的护理付款的个人（例如家人或友人）披露的您的健康资料。例如，您可以要求我
们不使用或不向某位家庭成员披露您所接受手术的相关资料。如果您要求设限，您必须向下列联系人提出
书面要求。 我们不一定会同意您的要求。如果我们同意，则必须以书面形式为准，一经同意，我们将遵
照您的要求行事，除非出于急诊治疗之需。
此外，如果健康资料仅与业已全额自付的保健项目或服务有关，您也有权要求我们不得出于付款或保健作
业（非治疗性）目的而使用或向健康保险计划披露该资料。您的限制请求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给下列的联
系人。在此情况下，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Houston Methodist) 必须尊重您的要求。然而，您应该清楚此
类限制也可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别是如果其他提供产品/服务的业者需要知道该资料的情况（如给您
配药的药房）。您有义务将有关限制通知给任何提供此类产品/服务的业者。 此外，此类限制可能影响健
康保险计划决定是否支付不在限制范围内、而您可能不愿自付的保健服务。

使用： 您有权查看并取得一份自己的健康资料，但有例外。通常，您可以获得医疗记录和帐单记录，但
不包括心理治疗笔记。您必须以书面形式向下列联系人提出查看或取得健康资料的要求。根据法律授权，
我们会收取费用。如果资料保存在电子健康记录中，您可以收到电子形式的资料。

修订： 如果您认为我们保存的健康资料不正确或不完整，您有权要求修改。只要是我们保存的资料或为
我们保存的资料，您就有权要求修改。您的修改要求必须以书面形式向下列联系人提出，并说明要求修改
的理由。

披露情况清单: 您有权得到我们过去六年中对您的健康资料所作披露情况的清单。您对健康资料披露清
单的获取要求必须以书面形式向下列联系人提出，并且必须说明此清单的时间范围。您可每 12 个月免费
获得一份有关披露情况的清单。如果在同一时期内要求一次以上清单，则需另行付费。
对本通知的违反：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我们或我们的相关业务单位发现您的健康资料遭到不当使用或披
露，您有权接获通知。任何有关此类不当使用或披露的通知将根据州和联邦要求发出。
本通知的修订：我们保留改动此通知以及根据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及将来所收到的任何信息制订新规定的
权利。如果我们对本通知作出重大修订，修订后的通知将在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Houston Methodist) 内
及我们的网站上张贴。此外，我们也可应要求提供修订通知的书面副本。
投诉：如果您认为您的健康资料隐私权遭到侵犯，您可以向我们投诉或向联邦卫生及公众服务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投诉。向我们或卫生及公众服务部投诉不会受到任何处罚
或报复。

联系人： 关于我们的法律职责和隐私保护规定或者如何行使本通知中所列健康资料权利，如果您有任何
问题或需要更多信息，请联系当地的业务实践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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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德克萨斯医疗中心
业务实践监督员
6565 Fannin
Houston, TX 77030
电话总机： 713.790.3311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伍德兰医院
业务实践监督员
17201 Interstate 45 South
The Woodlands, TX 77385
电话总机： 281.737.2602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圣哈辛托医院
业务实践监督员
4401 Garth Road
Baytown, TX 77521
电话总机： 281.420.8600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西休斯顿医院
业务实践监督员
18500 Katy Frwy.
Houston, TX 77094
电话总机： 832.522.1000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圣凯瑟琳医院
业务实践监督员
701 S. Fry Road
Katy, TX 77450
电话总机： 281.599.5700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威洛布鲁克医院
业务实践监督员
18220 State Hwy. 249
Houston, TX 77070
电话总机： 281.737.1000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 圣约翰医院
业务实践监督员
18300 St. John Drive
Nassau Bay, TX 77058
电话总机： 281.523.2000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基本保健集团
业务实践监督员
1130 Earle Street
Houston, TX 77035
电话总机： 713.383.5129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糖城医院
业务实践监督员
16655 Southwest Frwy.
Sugar Land, TX 77479
电话总机： 281.274.7000

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专科医师集团
业务实践监督员
1130 Earle Street
Houston, TX 77035
电话总机： 713.383.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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