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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INAR分部 

附件 10 

隱私細則通告 

2018年 9月 1日生效 

本通告描述如何使用和披露您的醫療資訊，以及您如何調閱這些資訊。請仔細閱

讀。 

A. 前言 

 向您提供服務和護理的過程中，家庭與兒童服務署（FCS）會收集、建立和保留關

於您的某些個人資訊，稱為「受保護的健康資訊」。受保護的健康資訊包括以下各項與您

的身體或精神健康，向您提供的護理，或是您的護理付款有關，可用來確定您的身份的資

訊。   

 本《隱私細則通告》描述我們關於您的健康資訊的責任和您的權利，並告知您這些

資訊的可能使用和披露。   

B. 我們的責任 

 聯邦和州法律規定我們必須保持您的健康資訊隱私。我們也必須向您提供本通告，

其中說明我們對於您的健康資訊的法律責任和隱私權措施。我們將會遵守本通告的條款。

如果加州法律的規定比聯邦標準嚴格，我們將遵循加州法律。此外，有關酒精和物質使用

治療的紀錄可能也會受制於特殊的聯邦和州隱私法。如果這些法律比本通知的條款更嚴

格，我們會予以遵守。  

 我們可能會更改本通告或任何未來通告，並使新的條款對我們經手的所有健康資訊

都有效。如果更改反映了我們隱私細則的重大變更，我們將向您或您的法定代表提供更新

的通告。在所有其他情況下，我們將根據請求向您提供新通告。此外，更新的通告將張貼

在設施的醒目位置和 FCS網站。 

C. 經您授權使用和披露 

除非法律允許或要求我們不經您授權使用或披露您的健康資訊，我們將在使用或披

露前需要您的書面授權。   

除了極有限的情況外，我們需要您的書面授權以使用或分享您的健康資訊用於推銷

目的，向第三方出售您的健康資訊，或是使用或分享任何心理治療筆錄。 

我們可與您授權 FCS與其溝通的人分享您的醫學資訊。披露範圍由您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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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準備了一份授權書供您使用，授權我們為其中寫明的目的使用或分享您的健

康資訊。您不必在授權書簽名，作為獲得治療或醫療費用獲得付款的條件。如果您在授權

書簽名，您可透過書面通知隨時取消。屆時我們將不使用或分享您的健康資訊，但是我們

已依賴您的授權者除外。 

D. FCS如何在不經您授權的情況下使用及透露您的受保護健康資訊 

FCS可以下述方式使用或分享您的健康資訊： 

您的護理與治療 

 我們可以使用您的健康資訊，並與為您提供治療的其他專業人士分享。例
如，我們可以與治療您的其他醫學狀況的醫生分享您的資訊。 

 多數情況下，我們的職員不會使用簡訊收發您的健康資訊。在罕見情況下，

FCS照護者可能需要透過簡訊相互溝通以解決涉及您的緊急情況，而這些簡

訊可能包含健康資訊。 

 您可以授權我們透過簡訊或電子郵件和您溝通非常有限的非臨床資訊，例如

您的預約時間和日期。您也可以授權我們透過電話和您指定的人溝通非常有

限的非臨床資訊。我們會請您簽署另一份授權書，讓我們以這種方式與您溝

通。 

帳單及付款 

 我們可以使用或與公共或私人保險人（例如健康保險公司、HMO、

Medicare或Medi-Cal）分享您的健康資訊，以便就您接受的治療和服務開

立帳單和收取付款。例如，帳單上的資訊可能包括確定您身份的資訊，以及
您的診斷、程序和使用的物品。   

 我們也可與醫療提供者分享您的健康資訊，使他們決定向您提供的護理是否

可以獲得報銷。 

醫療營運 

我們可以為了醫療營運使用您的健康資訊。這些使用和披露是管理 FCS以及

監督我們的服務與醫療品質所必需的。例如，我們可以使用您的健康資訊來評
估我們的服務，並評估我們的工作人員為您提供護理的表現。 

涉及您的護理或護理付款的人士 

我們可與您授權我們與其溝通的人或是您的法定代表分享您的醫學資訊。這些

可能包括涉及您的醫療護理的朋友或家人，或是幫您支付護理費用的人。情況

許可時，我們也可能將您的狀況告訴您的家人或朋友。 

回應訴訟和法律行動 

我們可以分享您的健康資訊以回應法院或行政命令，或是回應訴訟當事人、行

政法庭或私人仲裁員簽發的傳票。這可能包括《蘭特曼-佩特里斯-肖特法案》

規定的強制送醫和接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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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賠償、執法及其他政府請求 

我們可能分享您的健康資訊： 

 為了遵守加州工傷賠償法律。 

 為了執法目的，例如回應法院傳票或搜查證。 

 與調查涉及客戶之犯罪的執法官員分享。 

 用於特殊政府職能，例如軍事活動及國家安全。 

舉報虐待 

在完成法律要求的口頭或書面報告的必要限度內，我們將披露疑似虐待受害者

之客戶的健康資訊。某些情況下，為協助調查機構履行職責，我們可以披露關

於客戶的其他健康資訊。   

 

發照及公共衛生活動 

我們可能披露您的健康資訊： 

 給加州公共衛生部或是加州醫療委員會等政府或私人機構，使他們能進行監

督。 

 給為了預防或控制疾病、傷害或殘障而獲准收集資訊的機構。 

 

業務夥伴 

我們可能與稱為「業務夥伴」的某些個人或組織簽約，代替我們提供服務。在

此情況下，我們將與每個業務夥伴簽約，保持您的健康資訊機密。例如，這可
能包括資料處理、品質保證、法律或會計服務。   

 

籌款 

FCS不會為了募款目的聯絡計劃的客戶。如果我們的募款作法在日後有變更，

您有權退出這種通訊，我們會提供方法讓您這麼做。 

 

驗屍官、安全和救災 

我們可能披露您的健康資訊： 

 根據驗屍官的請求，允許驗屍官履行職責。   

 防止對指定人士的緊迫、嚴重威脅。 

 向獲准協助賑災的公共或私人實體披露。 

研究 

如果監督研究的機構審查委員會批准不經書面授權的使用，我們可以使用或分

享您的健康資訊用於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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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披露 

如果法律另有規定，我們將披露關於客戶的健康資訊。 

 

E. 您對於受保護健康資訊的權利 

您對於自己的健康資訊有以下權利。要行使這些權利，請聯絡 FCS，地址 375 

Cambridge Ave, Palo Alto, CA  94306, Attn: David Sitzer 傳真 650-326-1340；

PrivacyCoordinator@fcservices.org。 

有權收到一份「隱私守則通告」 

您有權索取和收到書面或電子形式的 FCS《隱私細則通告》。 

 

要求調閱的權利 

您有權要求檢查和收到紙張或電子格式的健康紀錄。我們可向您或您指定的人

提供記錄。某些有限的情形下，FCS可以根據法律許可拒絕您的請求。   

 

要求特殊隱私保護的權利 

 您有權要求對於治療、收費或保健營運限制健康資訊的使用和披露，或是限

制向要求或涉及您的護理者提供您的身分或狀態通知。   

 我們不必同意您的請求，但是您請求我們不向您的健康計畫披露關於您或別

人自付費用之護理的資訊除外。   

 如果我們同意遵照您的請求，我們將如此行事，直到您或我們終止限制，或

是發生緊急情況。   

 您也有權請求 FCS透過替代方法或在替代地點（例如您的住宅、辦公室或
手機），向您或其他接收人傳達健康資訊。 

要求修正的權利 

您有權要求修正 FCS保管的受保護健康資訊。如果您的請求被拒絕，您將接到

書面通知，包括拒絕的原因以及有機會提交不同意拒絕的書面陳述。 

獲得透露記載的權利 

您有權得到 FCS建立和保存截至您的請求之日前六（6）年的健康資訊披露清

單（「記載」），不包括某些例行披露或是您已知的披露。 

F. 安全違規通知 

如果發生可能破壞您的健康資訊隱私或安全的情形，我們將通知您。 

G. 投訴 

 如果您認為您的隱私權受到侵犯，您可以致電 (650) 326-6576向 FCS提出口頭

mailto:PrivacyCoordinator@fcservic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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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或是寫信到 375 Cambridge Ave., Palo Alto, CA 94306, Attn: David Sitzer。  

 您也可聯繫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民權辦公室，地址為 90 7th Street, Suite 4-

100, San Francisco, CA 94103，電話：(800) 368-1019；傳真：(202) 619-3818; 

TDD: (800) 537-7697，或瀏覽：www.hhs.gov/ocr/privacy/hipaa/complaints。  

 我們不會因為您提出投訴而進行報復。 

H. 進一步資訊 

如果您有關於本《隱私細則通告》的疑問，或是希望獲得關於您的隱私權利的其他

資訊，請傳真 (650) 326-1340聯繫 FCS，或是寫信給 FCS，地址為 375 Cambridge 

Ave., Palo Alto, CA  94306, Attn: David Sitzer, Privacy and Security Coordinator，或將

電子郵件寄至 PrivacyCoordinator@fcservices.org。 

 

本《隱私細則通告》的生效日期為 2018年 9月 1日。 

  

file:///C:/NRPortbl/HANSONSF/TJK/www.hhs.gov/ocr/privacy/hipaa/complaints
mailto:PrivacyCoordinator@fcservic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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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兒童服務署 

 

《隱私細則通告》收訖確認書 

 
 

 
 

我，     ，（客戶姓名）確認已收到生效日期 2018年 9月 1日

的家庭與兒童服務署（FCS）《隱私細則通告》。  

 

客戶 

 
 

或 法定代表 

（如果代客戶簽名） 
 

  

客戶簽名 
 

  

客戶正楷姓名 
 

  

街名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電話 
 

  

日期 

   

法定代表簽名 
 

  

正楷姓名以及與客戶的關係 
 

  

街名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電話 
 

  

日期 
 

 

 

只限辦公室填寫 
 

FCS嘗試取得《隱私細則通告》收訖確認書，但由於以下原因未能如願： 

 

  客戶或個人代表拒絕簽名 

  緊急情況妨礙 FCS取得確認書 

  其他：          

 

FCS： 

 

正楷姓名：     簽名：       

 

職稱：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