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基督教醫院實施電子病歷項目 報備衛生局日期
專案進口疫苗接種同意書 民國112年05月01日

領用瘧疾藥品同意書 民國112年05月01日

住院友善照顧共聘(1對多)服務同意書 民國112年04月29日

住院共聘照顧服務自費同意書 民國112年04月29日

特殊家庭功能評估 民國112年04月13日

止痛執行紀錄 民國112年03月27日

老人醫學評估量表 民國112年02月01日

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訪視記錄單 民國111年12月15日
植牙治療計劃書 民國111年12月15日
電子耳調頻報告 民國111年12月15日
共同照護病情討論紀錄 民國111年11月21日
全人整合醫療照護討論紀錄單 民國111年11月21日
撤回「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同意書」聲明書民國111年11月21日
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同意書 民國111年11月21日
撤回「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暨維生醫療同意書」 民國111年11月21日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暨維生醫療同意書 民國111年11月21日
腹膜透析居家訪視同意書 民國111年10月20日
衛生福利部優生保健措施補助費用切結書 民國111年10月20日
全民健康保險住院被保險人請假單 民國111年10月20日
初診病人同意書 民國111年10月20日
全民健康保險慢性阻塞性肺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知情同意書 民國111年10月20日
當日施行治療紀錄單 民國111年10月20日
長期使用成癮性麻醉藥品病人告知同意書 民國111年10月20日
加護病房續住評估表 民國111年10月20日
角膜塑型術評估檢查表 民國111年08月10日
眼科檢查報告 民國111年08月10日
眼科手繪紀錄 民國111年08月10日
急診護理紀錄 民國111年07月21日
急診相片/繪圖紀錄 民國111年07月21日
急診病歷摘要 民國111年07月21日
照護端即時檢驗報告單 民國111年06月20日
復健科兒童職能治療住院記錄單 民國111年06月20日



彰化基督教醫院實施電子病歷項目 報備衛生局日期
參與「全民健康保險安寧共同照護試辦方案」服務說明書 民國111年06月01日
安寧療護住院同意書   民國111年06月01日
急診病歷 民國111年05月14日
高齲齒率患者衛教單 民國111年04月11日
鼻咽內視鏡檢查報告 民國111年01月25日
接班單 民國110年12月27日
交班單 民國110年12月27日
美容醫學治療紀錄表 民國110年12月03日
口腔黏膜檢查同意書 民國110年11月25日
團體音樂治療紀錄 民國110年11月01日
個別音樂治療紀錄 民國110年11月01日
個別音樂治療評估表 民國110年11月01日
撤回『物理性或化學性約束同意書』 民國110年10月04日
精神科病房住院同意書 民國110年10月04日
員工體檢資料管理及追蹤同意書暨吸菸習慣調查 民國110年10月01日
照相同意書 民國110年10月01日
卡介苗接種敬告家長書 民國110年09月28日
病人同意能力衡鑑表(精神科) 民國110年09月19日
行為誘導同意書 民國110年09月13日
牙周病統合治療同意書 民國110年09月13日
住院摘要 民國110年09月01日
吞嚥治療紀錄表 民國110年08月16日
頭頸癌吞嚥評估表 民國110年08月16日
中醫氣喘控制測驗 民國110年04月27日
中醫呼吸困難量表 民國110年04月27日
產前胎兒心跳子宮壓力檢查報告 民國110年04月27日
當日施行治療切結書 民國110年03月23日
催汗(SUDOSCAN)檢查報告 民國110年03月23日
周邊動脈硬化(ABI)檢查報告 民國110年03月23日
復健科骨骼肌肉職能治療住院記錄單 民國110年03月18日
復健科創傷性神經損傷物理治療住院記錄單 民國110年03月18日
兒童痙攣護理紀錄單 民國110年03月16日
檢查室檢查/治療同意書 民國110年03月10日



彰化基督教醫院實施電子病歷項目 報備衛生局日期
檢查/治療同意書 民國110年02月16日
放射治療劑量紀錄單 民國110年01月04日
放射治療病歷摘要 民國110年01月04日
放射治療初始評估紀錄 民國110年01月04日
放射治療住院紀錄 民國110年01月04日
藥物治療同意書 民國109年12月30日
特殊檢查鎮靜止痛同意書 民國109年12月28日
手術室外侵入性檢查/治療病人安全檢核表 民國109年12月28日
復健病人功能獨立性評估紀錄單 民國109年12月22日
傷口照護紀錄單 民國109年12月22日
電腦斷層掃描注射含碘顯影劑同意書 民國109年12月15日
磁振造影注射顯影劑同意書 民國109年12月15日
電腦斷層掃描攝影檢查同意書 民國109年12月15日
磁振造影檢查同意書 民國109年12月15日
人工授精/試管嬰兒(含排卵藥物使用)同意書 民國109年12月15日
心導管照護紀錄單 民國109年12月08日
恢復室紀錄單 民國109年12月01日
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同意書 民國109年11月27日
骨盆底肌肉運動治療紀錄表 民國109年11月23日
體外磁波骨盆底治療紀錄表 民國109年11月23日
嗅覺測驗檢查報告 民國109年11月23日
冰凍切片檢查同意書 民國109年10月13日
止痛同意書 民國109年09月30日
術前病情討論記錄 民國109年09月28日
牙醫門診手術及麻醉同意書 民國109年09月28日
不需散瞳視網膜檢查報告 民國109年09月14日
不需散瞳視網膜檢查報告 民國109年09月14日
聽覺穩定狀態反應電位檢查報告 民國109年09月14日
前庭誘發肌電位檢查報告 民國109年09月14日
聽覺腦幹反應檢查報告 民國109年09月14日
聽覺腦幹誘發反應檢查報告 民國109年09月14日
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_整體功能狀態評估量表 民國109年08月24日
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_功能性由口進食量表 民國109年08月24日



彰化基督教醫院實施電子病歷項目 報備衛生局日期
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_營養評估量表 民國109年08月24日
兒童心理衛生初診 民國109年08月19日
執行檢查/治療鎮靜紀錄表 民國109年07月27日
產程紀錄 民國109年07月14日
產程紀錄單 民國109年07月14日
新生兒即刻護理紀錄 民國109年07月14日
診斷性會談記錄單(精神科) 民國109年07月07日
疼痛科初診問卷 民國109年07月07日
牙菌斑控制記錄表 民國109年07月07日
牙周檢查表(牙周病科) 民國109年07月07日
空白手繪圖 民國109年07月07日
Procedure Note 民國109年06月18日
中醫過敏性鼻炎控制評估測試量表 民國109年06月18日
中醫生活品質評估表 民國109年06月18日
復健科骨骼肌肉職能治療門診記錄單 民國109年06月15日
中醫經絡骨架調理治療同意書 民國109年06月15日
燙傷傷口紀錄單 民國109年06月15日
燙傷評圖紀錄單 民國109年06月15日
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_健康相關生活品質評估量表 民國109年06月08日
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_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量表 民國109年06月08日
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_臨床衰弱量表 民國109年06月08日
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_Harris Hip Score(髖關節骨折適用) 民國109年06月08日
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_疼痛指數量表 民國109年06月08日
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_巴氏量表 民國109年06月08日
血漿置換術/雙重過濾血漿分離術治療過程紀錄表 民國109年06月08日
外傷超音波檢查報告 民國109年06月08日
約束治療同意書 民國109年05月28日
病人自動出院志願書 民國109年05月26日
麻醉誘導前評估表 民國109年05月25日
麻醉前評估表 民國109年05月25日
牙科門診侵入性治療病人安全檢核表 民國109年05月18日
護理接班單 民國109年05月13日
護理交班單 民國109年05月13日



彰化基督教醫院實施電子病歷項目 報備衛生局日期
安寧居家療護服務內容 民國109年05月01日
悲傷風險評估量表 民國109年05月01日
安寧療護心理社會需要評估及照護記錄 民國109年05月01日
前庭功能暨溫差試驗檢查報告 民國109年05月01日
腹膜平衡測驗(PET) 民國109年05月01日
肌酐酸、尿素氮廓清率(Kt/V) 民國109年05月01日
門診營養諮詢紀錄 民國109年04月27日
復健醫學科心理治療紀錄單 民國109年04月27日
精神科特殊心理治療 民國109年04月27日
生理心理功能檢查(精神科) 民國109年04月27日
支持性心理治療紀錄單(精神科) 民國109年04月27日
戒菸治療個案後續就診紀錄 民國109年04月22日
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 民國109年04月22日
心導管術前護理評估紀錄單 民國109年04月22日
癌症治療計畫書 民國109年04月20日
放射腫瘤護理評估表 民國109年04月20日
慢性腎臟疾病(CKD)個案照護營養追蹤記錄總表 民國109年04月13日
罕見疾病個案醫療評估  綜合報告書 民國109年04月13日
中風病人頸動脈狹窄評估表 民國109年04月13日
不孕症評估紀錄 民國109年04月06日
人工生殖取卵及植入紀錄單 民國109年04月06日
跨領域照護團隊共同照護紀錄 民國109年04月06日
Brief Admission Note 民國109年04月06日
緊急傷病患轉診同意書 民國109年04月01日
住院病患轉診同意書 民國109年04月01日
轉診單 民國109年04月01日
高仁愛紀念病房入院病歷摘要 民國109年04月01日
急診超音波檢查報告 民國109年03月23日
血管內介入取栓評估表 民國109年03月23日
穴位埋線治療同意書 民國109年03月16日
針灸治療同意書 民國109年03月16日
罕見疾病個案資料表 民國109年03月09日
安寧共同照護護理人員訪視表 民國109年03月09日



彰化基督教醫院實施電子病歷項目 報備衛生局日期
急診病情摘要 民國109年03月09日
疑似兒少虐待及疏忽之簡易篩檢表 民國109年03月02日
中醫針傷處置紀錄單 民國109年03月02日
執行鎮靜前評估表 民國109年03月02日
執行侵入性檢查/治療前評估表 民國109年03月02日
新生兒理學檢查單 民國109年03月02日
安寧緩和共同照護其他專業人員訪視表 民國109年02月17日
呼吸器脫離評估 民國109年02月17日
體外電震波碎石術紀錄表 民國109年02月17日
手術病人安全查核表 民國109年01月06日
手術前評估單 民國109年01月06日
檢查給藥紀錄單 民國109年01月03日
死產證明書 民國109年01月02日
出生證明書 民國109年01月02日
麻醉交班記錄單 民國108年12月30日
入住差額病房/自費住院同意書 民國108年12月23日
入院通知單 民國108年12月23日
提供就醫紀錄與結果資訊同意書 民國108年12月23日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民國108年12月23日
臨床試驗訪視紀錄單 民國108年12月23日
體外循環維生系統檢核表 民國108年12月16日
體外循環維生系統紀錄單 民國108年12月16日
門診化學治療病人評估暨護理處置記錄單 民國108年12月16日
母嬰觀察記錄單 民國108年12月02日
中風病人心房顫動評估表 民國108年12月02日
聽力檢查報告 民國108年12月02日
病情解釋暨入院治療計畫 民國108年11月29日
高風險麻醉說明書 民國108年11月29日
麻醉同意書 民國108年11月29日
麻醉病人自我評估暨麻醉計劃表 民國108年11月29日
手術同意書 民國108年11月29日
輸血同意書 民國108年11月06日
安寧共同照護服務內容及記錄 民國108年11月01日



彰化基督教醫院實施電子病歷項目 報備衛生局日期
疾病管理照護記錄 民國108年10月14日
全民健康保險氣喘醫療給付改善方案同意書 民國108年10月14日
超音波檢查治療後護理記錄 民國108年10月14日
超音波檢查前護理評估表 民國108年10月14日
胸腔檢查護理評估表 民國108年10月14日
門診營養諮詢記錄(腫瘤) 民國108年10月14日
轉床護理照護摘要記錄 民國108年10月14日
入院初次護理評估表(精神科) 民國108年10月14日
入院初次護理評估表(青少年) 民國108年10月14日
入院初次護理評估表(兒童) 民國108年10月14日
入院初次護理評估表(成人) 民國108年10月14日
出院護理指導單 民國108年10月14日
局部麻醉手術後護理記錄單 民國108年10月14日
麻醉生命徵象記錄單 民國108年10月14日
麻醉記錄    民國108年10月14日
安寧共同照護個案申請表 民國108年09月02日
兒童姿位引流記錄單 民國108年09月02日
嬰兒姿位引流記錄單 民國108年09月02日
鼻阻力鼻聲反射檢查報告 民國108年09月02日
靜脈溶栓治療評估表 民國108年08月05日
NIHSS評估表 民國108年08月05日
急性腦中風醫師診視記錄 民國108年08月05日
油症患者健康檢查單 民國108年07月08日
譫妄評估記錄 民國108年07月08日
護理接班單(手術室) 民國108年07月08日
護理交班單(手術室) 民國108年07月08日
手術室護理記錄單 民國108年07月08日
消化道內視鏡檢查護理評估表 民國108年06月17日
照護對象「用藥整合」暨「整合照護服務」同意書 民國108年06月17日
周全性評估量表 民國108年06月17日
中醫初診病歷表 民國108年06月17日
CERTIFICATE OF DEATH 民國108年06月10日
死亡證明書 民國108年06月10日



彰化基督教醫院實施電子病歷項目 報備衛生局日期
物理治療師跌倒風險訪視記錄表 民國108年06月10日
臨床心理師訪視記錄表 民國108年06月10日
語言治療師訪視記錄表 民國108年06月10日
職能治療師訪視記錄表 民國108年06月10日
物理治療師訪視記錄表(新生兒) 民國108年06月10日
物理治療師訪視記錄表(兒童) 民國108年06月10日
物理治療師訪視記錄表(骨科) 民國108年06月10日
物理治療師訪視記錄表(病房) 民國108年06月10日
急診手術術前評估摘要接班單 民國108年06月10日
急診手術術前評估摘要交班單 民國108年06月10日
營養師訪視記錄表 民國108年05月10日
腹膜透析護理記錄 民國108年05月01日
腹膜透析病人護理評估記錄 民國108年05月01日
病患自費診療同意書 民國108年04月22日
床邊血糖檢驗值彙總表 民國108年04月01日
病人衛教評估暨病情處置、治療方針說明記錄單 民國108年03月19日
住院共同照護記錄 民國108年03月08日
靜脈營養治療小組  營養評估暨處方建議(兒童) 民國108年03月08日
靜脈營養治療小組  營養評估暨處方建議(成人) 民國108年03月08日
靜脈營養治療小組  會診單(兒童) 民國108年03月08日
靜脈營養治療小組  會診單(成人) 民國108年03月08日
產科診療記錄 民國108年03月01日
恢復室護理記錄單 民國108年02月11日
癌症治療計畫諮詢規劃表 民國108年02月11日
預防靜脈血栓栓塞症評估表 民國108年02月11日
成人健康檢查記錄表 民國107年12月10日
供膳勞工健康檢查 民國107年12月10日
勞工檢查記錄表 民國107年12月10日
健康檢查總評表 民國107年12月10日
手術前護理檢核表 民國107年12月10日
轉入外科加護病房患者疾病嚴重度評估單 民國107年11月01日
安寧療護病患宗教信仰資料表 民國107年11月01日
安寧療護病患「家系圖」 民國107年11月01日



彰化基督教醫院實施電子病歷項目 報備衛生局日期
疫苗接種給藥記錄單 民國107年10月15日
監測皮膚溫度、顏色、血循紀錄單

Skin color temperature pulse record
民國107年10月08日

健康檢查記錄表 民國107年08月01日
安寧療護善終準備備忘錄 民國107年08月01日
初步疼痛評估表(安寧) 民國107年08月01日
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記錄單 民國107年07月23日
CCO血液動力學資料記錄單 民國107年07月23日
神經生理檢查報告(復健醫學科) 民國107年07月23日
手術前訪視記錄單 民國107年07月02日
出加護病房摘要 民國107年07月01日
入加護病房摘要 民國107年07月01日
安寧居家病患生理問題評估、計畫及護理記錄表 民國107年06月11日
經食道心臟超音波檢查報告 民國107年06月11日
接班單(急診觀察室) 民國107年06月11日
門、急診交班單 民國107年06月11日
檢查申請單 民國107年06月01日
值班摘要 Duty Note 民國107年06月01日
抗生素使用記錄 Antibiotics Record 民國107年06月01日
重要檢查/治療/藥物 Important Process 民國107年06月01日
每週摘要 Weekly Summary 民國107年06月01日
假日查房記錄 Holiday Signature 民國107年06月01日
病程記錄 Progress Note 民國107年06月01日
主治醫師病程記錄 Attending Note 民國107年06月01日
入院問題列表 Admission Problem Listing 民國107年06月01日
入院接班單 Admission Duty Note 民國107年06月01日
收治摘要記錄 Acceptance Note 民國107年06月01日
接案摘要 On-Service Note 民國107年06月01日
結案摘要 Off-Service Note 民國107年06月01日
轉科記錄單 Transfer Sheet 民國107年06月01日
中風治療護理記錄單 民國107年05月07日
安寧療護病患生理問題評估、計畫及護理記錄表 民國107年04月02日
門診病人預防跌倒評估表 民國107年03月26日



彰化基督教醫院實施電子病歷項目 報備衛生局日期
復健科骨骼肌肉物理治療門診記錄單(顏面神經麻痺) 民國106年12月18日
復健科心肺物理治療住院記錄單(肺臟) 民國106年12月18日
復健科心肺物理治療住院記錄單(AMI/HF) 民國106年12月18日
門診給藥記錄單 民國106年12月01日
營養師透析室訪視記錄表 民國106年12月01日
跌倒風險評估表(放射線技術部) 民國106年09月07日
跌倒風險評估表(心導管室) 民國106年09月07日
復健科病房兒童語言治療記錄單 民國106年09月01日
復健科病房兒童吞嚥評估表

PEDIATRIC FEEDING AND SWALLOWING EVALUATION
民國106年09月01日

復健科病房兒童語言評估表

PEDIATRIC SPEECH-LANGUAGE EVALUATION
民國106年09月01日

復健科病房成人語言治療記錄單 民國106年09月01日
復健科病房成人吞嚥評估表(出院前)

ADULT CLINICAL SWALLOWING EVALUATION
民國106年09月01日

復健科病房成人吞嚥評估表

ADULT CLINICAL SWALLOWING EVALUATION
民國106年09月01日

復健科病房成人語言評估表

ADULT SPEECH-LANGUAGE EVALUATION
民國106年09月01日

復健科門診兒童語言治療記錄單 民國106年09月01日
復健科門診兒童吞嚥評估表

PEDIATRIC FEEDING AND SWALLOWING EVALUATION
民國106年09月01日

復健科門診兒童語言評估表

PEDIATRIC SPEECH-LANGUAGE VALUATION
民國106年09月01日

復健科門診成人語言治療記錄單 民國106年09月01日
復健科門診成人吞嚥評估表

ADULT CLINICAL SWALLOWING EVALUATION
民國106年09月01日

復健科門診成人語言評估表

ADULT SPEECH-LANGUAGE EVALUATION
民國106年09月01日

中醫改良式創傷嚴重度指標(RTS) 民國106年08月07日
復健科骨骼肌肉物理治療住院記錄單(上肢) 民國106年08月07日
復健科骨骼肌肉物理治療住院記錄單(儀器) 民國106年08月07日
藥師訪視記錄表 民國106年08月07日



彰化基督教醫院實施電子病歷項目 報備衛生局日期
復健科兒童物理治療門診記錄單(斜頸) 民國106年07月27日
復健科淋巴水腫物理治療門診記錄單 民國106年07月27日
精神科職能治療綜合評量表 民國106年07月27日
復健科新生兒物理治療住院記錄單 民國106年07月27日
骨科骨骼肌肉超音波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7月01日
使用鎮靜劑照護記錄單

SEDATION  ASSESSMENT  RECORD
民國106年07月01日

復健科鞋墊製作職能治療門診記錄單 民國106年06月05日
復健科兒童職能治療門診記錄單 民國106年06月05日
復健科副木製作職能治療門診記錄單 民國106年06月05日
復健科脊髓損傷職能治療門診記錄單 民國106年06月05日
復健科神經職能治療門診記錄單 民國106年06月05日
復健科副木製作職能治療住院記錄單 民國106年06月05日
復健科脊髓損傷職能治療住院記錄單 民國106年06月05日
復健科神經職能治療住院記錄單  民國106年06月05日
復健科心肺物理治療門診記錄單 民國106年05月31日
復健科骨骼肌肉物理治療門診記錄單(儀器) 民國106年05月31日
復健科兒童物理治療門診記錄單 民國106年05月31日
復健科骨骼肌肉物理治療門診記錄單 民國106年05月31日
復健科神經物理治療門診記錄單 民國106年05月31日
純音聽力檢查報告(健康管理中心) 民國106年05月10日
心電圖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5月10日
24小時心電圖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5月10日
運動心電圖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5月10日
復健科心肺物理治療住院記錄單 民國106年04月21日
復健科兒童物理治療住院記錄單 民國106年04月21日
復健科骨骼肌肉物理治療住院記錄單 民國106年04月21日
復健科神經物理治療住院記錄單 民國106年04月21日
復健科病房物理治療住院記錄單 民國106年04月21日
肺部復原處置記錄單 民國106年04月10日
肺部復原治療記錄單 民國106年04月10日
住院記錄 ADMISSION NOTE 民國106年04月06日
手術病人及胸腔物理治療記錄單 民國106年03月31日



彰化基督教醫院實施電子病歷項目 報備衛生局日期
手術病人及胸腔物理治療評估表(首頁) 民國106年03月31日

經皮組織氧分壓測定報告單
(Transcutaneous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report)

民國106年03月31日

高壓氧治療記錄單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RECORD
民國106年03月31日

睡眠多項生理檢查報告

POLYSOMNOGRAPHY REPORT
民國106年03月27日

兒童牙科口腔健康評估表 民國106年03月27日
身心綜合評量表(精神科職能治療) 民國106年03月27日
兒童支氣管鏡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3月27日
呼吸照護記錄單 Respiratory Care Record 民國106年03月14日
呼吸器患者評估記錄單 民國106年03月14日
心導管診療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3月14日
心臟超音波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3月14日
尿動力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3月14日
心理衡鑑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3月14日
復健科心肺功能運動測試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1月16日
復健科超音波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1月16日
六分鐘走路檢查報告 Six-minute Walking Test 民國106年01月16日
心肺運動功能檢查報告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 CPET
民國106年01月16日

兒童肺功能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1月13日
心律變異分析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1月13日
神經功能溫度閾值測定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1月13日
誘發電位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1月13日
神經傳導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1月13日
肌電圖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1月13日
腦波檢查報告 民國106年01月13日
眼科雷射治療記錄單 民國106年01月02日
牙科病歷首頁 民國106年01月02日
尖峰吐氣流速檢測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12月23日
肺功能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12月23日
平衡步態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12月19日



彰化基督教醫院實施電子病歷項目 報備衛生局日期
胸內支氣管鏡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12月19日
胸外內視鏡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12月19日
中醫微循環輔助儀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12月19日
中醫脈診儀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12月19日
中醫舌診儀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12月19日
麻醉後訪視暨品質保證記錄 民國105年10月03日
直肛壓力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9月05日
食道功能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9月05日
病人檢查治療交班單 Ticket to Ride 民國105年08月01日
密切觀察護理記錄單(精神科病房) 民國105年08月01日
頸動脈彩色杜卜勒超音波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7月18日
彩色穿顱超音波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7月18日
兒童胸腔超音波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7月05日
兒童骨盆腔超音波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7月05日
兒童腦部超音波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7月05日
兒童甲狀腺超音波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7月05日
兒童腎臟超音波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7月05日
兒童肝膽超音波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7月05日
兒童心臟超音波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7月05日

中風病人靜脈血栓栓塞預防評估表
 Policy: VTE prophylaxis MUST be done  by the end of the 2nd day

民國105年07月05日

中風病人綜合評估表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stroke patients
民國105年07月05日

康復病房入住評估 民國105年07月01日
照會單 民國105年07月01日
中醫巴氏量表 民國105年06月22日
中醫美國國衛院腦中風評估表 民國105年06月22日
血液透析治療過程記錄表(醫師) 民國105年06月01日
血液透析治療過程記錄表(護理) 民國105年06月01日
日間留院護理觀察評量表 民國105年06月01日
住院飲食醫囑單 民國105年05月23日
住院醫囑記錄 民國105年05月23日
開立住院醫囑單前評估摘要 民國105年05月23日



彰化基督教醫院實施電子病歷項目 報備衛生局日期
住院醫囑單 民國105年05月23日
陰道鏡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5月16日
子宮腔鏡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5月16日
大腸直腸外科大腸鏡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5月16日
逆行性膽胰管造影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5月16日
大腸鏡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5月16日
上消化道內視鏡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5月16日
手術後紀錄 民國105年05月02日
手術紀錄 民國105年05月02日
正子攝影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3月15日
核子醫學檢查報告 民國105年03月15日
化學治療副作用評估 民國105年03月14日
格拉斯哥昏迷量表 民國104年11月02日
輸出入量紀錄表 民國104年11月02日
生命體徵紀錄單 民國104年11月02日
細胞學檢查報告 民國104年11月01日
翻身記錄單 民國103年04月21日
壓瘡傷口照護記錄單 民國103年04月21日
護理觀察評量表(精神科病房) 民國103年02月10日
病理組織檢查報告 民國103年01月01日
約束（隔離）護理記錄單 民國102年10月16日
門診病歷 民國102年09月18日
會診單 民國102年04月08日
首次疼痛評估單 民國102年04月01日
疼痛評估單 民國102年04月01日
兒童疼痛評估表 民國102年04月01日
新生兒/嬰兒疼痛評估表 民國102年04月01日
輸血記錄單 民國101年08月01日
成人身體評估表 民國101年05月01日
兒童身體評估表 民國101年05月01日
新生兒身體評估表 民國101年05月01日
護理計劃 民國101年03月01日
出院病歷摘要 民國100年12月01日



彰化基督教醫院實施電子病歷項目 報備衛生局日期
檢驗報告(包含33項檢驗單張) 民國100年08月15日
護理記錄 民國100年04月11日
護理給藥記錄 民國099年12月01日
超音波報告(包含20項超音波報告) 民國098年11月27日
婦科超音波報告 民國098年11月27日
乳房攝影報告 民國098年11月27日
特殊Ｘ光報告 民國098年11月27日
骨質密度報告 民國098年11月27日
磁振造影報告 民國098年11月27日
一般Ｘ光報告(含影像) 民國098年11月27日
電腦斷層報告 民國098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