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乳癌和子宮頸癌篩檢資格表 

 

 

資格登記資訊 

當天日期 姓氏 名字 中間名 其他曾使用的姓 

出生日期 當前年齡 社會安全碼 

郵寄地址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郡 

電話號碼（是否可以在撥打電話時留下關於資格/會談的訊息？□是□否） 

市內電話號碼：( ) 手機號碼：( ) 電子郵件地址    

族群背景 
 

您是西語裔嗎？（西班牙裔/拉丁美洲西
班牙裔/拉丁美洲裔） 

□是□否□不明 

種族哪一個（哪幾個）種族最適合用來描述您？ 

□白人    □美洲印第安人或 阿拉斯加 原住民 □黑人或 非洲人 

 
□亞洲人□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 太平洋 島民 □其他/不明 

選答（僅用於專案評估）－勾選所有適用選項：□阿米許派□門諾教派□LGBTQ□女性殘疾人士 

主要語言：□英語□西班牙語 □ 其他  您會談時是否需要口譯員協助？ □是 □否 

醫療照護涵蓋範圍 

您是否有醫療保險？□是 □否 如果有，請填入保險公司 名稱    

您有醫療補助 (Medicaid) 嗎？□是□否 

您有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 (Medicare Part B) 嗎？ □是□否 

您是否曾被轉介至醫療保險交易市場或延伸醫療補助 計畫？ □是 □否 轉介 日期    

醫療 背景 

您有任何與乳房相關的問題嗎？ □是 □否   您有任何骨盆方面的症狀嗎？ □是□否 

您是否曾經做過乳房 X 光攝影篩檢？ □是 □否  
您是否得過子宮頸癌？ □是□否 

最近一次乳房 X 光攝影篩檢的日期   您是否曾經做過子宮頸抹片檢查？ □是 □否 

最近一次 乳房 X 光攝影篩檢的地點   最近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 的日期    

您的乳房是否有任何植入物？ □是 □否 
最近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 的地點    

如果有，請填入植入物類型：  □矽膠 □鹽水袋 □凝膠 您是否曾經進行過子宮切除術？ □是□否 □不明 

您是否 有 個人   乳癌   病史？ □是 □否 如果有，請問它是由子宮頸癌所導致的嗎？ □是□否 □不明 

您是否曾經有過  已知的 如果有，您仍保留子宮頸嗎？ □是□否 □不明 

BRCA1 或 BRCA2 基因突變？ □是 □否 □不明 您的醫師是否曾經告知您不再需要做子宮頸抹片？ □是 □否 

您如何得知本計畫？（勾選所有適用項） 

□ 醫療 院所rr （院所 名稱）   □ 活動 （活動 名稱）    

□ 重新篩檢/先前已登記 □BCCP 塑膠 名 片 □ 免費診所 □家人/朋友/口耳相傳 

□ 傳單/海報/小冊子 □報紙/電視/收音機 □ 社群媒體 （臉書、Instragram  等） 

□ 網際網路 （網站、 搜尋 引擎 等） □其他 組織 （蘇珊科曼乳腺癌基金會 (Komen)、 社區 辦事處 等）  □其他    

請繼續翻到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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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姓名： 

會談資訊 

最適合您的會談時間是 一天 當中的什麼時段？    

請提供您的醫師或診所的名稱/電話號碼    

如果BCCP的工作人員沒辦法透過郵件或電話聯絡上您，BCCP工作人員可為了取得您目前住址或電話號碼的目的而

連絡下列人員。 請提供總是可以聯絡上您的一至兩個人的姓名和電話號碼。 

姓名   姓名  

關係   關係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是否有任何可能阻礙您接受癌症篩檢服務的不可控因素？ 

請在下面描述那些不可控因素，如果沒有，請勾選無 

□ 交通不便  □下班時間 □無人照顧小孩  □無 

其他，請 詳述： 

 

您有下列事項需要協助以便接受醫療服務嗎？ 勾選所有可能適用的選項或勾選無。 

□ 聽力障礙 □ 行動不便，例如無法行走或爬 樓梯 

□ 視力障礙 □ 辦事不便   例如不便造訪醫師辦公室或購物 

□ 無法自行著裝 或 沐浴 □ 其他    

□ 難以專注、記憶或 作 決定 □ 無 

戒菸 俄亥俄州戒菸熱線： 1-800-QUIT-NOW 

您是否吸菸？□是□否 

□是的，我正打算戒菸，並且同意戒菸熱線致電給我。 我了解我的參與是出於自願，並且俄亥俄州戒菸熱線是

一項免費服務。 

□是的，但我不希望戒菸輔導員致電給我。 

請閱讀並簽署知情同意書，授權以披露醫療照護資訊和收入證明表格。 

□ 21歲 以上？ □ 登記加入 BCCP CDC  資格？ 
僅供辦公室使用 

□ 無保險/保險不足？ □ 登記加入 BCCP CDC  資格？ 
州 ID 

 

□ 屬於貧窮的300%範圍內？ □ 登記加入病患領航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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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乳腺癌與宮頸癌專案 
收入的自我證明 

 
俄亥俄州衛生部，乳癌與宮頸癌專案 (BCCP) 為俄亥俄州符合資格的女性提供篩檢與診斷服務。女性年齡 21 歲及以上且收入

不超過聯邦貧困線 300%，沒有保險或共付額或自付額保險，可能有資格透過俄亥俄州 BCCP 專案獲得有償服務。每年需要

重新驗證收入。俄亥俄州 BCCP 專案支付批准的乳腺癌與宮頸癌篩檢與診斷服務的費用；服務之前，必須先獲得俄亥俄州 
BCCP 專案的批准。 

 

客戶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BCCP ID 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人數 – 需確定您的家庭人數，包括您自己（如果已婚，則包括您的配偶）；及未滿 18 歲的未成年子女。 
  

週期 一 1 2 3 4 5 6 7 8 9 其他：   
 

家庭成員姓名 關係 年齡 
   
   
   
   
   
   
   

 
家庭總收入 

收入– 收入包括工資與薪資、小費、贍養費、公共援助、殘障補助費、失業救濟金、社會保障費、利息、退休金與養老金。

僅包括家庭成年人的收入。 
 

收入人名稱 雇主或收入來源 總收入（稅前） 獲得收入的頻率？ 
  $  
  $  
  $  
  $  
  $  
  $  
 
若您報告的收入為 $0，請簡要說明您在財務方面如何生活： 

我在此證明，據我所知，我向俄亥俄州 BCCP 專案提供的資料真實且準確。我進一步了解，如果這些資料被確認為虛假

或不準確，我將被取消參加此專案的資格。 
  

 

 
姓名 （正楷） 簽名／日期 

 

               
               
  



俄亥俄州衛生部乳腺與子宮頸癌專案 (BCCP) 同意照護與發佈個人資訊 
 

姓名：   
（請正楷書寫） 

出生日期：  /  /   

 
1) 我了解俄亥俄州 BCCP 專案是一項針對乳腺癌與子宮頸癌有限篩檢與診斷計畫，並且僅承保俄亥俄州 BCCP 專案授

權的服務（允許程序清單）。我了解我可能要承擔額外服務的費用，並已與專案工作人員討論。我有機會審查於

此同意書背面提供的合格可償付服務。 
 

2) 我了解俄亥俄州 BCCP 是最後的付款人。如果我有醫療保險，我的服務將首先提交給我的保險公司。俄亥俄州 
BCCP 必須獲得我對這些服務的利益的解釋，才能確定該專案的其他付款。俄亥俄州 BCCP 專案將協助您依照醫療

保險 B 部分的費率支付允許服務的費用。我了解俄亥俄州 BCCP 專案可能無法支付全部服務費用。 
 

3) 我了解根據資格指南，如果我不符合俄亥俄州 BCCP 計畫的資格，我就有資格獲得導引服務。我了解俄亥俄州 
BCCP 僅限不負擔醫療服務費用的導引計畫；然而透過參與，導引員將與我一起尋找可能的資金來源。獲得導引服

務無需付費。如果我不符合付費服務資格，將傳送通知給我並將其記錄在我的 BCCP 紀錄中。 

4) 我了解我的健康照護為俄亥俄州 BCCP 專案的一部分，將建立及維護紀錄說明我的病史、症狀、檢驗與檢測結果、

診斷、治療以及未來的照護或治療計畫。我了解這些資訊是計劃我的照護與治療的基礎，包括提供照護的醫療服

務提供者之間的溝通；驗證付款服務的方式；以及進行健康照護操作的工具，例如評估品質。 

5) 我允許我的健康照護提供者、化驗室、診所、放射室及／或醫院向俄亥俄州 BCCP 專案提供我的乳腺癌與子宮頸癌

篩檢檢驗及／或追蹤檢驗與治療結果。 

6) 我了解作為在俄亥俄州 BCCP 接受治療的條件，俄亥俄州 BCCP 可能會出於治療、付款與健康照護目的使用或披露

我的健康資訊。提供給我的隱私慣例通知充分說明這些資訊的使用與披露，並且我有機會進行審查。 

7) 我在此免除對該專案及其員工與代表提出與我參加俄亥俄州 BCCP 專案有關的任何理賠、要求與訴訟。其中包括

針對我在加入該專案期間癌症檢測或診斷及／或治療失敗、或與所接受診斷或治療相關的任何措施或遺漏的任何

理賠。 

8) 我了解我有權隨時以書面形式撤銷／撤回本同意書。我的撤銷將是有效的，除非俄亥俄 BCCP 已經依據我的同意使

用或披露我的健康資訊。如果我撤回同意，可能取消未來將提供的治療。 

9) 如果俄亥俄州 BCCP 的工作人員無法透過郵件或電話與我聯絡，我透過以下簽名特此授權他們聯絡以下人員，以獲

取我當前的地址及／或電話號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俄亥俄州戒菸熱線–患者傳真轉診表授權發佈資訊： 
 

_______ 是的，我打算戒菸，並同意讓戒菸熱線打電話給我。我了解我的參與是自願的，俄亥俄州戒菸熱線為免

費服務。 
 
 

簽名：  日期： /  /   
（本同意書自簽名之日起 2 年後到期）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合作協議 5 NU58DP006284-03-00 可能提供部分資金 

HEA 3211 2019 年 9 月修訂  白色：區域辦事處副本   黃色：客戶副本  
 



俄亥俄州衛生部乳腺與子宮頸癌專案 (BCCP) 同意照護與發佈個人資訊 
 

可償付的 BCCP 服務 
 

子宮頸癌篩檢與診斷 
如果我的年齡為 
21 - 29 歲 

• 每三 (3) 年回診一次，由醫師或護士進行巴氏塗片檢查。（門診

回診可能包括骨盆檢查與臨床乳房檢查–CBE） 
• 如果巴氏塗片檢查結果異常，應進行追蹤檢驗與診斷測試。 

如果我的年齡超過 
30 歲 

• 每三 (3) 年回診一次，由醫生或護士進行巴氏塗片檢查，或每

五 (5) 年進行巴氏塗片與人類乳突病毒檢查。（門診回診可能

包括骨盆檢查與臨床乳房檢查（CBE）） 
• 如果巴氏塗片檢查結果異常，應進行追蹤檢驗與診斷測試。 

 
乳腺癌篩檢與診斷 
如果我的年齡為 
21 - 39 歲 

• 如果醫生根據臨床檢查、家族病史或其他因素確定有必要進行

篩檢或診斷，則進行乳房 X 光攝影篩檢／診斷。（可能包括門

診回診以獲取醫囑） 
• 如果乳房 X 線照片結果異常，應進行追蹤門診回診／檢驗以

及診斷測試。 
如果我的年齡為 
40 歲  

• 兩年（每兩年一次）進行一次乳房 X 光攝影篩檢。（可能包括

門診回診以獲取醫囑） 
• 如果乳房 X 線照片結果異常，應進行追蹤門診回診／檢驗以

及診斷測試。 
 

所有服務必須由區域登記局批准並安排；客戶不得自行安排預約。需要與 BCCP 簽約的醫療服務

提供者預約所承保的服務。當前程序代碼清單允許的診斷檢測需要事先授權或批准。 
 

如果我被診斷為患有乳腺或子宮頸的癌前病變或癌症，專案工作人員將檢查我的收入以幫助我

尋找最佳治療資源。我可能符合 BCCP 醫療補助計畫 (Medicaid) 資格。為申請 BCCP 醫療補助計

畫 (Medicaid)，我可能需要證明我的身份，即我是一名美國公民或擁有合法身份的外國人，並提

供所得稅申報表或工資存根以證明我的收入。 
 

俄亥俄州 BCCP 不償付的服務 
40 歲以下 • 未經醫生轉診的乳房 X 光攝影篩檢／診斷 
任何年齡 • 任何癌症治療 

• 年度女性健康檢查 
• 年度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 乳腺癌與子宮頸癌篩檢或診斷以外的任何服務 
• 醫生可能會要求進行的其他檢查，如血液或尿液檢查。 
• 我在註冊參加此專案之前接受過的檢查 
• 住院或治療服務。 
• 門診回診時開立的處方藥物。 

在提供任何醫療服務之前，區域工作人員將審查所有允許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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