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證明 

 

患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賬戶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的姓名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本人是患者的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東、親戚、朋友、室友）  

本人特此證明，上述個人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起 
   （年/月） 

已與本人居住於以下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州及郵遞區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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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證明書 

 

患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賬戶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聲明旨在告知醫院，本人（和本人的配偶）自____________至

_______________期間概無任何收入/失業補助。     

          （年/月）   （年/月） 

患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 

 

2. 本聲明旨在告知醫院，本人自_________________起居住於新澤西州，並計劃

留在新澤西州。 

     （年/月） 

患者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 

 

3. 本聲明旨在告知醫院，本人（和本人的配偶）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起概無任何資產。 

 

                    患者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 

 

4. 本聲明旨在告知醫院，本人並未自行購買或透過任何其他方擁有任何醫療保

險，以承擔本人尚未支付的醫院服務費用。 

 



 
 

患者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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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援助聲明 

患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賬戶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此確認，本人正在/曾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提供以下類型的支援和援助： 
                           （患者姓名） 

     

  是  否 

食物：  ____  ____ 

住所： ____  ____ 

現金  ____  ____  每月金額：$ ________________ 

 

自：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月）     （年/月） 

 

  在以下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州及郵遞區號） 

 

本人概不負責且無法為其支付任何醫院或醫療開支。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楷姓名 



 
 

與患者的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若與上述地址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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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記錄和資訊  

之  

授權書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會安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特此授權閣下向   

Adreima/HackensackUMC 公佈與本人年齡、住所、公民身份、就業、收入、資產和/或銀

行賬單相關的任何資訊。 

本人瞭解，所取得的資訊將僅用於與社會保障計劃、Medicaid 和新澤西州醫院護理援助計

劃的資格直接相關的目的。 

此次公佈為本人自願作出，且本人完全知悉。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本授權書所載資訊為專用機密資訊，僅可由上述個人或實體所使用。若本訊息的閱讀者並非收件人，則特

此告知閣下，嚴禁傳播、散佈或複製本通訊。若閣下誤收本通訊，請立即打電話通知我們，並將訊息正本

寄回給我們，地址為： 



 
 

HackensackUMC 
Financial Assistance Office 
100 First Street, Suite 300 
Hackensack, NJ 07601 
(551) 996 - 4343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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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申請新澤西州醫院護理 

付款援助計劃之聲明 

 

患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賬戶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敬啟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患者簽名                   配偶/支援者/其他人士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楷姓名       正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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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證明書 

無財務關係證明 

患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賬戶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特此證實，本人自  
                           （患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起與本人的配偶離婚。 
      （年/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患者簽名 

2. 本人特此證實，本人並未與本人的配偶一同居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患者簽名） 

3.  本人特此證實，本人與本人的配偶並未擁有聯名銀行賬戶或其他資產，且我們

並未共同租賃或擁有任何房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患者簽名） 

4. a.) 本人特此證實，本人的配偶與本人自___________起並未提交共同所得稅申報

書。 
              （年） 

（請隨附在獲得醫院服務的日期前提交的最後一份所得稅申報書副本） 

b.) 本人並未就_______提交且無法提供本人最後一份所得稅申報書副本，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簡短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患者簽名 

5. 本人特此證實，本人並未從本人的配偶獲得，亦未向其提供任何贍養費、子女

撫養費、收入或任何其他財務援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患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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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宣誓書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醫療記錄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患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特此證實，下列聲明真實準確。本人目前沒有所要求的文件。本人將盡力獲得所要求的資訊，並向醫

院提供，以便提交常規文件來完成新澤西州醫院護理付款援助計劃的申請。 

1.)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特此聲明，本人是上文提述之個人。本人進一步聲明，本人沒有新澤

西州醫院護理付款援助計劃所要求的身份證明書。 

X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本人自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起居住於上述地址，並計劃繼續居住於新澤西州。本人於任何其他州或

國家概無其他住所。 

X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本人和/或本人的配偶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起至目前概無任何收入，和/或本人於前述期間已

獲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關係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援助。 

X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本人和/或本人的配偶在接受服務時概無任何資產。 

X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和/或本人的配偶於__________________服務日期擁有金額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資產。 

該等款項分別為支票賬戶_____、儲蓄賬戶_____、現金_____。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X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本人並未自行購買或透過任何其他方擁有任何醫療保險，以承擔本人尚未支付的醫院賬單。 

X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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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肯薩克大學醫學中心  

ER 住院申請 

 

1. 患者姓名：      患者賬戶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姓氏）  （名字）              （中間名） 

 

             
2. 患者的家庭地址：     電話號碼： 

街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門牌號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州：___ 郵遞區號：________  （包括地區區碼） 

 

 

3. 保險 

患者是否有健康或其他保險？是__否__未知__ 

 

4. 新澤西州定居（勾選）  是__ 否__ 未知__ 

 

5. 就業（勾選）  是__否__未知__ 

僱主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僱主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患者的年收入最佳估計金額：$ 

收入來源：___________________ 

每月/每兩週/每週（圈出一個）總額 $__________________ 

 

7. 銀行賬戶（勾選） 是__否__未知__ 

患者於服務日期時的資產：$ ________________ 

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賬戶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特此證明，上述資訊真實準確。本人授權參與醫院可聯絡任何人士或實體，

以核實與新澤西州醫院護理付款援助計劃申請相關的任何資訊。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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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家可歸申請人證明書 

患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賬戶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人特此證實，本人（即上述人士）是新澤西州無家可歸的居民，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起居無定所。 
            （年/月） 

患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2. 本人特此證實，本人沒有任何身份證明；且本人特此確認，本人的姓名是

___________________。 

 



 
 

患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3. 本人特此證實，本人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起 

並未獲得任何類型的收入、現金、援助或福利 
                          （年/月） 

 

患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4. 本人特此證實，本人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起 

並未擁有任何資產（如銀行賬戶、現金或房產） 
                        （年/月） 

 

患者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5. 本人特此證實，本人並未自行購買或透過任何其他方擁有任何醫療保險，以承擔本

人尚未支付的醫院賬單。 

患者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6. 本人僅在郵寄信件時使用以下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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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知悉證明書 

 

患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賬戶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將  
                                           （簽署人姓名） 

代表無法完成申請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來完成本次新澤西州醫院護理付款援助計劃的申

請，  
                                          （患者姓名） 

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是患者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且有理由知悉其  

   （與患者的關係） 

財務狀況，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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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意願證明書 

 

日期_____________ 

 

敬啟者：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打算返回本人的國家。 

 

本人非常想在美國生活，並在新澤西州居住。 

 

 

        

謹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見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