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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健保，一直堅持以您的健康為中心。

在2004年，一群致力於為患者提供更優質，更廉價的醫療保障服務的醫師創立了中心健保聯邦醫
療保險計劃。直至今日，我們依然堅持健保福利的最高標準，以會員的需求為首，不遺餘力地為
會員服務。感謝您選擇中心健保聯邦醫療保險計劃！

加入本計劃的條件 :

加入我們的任何一個保險計劃，您都必須符合下列全部的條件: 您必須同時擁有聯邦醫療保險A部
份與B部份，您居住在本計劃的服務地區內，您是美國公民或在美國享有合法的居留權。我們的服
務區包含洛杉磯縣，橙縣，聖伯納迪諾縣及河濱縣(006計劃除外)。

加入中心健保安美計劃HMO C-SNP (006)，您須患有糖尿病，慢性心力衰竭 (CHF)及，或以下心血
管疾病之一：心律失常，冠狀動脈疾病，外周血管疾病或慢性靜脈血栓栓塞障礙。

加入本計劃的方法：

您可以通過以下的方法參加我們的計劃：

1.由授權的經紀為您提供投保協助。如果您希望由授權經紀為您詳細講解本計劃的相關內容，您可
以致電1-866-314-2427(TTY:711)，我們將會為您安排一次免費的諮詢。本次諮詢沒有強制參保
的要求。如果您希望參加我們的計劃，則該授權經紀將會協助您完成申請步驟。

2. 通過傳真或者郵寄方式投保。通過填寫申請表格，並將其傳真至626-388-2371或郵寄至中心
健保 Attn：Enrollment Deparment, 1540 Bridgegate Dr, Diamond Bar, CA 91765.

3. 線上投保。請瀏覽www.centralhealthplan.com投保，或瀏覽www.medicare.gov投保。

我可以使用哪一些醫生，醫院或藥局？

中心健保擁有由醫生，醫院，藥局，以及其他醫事服務提供者組成的健保網。在加入本計劃時，您必
須選擇一名合約醫生作為您的主治醫生 (PCP) 醫療網。當您需要就診于專科醫師或其他醫事服務提供
者時 ， 您的主治醫生將與醫療網合作安排您的醫療護理。如果您使用非網絡內的醫事服務提供者
或藥局，本計劃有可能不會支付相關的服務費用。您可以通過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centralhealthplan.com，查詢相關信息。

1 

http://www.centralhealthplan.com
http://www.medicare.gov
http://www.centralhealthplan.com


常 見 問 題

我的D部分處方藥在計劃的承保範圍內嗎？

您可以搜索我們網站上的藥品處方集，或者聯係會員服務部查詢關於藥物的承保訊息。藥品處方集
會為您提供承保藥物的相關限制條件。如果您所需要的藥物沒有涵保，您可以向醫生要求在我們的
藥品處方集中更換一種藥效接近的藥品，或提出非處方集藥物申請，請在申請的同時向我們提供醫
生證明。如果您需要更多關於如何進行例外申請的資訊，請聯係會員服務部。

我應該如何判斷藥物的費用？

本計劃將涵保的D部分藥物分為六個等級。如需知道您使用的藥品所在的等級，請查閱藥品處方集
或聯係會員服務部。您所支付的藥費取決於您配藥時藥物所處的等級，配藥的天數，所處的藥品承
保階段，您是否使用網絡內的藥局，您使用何種藥局 (例如，零售藥局，郵購服務，長期安養照護
機構，居家注射治療藥物的藥局或其他藥局)以及您是否享有額外補助。

什麽是D部分額外補助？

聯邦醫療保險為收入相對較低的人士提供額外補助 (通常又稱之為低收入補助或LIS)，為其減輕醫
療支出的負擔。額外補助可以幫助支付D部分月費，自付額，共付額及共同保險。某些情況下，可
能不需要申請，即可享有額外補助。如果需要瞭解是否達到額外補助的條件，您可以聯係社會安全
局：1-800-772-1213，TTY請撥打1-800-325-0778， 周一至周五，早上7點至晚上7點。

如果我有聯邦醫療保險和加州醫療補助計劃 (白卡)，我應該如何使用福利？

如果您有聯邦醫療保險和加州醫療補助計劃，中心健保將會為我提供聯邦醫療保險所承保的所有福
利，這些福利包括您的醫療服務及處方藥福利。加州醫療補助計劃將會為您支付聯邦醫療保險沒有承
保的部分醫療服務的分擔費用。請務必在看醫生的時候，同時出示您的中心健保會員卡及加州醫療補
助計劃會員卡(白卡)。這時醫生將不會向您額外收取費用 (醫生不需要與加州醫療補助計劃簽約)。

我可以從哪裏查詢更多的相關信息？

會員服務部可以協助有關您會員資格以及福利方面的相關問題。請致電1-866-314-2427，上午8點
至晚上8點 (PT)，每周7天，TTY請撥打711。
此福利摘要為您提供了我們所承保的及您需要自付的福利綜述。該冊子并沒有完整列出我們所承保
的所有福利及限制或除外條件。如需獲取一份完整的服務說明，請索取“福利說明書”或瀏覽中心
健保網站 www.centralhealthplan.com。
如果您想瞭解更多關於原聯邦醫療保險計劃的承保福利和費用，請查閱您現有的“聯邦醫療保險與
您手冊”。您也可以瀏覽網站www.medicare.gov或致電1-800-Medicare (1-800-633-4227) 索取
該手冊， 每周7天每天24小時。TTY可撥打1-877-486-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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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
$0 月費

自付額
沒有自付額

共付額上限
年度醫療共付額上限為 $990

住院治療*
$0 住院日數無限制

門診治療*
$0 (詳情請參閱福利說明書)

醫師門診*
主治醫師門診：$0 | 專科醫師門診：$0 | 遠程醫療：$0

預防疾病服務項目* 
$0

急診醫療服務
$50 (如在24小時內入院，則費用為 $0)

急切需求醫療服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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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化驗放射科服務*
放射診斷 (如磁共振)：$0 | 化驗室服務：$0 | 診斷步驟及檢查：$0 | X光檢查：$0

中心健保聯邦紅藍卡計劃 (001)

聽力檢查及服務*
免費例行聽力檢查，助聽器補助每年高達 $2,000，由 NationsHearing 提供

牙科服務*
全面牙科保障包含假牙及種牙(更有口腔檢查，洗牙及X光檢查，費用為$0) 
由 DeltaCare® USA提供

眼科服務*
例行視力檢查：$0，每年一次
鏡片鏡框補助：每年高達 $300

精神科護理*
每次門診治療：$5

專業療養院*
第 1-20 天為 $0，第 21-65 天每天為 $75，第 66-100 天為 $0 (每福利階段承保多達100天)

物理治療* 
$0

救護車服務*
地面救護車：$40 每單程
空中救援機：20% 每單程

交通車福利*
每年提供無限次往反交通車接送服務，費用為 $0 (每往反里程限制為50英里)

標注 * 的服務需要預先核准或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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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醫療保險B部分藥物* 
20%

門診手術中心* 
$0

糖尿病用品*
血糖儀，血糖試紙，刺血針：$0，須郵購獲取 
僅限於 GLUCOCARD Shine 或 GLUCOCARD Expression

耐用醫療設備(DME)*
0% 至 20% 費用 
0% 耐用醫療設備包括手杖，拐杖，助行器，相關配件及便桶

健身房福利
對符合條件的費用，每個月提供高達 $50 補助

針灸*
每年多達24次針灸治療，費用為 $0

櫃檯成藥 (OTC)
每三月$125 補助，該福利通過郵購目錄獲取 (福利額度不能叠加) 

Viagra®/sildenafil 
Viagra® $75 每30天 (限6顆) 
sildenafil $0 每30天 (限6顆)(普通藥)

海外醫療保障
對符合條件的費用，提供高達 $100,000 報銷額度 (僅限急切門診和急診服務)

食品到家福利*
符合條件的會員每月可以訂購一箱新鮮的食品送貨上門。詳情請聯繫會員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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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健保聯邦紅藍卡計劃 (001)

D部分處方藥 中心健保聯邦紅藍卡計劃 (001)

自付額階段 無自付額

起始承保階段 零售藥局 郵購藥局
扣除自付額後 (30天藥量) (100天藥量)

第一等級 – 優先普通藥 $0 $0

第二等級 – 普通藥 $0 $0

第三等級 – 優先名牌藥 $35 $70

第四等級 – 非優先藥 $75 $150

第五等級 – 特殊等級藥 33% N/A

第六等級 – 選擇性護理藥 $10 $20

保障缺口階段 零售藥局 郵購藥局
年度總藥物費用達到 $4,430 後 (30天藥量) (100天藥量)

第一等級 – 優先普通藥 $0 $0

第二等級 – 普通藥 $0 $0

第三等級 – 優先名牌藥

普通藥：藥物成本的 25%
名牌藥：藥物費用的 25%

及一部分配藥費用
(第五等級藥物不提供郵購藥局折扣福利)

第四等級 – 非優先藥

第五等級 – 特殊等級藥

第六等級 – 選擇性護理藥

高額度藥物福利期
年度自付藥物費用達$7,050 後

以較高費用為準：藥物費用的 5% 或普通藥物 $3.95
(包含被視為普通藥的名牌藥)

及其他藥物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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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聯邦醫療保險所需的費用 聯邦醫療保險及無分攤費用白卡

保費
33.20 月費

如有額外補助，則每月 $0 
(需有LIS 1，2或3）

自付額
無自付額 無自付額

共付額上限
年度醫療共付額上限為 $6,700

住院治療*
$1,484 自付額，1至 60 天：$0，61至90 天：每天 $371，
$742 每終身儲備天，最多60天 (可能將於2022年有所變更) 

$0 

門診治療* 
20% $0

醫師門診*
主治醫師門診：$0 | 專科醫師門診：$0
遠程醫療：$0

主治醫師門診：$0
專科醫師門診：$0
遠程醫療：$0

預防疾病服務項目* 
$0 $0 

急診醫療服務
費用 20% (不超過 $75) 
如在24小時內入院，則費用為 $0 

$0

急切需求醫療服務
費用 20% (不超過 $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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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健保特選計劃 (004)

僅有聯邦醫療保險所需的費用 聯邦醫療保險及無分攤費用白卡

診斷，化驗放射科服務*
放射診斷 (如磁共振)：20% | 化驗室服務：$0
診斷步驟及檢查：$0 | X光檢查：20%

放射診斷 (如磁共振)：0% |
化驗室服務：$0 | 診斷步驟及
檢查：$0 | X光檢查：0%

聽力檢查及服務*
免費例行聽力檢查，助聽器補助每年高達 $3,000，由 NationsHearing 提供

牙科服務*
全面牙科保障包含假牙及種牙(更有口腔檢查，洗牙及X光檢查，費用為$0) 
由 DeltaCare® USA提供

眼科服務*
例行視力檢查：$0，每年一次
鏡片鏡框補助：每年高達 $300

精神科護理*
門診治療：$0 門診治療：$0

專業療養院*
每福利階段費用為第1至20天: $0，第21至100天: 
每天 $185 (可能將於2022年有所變更)

每日的費用為 $0，每福利階段
承保多達100天

物理治療* 
$0 $0

救護車服務* 
20% $0

交通車福利*
每年提供無限次往反交通車接送服務，費用為 $0 (每往反里程限制為50英里)

  
  

  
  

    

標注 * 的服務需要預先核准或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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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聯邦醫療保險所需的費用 聯邦醫療保險及無分攤費用白卡

聯邦醫療保險B部分藥物* 
20% $0

門診手術中心* 
20% $0

糖尿病用品*
血糖儀，血糖試紙，刺血針：$0，須郵購獲取 
僅限於 GLUCOCARD Shine 或 GLUCOCARD Expression

耐用醫療設備(DME)* 
20% $0

健身房福利
對符合條件的費用，每個月提供高達 $50 補助

針灸*
每年多達30次針灸治療費用為 $0

櫃檯成藥 (OTC)
每三月 $250 補助，該福利通過郵購目錄獲取 (福利額度不能叠加) 

  

 
Viagra®/sildenafil 
Viagra® 25% 每30天 (限6顆)
sildenafil $0 每30天 (限6顆) (普通藥)

海外醫療保障
對符合條件的費用，提供高達 $100,000 報銷額度 (僅限急切門診和急診服務)

食品到家福利*
符合條件的會員每月可以訂購一箱新鮮的食品送貨上門。詳情請聯繫會員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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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健保特選計劃 (004)

D部分處方藥 中心健保特選計劃 (004)

自付額階段
$480 自付額 (第一至二藥物等級免自付額)

如有最高等級額外補助，則無自付額

起始承保階段 沒有額外補助的藥物費用 有額外補助的藥物費用

扣除自付額後 (30天藥量) (每處方)

第一等級 – 優先普通藥 $0 $0

第二等級 – 普通藥 $0 $0

第三等級 – 優先名牌藥 25% 基於額外補助的等級，
您的藥物費用為：第四等級 – 非優先藥 25% 普通藥：

第五等級 – 特殊等級藥 25% $0，$1.35，$3.95
名牌藥：

第六等級 – 選擇性護理藥 $10 $0，$4.00，$9.85

保障缺口階段
年度總藥物費用達到 $4,430 後

第三等級 – 優先名牌藥

第四等級 – 非優先藥

第五等級 – 特殊等級藥

第六等級 – 選擇性護理藥

高額度藥物福利期
年度自付藥物費用達$7,050 後

沒有額外補助的藥物費用
(30天藥量)

普通藥：藥物成本的 25%
名牌藥：藥物費用的 25%

及一部分配藥費用

以較高費用為準：藥物費用
的 5% 或普通藥物 $3.95

(包含被視為普通藥的名牌
藥)及其他藥物 $9.85

有額外補助的藥物費用
(每處方)

基於額外補助的等級，
您的藥物費用為：

普通藥：
$0，$1.35，$3.95

名牌藥：
$0，$4.00，$9.85 

$0 

第一等級 – 優先普通藥 $0 $0

第二等級 – 普通藥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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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
$0 月費

聯邦醫療保險B部分保費返現
每月$5返現

自付額
沒有自付額

共付額上限
年度醫療共付額上限為 $1,800

住院治療*
$0 住院日數無限制

門診治療*
$0 (詳情請參閱福利說明書)

醫師門診*
主治醫師門診：$0 | 專科醫師門診：$0 | 遠程醫療：$0

預防疾病服務項目* 
$0

急診醫療服務
$50 (如在24小時內入院，則費用為 $0)

急切需求醫療服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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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健保安美計劃 (006)

診斷，化驗放射科服務*
放射診斷 (如磁共振)：$0 | 化驗室服務：$0 | 診斷步驟及檢查：$0 | X光檢查：$0

聽力檢查及服務*
免費例行聽力檢查，助聽器補助每年高達 $2,000，由 NationsHearing 提供

牙科服務*
全面牙科保障包含假牙及種牙(更有口腔檢查，洗牙及X光檢查，費用為$0) 
由 DeltaCare® USA提供

眼科服務*
例行視力檢查：$0，每年一次
鏡片鏡框補助：每年高達 $150

精神科護理*
每次門診治療：$5

專業療養院*
第 1-20 天為 $0，第 21-65 天每天為 $75, 第 66-100 天為 $0 (每福利階段承保多達100天)

物理治療* 
$0

救護車服務*
地面救護車：$50 每單程
空中救援機：20% 每單程

交通車福利*
每年提供無限次往反交通車接送服務，費用為 $0 (每往反里程限制為50英里) 

標注 * 的服務需要預先核准或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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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醫療保險B部分藥物* 
20%

門診手術中心* 
$0

糖尿病用品*
血糖儀，血糖試紙，刺血針：$0，須郵購獲取 
僅限於 GLUCOCARD Shine 或 GLUCOCARD Expression

耐用醫療設備(DME)*
0% 至 20% 費用 
0% 耐用醫療設備包括手杖，拐杖，助行器，相關配件及便桶

健身房福利
對符合條件的費用，每個月提供高達 $50 補助

針灸*
每年多達24次針灸治療，費用為 $0

櫃檯成藥 (OTC)
每三月 $125 補助，該福利通過郵購目錄獲取 (福利額度不能叠加) 

Viagra®/sildenafil 
Viagra® $75 每30天 (限6顆) 
sildenafil $0 每30天 (限6顆)(普通藥)

海外醫療保障
對符合條件的費用，提供高達 $100,000 報銷額度 (僅限急切門診和急診服務)

食品到家福利*
符合條件的會員每月可以訂購一箱新鮮的食品送貨上門。詳情請聯繫會員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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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健保安美計劃 (006)

D部分處方藥 中心健保安美計劃(006)

自付額階段 無自付額

起始承保階段 零售藥局 郵購藥局
扣除自付額後 (30天藥量) (100天藥量)

第一等級 – 優先普通藥 $0 $0

第二等級 – 普通藥 $0 $0

第三等級 – 優先名牌藥 $35 $70

第四等級 – 非優先藥 $75 $150

第五等級 – 特殊等級藥 33% N/A

第六等級 – 選擇性護理藥 $0 $0

保障缺口階段 零售藥局 郵購藥局
年度總藥物費用達到 $4,430 後 (30天藥量) (100天藥量)

第六等級 – 選擇性護理藥 $0 $0

高額度藥物福利期 以較高費用為準：藥物費用的 5% 或普通藥物 $3.95
(包含被視為普通藥的名牌藥)

年度自付藥物費用達$7,050 後 及其他藥物 $9.85

第一等級 – 優先普通藥 $0 $0

第二等級 – 普通藥 $0 $0

第三等級 – 優先名牌藥 普通藥：藥物成本的 25%
名牌藥：藥物費用的 25%

及一部分配藥費用
(第五等級藥物不提供郵購藥局折扣福利)

第四等級 – 非優先藥

第五等級 – 特殊等級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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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
$0 月費

聯邦醫療保險B部分保費返現
每月$125返現

自付額
沒有自付額

共付額上限
年度醫療共付額上限為 $2,900

住院治療*
第 1-5 天為 $125，6 天以上，每天為 $0

門診治療*
$75-225 (詳情請參閱福利說明書)

醫師門診*
主治醫師門診：$0 | 專科醫師門診：$5 | 遠程醫療：$0

預防疾病服務項目* 
$0

急診醫療服務
$120 (如在24小時內入院，則費用為 $0)

急切需求醫療服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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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健保悅享計劃 (019)

診斷，化驗放射科服務*
放射診斷 (如磁共振)：$0-$75 | 化驗室服務：$0 | 診斷步驟及檢查：$0 | X光檢查：$0

聽力檢查及服務*
由NationsHearing提供免費的例行聽力檢查。不提供助聽器福利 

牙科服務*
全面牙科保障包含假牙及種牙(更有口腔檢查，洗牙及X光檢查，費用為$0) 
由 DeltaCare® USA提供

眼科服務*
例行視力檢查：$0，每年一次
鏡片鏡框補助：每年高達 $125

精神科護理*
每次門診治療：$40

專業療養院*
第 1-20 天為 $0，第 21-100 天每天為 $100

物理治療* 
$5

救護車服務*
地面救護車：$150 每單程
空中救援機：20% 每單程

交通車福利*
每年提供無限次單程交通車接送服務，費用為 $0 (每單程里程限制為50英里) 

標注 * 的服務需要預先核准或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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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醫療保險B部分藥物* 
20%

門診手術中心* 
$0

糖尿病用品*
血糖儀，血糖試紙，刺血針：$0，須郵購獲取 
僅限於 GLUCOCARD Shine 或 GLUCOCARD Expression

耐用醫療設備(DME)*
0% 至 20% 費用 
0% 耐用醫療設備包括手杖，拐杖，助行器，相關配件及便桶

健身房福利
對符合條件的費用，每個月提供高達 $40 補助

針灸*
每年多達12次針灸治療，費用為 $0

櫃檯成藥 (OTC)
每三月 $100 補助，該福利通過郵購目錄獲取 (福利額度不能叠加) 

Viagra®/sildenafil 
Viagra® $99 每30天 (限6顆) 
sildenafil $0 每30天 (限6顆)(普通藥)

海外醫療保障
對符合條件的費用，提供高達 $50,000 報銷額度 (僅限急切門診和急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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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部分處方藥 中心健保悅享計劃 (019)

中心健保悅享計劃 (019)

自付額階段

起始承保階段
扣除自付額後

保障缺口階段
年度總藥物費用達到 $4,430 後

無自付額

零售藥局 郵購藥局 
(30天藥量) (100天藥量)

零售藥局 郵購藥局 
(30天藥量) (100天藥量)

普通藥：藥物成本的 25% 
名牌藥：藥物費用的 25% 

及一部分配藥費用 
(第五等級藥物不提供郵購藥局折扣福利)

第一等級 – 優先普通藥 $0 $0

第二等級 – 普通藥 $10 $20

第三等級 – 優先名牌藥 $47 $94

第四等級 – 非優先藥 $99 $198

第五等級 – 特殊等級藥 33% N/A

第六等級 – 選擇性護理藥 $10 $20

第一等級 – 優先普通藥 $0 $0

第二等級 – 普通藥

第三等級 – 優先名牌藥

第四等級 – 非優先藥

第五等級 – 特殊等級藥

第六等級 – 選擇性護理藥

高額度藥物福利期
年度自付藥物費用達$7,050 後

以較高費用為準：藥物費用的 5% 或普通藥物 $3.95
(包含被視為普通藥的名牌藥)

及其他藥物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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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 Bridgegate Drive, Diamond Bar, CA 91765
免費電話:1-866-314-2427 TTY: 711

每周7天，上午8點至晚上8點 
www.centralhealthplan.com

中心健保聯邦健保計劃是個與聯邦醫療保險簽約的健康管理組織 HMO 計劃。中心健保聯邦健保計劃登記
資格取決於續訂合約與否。此資料不是完整的說明。 請致電1-866-314-2427 (TTY: 711) 獲得更多資訊。
對於2022年可能變化的費用，本計劃會在聯邦醫療保險公佈最新費用時更新相關資訊。

http://www.centralhealthpl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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