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心健保

福 利 提 要
2022
中心健保聖馬特奧計劃  (HMO) 

請聯繫我們 : 
免費電話 : 1.866.314.2427 TTY: 711 

H5649_081921_BH_SM_C_M 



中心徤保
馬特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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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住院治療*
第 1-5 天為 $100，6 天以上，每天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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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遠程醫療：$0

預防疾病服務項目* 
$0

急診醫療服務
$75 (如在24小時內入院，則費用為 $0)

急切需求醫療服務 
$0 

標注 * 的服務需要預先核准或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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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化驗放射科服務*
放射診斷 (如磁共振)：$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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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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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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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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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健保聖馬特奧計劃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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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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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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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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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健保聖馬特奧計劃 (018)

D部分處方藥 中心健保聖馬特奧計劃 (018)

自付額階段 無自付額

起始承保階段
扣除自付額後

零售藥局
(30天藥量)

郵購藥局
(100天藥量)

第一等級 – 優先普通藥 $0 $0

第二等級 – 普通藥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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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總藥物費用達到 $4,430 後

零售藥局
(30天藥量)

郵購藥局
(100天藥量)

第一等級 – 優先普通藥 $0 $0

第二等級 – 普通藥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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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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見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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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區包含聖馬特奧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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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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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是違法行爲。中心健保聯邦醫療保險嚴格按照聯邦法律規定，不歧視任何種族、膚色、原住國、年
齡、殘疾的情況。中心健保聯邦醫療保險不會因爲種族、膚色、原住國、年齡、殘疾、性別的不同而拒
絕或差別對待會員。中心健保聯邦醫療保險計劃 : 爲有身體殘疾的人士提供免費的幫助及服務，讓其能與
我們更方便的進行溝通，如 : 符合資格的手語服務 ; 其他形式的書面文書（大號字體、音頻讀物、數字格
式及其他格式。爲母語不是英語的人士提供免費的翻譯服務，如 : 符合資格的翻譯服務 ; 其他語言的文
稿。如果您需要這些服務，請聯係會員服務部 : 1-866-314-2427，每周七天，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 

(PT)。TTY 請電 711。如果您認爲中心健保聯邦醫療保險計劃并沒有提供以上服務或基於您不歧視任何
種族、膚色、原住國、年齡、殘疾的情況有所歧視，或您對會員服務部有任何投訴，您可以以電郵、郵
寄、傳真或當面提起相關投訴。我們的聯係方式 : Central Health Medicare Plan. ATTN: Member 
Services. 1540 Bridgegate Drive. Diamond Bar, CA 91765 Phone: 1-866-314-2427, TTY 711, Fax: 
1-626-388-2361. Email: memberservices@centralhealthplan.com. 如果您需要任何關於投訴的幫
助，我們的會員服務部將隨時爲您服務。您也可以向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民權辦公室、提起民事投
訴。或通過民權辦公室的在綫投訴平臺 https://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 進行在綫投
訴。郵寄及電話號碼 :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Room 509F, HHH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201.1-800-368-1019, 800-537-7697 (TDD).
相關投訴表格可在 http://www.hhs.gov/ocr/office/file/index.html 獲取。 Language Assistance 
Services for Individuals with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 Español (Spanish): ATENCIÓN: si habla 
español, tiene a su disposición servicios gratuitos de asistencia lingüística. Llame al 1-866-314-2427 (TTY: 711).
中文 (Chinese): 注意：如果您使用中文，您可以免費獲得語言援助服務。請致電 1-866-314-2427 (TTY: 
711). Tiếng Việt (Vietnamese): CHÚ Ý: Nếu bạn nói Tiếng Việt, có các dịch vụ hỗ trợ ngôn ngữ miễn phí dành 
cho bạn. Gọi số 1-866-314-2427 (TTY: 711). Tagalog (Tagalog – Filipino): PAUNAWA: Kung nagsasalita ka 
ng Tagalog, maaari kang gumamit ng mga serbisyo ng tulong sa wika nang walang bayad. Tumawag sa 1-866-
314-2427 (TTY: 711). 한국어 (Korean): 주의: 한국어를 사용하시는 경우 , 언어 지원 서비스를 무료로 

이용하실 수 있습니다 . 1-866-314-2427 (TTY: 711) 번으로 전화해 주십시오 . Հայերեն (Armenian): 
ՈՒՇԱԴՐՈՒԹՅՈՒՆ՝ Եթե խոսում եք հայերեն, ապա ձեզ անվճար կարող են տրամադրվել լեզվական 

(Farsi): 711 سیراف):՝)հեռատիպ1-866-314-2427 (TTY (Զանգահարեք:աջակցության ծառայություններ 

 یراھم مف شما راین بگارای ترصوی بزبان تالسھیت د،ی کنیگو می گفتسرفا نزبا ر بھ: اگھجوت
 د.ریگیتماس ب-TTY:1-866-314) 2427 (711 د. باشبا

Русский (Russian): ВНИМАНИЕ:  Если вы говорите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то вам доступны бесплатные 
услуги перевода. Звоните 1-866-314-2427 (телетайп: 711). 日本語 (Japanese): 注意事項：日本語を話さ
れる場合、無料の言語支援をご利用いただけます。 1-866-314-2427（TTY: 711）まで、お電話にてご連
絡ください

(Arabic): ربیةعلا 
 قمربلتصا ن.اجمالبكر لفواتتةیوغة اللدعاسمت الامدخنإف،ةغر اللكذث ادحتتتنكذاإ ة:ظوحمل

 លនួ 

 ).711 كم:بوال الصم فتاھ قمر( 1-866-314-2427
ਪੰ ਂ ਪੰਜਾਬੀ ਬੋਲਦੇ ਹੋ, ਤਾਂ ਭਾਸ਼ਾ ਿਵੱਚ ਸਹਾਇਤਾ ਸੇਵਾ ਤੁਹਾਡ ਲਈ ਮੁਫਤ ਉਪਲਬਧ ਹੈ। 1-ਜਾਬੀ (Punjabi): ਿਧਆਨ ਿਦਓ: ਜੇ ਤੁਸੀ ੇ 
866-314-2427 (TTY: 711) 'ਤੇ ਕਾਲ ਕਰੋ। 

  ិក   េ យម   ំេស ជ ,រកនិ យ  ែខន អ េបើស៖្បយ័ត (Cambodian): ែខ រ នគិតឈ យែផ   ិ 
គឺ ច នសំ ប់បំេរ  អ ព ក។ ចូរ ទូរស័ 1-866-314-2427 (TTY: 711)។ 
Hmoob (Hmong): LUS CEEV: Yog tias koj hais lus Hmoob, cov kev pab txog lus, muaj kev pab dawb rau koj. 
Hu rau 1-866-314-2427 (TTY: 711). 
िहंदी (Hindi):  ान द: यिद आप िहंदी बोलते ह  तो आपके िलए मु  म  भाषा सहायता सेवाएं उपल  ह । 1-866-314-2427 
(TTY: 711) पर कॉल कर । 
ภาษาไทย (Thai): เรียน: ถา้คุณพูดภาษาไทยคุณ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บ้ริ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ทางภาษาไดฟ้รี  โทร 1-866-314-2427 (TT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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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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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