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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福利重點

MEDICARE ADVANTAGE 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TM

The power of community

享受遠超 
Original Medicare 
的福利



• 骨質測量
• 結腸直腸癌篩檢
• 免疫接種

• 乳腺照影
• 子宮頸塗片檢查和盆腔檢查
• 前列腺癌篩檢

透過電話 
我們的持照 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MA) 專家將很樂意幫助您
透過電話投保。請撥打 1-800-944-1247
（TTY 人士轉接：撥打 711)，辦公時間
為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每週七天。

透過郵件 
只需填寫投保申請表，裝在預付郵資的
橙色信封寄回即可。如果您沒有投保申
請表，請聯絡我們，我們將很樂意幫助
您完成申請流程。

面對面 
獨自處理 Medicare 也許有點困難。
如果您比較想跟我們的 Medicare 
Advantage 專家面對面交談，請電
話聯絡我們，預約免費會面。

線上申請 
如需線上申請，請瀏覽  
medicare.chpw.org。線上申請參保
只需 6 步，非常方便。

透過視訊會議 
透過我們的網站， 
安排與持照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專家的虛擬約診，網址為： 
medicare.chpw.org/reps。

如何參保？



我選擇的保險 有哪些費用？
涉及月繳保費、醫療保健服務或處方藥分攤費
用等項目時，請務必瞭解您需要支付多少自付
費用。

我能繼續向我當前的醫生求診嗎？
您必須先瞭解，您想看的醫生或您需要前往
的醫院是否屬於計劃網絡。如需瞭解我們的
提供者網絡，請致電我們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medicare.chpw.org。 

計劃是否承保 Original Medicare 
不予承保的某些服務？
許多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都會提供聽力、
視力、牙科、健身、處方藥保險等額外福利。

是否包含藥物保險？
請記住，Original Medicare 不提供處方藥
承保。您可透過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
或單獨的 D 部分計劃獲取藥物保險。

您的預防性護理是我們所關心的。 
我們全面承保以下服務：

選擇您的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時
需要提出的重要疑問。



選擇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您就擁有了一個覆蓋全州的網絡，可享受數千位
主治醫生、專科醫生及 100 多家醫院提供的服務。在您需要服務時，可隨時隨地獲取。 
我們的計劃因郡縣而異。如需參保，您必須居住在我們的服務區域內。

此類福利屬於網絡內福利並且由 VSP 管理。在此福利額內，有多種鏡框和基本鏡片可供
選擇。

†

此計劃的分攤費用包括保費、醫療和處方藥費用等，根據您的 Medicaid 資格水平而定。如
果您透過參保州或其他計劃來獲得 Medicaid 福利，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 (CHPW) 將
協助您處理賬單問題。如果您擁有完整的雙重承保，您的醫生不能針對您的 Medicaid 福利
承保的分攤費用向您收取費用。您的醫生必須同意由我們計劃全額支付相應款項，或向
適當的 Medicaid 付款處收取費用。

*

只要您有資格獲得 100% 的低收入補貼（「額外補助」），其他機構將為您支付 $40.40 的月繳計
劃保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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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PW MA 計劃/福利 Plan 1 (HMO) Plan 2 (HMO) Plan 3 (HMO) Plan 4 (HMO)

月繳保費 $0 $40.50 $68 $94

最高自付費用 $6,700 $6,700 $6,700

A 部分 | 住院 第 1-4 天，每天 $465； 第 5-90 天，每天 $0 第 1-4 天，每天 $450；第 5-90 天，每天 $0 第 1-4 天，每天 $450；第 5-90 天，每天 $0

醫院門診觀察 $370 的共付額 $275 的共付額 $260 的共付額

B 部分 | 自付額 無自付額 無自付額 無自付額

主治醫生護理/遠程醫療（每次就診）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專科醫生護理/遠程醫療（每次就診） $50 的共付額 $40 的共付額 $40 的共付額

精神健康（每次就診） $30 的共付額 $30 的共付額 $30 的共付額

Medicare 承保的化驗服務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急症治療護理（每次就診） $15 的共付額 $1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緊急醫療護理（每次就診） $90 的共付額，若住院則為 $0 $90 的共付額，若住院則為 $0 $90 的共付額，若住院則為 $0

門診手術 $370 的共付額 $275 的共付額 $260 的共付額

門診 X 光 $15 的共付額 $15 的共付額 $15 的共付額

救護車（每次服務） $325 的共付額 $325 的共付額 $300 的共付額

糖尿病用品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視力檢查和裝置† 對於每年最多 1 次常規眼科檢查，$0 的共付額，裝置每 2 年的
計劃承保限額為 $150

對於每年最多 1 次常規眼科檢查，$0 的共付額，裝置每 
2 年的計劃承保限額為 $150

對於每年最多 1 次常規眼科檢查，$0 的共付額，裝置每 2 
年的計劃承保限額為 $150

牙科服務 對於補充的預防性及綜合性服務，$0 的共付額，每年合計最多 
$200

對於補充的預防性及綜合性服務，$0 的共付額，每年合
計最多 $200，外加一次預防性就診。

對於補充的預防性及綜合性服務，$0 的共付額，每年合
計最多 $850

替代醫學 對於針灸、物理療法及 Medicare 不承保的脊椎推拿，$0 的共
付額（每年總共 12 次就診）

對於針灸、物理療法及 Medicare 不承保的脊椎推拿，$0 
的共付額（每年總共 12 次就診）

對於針灸、物理療法及 Medicare 不承保的脊椎推拿，$0 
的共付額（每年總共 12 次就診）

健身計劃 健身套件、健身館會籍 健身套件、健身館會籍 健身套件、健身館會籍

出院後膳食 從醫院或專業護理機構出院後，每天 2 餐，可持續 14 天 從醫院或專業護理機構出院後，每天 2 餐，可持續 14 天 從醫院或專業護理機構出院後，每天 2 餐，可持續 14 天

D 部分 | 自付額 $230 - 僅第 5 級 $0 $0

D 部分處方藥
5 個級別（1/2/3/4/5 級） 
首選：$0/$10/$42/50%/29% 
標準： $5/$15/$47/50%/29% 

5 個級別（1/2/3/4/5 級） 
首選：$0/$10/$42/50%/33% 
標準：$5/$15/$47/50%/33% 

5 個級別（1/2/3/4/5 級） 
首選：$0/$10/$42/50%/33% 
標準：$5/$15/$47/50%/33% 



CHPW MA 計劃/福利 Plan 1 (HMO) Plan 2 (HMO) Plan 3 (HMO) Plan 4 (HMO)

月繳保費 $0 $40.50 $68 $94

最高自付費用 $6,700 $6,700 $6,700

A 部分 | 住院 第 1-4 天，每天 $465； 第 5-90 天，每天 $0 第 1-4 天，每天 $450；第 5-90 天，每天 $0 第 1-4 天，每天 $450；第 5-90 天，每天 $0

醫院門診觀察 $370 的共付額 $275 的共付額 $260 的共付額

B 部分 | 自付額 無自付額 無自付額 無自付額

主治醫生護理/遠程醫療（每次就診）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專科醫生護理/遠程醫療（每次就診） $50 的共付額 $40 的共付額 $40 的共付額

精神健康（每次就診） $30 的共付額 $30 的共付額 $30 的共付額

Medicare 承保的化驗服務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急症治療護理（每次就診） $15 的共付額 $1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緊急醫療護理（每次就診） $90 的共付額，若住院則為 $0 $90 的共付額，若住院則為 $0 $90 的共付額，若住院則為 $0

門診手術 $370 的共付額 $275 的共付額 $260 的共付額

門診 X 光 $15 的共付額 $15 的共付額 $15 的共付額

救護車（每次服務） $325 的共付額 $325 的共付額 $300 的共付額

糖尿病用品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視力檢查和裝置† 對於每年最多 1 次常規眼科檢查，$0 的共付額，裝置每 2 年的
計劃承保限額為 $150

對於每年最多 1 次常規眼科檢查，$0 的共付額，裝置每 
2 年的計劃承保限額為 $150

對於每年最多 1 次常規眼科檢查，$0 的共付額，裝置每 2 
年的計劃承保限額為 $150

牙科服務 對於補充的預防性及綜合性服務，$0 的共付額，每年合計最多 
$200

對於補充的預防性及綜合性服務，$0 的共付額，每年合
計最多 $200，外加一次預防性就診。

對於補充的預防性及綜合性服務，$0 的共付額，每年合
計最多 $850

替代醫學 對於針灸、物理療法及 Medicare 不承保的脊椎推拿，$0 的共
付額（每年總共 12 次就診）

對於針灸、物理療法及 Medicare 不承保的脊椎推拿，$0 
的共付額（每年總共 12 次就診）

對於針灸、物理療法及 Medicare 不承保的脊椎推拿，$0 
的共付額（每年總共 12 次就診）

健身計劃 健身套件、健身館會籍 健身套件、健身館會籍 健身套件、健身館會籍

出院後膳食 從醫院或專業護理機構出院後，每天 2 餐，可持續 14 天 從醫院或專業護理機構出院後，每天 2 餐，可持續 14 天 從醫院或專業護理機構出院後，每天 2 餐，可持續 14 天

D 部分 | 自付額 $230 - 僅第 5 級 $0 $0

D 部分處方藥
5 個級別（1/2/3/4/5 級） 
首選：$0/$10/$42/50%/29% 
標準： $5/$15/$47/50%/29% 

5 個級別（1/2/3/4/5 級） 
首選：$0/$10/$42/50%/33% 
標準：$5/$15/$47/50%/33% 

5 個級別（1/2/3/4/5 級） 
首選：$0/$10/$42/50%/33% 
標準：$5/$15/$47/50%/33% 



CHPW MA 計劃/福利 Plan 1 (HMO) Plan 2 (HMO) Plan 3 (HMO) Plan 4 (HMO)

月繳保費 $0 $40.50 $68 $94

最高自付費用 $6,700 $6,700 $6,700

A 部分 | 住院 第 1-4 天，每天 $465； 第 5-90 天，每天 $0 第 1-4 天，每天 $450；第 5-90 天，每天 $0 第 1-4 天，每天 $450；第 5-90 天，每天 $0

醫院門診觀察 $370 的共付額 $275 的共付額 $260 的共付額

B 部分 | 自付額 無自付額 無自付額 無自付額

主治醫生護理/遠程醫療（每次就診）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專科醫生護理/遠程醫療（每次就診） $50 的共付額 $40 的共付額 $40 的共付額

精神健康（每次就診） $30 的共付額 $30 的共付額 $30 的共付額

Medicare 承保的化驗服務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急症治療護理（每次就診） $15 的共付額 $1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緊急醫療護理（每次就診） $90 的共付額，若住院則為 $0 $90 的共付額，若住院則為 $0 $90 的共付額，若住院則為 $0

門診手術 $370 的共付額 $275 的共付額 $260 的共付額

門診 X 光 $15 的共付額 $15 的共付額 $15 的共付額

救護車（每次服務） $325 的共付額 $325 的共付額 $300 的共付額

糖尿病用品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視力檢查和裝置† 對於每年最多 1 次常規眼科檢查，$0 的共付額，裝置每 2 年的
計劃承保限額為 $150

對於每年最多 1 次常規眼科檢查，$0 的共付額，裝置每 
2 年的計劃承保限額為 $150

對於每年最多 1 次常規眼科檢查，$0 的共付額，裝置每 2 
年的計劃承保限額為 $150

牙科服務 對於補充的預防性及綜合性服務，$0 的共付額，每年合計最多 
$200

對於補充的預防性及綜合性服務，$0 的共付額，每年合
計最多 $200，外加一次預防性就診。

對於補充的預防性及綜合性服務，$0 的共付額，每年合
計最多 $850

替代醫學 對於針灸、物理療法及 Medicare 不承保的脊椎推拿，$0 的共
付額（每年總共 12 次就診）

對於針灸、物理療法及 Medicare 不承保的脊椎推拿，$0 
的共付額（每年總共 12 次就診）

對於針灸、物理療法及 Medicare 不承保的脊椎推拿，$0 
的共付額（每年總共 12 次就診）

健身計劃 健身套件、健身館會籍 健身套件、健身館會籍 健身套件、健身館會籍

出院後膳食 從醫院或專業護理機構出院後，每天 2 餐，可持續 14 天 從醫院或專業護理機構出院後，每天 2 餐，可持續 14 天 從醫院或專業護理機構出院後，每天 2 餐，可持續 14 天

D 部分 | 自付額 $230 - 僅第 5 級 $0 $0

D 部分處方藥
5 個級別（1/2/3/4/5 級） 
首選：$0/$10/$42/50%/29% 
標準： $5/$15/$47/50%/29% 

5 個級別（1/2/3/4/5 級） 
首選：$0/$10/$42/50%/33% 
標準：$5/$15/$47/50%/33% 

5 個級別（1/2/3/4/5 級） 
首選：$0/$10/$42/50%/33% 
標準：$5/$15/$47/50%/33% 

CHPW MA 計劃/福利 Dual Plan* (HMO SNP)

月繳保費 $0**

最高自付費用 $7,550

A 部分 | 住院 $0 或 20%

醫院門診觀察 $0 或 20%

B 部分 | 自付額 如果沒有獲得全額 Medicaid 分攤費用補助，則自付額為 
$203。該金額每年都會有所調整。 

主治醫生護理/遠程醫療（每次就診） $0 或 20%

精神健康（每次就診） $0 或 20%

專科醫生護理/遠程醫療（每次就診） $0 或 20%

Medicare 承保的化驗服務 $0 或 20%

急症治療護理（每次就診） $0 或 20%；$65 的限額

緊急醫療護理（每次就診） $0 或 20%；$90 的限額

門診 X 光 $0 或 20%

救護車（每次服務） $0 或 20%

糖尿病用品 $0 或 20%

視力檢查和裝置† 對於每年最多 1 次常規眼科檢查，$0 的共付額， 
裝置每兩年的計劃承保限額為 $400

牙科服務 對於補充的預防性及綜合性服務，$0 的共付額，每年合計最
多 $4,500

替代醫學 對於針灸、物理療法及 Medicare 不承保的脊椎推拿，$0 的
共付額（每年總共 12 次就診）

健身計劃 健身套件、健身館會籍

出院後膳食 從醫院或專業護理機構出院後，每天 2 餐，可持續 14 天

非處方產品 對於健康相關產品，每季度福利金最多 $350

助聽器、聽力檢查和驗配 每年最多 $1,700 的計劃福利限額；對於檢查和驗配，$0 的
共付額

載送服務 每曆年最多 75 次單程載送

D 部分 | 自付額 $0

D 部分 | 處方藥 普通藥：$0 至 $3.95
品牌藥：$0 至 $9.85



我們是您的 Medicare Advantage (MA) 專家。 
聯絡我們：1-800-944-1247（TTY：撥打 711) 
，辦公時間為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每週七天。

難以選擇？讓我們來
幫您吧。

參保問題： 
1-800-944-1247

客戶服務問題： 
1-800-942-0247

TTY 人士轉接： 
撥打 711

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 
每週 7 天

網址： 
medicare.chpw.org

郵寄地址： 
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

1111 3rd Ave, Suite 400 
Seattle, WA 98101-3207

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 (CHPW) 是與 
Medicare 及華盛頓州 Medicaid 計劃簽有合約的 HMO 
計劃。能否在 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 註
冊參保視合約續簽情況而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福利、處方藥一覽表、藥房網絡、保費和/或共付額/共
同保險費可能會有所調整。限額、共付額及限制條件可
能適用。個人必須同時擁有 A 部分及 B 部分保險方可
參保。您必須繼續繳納您的 Medicare B 部分保費，由 
Washington DSHS 為您承保的情況除外。本文提供的福
利資訊僅為概要，並非完整的福利說明書。

注意：本資訊也會以免費形式提供其他格式版本，如盲文、
大號字型印刷版或音訊。請撥打 1-800-942-0247 (TTY: 711)。

ATENCIÓN: si habla español, tiene a su disposición servicios 
gratuitos de asistencia lingüística. Llame al 1-800-942-0247 
(TTY: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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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942-0247 (TTY: 711).

CHÚ Ý:Nếu bạn nói Tiếng Việt, có các dịch vụ hỗ trợ 
ngôn ngữ miễn phí dành cho bạn.Gọi số 
1-800-942-0247 (TTY: 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