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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Discrimination Notice 
 
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 complies with applicable Federal civil rights laws and does 
not discriminate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r, national origin, age, disability, or sex. 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 does not exclude people or treat them differently because of race, 
color, national origin, age, disability, or sex. 
 
Under Washington law, people have a right to be free from discrimination because of race, 
creed, color, national origin, sex, veteran or military status, sexual orientation, or the presence 
of any sensory, mental, or physical disability or the use of a trained dog guide or service animal 
by a person with a disability. 
 
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 

• Provides free assistance and services to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with us, such as: 

o Qualified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o Written information in other formats (large print, audio, accessible electronic 

formats, other formats) 
• Provides free language services to people whose primary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such as: 

o Qualified interpreters 
o Information written in other languages 

 
If you need these services, contact the Customer Service (1-800-942-0247). 
 
If you believe that 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 has failed to provide these services or 
discriminated in another way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r, national origin, age, disability, or sex, you 
can file a grievance with: Appeals and Grievances Department, by mail at 1111 3rd Avenue, Suite 
400, Seattle WA 98101, by phone at 1-800-942-0247 (TTY: 711), by fax at 206-613-8984, or by 
email at appealsgrievances@chpw.org. You can file a grievance in person or by mail, fax, or 
email. If you need help filing a grievance, the Appeals and Grievances Department is available to 
help you. You can also file a civil rights complaint with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electronically through th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Complaint Portal, 
available at https://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 or by mail or phone at: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Room 509F, 
HHH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201, 1-800-368-1019, 800-537-7697 (TDD). 

 
Complaint forms are available at http://www.hhs.gov/ocr/office/fi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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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anguage Insert 

You have the right to get this information in a different format, such as audio, Braille, 
or large font due to special needs or in your language, at no additional cost. 

ATTENTION: If you speak English, language assistance services, 
free of charge, are available to you. Call 1-800-942-0247 (TTY: 711). 
Español (Spanish) ATENCIÓN:  si habla español, tiene a su disposición servicios gratuitos de 
asistencia lingüística.  Llame al 1-800-942-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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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942-0247 (TTY: 711). 
繁繁體體中中文文  ((CChhiinneessee)) 注意：如果您使用繁體中文，您可以免費獲得語言援助服務。請致電  

1-800-942-0247 (TTY: 711)。 

Af Soomaali (Somali) DIGTOONI: Haddii aad ku hadasho Af Soomaali, adeegyada caawimada 
luqadda, oo lacag la'aan ah, ayaa laguu heli karaa adiga. Wac 1-800-942-0247. (TTY: 711).  

Русский (Russian) ВНИМАНИЕ:  Если вы говорите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то вам доступны 
бесплатные услуги перевода.  Звоните 1-800-942-0247 (телетайп: 711). 

(Arabic)  مقرب لصتا  .ناجملاب كل رفاوتت ةیوغللا ةدعاسملا تامدخ نإف ،ةغللا ركذا ثدحتت تنك اذإ  :ةظوحلم ةیبرعلا 
ةيفتاه :711( 1-800-942-0247  .)ةعباط 

አአማማርርኛኛ  ((AAmmhhaarriicc)) ማስታወሻ:  የሚናገሩት ቋንቋ ኣማርኛ ከሆነ የትርጉም እርዳታ ድርጅቶች፣ በነጻ ሊያግዝዎት ተዘጋጀተዋል፡ 
ወደ ሚከተለው ቁጥር ይደውሉ 1-800-942-0247 (መስማት ለተሳናቸው: 711). 

 یم دوجوم امش یارب ناگیار روط ،نابز تدعاسم تامدخ ،دینک یم تبحص یرد نابز ھب رگا )Dari( یرد یارب ھجوت
 .دیریگب سامت(TTY: 711) 0247-942-800-1 هرامش اب .دشاب

ትግርኛ (Tigrinya) ምልክታ፡ ትግርኛ ትዛረብ ተኾይንካ ኣገልግሎት ሓገዝ ቋንቋ ንዓኻ ብናጻ ይርከብ፡፡ ደውል  
1-800-942-0247 (TTY: 711)፡፡ 

ဗမာ (Burmese) သတ◌ိျပဳရန္ - အကယ္၍ သင1ည္ ◌ျမ45ာစကား ကိ9 ေ◌◌ျပာပါက၊ ဘာသာစကား 

အက>အည၊ီ အခမဲ၊့ သင္◌အ့Cတက္ စစီဥ္ေ◌ဆာFငGက္ေ◌ပးပါမည္။ ဖ9န္◌းနပံါတ္ 1-800-942-0247  

(TTY: 711) သ9◌႔ိ ေ◌ခၚဆိ9ပါ။ 

ਪਪੰੰਜਜਾਾਬਬੀੀ  ((PPaannjjaabbii)) ਿਧਆਨ ਿਦਓ: ਜੇ ਤੁਸ1 ਪੰਜਾਬੀ ਬੋਲਦੇ ਹੋ, ਤ5 ਭਾਸ਼ਾ ਿਵੱਚ ਸਹਾਇਤਾ ਸੇਵਾ ਤੁਹਾਡੇ ਲਈ ਮੁਫਤ 

ਉਪਲਬਧ ਹੈ। 1-800-942-0247 (TTY: 711) 'ਤੇ ਕਾਲ ਕਰੋ। 

한한국국어어  ((KKoorreeaann)) 주의:  한국어를 사용하시는 경우, 언어 지원 서비스를 무료로 이용하실 

수 있습니다.1-800-942-0247 (TTY: 711) 번으로 전화해 주십시오. 

یسراف یارب ناگیار تروصب ینابز تالیھست ،دینک یم وگتفگ یسراف نابز ھب رگا :ھجوت   (Farsi) 
(TTY: 711) 0247-942-800-1         اب .دشاب یم مھارف امش .دیریگب سامت   

Українська (Ukrainian) УВАГА!  Якщо ви розмовляєте українською мовою, ви можете 
звернутися до безкоштовної служби мовної підтримки.  Телефонуйте за номером  
1-800-942-0247 (телетайп: 711). 
ភាភាសាសាែែខខមម ររ (Khmer) កត់ចំណា៖ំ របសិនេបើអនកនិយាយភាសាែខមរ 
េសវាជំនួយភាសាមិនគិតៃថលមានសរមាប់អនក។ សូមទូរសពទមកេលខ 1-800-942-0247 (TT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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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摘要簡介

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 (CHPW) 是
一項簽有 Medicare 合約的 HMO 計劃。能否在計劃
註冊參保視合約續簽情況而定。 

本福利資訊並未羅列出我們承保的所有服務，亦未
列舉每種限制或排除在外的項目。如要獲得我們承
保服務的完整清單，請索取「承保範圍說明書」。

如欲加入我們的計劃，您須有權享有 Medicare 
A 部分，及參保了 Medicare B 部分，並居住
在我們的服務區域內。我們的服務區域包含
華盛頓的以下郡縣：Adams、 Benton、 Chelan、 
Clallam、 Clark、 Cowlitz、 Douglas、 Franklin、 
Grays Harbor、Grant、 Jefferson、 King、 Kitsap、 
Lewis、 Mason、Okanogan、Pacific、 Pierce、 
Skagit、 Snohomish、 Spokane、Stevens、 Thurston、 
Wahkiakum、 Walla Walla、 Whatcom 和 Yakima。

除緊急情況外，如果您使用我們網絡外的服務提
供者，我們可能 不會支付這些服務的費用。

有關 Original Medicare 的承保範圍及費用，請參見
最新的「Medicare 與您」手冊。線上瀏覽  
www.medicare.gov 或致電 1-800-MEDICARE  
(1-800-633-4227) 索取副本，全天候服務。  
TTY 人士可致電 1-877-486-2048。

如果您需要其他格式版本（盲文、大字版本或語音
版等）的福利摘要的資訊，可以給我們打電話。

如有疑問，請致電我們敬業友善的當地客戶服務
團隊，電話：1-800-942-0247（TTY 人士轉接：711），
辦公時間為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每週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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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PW Medicare Advantage 
No 處方藥計劃
服務區域： Clark、 Cowlitz、 King、 Kitsap、 Pierce、 Snohomish、 Spokane、 Thurston。



7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月繳計劃保費 每月 $0

此外，您必須繼續支付您的 MedicareB 部分保費。

自付額 本計劃沒有自付額

最高自付費用責任 
（不包括處方藥）

您在本計劃的年度限額：對於從網絡內提供者處獲得的服務，限額為 
$6,700。如果您達到自付費用的限額，可繼續獲得承保的醫院和醫療
服務，我們將全額支付年內剩餘時間的費用。請注意，您仍需支付 D 
部分處方藥分攤費用。

住院服務 我們的計劃承保不限制天數的住院治療。

·ﾠ對於每個受益期的第 1 至 4 天，每天 $450 的共付額 
·ﾠ對於每個受益期的第 5 至 90 天，$0 的共付額

每個新的受益期都從第 1 天開始計算

醫院門診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醫院門診觀察服務，$250 的共付額。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醫院門診 
手術和其他服務，$250 的共付額。

醫生就診1,2 

（主治醫生和專科醫生）
主治醫生就診*： 
$0 的共付額

專科醫生就診*： 
$40 的共付額

*包括遠程醫療就診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No 處方藥計劃 
保費和福利摘要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7



8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預防性保健2 對於預防性服務，如流感疫苗和健康年檢，$0 的共付額

合約年度內 Medicare 批准的所有額外預防性服務將獲承保。每年 8 
次電話諮詢，還可以享受最長 12 週的尼古丁替代療法。請致電我們
瞭解更多詳情。

緊急醫療護理 $90 的共付額

若您在 24 小時之內住院，則需支付住院共付額，無需支付急診共付
額。詳見本手冊「住院治療」一節，瞭解其他費用。

急症治療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急症治療護理就診，$0 的共付額。

若要提供其他服務，可能需要分攤費用。對於在美國及其領土之外接
受的急診治療服務，請參見「全球緊急醫療/急症治療護理」。

診斷服務/ 
化驗/影像拍攝1

放射線診斷服務 
（如 MRI、CT 掃描）： 

20% 的費用

診斷檢查和程序： 
20% 的費用

化驗服務： 
$0 的共付額

門診 X 光檢查： 
$15 的共付額

放射線治療服務（如癌症的放射線治療）： 
20% 的費用

聽力服務1,2 Medicare 承保的聽力診斷檢查： 
$20 的共付額

常規聽力檢查及助聽器不受保。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No 處方藥計劃 
保費和福利摘要



9
若您對本計劃的福利或費用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我們的 Medicare 專家之一，電話： 

1-800-944-1247，TTY 人士轉接：撥打 711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No 處方藥計劃 
保費和福利摘要

牙科服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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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力服務 視力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旨在診斷及治療眼部疾病和 
病症的檢查，$40 的共付額。

視力服務（補充）： 
（透過 Vision Service Plan (VSP) Choice 網絡） 

·ﾠ對於每年一次的 WellVision 檢查，$0 的共付額。 
·ﾠ對於補充性

視力裝置，每兩年最多 $150 的福利限額。 在 VSP Choice 網絡之外： 
·ﾠ超過計劃福利限額費用的 100%。

精神健康服務1,2 住院就診： 
我們的計劃最多終身承保 190 天的精神病院住院精神健康護理。僅
在符合特定條件的情況下，住院精神病服務才會計入 190 天的終身
限制中。住院護理限制不適用於全科醫院提供的住院精神治療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精神病院住院服務： 
·ﾠ第 1 至 10 天，每天 $155 的共付額 
·ﾠ第 11 至 90 天，每天 $0 的共付額

門診團體和/或個人治療就診（包括遠程醫療）： 
$30 的共付額

若要提供其他服務，可能需要分攤費用。



10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專業護理機構 (SNF)1,2 我們的計劃提供最多 100 天的專業護理機構住院服務。
·ﾠ對於每個受益期的第 1 至 20 天，每天 $0 的共付額 
·ﾠ對於每個受益期的第 21 至 100 天，每天 $160 的共付額

物理治療 對於門診服務，$30 的共付額 

救護車1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單程救護車福利，$300 的共付額。

載送服務 不承保

Medicare B 部分藥物 化療藥物等 B 部分藥物1： 
20% 的費用

其他 B 部分藥物1： 
20% 的費用

對於 D 部分藥物保險，請參見下一節。

門診手術 
中心

$250 的共付額

Medicare D 部分藥物 本計劃不承保 D 部分處方藥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No 處方藥計劃 
保費和福利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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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對本計劃的福利或費用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我們的 Medicare 專家之一，電話： 

1-800-944-1247，TTY 人士轉接：撥打 711 

替代醫學1,2 

（針灸、脊椎推拿 
和自然療法）

脊椎推拿服務： 
對於每次 Medicare 承保的就診，$20 的費用 
人工矯治脊椎以矯正半脫位（1 塊或多塊脊椎骨移位）；

脊椎推拿服務（補充）： 
$0 的共付額。承保服務包括常規脊椎推拿就診，結合針灸和自然療法
就診，每曆年合計提供最多 12 次就診。
這些服務必須由州認證的執業醫生提供。

遠程醫療服務 我們承保遠程醫療服務，包括與以下人員的虛擬就診：
·ﾠ主治醫生
·ﾠ專科醫生
·ﾠ急症治療護理
·ﾠ門診精神健康、精神科和藥物濫用的個人及團體療程
您支付的費用與您親自就診的費用相同。

糖尿病用品/ 
糖尿病用品 
和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糖尿病自我管理、糖尿病服務和用品，$0 的費
用。糖尿病藥物，例如用注射器注射的胰島素，通常由您 D 部分處方
藥保險承保。

耐用醫療 
設備1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耐用醫療設備， 
20% 的費用。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No 處方藥計劃 
其他福利摘要



12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健身計劃 對於以下福利，$0 的共付額：
·ﾠ居家健身套件（選擇包括活動追蹤器、視訊和鍛鍊設備）
·ﾠ計劃內健身中心的會員資格
·ﾠ線上和智慧型手機健身應用程式工具

足部護理1,2 

（足療服務）
足療服務： 
對於每次 Medicare 承保的足療就診，$0 的共付額。 
承保服務包括： 
·ﾠ 對足部傷害和疾病（例如錘狀趾或足跟骨刺）的診斷和醫學或外科
治療

·ﾠ為伴有影響下肢的某些醫療狀況的會員提供的常規足部護理。
足療服務（補充）： 
對於每次補充性足療就診，$0 的費用。 
我們的補充性福利包括每年最多四 (4) 次由 Medicare 批准的足部護
理服務提供者提供的非 Medicare 承保的足部護理。

居家護理服務1,2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居家護理就診，$0 的共付額。

善終護理 在您參與獲得 Medicare 認證的善終計劃後，您的善終服務以及與您的
絕症預後相關的 A 部分和 B 部分服務均由 Original Medicare（而不是 
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 Medicare Advantage）支付費用。

膳食 您無需支付任何費用即可獲得最高福利。

福利包括每次從醫院或專業護理機構出院後 14 天內的一日兩餐。膳
食計劃每曆年僅限 6 次出院。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No 處方藥計劃 
其他福利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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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對本計劃的福利或費用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我們的 Medicare 專家之一，電話： 

1-800-944-1247，TTY 人士轉接：撥打 711 

門診藥物濫用戒除服務1,2 團體治療就診： 
20% 的費用

個人治療就診： 
20% 的費用

非處方福利 不承保

義肢裝置1 
（包括支架、假肢等）

Medicare 承保：
義肢裝置 
20% 的費用

醫療用品 
20% 的費用

腎臟透析1 20% 的費用

全球緊急醫療/ 
急症治療護理

對於全球緊急醫療/急症治療護理，20% 的費用和每年 $25,000 的承
保限額。

本計劃承保在美國及其領土之外接受的補充性緊急醫療服務、急症
服務和緊急載送，但不超過計劃承保限額。此福利不適用於您的最高
自付費用責任。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No 處方藥計劃 
其他福利摘要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1
服務區域：Clallam、Clark、Cowlitz、Je�erson、King、Kitsap、Pierce、Snohomish、 
Spokane、Thurston、Walla Walla、Whatcom、Yakima。



15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月繳計劃保費 每月 $0

此外，您必須繼續支付您的 Medicare 
B 部分保費。

自付額 本計劃沒有自付額

最高自付費用責任 
（不包括處方藥）

您在本計劃的年度限額：對於從網絡內提供者處獲得的服務，限額為 
$6,700。如果您達到自付費用的限額，可繼續獲得承保的醫院和醫療
服務，我們將全額支付年內剩餘時間的費用。請注意，您仍需支付 D 部
分處方藥分攤費用。

住院服務 我們的計劃承保不限制天數的住院 
治療。

·ﾠ對於每個受益期的第 1 至 4 天，每天 $465 的共付額 
·ﾠ對於每個受益期的第 5 至 90 天，$0 的共付額

每個新的受益期都從第 1 天開始計算

醫院門診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醫院門診 
觀察服務支付 $370 的共付額。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醫院門診 
手術和其他服務支付 $370 的共付額。

醫生就診1,2 

（主治醫生和專科醫生）
主治醫生就診*： 
$0 的共付額

專科醫生就診*： 
$50 的共付額

*包括遠程醫療就診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1 
保費和福利摘要



16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預防性保健2 對於預防性服務，如流感疫苗和 
健康年檢，$0 的共付額

合約年度內 Medicare 批准的所有額外預防性服務將獲承保。每年 8 
次電話諮詢，還可以享受最長 12 週的尼古丁替代療法。請致電我們瞭
解更多詳情。

緊急醫療護理 $90 的共付額

若您在 24 小時之內住院，則需支付住院共付額，無需支付急診共付
額。詳見本手冊「住院治療」一節，瞭解其他費用。

急症治療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急症治療護理就診，$15 的共付額。

若要提供其他服務，可能需要分攤費用。對於在美國及其領土之外接
受的急診治療服務，請參見「全球緊急醫療/急症治療護理」。

診斷服務/ 
化驗/影像拍攝1

放射線診斷服務 
（如 MRI、CT 掃描）： 

20% 的費用

診斷檢查和程序： 
20% 的費用

化驗服務： 
$0 的共付額

門診 X 光檢查： 
$15 的共付額

放射線治療服務（如癌症的放射線治療）： 
20% 的費用

聽力服務1,2 Medicare 承保的聽力診斷檢查： 
20% 的費用

常規聽力檢查及助聽器不受保。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1 
保費和福利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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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服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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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力服務 視力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旨在診斷及 
治療眼部疾病和病症的檢查，20% 的費用。

視力服務（補充）： 
·對於每年一次的 WellVision 檢查，$0 的共付額 
·ﾠ每兩年的補充性視力裝置的最高限額為 $150。
在 VSP Choice 網絡之外： 
·ﾠ超過計劃福利限額費用的 100%。

精神健康服務1,2 住院就診： 
我們的計劃最多終身承保 190 天的精神病院住院精神健康護理。僅在
符合特定條件的情況下，住院精神病服務才會計入 190 天的終身限制
中。住院護理限制不適用於全科醫院提供的住院精神治療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精神病院住院服務： 
·ﾠ第 1 至 5 天，每天 $330 的共付額 
·ﾠ第 6 至 90 天，每天 $0 的共付額

門診團體和/或個人治療就診 
（包括遠程醫療）： 

$30 的共付額

若要提供其他服務，可能需要分攤費用。

專業護理機構 (SNF)1,2 我們的計劃提供最多 100 天的專業護理機構住院服務。
·ﾠ對於每個受益期的第 1 至 20 天，每天 $0 的共付額 
·ﾠ對於每個受益期的第 21 至 100 天，每天 $160 的共付額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1 
保費和福利摘要

17



18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物理治療 對於門診服務，$40 的共付額 

救護車1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單程救護車福利，$325 的共付額。

載送服務 不承保

Medicare B 部分藥物 化療藥物等 B 部分藥物1： 
20% 的費用

其他 B 部分藥物1： 
20% 的費用

對於 D 部分藥物保險，請參見下一節。

門診手術 
中心

$370 的共付額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1 
保費和福利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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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1 
藥物保險摘要

Medicare D 部分藥物的自付額 $230 - 僅第 5 級特殊藥物。對於第 1-4 級藥物，無自付額。

您可在網絡內零售藥房和郵購藥房獲取您的藥物。

零售分攤費用 首選藥房 標準藥房

等級 30 天的份量 90 天的份量 30 天的份量 90 天的份量

第 1 級：首選普通藥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5 的共付額 $10 的共付額

第 2 級：普通藥 $10 的共付額 $20 的共付額 $15 的共付額 $30 的共付額

第 3 級：首選品牌藥 $42 的共付額 $125 的共付額 $47 的共付額 $140 的共付額

第 4 級：非首選藥物 50% 的費用 50% 的費用 50% 的費用 50% 的費用

第 5 級：特殊級藥物 29% 的費用 不承保 29% 的費用 不承保

首選郵購分攤費用
等級 90 天的份量
第 1 級：首選普通藥 $0 的共付額
第 2 級：普通藥 $20 的共付額
第 3 級：首選品牌藥 $125 的共付額

第 1 階段： 
自付額階段

在此階段中，您支付第 5 級藥物的全部費用。您將停留在此階段，
直至您為第 5 級藥物支付 $230。對於第 1-4 級藥物，無自付額。

第 2 階段： 
初始承保階段

您支付第 1、2、3、4、5 級的 D 部分 
處方藥的分攤費用，直到年度藥費達到 $4,430。年度總藥費是指您及 D 部分計
劃支付的總藥費。

第 3 階段： 
承保缺口階段

在您的藥費總額達到 $4,430 後，對於普通藥，您將支付最多 25% 的共同保險， 
對於品牌藥和實際自付費用 (TrOOP) 在 $4,430 到 $7,050 之間的承保缺口階段
的任何藥物等級，您將支付最多 25% 的共同保險。

第 4 階段： 
重大傷病承保階段

您的年度藥物自付費用（包括 
透過您的零售藥房和郵購服務購買的藥物）達到 $7,050 後，您 
需支付以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ﾠ5% 的共同保險，或
·ﾠ普通藥（包括視作普通藥的品牌藥）的 $3.95 共付額或 
所有其他藥物的 $9.85 共付額。

如您居住在長期護理機構，則您所支付的費用
與在零售藥房時支付的費用相同。您可在網絡
外藥房，按與標準零售藥房一樣的價格獲取藥
物。



20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替代醫學1,2 

（針灸、脊椎推拿 
和自然療法）

脊椎推拿服務： 
對於每次 Medicare 承保的就診，$20 的費用 
人工矯治脊椎以矯正半脫位（1 塊或多塊脊椎骨移位）；

脊椎推拿服務（補充）： 
$0 的共付額。承保服務包括常規脊椎推拿就診，結合針灸和自然療法
就診，每曆年合計提供最多 12 次就診。
這些服務必須由州認證的執業醫生提供。

遠程醫療服務 我們承保遠程醫療服務，包括與以下人員的虛擬就診：
·ﾠ主治醫生
·ﾠ專科醫生
·ﾠ急症治療護理
·ﾠ門診精神健康、精神科和藥物濫用的個人及團體療程
您支付的費用與您親自就診的費用相同。

糖尿病用品/ 
糖尿病用品 
和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糖尿病自我管理、糖尿病服務和用品，$0 的費
用。糖尿病藥物，例如用注射器注射的胰島素，通常由您 D 部分處方
藥保險承保。

耐用醫療 
設備1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耐用醫療設備， 
20% 的費用。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1 
其他福利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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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對本計劃的福利或費用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我們的 Medicare 專家之一，電話： 

1-800-944-1247，TTY 人士轉接：撥打 711 

健身計劃 對於以下福利，$0 的共付額：
·ﾠ 居家健身套件（選擇包括活動追蹤器、視訊和鍛鍊設備）
·ﾠ計劃內健身中心的會員資格
·ﾠ線上和智慧型手機健身應用程式工具

足部護理1,2 

（足療服務）
足療服務： 
對於每次 Medicare 承保的足療就診，$20 的共付額。 
承保服務包括： 
·ﾠ 對足部傷害和疾病（例如錘狀趾或足跟骨刺）的診斷和醫學或外科
治療

·ﾠ為伴有影響下肢的某些醫療狀況的會員提供的常規足部護理。
足療服務（補充）： 
對於每次補充性足療就診，$0 的費用。 
我們的補充性福利包括每年最多四 (4) 次由 Medicare 批准的足部護
理服務提供者提供的非 Medicare 承保的足部護理。

居家護理服務1,2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居家護理就診，$0 的共付額。

善終護理 在您參與獲得 Medicare 認證的善終計劃後，您的善終服務以及與您
的絕症預後相關的 A 部分和 B 部分服務均由 Original Medicare（而不
是 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 Medicare Advantage）支付
費用。

膳食 您無需支付任何費用即可獲得最高福利。

福利包括每次從醫院或專業護理機構出院後 14 天內的一日兩餐。膳
食計劃每曆年僅限 6 次出院。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1 
其他福利摘要



22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門診藥物濫用戒除服務1,2 團體治療就診： 
20% 的費用

個人治療就診： 
20% 的費用

非處方福利 不承保

義肢裝置1 
（包括支架、假肢等）

Medicare 承保：

義肢裝置 
20% 的費用

醫療用品 
20% 的費用

腎臟透析1 20% 的費用

全球緊急醫療/ 
急症治療護理

對於全球緊急醫療/急症治療護理，20% 的費用和每年 $25,000 的承
保限額。

本計劃承保在美國及其領土之外接受的補充性緊急醫療服務、急症
服務和緊急載送，但不超過計劃承保限額。此福利不適用於您的最高
自付費用責任。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1 
其他福利摘要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2
服務區域：Adams、Benton、Chelan、Clallam、Clark、Cowlitz、Douglas、Franklin、Grant、 
Je�erson、King、Kitsap、Pierce、Skagit、Snohomish、Spokane、Stevens、Thurston、 
Walla Walla、Whatcom、Yakima。



25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月繳計劃保費 每月 $40.50

此外，您必須繼續支付您的 Medicare B 部分保費。

註：視您的「額外補助」補貼等級而定，$40.50 的計劃保費可能減少到 
$0。

自付額 本計劃沒有自付額

最高自付費用責任 
（不包括處方藥）

您在本計劃的年度限額：對於從網絡內提供者處獲得的服務，限額為 
$6,700。如果您達到自付費用的限額，可繼續獲得承保的醫院和醫療
服務，我們將全額支付年內剩餘時間的費用。請注意，您仍需支付 D 部
分處方藥分攤費用。

住院服務 我們的計劃承保不限制天數的住院 
治療。

·ﾠ對於每個受益期的第 1 至 4 天，每天 $450 的共付額 
·ﾠ對於每個受益期的第 5 至 90 天，$0 的共付額

每個新的受益期都從第 1 天開始計算

醫院門診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醫院門診 
觀察服務，$275 的共付額。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醫院門診手術 
和其他服務，$275 的共付額。

醫生就診1,2 

（主治醫生和專科醫生）
主治醫生就診*： 
$0 的共付額

專科醫生就診*： 
$40 的共付額

*包括遠程醫療就診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2 
保費和福利摘要



26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預防性保健2 對於預防性服務，如流感疫苗和 
健康年檢，$0 的共付額

合約年度內 Medicare 批准的所有額外預防性服務將獲承保。每年 8 
次電話諮詢，還可以享受最長 12 週的尼古丁替代療法。請致電我們瞭
解更多詳情。

緊急醫療護理 $90 的共付額

若您在 24 小時之內住院，則需支付住院共付額，無需支付急診共付
額。詳見本手冊「住院治療」一節，瞭解其他費用。

急症治療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急症治療護理就診，$10 的共付額。

若要提供其他服務，可能需要分攤費用。對於在美國及其領土之外接
受的急診治療服務，請參見「全球緊急醫療/急症治療護理」。

診斷服務/ 
化驗/影像拍攝1

放射線診斷服務 
（如 MRI、CT 掃描）： 

20% 的費用

診斷檢查和程序： 
20% 的費用

化驗服務： 
$0 的共付額

門診 X 光檢查： 
$15 的共付額

放射線治療服務（如癌症的放射線治療）： 
20% 的費用

聽力服務1,2 Medicare 承保的聽力診斷檢查： 
20% 的費用

常規聽力檢查及助聽器不受保。

牙科服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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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加一次預防性診斷。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2 
保費和福利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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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對本計劃的福利或費用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我們的 Medicare 專家之一，電話： 

1-800-944-1247，TTY 人士轉接：撥打 711 

視力服務 視力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旨在診斷及 
治療眼部疾病和病症的檢查，20% 的費用。

視力服務（補充）： 
·對於每年一次的 WellVision 檢查，$0 的共付額 
·ﾠ每兩年的補充性視力裝置的最高限額為 $150。
在 VSP Choice 網絡之外： 
·ﾠ超過計劃福利限額費用的 100%。

精神健康服務1,2 住院就診： 
我們的計劃最多終身承保 190 天的精神病院住院精神健康護理。僅在
符合特定條件的情況下，住院精神病服務才會計入 190 天的終身限制
中。住院護理限制不適用於全科醫院提供的住院精神治療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精神病院住院服務： 
·第 1 至 5 天，每天 $310 的共付額 
·ﾠ第 6 至 90 天，每天 $0 的共付額

門診團體和/或個人治療就診 
（包括遠程醫療）： 

$30 的共付額

若要提供其他服務，可能需要分攤費用。

專業護理機構 (SNF)1,2 我們的計劃提供最多 100 天的專業護理機構住院服務。
·ﾠ對於每個受益期的第 1 至 20 天，每天 $0 的共付額 
·ﾠ對於每個受益期的第 21 至 100 天，每天 $160 的共付額

物理治療 對於每次 Medicare 承保的門診就診，$40 的共付額 

救護車1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單程救護車福利，$325 的共付額。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2 
保費和福利摘要



28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載送服務 不承保

Medicare B 部分藥物 化療藥物等 B 部分藥物1： 
20% 的費用

其他 B 部分藥物1： 
20% 的費用

對於 D 部分藥物保險，請參見下一節。

門診手術 
中心

$275 的共付額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2 
保費和福利摘要



29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2 
藥物保險摘要

Medicare D 部分藥物的自付額 無自付額

您可在網絡內零售藥房和郵購藥房獲取您的藥物。

零售分攤費用 首選藥房 標準藥房

等級 30 天的份量 90 天的份量 30 天的份量 90 天的份量

第 1 級：首選普通藥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5 的共付額 $10 的共付額

第 2 級：普通藥 $10 的共付額 $20 的共付額 $15 的共付額 $30 的共付額

第 3 級：首選品牌藥 $42 的共付額 $125 的共付額 $47 的共付額 $140 的共付額

第 4 級：非首選藥物 50% 的費用 50% 的費用 50% 的費用 50% 的費用

第 5 級：特殊級藥物 33% 的費用 不承保 33% 的費用 不承保

首選郵購分攤費用

等級 90 天的份量
第 1 級：首選普通藥 $0 的共付額
第 2 級：普通藥 $20 的共付額
第 3 級：首選品牌藥 $125 的共付額

第 1 階段： 
初始承保階段

您支付第 1、2、3、4、5 級的 D 部分 
處方藥的分攤費用，直到年度藥費達到 $4,430。年度總藥費是指您及 D 部分計
劃支付的總藥費。

第 2 階段： 
承保缺口階段

在您的藥費總額達到 $4,430 後，對於普通藥，您將支付最多 25% 的共同保險， 
對於品牌藥和實際自付費用 (TrOOP) 在 $4,430 到 $7,050 之間的承保缺口階段
的任何藥物等級，您將支付最多 25% 的共同保險。

第 3 階段： 
重大傷病承保階段

您的年度藥物自付費用（包括透過您的零售藥房和郵購服務購買的藥物） 
達到 $7,050 後，您需支付以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ﾠ5% 的共同保險，或
·ﾠ 普通藥（包括視作普通藥的品牌藥）的 $3.95 共付額或 
所有其他藥物的 $9.85 共付額。

如您居住在長期護理機構，則您所支付的費用與在零售藥房時支付的費用相同。您可在網絡外藥房 
，按與標準零售藥房一樣的價格獲取藥物。

註：視您的「額外補助」補貼等級而定，
藥房分攤費用可能減少



30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替代醫學1,2 

（針灸、脊椎推拿 
和自然療法）

脊椎推拿服務： 
對於每次 Medicare 承保的就診，$20 的費用 
人工矯治脊椎以矯正半脫位（1 塊或多塊脊椎骨移位）；

脊椎推拿服務（補充）： 
$0 的共付額。承保服務包括常規脊椎推拿就診，結合針灸和自然療法
就診，每曆年合計提供最多 12 次就診。
這些服務必須由州認證的執業醫生提供。

遠程醫療服務 我們承保遠程醫療服務，包括與以下人員的虛擬就診：
·ﾠ主治醫生
·ﾠ專科醫生
·ﾠ急症治療護理
·ﾠ門診精神健康、精神科和藥物濫用的個人及團體療程
您支付的費用與您親自就診的費用相同。

糖尿病用品/ 
糖尿病用品 
和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糖尿病自我管理、糖尿病服務和用品，$0 的費
用。糖尿病藥物，例如用注射器注射的胰島素，通常由您 D 部分處方
藥保險承保。

耐用醫療 
設備1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耐用醫療設備， 
20% 的費用。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2 
其他福利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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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對本計劃的福利或費用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我們的 Medicare 專家之一，電話： 

1-800-944-1247，TTY 人士轉接：撥打 711 

健身計劃 對於以下福利，$0 的共付額：
·ﾠ居家健身套件（選擇包括活動追蹤器、視訊 
和鍛鍊設備）
·ﾠ計劃內健身中心的會員資格
·ﾠ線上和智慧型手機健身應用程式工具

足部護理1,2 

（足療服務）
足療服務： 
對於每次 Medicare 承保的足療就診，$0 的共付額。 
承保服務包括： 
·ﾠ對足部傷害和疾病（例如錘狀趾或足跟骨刺）的診斷和醫學或外科治療
·ﾠ為伴有影響下肢的某些醫療狀況的會員提供的常規足部護理。
足療服務（補充）： 
對於每次補充性足療就診，$0 的費用。 
我們的補充性福利包括每年最多四 (4) 次由 Medicare 批准的足部護
理服務提供者提供的非 Medicare 承保的足部護理。

居家護理服務1,2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居家護理就診，$0 的共付額。

善終護理 在您參與獲得 Medicare 認證的善終計劃後，您的善終服務以及與您的
絕症預後相關的 A 部分和 B 部分服務均由 Original Medicare（而不是 
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 Medicare Advantage）支付費用。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2 
其他福利摘要



32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膳食 您無需支付任何費用即可獲得最高福利。福利包括每次從醫院或專業
護理機構出院後 14 天內的一日兩餐。膳食計劃每曆年僅限 6 次服務。

門診藥物濫用戒除服務1,2 團體治療就診： 
20% 的費用

個人治療就診： 
20% 的費用

非處方福利 不承保

義肢裝置1 
（包括支架、假肢等）

Medicare 承保：
義肢裝置 
20% 的費用

醫療用品 
20% 的費用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2 
保費和福利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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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對本計劃的福利或費用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我們的 Medicare 專家之一，電話： 

1-800-944-1247，TTY 人士轉接：撥打 711 

腎臟透析1 20% 的費用

全球緊急醫療/ 
急症治療護理

對於全球緊急醫療/急症治療護理，20% 的費用和每年 $25,000 的承
保限額。

本計劃承保在美國及其領土之外接受的補充性緊急醫療服務、急症
服務和緊急載送，但不超過計劃承保限額。此福利不適用於您的最高
自付費用責任。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2 
保費和福利摘要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s 3 和 4
Plan 3 的服務區域：Clark、Cowlitz、King、Kitsap、Pierce、Snohomish、 
Spokane、Thurston。

Plan 4 的服務區域：Adams、Chelan、Douglas、Grant、Lewis、Okanogan、 
Skagit、Walla Walla、Whatcom、Yak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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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對本計劃的福利或費用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我們的 Medicare 專家之一，電話： 

1-800-944-1247，TTY 人士轉接：撥打 711 

月繳計劃保費 Plan 3 
每月 $68

Plan 4 
每月 $94

此外，您必須繼續支付您的 Medicare B 部分保費。

自付額 本計劃沒有自付額

最高自付費用責任 
（不包括處方藥）

您在本計劃的年度限額：對於從網絡內提供者處獲得的服務，限額為 
$6,700。如果您達到自付費用的限額，可繼續獲得承保的醫院和醫療
服務，我們將全額支付年內剩餘時間的費用。請注意，您仍需支付 D 部
分處方藥分攤費用。

住院服務 我們的計劃承保不限制天數的住院 
治療。

·ﾠ對於每個受益期的第 1 至 4 天，每天 $450 的共付額 
·ﾠ對於每個受益期的第 5 至 90 天，$0 的共付額

每個新的受益期都從第 1 天開始計算

醫院門診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醫院門診 
觀察服務，$260 的共付額。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醫院門診 
手術和其他服務，$260 的共付額。

醫生就診1,2 

（主治醫生和專科醫生）
主治醫生就診*： 
$0 的共付額

專科醫生就診*： 
$40 的共付額

*包括遠程醫療就診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3 和 4 
保費和福利摘要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35



36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預防性保健2 對於預防性服務，如流感疫苗和 
健康年檢，$0 的共付額

合約年度內 Medicare 批准的所有額外預防性服務將獲承保。每年 8 
次電話諮詢，還可以享受最長 12 週的尼古丁替代療法。請致電我們瞭
解更多詳情。

緊急醫療護理 $90 的共付額

若您在 24 小時之內住院，則需支付住院共付額，無需支付急診共付
額。詳見本手冊「住院治療」一節，瞭解其他費用。

急症治療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急症治療護理就診，$0 的共付額。

若要提供其他服務，可能需要分攤費用。對於在美國及其領土之外接
受的急診治療服務，請參見「全球緊急醫療/急症治療護理」。

診斷服務/ 
化驗/影像拍攝1

放射線診斷服務（如 MRI、CT 掃描）： 
20% 的費用

診斷檢查和程序： 
20% 的費用

化驗服務： 
$0 的共付額

門診 X 光檢查： 
$15 的共付額

放射線治療服務（如癌症的放射線治療）： 
20% 的費用

聽力服務1,2 Medicare 承保的聽力診斷檢查： 
$20 的共付額

常規聽力檢查及助聽器不受保。

牙科服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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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3 和 4 
保費和福利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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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對本計劃的福利或費用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我們的 Medicare 專家之一，電話： 

1-800-944-1247，TTY 人士轉接：撥打 711 

視力服務 視力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旨在診斷及治療眼部疾病和 
病症的檢查，$40 的共付額。

視力服務（補充）： 
（透過 Vision Service Plan (VSP) Choice 網絡） 
·ﾠ對於每年一次的 WellVision 檢查，$0 的共付額。 
·ﾠ對於補充性 
視力裝置，每兩年最多 $150 的福利限額。
在 VSP Choice 網絡之外： 
·ﾠ超過計劃福利限額費用的 100%。

精神健康服務1,2 住院就診： 
我們的計劃最多終身承保 190 天的精神病院住院精神健康護理。僅在
符合特定條件的情況下，住院精神病服務才會計入 190 天的終身限制
中。住院護理限制不適用於全科醫院提供的住院精神治療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精神病院住院服務： 
·第 1 至 10 天，每天 $155 的共付額 
·ﾠ第 11 至 90 天，每天 $0 的共付額

門診團體和/或個人治療就診 
（包括遠程醫療）： 

$30 的共付額

若要提供其他服務，可能需要分攤費用。

專業護理機構 (SNF)1,2 我們的計劃提供最多 100 天的專業護理機構住院服務。
·ﾠ對於每個受益期的第 1 至 20 天，每天 $0 的共付額 
·ﾠ對於每個受益期的第 21 至 100 天，每天 $160 的共付額

物理治療 對於門診服務，$30 的共付額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3 和 4 
保費和福利摘要



38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救護車1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單程救護車福利，$300 的共付額。

載送服務 不承保

Medicare B 部分藥物 化療藥物等 B 部分藥物1： 
20% 的費用

其他 B 部分藥物1： 
20% 的費用

對於 D 部分藥物保險，請參見下一節。

門診手術 
中心

$260 的共付額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3 和 4 
保費和福利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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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3 和 4 
藥物保險摘要

Medicare D 部分藥物的自付額 無自付額

您可在網絡內零售藥房和郵購藥房獲取您的藥物。

零售分攤費用 首選藥房 標準藥房

等級 30 天的份量 90 天的份量 30 天的份量 90 天的份量

第 1 級：首選普通藥 $0 的共付額 $0 的共付額 $5 的共付額 $10 的共付額

第 2 級：普通藥 $10 的共付額 $20 的共付額 $15 的共付額 $30 的共付額

第 3 級：首選品牌藥 $42 的共付額 $125 的共付額 $47 的共付額 $140 的共付額

第 4 級：非首選藥物 50% 的費用 50% 的費用 50% 的費用 50% 的費用

第 5 級：特殊級藥物 33% 的費用 不承保 33% 的費用 不承保

首選郵購分攤費用

等級 90 天的份量
第 1 級：首選普通藥 $0 的共付額
第 2 級：普通藥 $20 的共付額
第 3 級：首選品牌藥 $125 的共付額

第 1 階段： 
初始承保階段

您支付第 1、2、3、4、5 級的 D 部分 
處方藥的分攤費用，直到年度藥費達到 $4,430。年度總藥費是指您及 D 部分計
劃支付的總藥費。

第 2 階段： 
承保缺口階段

在您的藥費總額達到 $4,430 後，對於普通藥，您將支付最多 25% 的共同保險， 
對於品牌藥和實際自付費用 (TrOOP) 在 $4,430 到 $7,050 之間的承保缺口階段
的任何藥物等級，您將支付最多 25% 的共同保險。

第 3 階段： 
重大傷病承保階段

您的年度藥物自付費用（包括 
透過您的零售藥房和郵購服務購買的藥物）達到 $7,050 後，您 
需支付以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ﾠ5% 的共同保險，或
·ﾠ普通藥（包括視作普通藥的品牌藥）的 $3.95 共付額或 
所有其他藥物的 $9.85 共付額。

如您居住在長期護理機構，則您所支付的費用
與在零售藥房時支付的費用相同。您可在網絡
外藥房，按與標準零售藥房一樣的價格獲取藥
物。



40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替代醫學1,2 

（針灸、脊椎推拿 
和自然療法）

脊椎推拿服務： 
對於每次 Medicare 承保的就診，$20 的共付額 
人工矯治脊椎以矯正半脫位（1 塊或多塊脊椎骨移位）；

脊椎推拿服務（補充）： 
$0 的共付額。承保服務包括常規脊椎推拿就診，結合針灸和自然療法
就診，每曆年合計提供最多 12 次就診。
這些服務必須由州認證的執業醫生提供。

遠程醫療服務 我們承保遠程醫療服務，包括與以下人員的虛擬就診：
·ﾠ主治醫生
·ﾠ專科醫生
·ﾠ急症治療護理
·ﾠ門診精神健康、精神科和藥物濫用的個人及團體療程
您支付的費用與您親自就診的費用相同。

糖尿病用品/ 
糖尿病用品 
和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糖尿病自我管理、糖尿病服務和用品，$0 的費
用。糖尿病藥物，例如用注射器注射的胰島素，通常由您 D 部分處方
藥保險承保。

耐用醫療 
設備1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耐用醫療設備， 
20% 的費用。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3 和 4 
其他福利摘要



41
若您對本計劃的福利或費用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我們的 Medicare 專家之一，電話： 

1-800-944-1247，TTY 人士轉接：撥打 711 

健身計劃 對於以下福利，$0 的共付額：
·ﾠ居家健身套件（選擇包括活動追蹤器、視訊 
和鍛鍊設備）
·ﾠ計劃內健身中心的會員資格
·ﾠ線上和智慧型手機健身應用程式工具

足部護理1,2 

（足療服務）
足療服務：對於每次 Medicare 承保的足療就診， 
$0 的共付額。 
承保服務包括： 
·ﾠ對足部傷害和疾病 
（例如錘狀趾或足跟骨刺）的診斷和醫學或外科治療 

·ﾠ為伴有影響下肢的某些醫療狀況的會員 
提供的常規足部護理。
足療服務（補充）： 
對於每次補充性足療就診，$0 的費用。 
我們的補充性福利包括每年最多四 (4) 次由 Medicare 批准的足部護
理服務提供者提供的非 Medicare 承保的足部護理。

居家護理服務1,2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居家護理就診，$0 的共付額。

善終護理 在您參與獲得 Medicare 認證的善終計劃後，您的善終服務以及與您的
絕症預後相關的 A 部分和 B 部分服務均由 Original Medicare（而不是 
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 Medicare Advantage）支付費用。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3 和 4 
其他福利摘要



42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膳食 您無需支付任何費用即可獲得最高福利。

福利包括每次從醫院或專業護理機構出院後 14 天內的一日兩餐。膳
食計劃每曆年僅限 6 次出院。

門診藥物濫用戒除服務1,2 團體治療就診： 
20% 的費用

個人治療就診： 
20% 的費用

非處方福利 不承保

義肢裝置1 
（包括支架、假肢等）

Medicare 承保：
義肢裝置 
20% 的費用

醫療用品 
20% 的費用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3 和 4 
其他福利摘要



43
若您對本計劃的福利或費用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我們的 Medicare 專家之一，電話： 

1-800-944-1247，TTY 人士轉接：撥打 711 

腎臟透析1 20% 的費用

全球緊急醫療/ 
急症治療護理

對於全球緊急醫療/急症治療護理，20% 的費用和每年 $25,000 的承
保限額。

本計劃承保在美國及其領土之外接受的補充性緊急醫療服務、急症
服務和緊急載送，但不超過計劃承保限額。此福利不適用於您的最高
自付費用責任。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3 和 4 
其他福利摘要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Dual Plan (HMO SNP)
服務區域：Adams、Benton、Chelan、Clallam、Clark、Cowlitz、Douglas、Franklin、Grant、 
Grays Harbor、Je�erson、King、Kitsap、Lewis、Mason、Okanogan、Paci�c、Pierce、Skagit、 
Snohomish、Spokane、Stevens、Thurston、Wahkiakum、Walla Walla、Whatcom 和 Yakima。

我需要支付 $0 還是 20% 的費用？
如果加入 Dual Plan，對於大多數服務，有些會員需支付 $0 的共付額，而有些
會員需支付 20% 的共付額（如 Original Medicare 等）。您支付的金額取決於
您從州 Medicaid (Apple Health) 獲得的援助的等級。我們的代表會告訴您州
為您列出的 Medicaid 福利等級和您需要為服務支付的費用（如有）。



45
若您對本計劃的福利或費用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我們的 Medicare 專家之一，電話： 

1-800-944-1247，TTY 人士轉接：撥打 711 

月繳計劃保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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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付額 如果沒有獲得 Medicaid 分攤費用補助， 
則 Medicare B 部分服務的自付額為 $203。這是 2021 年的金額，該金額每年 
都會有所調整。請聯絡會員服務部瞭解最新的金額。 

最高自付費用責任 
（不包括處方藥）

您在本計劃的年度限額：對於從網絡內提供者處獲得的服務， 
限額為 $7,550。如果您達到自付費用的限額，可繼續獲得承保的醫院和醫
療服務，我們將全額支付年內剩餘時間的費用。請注意，您仍需支付 D 部
分處方藥分攤費用。

住院服務 如果沒有獲得全額 Medicaid 分攤費用補助，則需支付 A 部分自付額。 
這是 2021 年的金額，該金額每年都會有所調整。請聯絡 
會員服務部瞭解最新的金額。 

·ﾠ第 1 天至第 60 天，$1,484 的共付額 
·ﾠ第 61 天至第 90 天，$371 的共付額 
·ﾠ 每個受益期的第 90 天後，所動用的每個「終身儲備日」的共付額為 $742 
（終身最多 60 天）

終身儲備日之外：您需支付全部費用 
每次新的住院都從第 1 天開始計算。

醫院門診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醫院門診 
手術和其他服務，$0 或 20% 的費用。 

醫生就診1,2 

（主治醫生和專科醫生）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主治醫生 
或專科醫生就診（包括遠程醫療），$0 或 20% 的費用。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Dual Plan (HMO SNP) 
保費和福利摘要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45



46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預防性保健2 對於預防性服務，如流感疫苗和健康年檢，$0 的費用。

合約年度內 Medicare 批准的 
所有額外預防性服務將獲承保。每年 8 次電話諮詢， 
還可以享受最長 12 週的 
尼古丁替代療法。請致電我們瞭解更多詳情。

緊急醫療護理 $0 或 20%；對於每次 Medicare 承保的急診室就診，$90 的限額。

門診手術 
中心

您需支付 $0 或 20% 的費用。

急症治療服務 $0 或 20%；對於每次 Medicare 承保的急症治療 
護理就診，$65 的限額。 

診斷服務/ 
化驗/影像拍攝1

放射線診斷服務 
（如 MRI、CT 掃描）： 
$0 或 20%

診斷檢查和程序： 
$0 或 20%

化驗服務： 
$0 或 20%

門診 X 光檢查： 
$0 或 20%

放射線治療服務，如癌症的放射線治療： 
$0 或 20%

聽力服務1,2 聽力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聽力診斷檢查，0% 或 20% 的費用。

聽力服務（補充）： 
對於每年一次的常規聽力檢查和每年一次的助聽器驗配/評估， 
$0 的費用。您無需支付補充性助聽器和其他用品的費用，且每曆年最多 
$1,700 的福利限額。 您需支付超過計劃福利限額的全部費用。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Dual Plan (HMO SNP) 
保費和福利摘要



47
若您對本計劃的福利或費用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我們的 Medicare 專家之一，電話： 

1-800-944-1247，TTY 人士轉接：撥打 711 

牙科服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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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力服務 視力服務：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旨在診斷及治療眼部疾病和病症的檢查， 
$0 或 20% 的費用

視力服務（補充）： 
（透過 Vision Service Plan (VSP) Choice 網絡） 
• 對於每年一次的 WellVision 檢查，$0 的費用。 
•每兩年的補充性裝置的最高計劃福利限額為 $400。

在 VSP Choice 網絡之外： 
• 超過計劃福利限額費用的 100%。

精神健康服務1,2 住院就診： 
如果沒有獲得全額 Medicaid 分攤費用補助，則需支付 A 部分自付額。 
這是 2021 年的金額，該金額每年都會有所調整。請聯絡 
會員服務部瞭解最新的金額。

·ﾠ每個受益期的第 1 天至第 60 天，$1,484 的自付額

·ﾠ每個受益期的第 61 天至第 90 天，$371 的共付額

·ﾠ 每個受益期的第 90 天後，所動用的每個「終身儲備日」的共付額為 $742 
（終身最多 60 天） 

終身儲備日之外：您需支付全部費用。

門診團體和/或個人治療就診 
（包括遠程醫療）： 
您需支付 $0 或 20% 的費用。

專業護理機構 (SNF)1,2 如果沒有獲得全額 Medicaid 分攤費用補助，您需支付以下費用。
這是 2021 年的金額，該金額每年都會有所調整。請聯絡 
會員服務部瞭解最新的金額。 

第 1 至第 20 天：每個受益期每天 $0 的共付額
第 21 至第 100 天：每個受益期每天 $185.50 的共付額
第 101 天及之後：您需支付全部費用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Dual Plan (HMO SNP) 
保費和福利摘要



48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物理治療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物理治療服務，您需支付 $0 或 20% 的費用。

救護車1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單程救護車服務，您需支付 $0 或 20% 的費用。 

載送服務 對於每曆年最多 75 次前往計劃批准地點的單向行程，您無需支付費用。 

Medicare B 部分藥物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 B 部分藥物，您需支付 $0 或 20% 的費用： 
·ﾠ化療藥物等 B 部分藥物1 

·ﾠ其他 B 部分藥物1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Dual Plan (HMO SNP) 
保費和福利摘要



49
若您對本計劃的福利或費用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我們的 Medicare 專家之一，電話： 

1-800-944-1247，TTY 人士轉接：撥打 711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Dual Plan (HMO SNP) 
藥物保險摘要

Medicare D 部分藥物的自付額 $0 至 $480，視「額外補助」等級而定

您可在網絡內零售藥房和郵購藥房獲取您的藥物。

零售分攤費用

藥房

等級 30 天的份量 90 天的份量

所有等級 $0-$9.85 的共付額 $0-$9.85 的共付額

首選郵購分攤費用

等級 90 天的份量
所有等級 $0-$9.85 的共付額

如您居住在長期護理機構，則您所支付的費用與在零售藥房時支付的費用相同。您可在網絡外藥房，按與標
準零售藥房一樣的價格獲取藥物。

第 1 階段： 
初始承保階段

您需支付所有等級的 D 部分處方藥的分攤費用，直到年度藥費達到 $4,430。年
度總藥費是指您及 D 部分計劃支付的總藥費。

第 2 階段： 
承保缺口階段

在您的藥費總額達到 $4,430 後，對於普通藥，您將支付最多 25% 的共同保險，
對於品牌藥和實際自付費用 (TrOOP) 在 $4,430 到 $7,050 之間的承保缺口階段
的任何藥物等級，您將支付最多 25% 的共同保險。

第 3 階段： 
重大傷病承保階段

您的年度藥物自付費用（包括透過您的零售藥房和郵購服務購買的藥物）達到 
$7,050 後，您需支付以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ﾠ5% 的共同保險，或
·ﾠ普通藥（包括視作普通藥的品牌藥）$0 至 $3.95 的共付額或 
所有其他藥物 $0 至 $9.85 的共付額。



50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替代醫學1,2 

（針灸、脊椎推拿 
和自然療法）

脊椎推拿服務： 
對於每次 Medicare 承保的就診（人工矯治脊椎以矯正半脫位）， 
$0 或 $20 的費用。 

脊椎推拿服務（補充）： 
對於承保的服務，包括常規脊椎推拿就診，結合針灸和自然療法就
診，$0 的費用，每曆年合計提供最多 12 次就診。
這些服務必須由州認證的執業醫生提供。

遠程醫療服務 我們承保遠程醫療服務，包括與以下人員的虛擬就診：
·ﾠ主治醫生
·ﾠ專科醫生
·ﾠ急症治療護理
·ﾠ門診精神健康、精神科和藥物濫用的個人及團體療程
您支付的費用與您親自就診的費用相同。

糖尿病用品/ 
糖尿病用品 
和服務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糖尿病自我管理、糖尿病服務和用品，$0 或 
20% 的費用。糖尿病藥物，例如用注射器注射的胰島素，通常由您 D 
部分處方藥保險承保。

耐用醫療 
設備1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耐用醫療設備，您需支付 $0 或 20% 的費用。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Dual Plan (HMO SNP) 
其他福利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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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對本計劃的福利或費用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我們的 Medicare 專家之一，電話： 

1-800-944-1247，TTY 人士轉接：撥打 711 

健身計劃 對於以下福利，$0 的共付額：
·ﾠ居家健身套件（選擇包括活動追蹤器、視訊 
和鍛鍊設備）
·ﾠ計劃內健身中心的會員資格
·ﾠ線上和智慧型手機健身應用程式工具

足部護理1,2 

（足療服務）
足療服務：對於每次 Medicare 承保的足療就診， 
$0 或 20% 的費用。 
承保服務包括： 
·ﾠ 對足部傷害和疾病（例如錘狀趾或足跟骨刺）的診斷和醫學或外科
治療

·ﾠ為伴有影響下肢的某些醫療狀況的會員提供的常規足部護理。

足部護理1,2 

（足療服務（續））
足療服務（補充）： 
對於每次補充性足療就診，$0 的費用。 
我們的補充性福利包括每年最多四 (4) 次由 Medicare 批准的足部護
理服務提供者提供的非 Medicare 承保的足部護理。

居家護理服務1,2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居家護理服務，$0 的共付額。

善終護理 在您參與獲得 Medicare 認證的善終計劃後， 
您的善終服務以及與您的絕症預後相關的 A 部分和 B 部分服務均
由 Original Medicare（而不是 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 
Medicare Advantage）支付費用。

膳食 您無需支付任何費用即可獲得最高福利。

福利包括每次從醫院或專業護理機構出院後 
 14 天內的一日兩餐。膳食計劃每曆年僅限 6 次出院。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Dual Plan (HMO SNP) 
其他福利摘要



52 標有 1 的服務可能需要事先授權。標有 2 的服務可能需要從您的醫生處轉診。

門診藥物濫用戒除服務1,2 團體治療就診： 
$0 或 20%

個人治療就診： 
$0 或 20%

非處方福利 對於透過我們的目錄購買的非處方 (OTC) 郵購產品，您無需支付費
用，且每 3 個月（或「季度」） 
最高 $350 的福利限額。 

義肢裝置1 
（包括支架、假肢等）

Medicare 承保：
義肢裝置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義肢裝
置，您需支付 $0 或 20% 的 
費用

醫療用品 
對於 Medicare 承保的醫療用
品，您需支付 $0 或 20% 的 
費用

腎臟透析1 $0 或 20%

全球緊急醫療/ 
急症治療護理

對於全球緊急醫療/急症治療護理，$0 或 20% 的費用和 $25,000 的承
保限額。

本計劃承保在美國及其領土之外接受的補充性緊急醫療服務、急症
服務和緊急載送，但不超過計劃承保限額。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Dual Plan (HMO SNP) 
其他福利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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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Medicaid*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Dual Plan
住院治療

住院治療 
（包括藥物濫用戒除及康復）

承保 承保

住院精神 
健康護理

承保 承保

專業護理機構 (SNF) 
（在 Medicare 認證的專業 

護理機構內）

承保 承保

居家護理 
（包括醫療必需的間斷性專

業護理、居家護理助理服務
及康復服務等）

承保 承保

善終護理 承保 承保

門診護理

醫生診所就診 承保 承保

脊椎推拿服務 20 及以下 - 承保 
21 及以上 - 不承保

承保

足療服務 承保具有醫療必需性的程序 承保

門診精神 
健康護理

承保 承保

Medicaid 的承保範圍
下述福利由 Medicaid (Apple Health) 承保。福利概述的「承保的醫療和醫院福利」一節所述的福
利由 Medicare 承保。就所列的每項福利而言，您可看到 Apple Health 的承保內容。您就承保服
務支付的費用取決於您的 Medicaid 資格水平。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Dual Plan (HMO SNP) 
Medicaid 承保福利摘要

*此清單僅作為一般資訊供您參考，並不保證實際將承保這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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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PW Medicare Advantage Dual Plan (HMO SNP) 
Medicaid 承保福利摘要

福利 Medicaid*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Dual Plan

門診護理（續）
門診藥物濫用 
戒除護理

有限制條件的承保 承保

門診服務 承保 承保

救護車服務 
（具有醫療必需性的救護車

服務）

有限制條件的承保 承保

急救護理 
（如果您合理地認為自己需

要急救護理，則可前往任何
急診室）

承保 承保

急症治療服務 
（此類護理並非急救護理，且

在大多數情況下，此類護理
會在服務區域外提供。）

承保 承保

門診康復服務 
（職業治療 
、物理治療、語言治療。）

有限額的承保 承保

門診醫療服務及用品

耐用醫療設備 
（包括輪椅、 

氧氣設備等）

承保 承保

義肢裝置 
（包括支架、假肢及假眼等）

承保 承保

糖尿病計劃 
及用品

承保 承保

心臟及肺病康復服務 承保 承保

*此清單僅作為一般資訊供您參考，並不保證實際將承保這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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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PW Medicare Advantage Dual Plan (HMO SNP) 
Medicaid 承保福利摘要

福利 Medicaid*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Dual Plan
預防性服務

預防服務：
• 腹主動脈瘤
• 酒精濫用戒除諮詢
• 骨質測量
• 乳腺癌篩查
• 心血管疾病
• 心血管篩檢
• 宮頸癌和陰道癌篩檢
• 結腸直腸癌篩檢
• 憂鬱症篩檢
• 糖尿病篩檢
• HIV 篩檢
• Medicare 糖尿病預防
計劃

• 醫學營養 
治療服務

• 肥胖症篩檢 
和諮詢

• 前列腺癌 
篩檢

• 性傳播感染篩檢 
和諮詢

• 戒菸諮詢
• COVID-19 疫苗、流感疫
苗、B 型肝炎疫苗和肺炎
鏈球菌疫苗

• 「歡迎加入 Medicare」
預防性診斷

• 健康年檢

有限額的承保 承保尼古丁替代療法和諮詢

*此清單僅作為一般資訊供您參考，並不保證實際將承保這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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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PW Medicare Advantage Dual Plan (HMO SNP) 
Medicaid 承保福利摘要

福利 Medicaid*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Dual Plan
處方藥福利

門診 
處方藥

有限制條件的承保 承保

門診醫療服務及用品

牙科服務 不承保 承保

聽力服務 承保 - 僅聽力檢查 承保 - 聽力檢查和 
助聽器

視力服務 承保 承保其他裝置福利

健身計劃 不承保 承保

非處方用品 不承保 承保

非緊急醫療載送服務 
(NEMT)

承保 承保

針灸 不承保 承保

*此清單僅作為一般資訊供您參考，並不保證實際將承保這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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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電話
我們的持照 CHPW Medicar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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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郵寄
只需填寫投保申請表，用預付郵資的橙
色信封寄回即可。如果您沒有投保申請
表或預付郵資的信封，請聯絡我們，我
們將很樂意給您郵寄一份。

如何參保？



線上申請
請瀏覽 medicare.chpw.org 線上
申請參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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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RE ADVANTAGE

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TM

網址： 
medicare.chpw.org

郵寄地址： 
Community Health Plan 
of Washington 
1111 3rd Ave, Suite 400
Seattle, WA 98101-3207

潛在會員： 
1-800-944-1247

現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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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