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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個人投保申請書  
若您有任何疑問，請聯絡 AgeWell New York 康逸健保，電話：  

1-866-237-3210（聽障/語障專線 1-800-662-1220） 

將投保申請書傳真至 1-855-895-0784 

若您需要另一種語言或格式（盲文）編寫的表格，請聯絡康逸健保。 
 

請勾選您要參加的計劃 

Bronx 布朗士區、Brooklyn 布碌崙區、Nassau 納蘇郡、New York (Manhattan) 紐約（曼哈頓）、

Queens 皇后區和 Westchester 威徹斯特郡 

□ (H4922-011) LiveWell (HMO) 每月 $36.60  

       □ 增加可選牙科福利每月 $16.00  □ 增加可選視力福利每月 $9.00 

□ (H4922-003) FeelWell (HMO D-SNP) 每月 $0 

     完整的 Medicaid 州醫療補助計劃（白卡）福利 (QMB+/SLMB+) 或僅 QMB 

Bronx 布朗士區、Brooklyn 布碌崙區、Nassau 納蘇郡、New York (Manhattan) 紐約（曼哈頓）、

Queens 皇后區、Suffolk 薩福克郡和 Westchester 威徹斯特郡 

□ (H4922-004) CareWell (HMO I-SNP) 每月 $0 或最多 $36.60 

若要參保康逸健保，請提供以下資訊 

姓： 名： 中間名首字母： □ 先生 □ 夫人 □ 女士 

出生日期： 

(  /  / ) 
    （月/              日/            年） 

性別： 

□ 男   □ 女 

住宅電話號碼：  

( ) 

備用電話號碼： 

( ) 

永久居住地址（不允許使用郵政信箱）： 

城市： 縣： 州： 郵遞區號： 

郵寄地址（僅在與您的永久居住地址不同時才需填寫）：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緊急聯絡人： 電話號碼： 與您的關係： 

電子郵件地址： 

請提供您的 Medicare 聯邦醫療保險（紅藍卡）保險資訊 

請取出您的紅白藍 Medicare 卡以填寫此部份。 

• 請按您 Medicare（紅藍卡）上所示填寫此 

資訊。 

 

-或- 

 

• 隨附您的 Medicare（紅藍卡）副本或社會安全

局或鐵路退休委員會給您寄送的信函。 

姓名（與 Medicare（紅藍卡）上顯示的一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edicare（紅藍卡）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權享有：                                   生效日期： 

住院保險（A 部份）                   _________________ 

醫療保險（B 部份）                    _________________ 

如欲加入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聯邦醫療優勢計

劃，您必須擁有 Medicare（紅藍卡）A 部份或 B 部

份保險。 

HMO 

HMO ISNP 

HMO DS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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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您的計劃保費 

您可以每月透過郵寄個人或保付支票來支付您的每月保費（包含您目前應付或可能積欠的所有逾期參保

罰金）。您還可以選擇自動扣款方式從您的社會安全局或鐵路退休委員會 (RRB) 福利支票中每月自動扣

除您的保費。  

若您被評估為 D 部份-Income related Monthly Adjustment Amount（按收入每月調整保費），社會安全

局將會通知您。除支付您的計劃保費之外，您還需負責支付這一額外金額。這筆金額或從您的社會安全

局福利支票直接扣除，或由 Medicare（紅藍卡）或 RRB 向您直接開具賬單收費。請勿向康逸健保支付 

D 部份-IRMAA。  

收入有限的人士可能有資格享有處方藥費的額外補助。若符合資格，Medicare（紅藍卡）可能會支付 

75% 或更多的藥費，包括每月的處方藥保費、年度自付額和共同保險。另外，符合資格的人士不必受限

於承保缺口或逾期參保罰金。許多人有資格獲得此類補助，但他們對此毫不知情。要瞭解有關額外補助

的更多資訊，請聯絡您當地的社會安全局辦事處，或撥打 1-800-772-1213 致電社會安全局。聽障/語障人

士可致電 1-800-325-0778。您亦可從 www.socialsecurity.gov/prescriptionhelp 在線申請額外補助。  

如果您符合額外補助資格，可獲得 Medicare（紅藍卡）處方藥費用承保，Medicare（紅藍卡）將為您支

付全部或部份計劃保費。如果 Medicare（紅藍卡）只支付部份保費，我們會向您收取 Medicare（紅藍

卡）未給付的金額。 

如果您未選擇付款方式，您每個月都會收到賬單。 

請選擇一項保費付款方式： 

□    收取賬單。 

□    每月自動從您的社會安全局或鐵路職工退休委員會 (RRB) 福利金支票扣繳。 

      我透過以下來源獲得每月福利：□ 社會安全局     或     □ 鐵路職工退休委員會 (RRB)  

（扣繳可能需要在社會安全局或 RRB 批准後兩個月或更長時間才會生效。在多數情況下，如果社會安全

局或 RRB 批准自動扣繳申請，第一次透過社會安全局或 RRB 福利金支票扣繳的金額將包含您從投保生

效日起到扣繳日止的所有應繳保費。如果您的自動扣繳申請未獲社會安全局或 RRB 批准，我們將郵寄每

月保費的紙本賬單給您。） 

請閱讀並回答以下重要問題 

1. 您是否患有晚期腎病 (ESRD)？ □ 是   □ 否  

若您已順利進行腎臟移植手術和/或您已不再需要進行定期透析，請附上醫生提供的說明或記錄，證明您

已順利進行腎臟移植手術或不需要透析服務，否則我們可能需要聯絡您，以取得額外資訊。 

file://///COMMAND-DC1/Command/Customers/AgeWell/91082%20-%20AWLFRMEN7-8%20-%202017-2018%20ENROLLMENT%20FORM/www.socialsecurity.gov/prescription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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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些人可能擁有其他的藥物保險，包括  

□ 其他私人保險     □ TRICARE     □ 聯邦員工健康福利保險 

□ 退伍軍人福利，     或     □ 州醫療協助計劃 (EPIC)。 
 

除康逸健保以外，您是否還會參保其他處方藥保險？ □ 是   □ 否 
 

若回答「是」，請列出您所持有的其他保險，以及您該保險的識別 (ID) 號碼： 

其他保險的名稱：                                  用於該保險的 ID 號碼：                           用於該保險的團體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您是否是長期護理機構（如療養院）的住院患者？ □ 是   □ 否 

若選擇「是」，請提供以下資訊： 

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_________ 郵遞區號：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4. 您是否已加入您所在州的 Medicaid（白卡）計劃？  □ 是   □ 否 

若選擇「是」，請提供您的 Medicaid（白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您或您的配偶是否有工作？ □ 是   □ 否 

若選擇「是」，您是否透過您或您配偶的僱主投保？  □ 是   □ 否 

其他保險的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於該保險的 ID 號碼：__________________  

用於該保險的團體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在我們的網絡中選擇主治醫生 (PCP) 的姓名： 

主治醫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治醫生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_________ 郵遞區號：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新醫生  □ 是   □ 否 

如果您希望我們以英語以外的語言或無障礙格式向您傳送資訊，請勾選以下的一項：  

 

□ 西班牙文     □ 中文      □ 盲文      □ 錄音帶      □ 大字體印刷版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您需要以上所列之外的無障礙格式或語言的資訊，請撥打 1-866-237-3210 聯絡康逸健保。我們的服務

時間為一週七天，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美國東部時間）。聽障/語障人士可致電 1-800-662-1220。  

請閱讀下列重要資訊  

如果您目前已經有僱主或工會提供的健康保險，參加康逸健保可能會影響您經由僱主或工會獲得的健康

福利。若您加入康逸健保，您可能會失去有僱主或工會提供的健康保險。請閱讀由您的僱主或工會寄送

給您的函件。若您有疑問，請瀏覽他們的網站或聯絡其函件上列出的辦事處。如未提供任何聯絡人資

訊，請洽詢您的福利管理員或任何能夠回答承保有關問題的辦事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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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並在下方簽名 

填完本投保申請書，即代表我同意以下事項： 

康逸健保是一項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聯邦醫療優勢計劃，與聯邦政府簽有合約。我將需要繼續參保 

Medicare（紅藍卡）A 部份及 B 部份。我每次只能參加一個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聯邦醫療優勢計

劃，我理解我參保本計劃將自動終止我對另一個 Medicare（紅藍卡）健康計劃或處方藥計劃的參保。如

果我當前或未來參保任何處方藥保險，我有責任通知你們。對本計劃的參保通常有效期為一年。一旦成

功投保，我僅可在全年的特定時間（參保期）撤銷本保險或進行變更（如：每年的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7 日），或在特殊情況下撤銷或變更。 

 

康逸健保服務於特定服務區。若我遷出康逸健保的服務區域，我需要通知計劃以便退保並在新區域尋找

新的計劃。一旦我成為康逸健保的會員，若我不同意計劃就付款或服務作出的裁決，我有權提出上訴。

我將在收到康逸健保的承保範圍說明書後閱讀該文件，以便瞭解為獲得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聯邦醫

療優勢計劃承保，我所需遵循的規則。我理解 Medicare（紅藍卡）在通常情況下並不會承保國境以外的

服務，Medicare（紅藍卡）僅在靠近美國國境的區域內提供有限的承保。 

 

我理解，自康逸健保承保生效日期開始，除非存在緊急或急症治療護理或服務區外透析服務的需求，我

必須從康逸健保獲得所有的健康護理。康逸健保授權的服務和康逸健保承保範圍說明書文件（亦稱為會

員合約或投保人協議）中包含的其他服務將獲得承保。未經授權，MEDICARE（紅藍卡）或康逸健保均

不會為服務付費。 

 

我理解，如果我正從銷售代理、經紀人或其他由康逸健保僱傭或簽約的個人處獲得協助，則他們可能根

據我參保康逸健保的情況獲得報酬。 

 

資訊披露：我加入本 Medicare（紅藍卡）健康計劃即代表我確認康逸健保將向 Medicare（紅藍卡）以及

其他計劃披露因我的治療、支付及健康護理手術而必需披露的有關我的資訊。我還確知，康逸健保將向 

Medicare（紅藍卡）披露我的資訊（包括我的處方藥事件資料），而 Medicare（紅藍卡）可能出於研究

目的或符合所有適用聯邦法令和法規的其他目的披露該資訊。盡我所知，本投保申請書中的資訊正確屬

實。我理解，如果我故意在本表中提供虛假資訊，我將從本計劃中退保。 

 

我理解，我（或根據所在州法律獲授權代表我的人）在此申請表上簽名表示我已經閱讀並理解此申請表

的內容。若由授權代表（如上所述）簽名，此簽名確認：1) 此人在州政府法律下經授權完成此參保程

序，且 2) 在 Medicare（紅藍卡）要求時可提供該授權之證明文件。 

簽名： 今日日期： 

如果您是授權代表，您必須在上方簽名，並提供如下資訊：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參保人的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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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辦事處/代理人/經紀人使用 

工作人員/代理人/經紀人姓名（若協助投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計劃 ID 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險生效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CEP/IEP: ____ AEP: ____ SEP（類型）：________ 不符合資格：____ 

投保部代理人/經紀人申請書接收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理人/經紀人 NPN 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黑色墨水以正楷書寫所有資訊－保留黃色副本作為記錄。 

您可將此投保申請書傳真至 1-855-895-0784。 

您亦可將所有其他文件或付款郵寄至： 

AgeWell New York, 

1991 Marcus Avenue, Suite M201,  

Lake Success, New York, 1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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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Well New York, LLC（康逸）是一項與 Medicare（紅藍卡）簽有合約並且與紐約州衛生署簽有福

利協調協議的健康維護組織 (HMO) 計劃。參保 AgeWell New York, LLC（康逸）將視乎合約續訂情

況而定。請注意：如果您說中文，您可以免費獲得語言協助服務。請致電 1-866-237-3210（聽障/語障

專線：1-800-662-1220）。ATENCIÓN: si habla español, tiene a su disposición servicios gratuitos de asistencia 

lingüística. Llame al 1-866-237-3210 (TTY/TDD: 1-800-662-1220). 透過上述號碼還可免費提供其他語言

的協助服務。 

非歧視通知 

康逸健保遵守適用的聯邦民權法規定，不會因種族、膚色、國籍、年齡、殘障或性別而歧視任何人。

康逸健保不會因種族、膚色、國籍、年齡、殘障或性別而排斥或區別對待任何人。康逸健保向殘障人

士免費提供各種援助和服務，以幫助他們與我們有效溝通，如： 

• 合格的手語翻譯員 

• 其他格式的書面資訊（大字體、錄音帶、無障礙電子格式、其他格式） 

• 向母語非英語的人員免費提供語言服務，如合格的翻譯員和以其他語言書寫的資訊 

如果您需要這些服務，請致電 1-866-237-3210 聯絡康逸健保會員服務部。 

如果您認為康逸健保未能提供這些服務或因種族、膚色、國籍、年齡、殘障或性別以其他方式歧視

您，您可以向以下機構提出申訴： 

AgeWell New York 

Civil Rights Coordination Unit 

1991 Marcus Avenue Suite M201 

Lake Success, New York 11042-2057 

1-866-237-3210 

聽障/語障專線：1-800-662-1220 

傳真：855-895-0778 

電子郵箱：civilrightsunit@agewellnewyork.com 

您可以親自或以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的方式提出申訴。如果您在提出申訴時需要幫助，民權協調中

心可向您提供幫助。您還可透過民權辦公室投訴入口網站 https://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

以電子形式向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民權辦公室提出民權投訴，或者透過郵件或電話進行此投訴：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Room 509F, HHH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201, 1-800-368-1019，聽障 /語障專線：1-800-537-7697 投訴表格可在 

http://www.hhs.gov/ocr/office/file/index.html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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