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視力福利
摘要 
視力福利一覽表

視力護理計劃的運作方式 
符合資格的會員有權在每 12 個月接受一次視力
檢查和隱形眼鏡評估/驗配，並且在上次服務日期
後 12 個月內，符合資格的會員有權接受不超過計
劃補助的以下任何物品組合：一 (1) 副眼鏡、鏡片
選擇、鏡框和隱形眼鏡。 

在約診時，您只需向醫療服務提供者出示您的身 
份卡或表明您的 FeelWell 視力福利由 NVA 管理。 
醫療服務提供者將聯絡 NVA 以核實會員資格。在 
NVA 的網絡內醫療服務提供者處，不需要填寫視力
賠付表格。 

請務必告知醫療服務提供者您的病史和您可能正在
使用的任何處方藥或非處方 (OTC) 藥物。 

若要在致電或拜訪眼科護理提供者前核實您的福
利資格，請瀏覽 www.e-nva.com 或撥打 NVA 的客
戶服務部免費電話 1.844.344.1250（聽障/語障專
線 1-888-820-2990）或者聯絡 NVA 的互動語音回應
系統 (IVR)。客戶服務部每年 365 天，每週 7 天，每
天 24 小時為您提供服務。隨時解答您的任何疑問。

*需要事先取得 NVA 的批准。 

以下鏡片選擇在本計劃的承保範圍內，並且包含於 $150 計劃補貼內，未列於清單內的選擇同樣受限於此補貼。達到補貼額度後， 
將依據以下固定選擇價格定價： 

• $10 純色鏡片 $50 標準漸進式鏡片 
• $12 時尚/漸變色鏡片 $65 標準全視線單光鏡片 
• $10 標準防刮塗層鏡片 $70 標準全視線多焦點鏡片 
• $12 紫外線塗層鏡片 $25 聚碳酸酯（單光）鏡片 

• $40 標準抗反射鍍膜鏡片 $30 聚碳酸酯（多焦點）鏡片 

• $20 變灰色玻璃（單光）鏡片 $30 混合雙光鏡片（子片） 

• $30 變灰色玻璃（多焦點）鏡片 $55 超薄鏡片 

• $75 偏光鏡片 $100 高級漸進式鏡片 

對於未列出的選擇，網絡內醫療服務提供者將按其 R&C 零售價格減去 20% 進行定價。 

根據合約規定，除列出的承保外，網絡內醫療服務提供者不會提供銷售價格。不論醫療或眼科必需性如何，視力福利的
頻次均不會超過保單指定的頻次。 

福利頻次 網絡內醫療服務提供者

檢查

每 12 個月一次
 • 100% 承保

鏡片

每 12 個月一次 

• 單光

• 雙光

• 三光

零售額上限 $150  
以下各項在整個受益期的累

計總額：

• 鏡框

• 鏡片

• 驗配和追蹤
鏡框

每 12 個月一次

隱形眼鏡 

 代替眼鏡）

每 12 個月一次

自選隱形眼鏡

醫療必需性*

FeelWell
生效日期為

2020 年 1 月 
1 日



深入瞭解

網上提供了具體的計劃詳情：NVA 網站使用方便，同時可為計劃會員提供最新資訊： 
— 按姓名、郵遞區號或城市/州查找附近的網絡內醫療服務提供者，驗證您的資格。 
檢視福利計劃和具體詳情，審查賠付，列印 ID 卡（如適用），提名網絡外醫療服務提供者加入 NVA 網絡 

檢查：全面檢查包括病歷、病理或異常檢查、視力敏銳度（視力清晰度）、屈光檢查、眼壓測量（青光眼檢測）和散瞳
檢查（如有專業指示）。 

鏡片：NVA 全額承保標準玻璃或塑膠鏡片。 

鏡框：從網絡內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詳細目錄中挑選鏡框。會員負責支付超出計劃補助的任何金額。鏡框選擇因診所而
異。（請瀏覽 NVA 網站，以檢視最高額度福利計劃） 

隱形眼鏡：隱形眼鏡福利包括所有類型的隱形眼鏡，比如硬性、軟性、高透氧和一次性鏡片。醫學上認為有必要給予驗
配隱形眼鏡的情況包括驗配和追蹤，在針對以下事項開處該類鏡片時，可能需要在事先授權的情況下才予以承保：白內
障手術後、矯正極端視力敏銳度問題（即使用眼鏡鏡片無法糾正至 20/70）、屈光參差症或圓錐角膜。

網絡外醫療服務提供者：在接受網絡
外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服務時，您將負
責支付百分百 (100%) 的費用。 

折扣：在計劃期間，除了享有資助的
福利外，您進行額外購買時還有資格
享受 EyeEssential® Plan 折扣（僅限網絡
內）。請參見表格，瞭解有關 NVA 折
扣計劃的更多詳情： 

*折扣不適用於郵購；不過，Contact Fill 
可使您獲得更優惠的隱形眼鏡價格。 

如果從網絡內醫療服務提供者處購買
鏡片選擇，會員將支付上述固定選擇
價格中所列的金額。 

對於未列出的選擇，網絡內醫療服務
提供者將按其合理及常規零售價格減
去 20% 進行定價。

NVA 一心為保客戶安康。 

不承保項目/限制：不承保內科或外科治療/Rx 藥物或 OTC 藥物/非處方鏡片/用以取代雙焦透鏡的兩副眼鏡/弱視輔助/僱佣所需的視力檢查或材料/丟失、被盜、破損
或損壞鏡片的替換鏡片/隱形眼鏡或鏡框（經過了正常間隔時間後更換服務可用的情況除外）/聯邦、州、地方政府或勞工賠償法提供的服務或材料/未列為承保服務
的檢查、程序訓練或材料/行業安全鏡片和帶或不帶側護邊的安全鏡框/鏡框部件或維修/太陽鏡。 

AgeWell New York, LLC（康逸）是與 Medicare （紅藍卡）和 Medicaid （白卡）簽有合約的 HMO 保健計劃。參保 AgeWell New York LLC（康逸）將視乎合約續訂情況而定。
服務時間為每週七天，早上 8:00 至晚上 8:00。註：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我們可能會在週末和聯邦假日期間採用其他方式接聽來電。ATTENTION: If you do not 
speak English, language assistance services, free of charge, are available to you. Call 1-866-237-3210 (TTY/T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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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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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6-237-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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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Well New York complies with applicable Federal civil rights laws and does not discriminate on the basis of races, 
color, national origin, age, disability, or sex. AgeWell New York cumple con las leyes federales de derechos civiles aplicables y no discrimina por motivos de raza, color, nacionalidad, edad, 
discapacidad o sexo. AgeWell New York 遵守適用的聯邦民 權法律規定，不因種族、膚色、民族血統、年齡、殘障或性別而歧視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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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Vision Administrators, L.L.C. PO Box 2187  Clifton, NJ 07015 
網站：www.e-nva.com  免費電話：1.844.344.1250 
NVA® 和 EyeEssential® 是 National Vision Administrators, L.L.C. 的注冊商標。

本文件僅為計劃概覽，並非
單項計劃參數的證明文件。 

您的 NVA EyeEssential® Plan 折扣 – 僅限網絡內

服務
網絡內醫療服務提供
者

鏡片選擇

眼科檢查：

常規眼部檢查 

 每年僅限 1 次 
就診）

隱形眼鏡驗配：

鏡片：

單光

雙光

三光或柱狀

鏡框：

會員費用： 
$0 常規眼科檢查

零售價減去 $10

零售價減去 10%

玻璃或塑膠

$35.00
$55.00
$70.00

零售價減去 35%

$12 純色/漸變色鏡片 

$50 標準漸進式鏡片 

$75 偏光鏡片

$65 標準全視線單光 鏡片

$70 標準全視線多焦點 鏡片

$15 標準防刮塗層鏡片

$12 UV 防護塗層鏡片

$35 聚碳酸酯鏡片 

$45 標準抗反射鍍膜鏡片

隱形眼鏡*：
傳統
一次性

會員費用：
零售價減去 15%
零售價減去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