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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Anthem 工作時間為太平洋

時間週一至週五, 7 a.m. 至 7 p.m.。此為免費電話。或撥打 711 致電加州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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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語言和格式 

其他語言 

您可以免費獲得本會員手冊和其他語言的計劃材料。請
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 
心。此為免費電話。您也可以透過造訪我們的網站 
anthem.com/ca/medi-cal，索取本會員手冊的其他語
言和格式。閱讀本會員手冊，瞭解有關健康護理語言協
助服務的更多資訊，例如口譯和翻譯服務。 

其他格式 

您可以免費獲取其他格式的資訊，例如盲文、20  
磅大字版、音訊和可使用的電子格式。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此為免費電話。 

口譯服務 

Anthem 24 小時免費為您提供符合資格口譯員的 
書面和口頭翻譯服務。您不必讓家人或朋友充當口譯
員。我們不鼓勵讓未成年人充當口譯員，除非是緊急
情況。您可以免費獲得口譯員、語言和文化服務。每
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全天候提供幫助。如需語 
言協助或獲取本手冊的其他語言版本，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此為免費電話。 

http://anthem.com/ca/medi-cal


其他語言和格式 

請於太平洋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 7 點至下午 7 點之間撥打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此為免費電話。或撥打 711 致電加州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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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健康護理方面、與我們交流或閱讀我們寄送的材
料時是否需要幫助？我們以其他語言和格式提供 
我們的資料，包括盲文、大字版和音訊格式，您無 
需就此支付任何費用。歡迎撥打我們的免費電話  
800-407-4627 (TTY 711)，Los Angeles 的會員或 
可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Arabic)العربية 
 هل  تحتاج  إلى  مساعدة  بخصوص رعايتك  الصحية  أو  التحدث  معنا أو  قراءة  ما  نرسله  إليك؟  نحن  نقدم  المواد  الخاصة  ب نا  بلغات

  االتصال   يُرجى وتنسيقات  أخرى،  بما  في  ذلك  بطريقة  بريل  والطباعة  بحروف  كبيرة  والملفات  الصوتية،  بدون  أي  تكلفة  عليك . 
  بالنسبة (  711  النصي   الهاتف )   7801-285-888  رقم   على   أو(  711  النصي   الهاتف )  4627-407-800  المجاني   الرقم   على   بنا 

   . أنجلوس   لوس   في   المقيمين   لألعضاء 

 

Հայերեն (Armenian) 

Դուք օգնության կարիք ունե՞ք Ձեր առողջապահական խնամքի, մեզ հետ խոսելու  

կամ մեր կողմից Ձեզ ուղարկվածը կարդալու հարցում: Մենք մեր նյութերը Ձեզ  

անվճար տրամադրում ենք այլ լեզուներով և ձևաչափերով, այլ թվում Բրայլով, մեծ 

տպագրությամբ և աուդիո տարբերակով: Los Angeles-ում գտնվող անդամների համար 

զանգահարե՛ք 800-407-4627 (հեռատիպ՝ 711) կամ 888-285-7801 (հեռատիպ՝ 711) 

հեռախոսահամարով: 
 

中文(Chinese) 

您在醫療保健、向我們諮詢、或是閱讀我們寄給您的資料時有需要任何的幫助嗎？我們以

其他語言和格式提供我們的資料，包括點字、大型字體印刷和音訊格式，您無需支付任何

費用。歡迎撥打我們的免費電話 800-407-4627 (TTY 711)，Los Angeles 的會員或可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其他語言和格式 

請於太平洋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 7 點至下午 7 點之間撥打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此為免費電話。或撥打 711 致電加州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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ਪੰਜਾਬੀ (Punjabi) 

ਕੀ ਤੁਹਾਨ ੰ  ਆਪਣੀ ਸਿਹਤ ਿੰਭਾਲ ਦੇ ਲਈ, ਿਾਡੇ ਨਾਲ ਗੱਲ ਕਰਨ ਲਈ ਜਾਾਂ ਜੋ ਅਿੀ ਾਂ ਤੁਹਾਨ ੰ  ਭੇਜਦੇ ਹਾਾਂ, ਉਿਨ ੰ   
ਪੜ੍ਹਨ ਲਈ ਮਦਦ ਦੀ ਜਰ ਰਤ ਹੈ? ਅਿੀ ਾਂ ਆਪਣੀ ਿਮੱਗਰੀ ਨ ੰ  ਹੋਰ ਭਾਸਾਵਾਾਂ ਅਤੇ ਫਾਰਮੈਟਾਾਂ ਸਵੱਚ ਤੁਹਾਨ ੰ  ਸਬਨਾਾਂ  
ਸਕਿੇ ਕੀਮਤ ਦੇ ਮੁਹੱਈਆ ਕਰਵਾਉਾਂਦੇ ਹਾਾਂ, ਸਜਿ ਸਵੱਚ ਬਰੇਲ, ਵੱਡੇ ਸਪਰੰਟ ਅਤੇ ਆਡੀਓ ਸਾਮਲ ਹਨ। ਲਾਿ ਐਾਂਜਲਿ  

ਸਵੱਚ ਰਸਹੰਦੇ ਮੈਂਬਰ, ਿਾਨ ੰ  ਟੋਲ ਫ਼ਰੀ ਨੰਬਰ 800-407-4627 (TTY 711) ਜਾਾਂ 888-285-7801 (TTY 711) ‘ਤੇ  

ਕਾਲ ਕਰ ਿਕਦੇ ਹਨ।  

 

हिन्दी (Hindi) 

क्या आपको अपनी स्वास्थ्य देखभाल के हलए, िमसे बात करने के हलए या जो िम आपको भेजते  
िैं उसे पढ़ने के हलए, मदद की ज़रूरत िै? िम अपनी सामग्री को अन्य भाषाओ ंऔर प्रारूपो ंमें  
आपको हबना हकसी लागत के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ते िैं, हजसमें बे्रल, बडे हपं्रट, और ऑहियो शाहमल िैं।  
िमें टॉल फ़्री नंबर 800-407-4627 (TTY 711) पर कॉल करें , या लॉस एंजेहलस में सदस्ो ंके हलए  
888-285-7801 (TTY 711) पर कॉल करें ।  
 
Hmoob (Hmong) 

Koj puas xav tau kev pab hais txog kev saib xyuas mob nkeeg rau koj, tham nrog peb los sis pab 

nyeem daim ntawv peb xa tuaj rau koj? Peb pab txhais cov ntaub ntawv pub dawb rau koj xws  

li muab txais ua lwm hom ntawv thiab muab sau ua lwm yam xws li cov ntawv sau rau cov neeg 

dig muag xuas, muab luam tawm kom loj thiab kaw ua suab lus. Hu peb ntawm tus xov tooj hu 

dawb ntawm 800-407-4627 (TTY 711), los sis 888-285-7801 (TTY 711) rau cov tswv cuab nyob 

hauv Los Angeles.  

 

日本語 (Japanese) 

ヘルスケアに関してご質問やご相談はありませんか？当社からお送りした資料のことで

お困りですか？資料は英語以外の言語のほか点字や読みやすい大きな活字、音声版もご

用意しています。いずれも無料です。フリーダイヤル 800-407-4627 (TTY 711)、ロサン

ゼルスにお住まいの方は 888-285-7801 (TTY 711) までお電話ください。 

 

한국어(Korean) 

의료 서비스, 당사와의 소통 또는 당사에서 보내는 자료 읽기와 관련해 도움이 

필요하십니까? 점자, 대형 활자, 오디오 등을 비롯하여 다른 언어나 형식으로 자료를 

무료로 제공해 드립니다. 800-407-4627 (TTY 711) 번으로 연락하시거나 로스앤젤레스 

회원은 888-285-7801 (TTY 711) 번으로 무료로 연락하시기 바랍니다. 
  



其他語言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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ລາວ (Laotian) 

ທ່ານຕ້ອງການຄວາມຊ່ວຍເຫ ຼື ອກ່ຽວກັບການເບ ່ ງແຍງດູແລສຸຂະພາບຂອງທ່ານ, ລົມກັບພວກເຮົ າ, 

ຫ ຼື  ອ່ານສ ່ ງທ ່ ພວກເຮົ າສ່ົງໃຫ້ທ່ານບໍ ? ພວກເຮົ າສະໜອງເອກະສານຂອງພວກເຮົ າໃຫ້ເປັນພາສາອຼື່ ນ 

ແລະ ຢູ່ໃນຟໍແມັດຕ່າງໆ, ລວມທັງອັກສອນນູນ, ການພ ມຂະ ໜາດ ໃຫຍ່, 

ແລະສຽງໂດຍບໍ່ ເສຍຄ່າໃດໆ. ໂທຫາພວກເຮົ າໄດ້ຟຣ ທ ່ ເບ  800-407-4627 (TTY 711), ຫ ຼື  888-285-

7801 (TTY 711) ສໍ າ ລັບສະມາຊ ກໃນ Los Angeles. 
 
Mienh waac (Mien) 

Meih qiemx longc mienh tengx goux mangc taux meih nyei buonh sin heng-wangc nor, 

ca’laangh caux yie mbuo, a’fai tengx doqc mangc dungh yie mbuo fungx bun meih wuov deix 

sou fai? Yie mbuo dor sou-muotc jaa-dorngx benx da’nyeic fingz waac daaih bun aengx caux 

sou-guv daan, lemh jienv nzangc-pokc, aamz benx domh sou-fangx aengx caux waac-qiez bun 

wang-henh muangx maiv zuqc feix luic meih cuotv nyaanh. Longc wang-henh douc waac fonh 

yiem naaiv 800-407-4627 (TTY 711), a’fai 888-285-7801 (TTY 711) liouh zuangx mienh muoz 

haaix dauh yiem njiec Los Angeles. 

 
ភាសាខ្មែរ [Khmer (Cambodian)] 

ត ើតោកអ្នកត្ ូវការជំនួយជាមួយនឹងការខ្ែទសំុមភាពរបស់តោកអ្នក ការពិតត្រោះជាមួយតយើងម្ញ ំ 
ឬការអាន 
នូវអ្វ ីខ្ែលតយើងម្ញ ំត្ញើជូនតោកអ្នកឬ? តយើង ដ្ល់ជូនឯកសាររបស់តយើងជាភាសា និងទត្មង់
ត្េងតទៀ  ខ្ែល 
រមួមានអ្កេរសត្មាប់ជនពិការខ្ននក អ្កេរត ោះពុមពធំៗ និងជាសំតេង តោយ
មិនគិ ថ្ែៃពីតោកអ្នកតេើយ។ សូមតៅទូរស័ពទតោយឥ គិ ថ្ែៃតាមរយៈតលម 800-407-4627 
(TTY 711) ឬ 888-285-7801  

(TTY 711) សម្រាបស់មាជិកតៅកន ញងទីត្កងុ Los Angeles។  
 

 (Farsi)  فارسی
 آيا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راقبت بهداشتی درمانی خود، گفتگو با ما يا خواندن مطالب ارسالی به شما، به کمک نياز داريد؟ 

 صورت رايگان به شما ارائه ها شامل خط بريل، چاپ درشت و صوتی، به ها و قالبما مطالب خود را به ساير زبان 
 يا  (TTY 711) 4627-407-800اعضای ساکن لس آنجلس می توانند از طريق شماره رايگان . دهيممی

888-285-7801 (TTY 711) .با ما تماس بگيرند  
 
Русский (Russian) 

Вам нужна помощь с медицинским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м, консультацией или 

материалами, которые мы вам прислали? Мы можем бесплатно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ам 

материалы на других языках и в других форматах, включая шрифт Брайля, крупный 

шрифт или аудиоформат. Звоните нам по бесплатному номеру 800-407-4627 (TTY 

711) или 888-285-7801 (TTY 711) для участников, проживающих в Лос-Анджелес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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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añol (Spanish) 

¿Necesita ayuda con su cuidado de la salud, para hablar con nosotros o leer lo que le enviamos? 

Proporcionamos nuestros materiales en otros idiomas y formatos, incluyendo braille, letras 

grandes y audio sin costo para usted. Llámenos a la línea gratuita al 800-407-4627 (TTY 711),  

o 888-285-7801 (TTY 711) para miembros en Los Angeles. 

 
Tagalog (Tagalog) 

Kailangan ba ninyo ng tulong sa inyong pangangalagang pangkalusugan, sa pamamagitan ng 

pakikipag-usap sa amin o pagbasa sa kung ano ang ipinapadala namin sa inyo? Nagbibigay kami 

ng aming mga materyal sa ibang mga wika at anyo, kasama ang braille, malaking titik at audio 

na wala kayong gagastusin. Tumawag sa amin nang walang toll sa 800-407-4627 (TTY 711),  

o 888-285-7801 (TTY 711) para sa mga miyembro sa Los Angeles. 

 

ไทย (Thai) 

คณุตอ้งการความชว่ยเหลอื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ดแูลสขุภาพของคณุ การปรกึษาเรา หรอืการอา่นขอ้มลูทีเ่รา 
สง่ใหค้ณุหรอืไม ่เราใหบ้รกิารขอ้มลูในภาษาและรูปแบบอืน่ๆ ซึง่รวมถงึอักษรเบรลล ์การขยายขนาด 
อักษร และขอ้ความเสยีงโดยไมค่ดิคา่ใชจ้า่ย โทรหาเราไดฟ้รทีีห่มายเลข 800-407-4627 (TTY 711) 
หรอื 888-285-7801 (TTY 711) ส าหรับสมาชกิในลอสแอนเจลสิ 

 
Українська (Ukrainian) 

Вам потрібна допомога з медичним обслуговуванням, у розмові з нами або читанні 

матеріалів, які ми вам надсилаємо? Ми безкоштовно надаємо наші матеріали іншими 

мовами та в інших форматах, включаючи шрифт Брайля, великий шрифт і аудіо-формат. 

Телефонуйте нам безкоштовно за номером 800-407-4627 (TTY 711) або 888-285-7801 

(TTY 711) для учасників, які мешкають у Los Angeles. 
 
Tiếng Việt (Vietnamese) 

Quý vị có cần chúng tôi giúp với việc chăm sóc sức khỏe của quý vị, trao đổi với chúng 
tôi, hoặc đọc những tài liệu chúng tôi gửi cho quý vị hay không? Chúng tôi cung cấp 
các tài liệu bằng các ngôn ngữ và định dạng khác, bao gồm chữ nổi, chữ in lớn và  
âm thanh, miễn phí cho quý vị. Hãy gọi cho chúng tôi theo số điện thoại miễn cước  
800-407-4627 (TTY 711), hoặc 888-285-7801 (TTY 711) dành cho các hội viên  
tại Los Angeles.

 



歡迎加入 Anthem！ 

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Anthem 工作時間為太平洋

時間週一至週五, 7 a.m. 至 7 p.m.。此為免費電話。或撥打 711 致電加州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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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 Anthem! 
感謝您加入 Anthem Blue Cross。Anthem Blue Cross 是為擁有 Medi-Cal 的人提 

供的健康計劃。您亦被稱為 “Anthem”。Anthem 乃透過 L.A. Care 提供。L.A. Care  

與 California 州合作，幫助您獲得所需的健康護理。L.A. Care 為地方公共實體。其 

實，L.A. Care 是全國最大的公共營運健康計劃。L.A. Care 為居住在 Los Angeles 縣的人

服務（稱為 “服務區域”）。L.A. Care 與四 (4) 個健康計劃合作，為我們的會員提供健康護

理服務。當 Medi-Cal 會員加入 L.A. Care 時，該會員可以選擇透過下方列出的任何健康計

劃合作夥伴獲得服務（只要有提供該計畫選項）。 

▪ Anthem Blue Cross 

▪ Blue Shield of California Promise 健康計劃 

▪ Kaiser Permanente  

▪ L.A. Care Health Plan 

會員手冊 

本會員手冊有助於您瞭解您的 Anthem 計劃承保範圍。請仔細並完整閱讀本手冊。本會

員將幫助您瞭解及使用您的福利與服務。它還將解釋您身為 Anthem 會員的權利與責

任。如果您有特殊的健康護理需求，請務必閱讀適用於您的所有章節。 

本會員手冊也被稱為 “綜合承保證書 (EOC) 和披露表格”。本會員手冊是 Anthem 規則和

政策摘要，並且是基於 L.A. Care 和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DHCS) 之間

的合約制定。如果您想瞭解更多資訊，請致電 Anthem 電話 888-285-7801 (TTY 711)。 

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索取 L.A. Care 與 DHCS 之間合約的複本。您亦可以免

費索取另一份《會員手冊》，或造訪 Anthem 網站 anthem.com/ca/medi-cal 瀏覽《會

員手冊》。您亦可以免費索取 Anthem 非限閱臨床和行政政策和程序副本，或瞭解如何

在 Anthem 網站上瀏覽此資訊。 

 

 

http://anthem.com/ca/medi-cal


歡迎加入 Anthem！ 

請於太平洋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 7 點至下午 7 點之間撥打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此為免費電話。或撥打 711 致電加州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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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Anthem 隨時為您提供協助。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Anthem  

工作時間為太平洋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 7 點至下午 7 點。此為免費電話。 

您亦可隨時線上瀏覽 anthem.com/ca/medi-cal。 

 

謝謝， 

Anthem 

 

Anthem Blue Cross 
P.O. Box 9054 
Oxnard, CA 9303-9054 

http://anthem.com/ca/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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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員基本須知 

如何取得幫助 

Anthem 希望您對您的健康護理感到滿意。如果您對您的健康護理有任何疑問或疑 

慮，請向 Anthem 提出反饋！ 

會員服務 

Anthem 客戶服務中心隨時為您提供協助。Anthem 可以： 

▪ 解答有關您的健康計劃和承保服務的疑問。 

▪ 幫助您選擇或更換初級保健提供者 (PCP)。 

▪ 告訴您在哪裡可以獲得所需的護理。 

▪ 如果您不會說英文，則可幫助您獲得口譯服務。 

▪ 幫助您獲得其他語言和格式的資訊。 

▪ 幫助您及時獲得預約。 

▪ 提供更換新的 ID 卡服務。 

▪ 解答有關醫療服務提供者帳單的疑問。 

▪ 解答有關您無法解決的問題的疑問。 

▪ 協助安排運輸。 

如果您需要幫助，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Anthem 工作時間為太平洋時間週

一至周五早上 7 點至下午上 7 點。此為免費電話。Anthem 必須確保您在呼叫時等待的時

間少於 10 分鐘。 

您亦可隨時線上瀏覽 anthem.com/ca/medi-cal。 

 

誰可以成為會員 

如果您符合 Medi-Cal 資格並居住在 Los Angeles 縣，您便符合 Anthem 資格。如果 

您對您的 Medi-Cal 承保範圍或何時需要續訂 Medi-Cal 存有疑問，請撥打 Los Angeles 

County Department of Public Social Services 電話 866-613-3777。您還可以透過社會保

障獲得 Medi-Cal 資格，因為您正在接受 SSI/SSP。如果您對社會安全或社會安全生活補

助金存有疑問，請致電 800-772-1213 聯絡社會安全局。  

http://anthem.com/ca/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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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註冊的問題，請致電 Health Care Options 800-430-4263  

(TTY 800-430-7077 或 711)，或造訪 healthcareoptions.dhcs.ca.gov。 

過渡 Medi-Cal 

過渡 Medi-Cal 亦被稱為”工作人員 Medi-Cal”。如果您因為以下原因不再獲得  

Medi-Cal，您可能可以獲得過渡 Medi-Cal： 

▪ 您開始賺取更多的錢。 

▪ 您的家庭開始收到更多的孩子或配偶支援。 

您可以在當地的縣級衛生和公眾服務辦公室詢問有關過渡 Medi-Cal 資格的問題，網址為 

http://www.dhcs.ca.gov/services/medi-cal/Pages/CountyOffices.aspx ，或致電 

Health Care Options ，電話為 800-430-4263 (TTY 800-430-7077 或 711)。 

身份識別 (ID) 卡  

作為 Anthem 的會員，您將得到一張 Anthem 的 ID 卡。在獲得任何健康護理服務或處方

時，您必須出示加州政府發出的 Anthem ID 卡和 Medi-Cal 福利識別卡 (BIC)。請隨時隨身 

攜帶您的所有保健卡。以下為 BIC 和 Anthem ID 卡樣本，以便您瞭解卡片的外觀： 

 

 

 

 

 

在 Anthem ID 卡正面可找到您 PCP 的資料。如果您在參保後幾週內未收到 Anthem ID 

卡，或者您的 ID 卡損壞、丟失或被盜，請立即致電客戶服務中心。Anthem 將免費為您

寄送一張新卡。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樣卡 

http://www.dhcs.ca.gov/services/medi-cal/Pages/CountyOffices.aspx
http://healthcareoptions.dhcs.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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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您的健康計劃 

健康計劃概述 

Anthem 是針對 Los Angeles 縣擁有 Medi-Cal 的人士的健康計劃。Anthem 與 California 

州合作，幫助您獲得所需的健康護理。 

您可以與 Anthem 客戶服務中心代表交談，以瞭解有關該健康計劃以及如何使該計劃滿足您

的需求的更多資訊。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此為免費電話。 

承保何時開始及結束 

當您參保 Anthem 時，我們將在您參保之日起兩週內向您寄送 ID 卡。在獲得任何健康護

理服務或處方時，您必須出示 Anthem ID 卡和 Medi-Cal 福利識別卡 (BIC)。 

您的 Medi-Cal 承保將需要每年續約。如果您當地的縣辦公室無法使用電子資源續約您的 

Medi-Cal 保險，該縣將向您寄送 Medi-Cal 續約表格。填寫此表格並將其返還至當地的縣公

共服務機構。您可以線上、親自或透過電話或其他電子方式（如果您所在的縣有此方式）

返回您的資料。 

您的承保生效日期為完成健康計劃參保後下一個月的第一天。請查閱 Health Care 

Options 發出的 Medi-Cal 批准信，瞭解您的保險生效日期。 

您可以隨時要求終止 Anthem 承保並選擇其他健康計劃。如需幫助來選擇新計劃，請致

電 800-430-4263 (TTY 800-430-7077 或 711) 聯絡 Health Care Options。或造訪 

healthcareoptions.dhcs.ca.gov。您亦可以要求終止 Medi-Cal。 

Anthem 是針對 Los Angeles 縣擁有 Medi-Cal 的人士的健康計劃。在以下網址尋找您當地的

辦公室 http://www.dhcs.ca.gov/services/medi-cal/Pages/CountyOffices.aspx。 

如果以下任何一項屬實，Anthem 資格可能會終止： 

• 您遷出 Los Angeles 縣。 

• 您被監禁或被判入獄。 

• 您不再享有 Medi-Cal。 

• 如果您有資格參加豁免計劃，該計劃要求您參保 FFS Medi-Cal。 

http://www.dhcs.ca.gov/services/medi-cal/Pages/CountyOffices.aspx
http://healthcareoptions.dhcs.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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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失去了 Anthem Medi-Cal 保險，您可能仍有資格獲得收費服務 (FFS) 的  

Medi-Cal 保險。如果您不確定是否享受 Anthem 承保，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針對管理式護理中美國印第安人的特殊考慮 

美國印第安人有權不參保 Medi-Cal 管理式護理計劃，也可以隨時因任何原因而退出其

Medi-Cal 管理式護理計劃並返回 FFS Medi-Cal。 

如果您是美國印第安人，則您有權在印第安人健康護理提供者 (IHCP) 處獲得健康護理服

務。在從這些機構獲得健康護理服務的同時，您亦可以繼續留在 Anthem 或從該計劃退

保。有關註冊及退保的資料，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您的計劃如何運作 

Anthem 是與 DHCS 簽訂的一項健康計劃。Anthem 與 Anthem 服務區域內的醫 

生、醫院、和其他健康護理提供者合作，為您（會員）提供健康護理服務。當您 

是 Anthem 會員期間，您可能有資格獲得某些透過 FFS Medi-Cal 提供的其他服 

務。其中包括透過 FFS Medi-Cal 提供的門診處方、非處方藥和一些醫療用品。 

客戶服務中心代表會告訴您 Anthem 的工作機制、您如何獲得所需的護理、如何在標準

訪問時間內安排提供者預約、如何請求免費口譯服務以及如何確定您是否有資格獲得交通

服務。 

如需更多資訊，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您亦可造訪  

anthem.com/ca/medi-cal。 

更改健康計劃 

您可以隨時離開 Anthem 並加入您居住縣的另一個健康計劃。或致電 800-430-4263 

(TTY 800-430-7077 或 711) 聯絡 Health Care Options 選擇一個新計劃。您可以在  

8 a.m. and 6 p.m. 週一至週五之間撥打電話。或造訪 

healthcareoptions.dhcs.ca.gov。 

處理您退出 Anthem 以及加入所在縣另一個計劃的申請可能需要最多 30 天的時 

間，前提是申請沒有問題。如需瞭解您請求的狀態，請致電 800-430-4263  

(TTY 800-430-7077 或 711) 聯絡 Health Care Options。 

如果您想提前退出 Anthem，您可以向 Health Care Options 申請快速（加急）退 

保。如果您的申請原因符合快速退保規定，您將收到一封信函，告知您您已被退保。 

http://www.healthcareoptions.dhcs.ca.gov/
http://anthem.com/ca/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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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要求加速退保的會員包括但不限於接受寄養或領養協助計劃服務的兒童、有特殊 

保健需要的會員，以及已經加入 Medicare 或另一個 Medi-Cal 或商業管理式護理計劃 

的會員。 

您可以親自到當地縣級衛生和公眾服務辦公室要求退出 Anthem。在以下網址尋找您當地

的辦公室 http://www.dhcs.ca.gov/services/medi-cal/Pages/CountyOffices.aspx。或

致電 800-430-4263 (TTY 800-430-7077 或 711) 聯絡 Health Care Options。 

搬到新縣或離開加州的大學生 

如果你搬到加州的一個新縣去上大學，Anthem 將承擔您新縣的急診室和緊急護理服務。 

全州內的所有 Medi-Cal 參保者，無論居住在哪個縣，都可以獲得緊急服務和緊急護理。

常規護理和預防性護理只在您居住的縣承保。 

如果您註冊了 Medi-Cal，並將會在加州另一個縣上大學，您不需要在該縣申請 Medi-Cal。 

當您暫時離開家到加州另一個縣上大學時，有兩種選擇可供您選擇。您可以： 

▪ 致電 866-613-3777 或造訪 dpss.lacounty.gov，以聯絡 Los Angeles County 

Department of Public Social Services，從而報告您可能臨時搬離去上大學，並

提供您在新縣的地址。縣將使用您在州資料庫中的新地址和縣代碼來更新個案

記錄。如果您想在您的新縣獲得常規或預防性護理服務，則請使用該選擇。如

果 Anthem 不在您將上大學的縣運作，您可能需要更改健康計劃。若您有疑 

問，或想要避免延遲參保新的健康計劃，請致電 800-430-4263  

(TTY 800-430-7077 或 711) 聯絡 Health Care Options。 

或 

▪ 當您暫時移居到其他縣就讀大學時，您可以選擇不變更您的健康計劃。針對某

些疾病，您將僅能使用新縣的急診室服務。想要瞭解更多資訊，請參閱第 3 章

“如何獲得護理”。對於例行或預防健康護理，您將需要使用戶主居住縣的 

Anthem 常規醫療服務提供者網絡。 

 

如果您暫時離開 California 去另一個州上大學，並且您想保留您的 Medi-Cal 承保，請致

電 866-613-3777 或造訪 dpss.lacounty.gov 聯絡 Los Angeles County Department of 

Public Social Services 的資格員工。只要您符合資格，Medi-Cal 就會承保另一個州的急

診服務和緊急護理。如果服務獲得批准並且醫生和醫院符合 Medi-Cal 規定，我們還將承

保導致在加拿大和墨西哥住院的急診護理。常規和預防性護理服務，包括處方藥，不在 

California 州以外的地方承保。如果您想在另一個州參加 Medicaid，則您需要在該州進行

申請。您將沒有資格參加 Medi-Cal，並且 Anthem 也不會為您支付健康護理費用。 

http://www.dhcs.ca.gov/services/medi-cal/Pages/CountyOffices.aspx
http://dpss.lacounty.gov
http://dpss.lacount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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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的延續性 

作為 Anthem 會員，您將獲得 Anthem 網絡內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健康護理服務。在某些

情況下，您可能可以前往非 Anthem 網絡內醫療服務提供者處看診。這稱為護理的延續

性。如果您需要前往網絡外的醫療服務提供者處看診，請致電 Anthem 並告訴我們。我

們會告訴您您是否有護理的延續性。如果以下所有情況都屬實，則您可以使用長達 12  

個月的護理的延續性，或在某些情況下使用更長時間： 

▪ 在參保 Anthem 之前，您與非計劃提供者有持續的關係 

▪ 非計劃提供者願意與 Anthem 合作並同意 Anthem 的要求 

▪ 在您參保 Anthem 之前的十二 (12) 個月內，您至少在非計劃提供者處看過一次

診，以進行非緊急就診 

▪ 在您從區域中心接受服務過渡到 Anthem 之前的六 (6) 個月內，您至少在非計劃提

供者處看過一次診 

▪ Anthem 沒有非計劃提供者記錄在案的護理品質問題 

如果您的提供者在 12 個月結束時未加入 Anthem 網絡、不同意 Anthem 支付費率或不 

滿足護理品質要求，您將需要轉換到 Anthem 網絡中的提供者或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討論您的選擇。  

離開 Anthem 的提供者或非計劃提供者 

如果您因某些健康狀況而接受非 Anthem 提供者的治療，或者您的提供者停止與  

Anthem 合作，您或許可以繼續從該提供者處獲得服務。這是另一種形式的護理 

的延續性。Anthem 針對護理的延續性提供的服務包括但不限於： 

▪ 急性病症（需要快速關注的醫療問題）— 只要病情持續。 

▪ 慢性身體和行為狀況（您長期存在的醫療問題） — 完成治療過程並安排安全 

轉移到 Anthem 網絡中的新醫生處所需的時間。 

▪ 懷孕—在懷孕期間和產後即刻。 

▪ 產婦精神健康服務。 

▪ 從承保開始日期或提供者與 Anthem 的合約結束之日起，對出生至 36 個月大的新

生兒進行長達 12 個月的護理。 

▪ 由非計劃提供者進行的手術或任何其他醫療程序，只要是在承保範圍內、具醫療必

要性且經 Anthem 授權作為記錄的治療過程的一部分，並且已由提供者推薦和 

記錄 — 在提供者合約終止之日起 180 天內或新會員承保生效之日起 180 天內進

行的手術或其他醫療程序。 

 

對於其他可能符合條件的情況，請撥打 客戶服務中心 電話 888-285-7801 (TT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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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計劃提供者不願意繼續提供服務，不同意提供護理的付款或其他條款，那麼您將無

法從提供者處獲得護理的延續性。撥打客戶服務中心電話 888-285-7801 (TTY 711)尋求

幫助來選擇簽約提供者以繼續為您提供護理，或者如果您在從不再屬於 Anthem 的提供

者處獲得承保服務方面有任何疑問或問題時也可以撥打。 

Anthem 無需為 Medi-Cal、耐用醫療設備、交通、其他輔助服務和獨立服務提供者未承

保的服務提供護理的延續性。要瞭解更多關於護理的延續性和資格條件的資訊，並瞭解所

有可用的服務，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費用 

會員費用 

Anthem 服務符合 Medi-Cal 資格的人員。在多數情況下，Anthem 會員無需支付承保服

務、保費或自付額。除了急診護理、緊急護理或敏感護理外，您必須先獲得 Anthem  

的預先核准，然後才能在 Anthem 網絡之外的提供者處就診。如果您沒有獲得預先核

准，而去網絡外的醫療服務提供者處尋求非急診護理、緊急護理或敏感護理，您可能 

需要支付網絡外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護理費用。如需承保服務清單，請參閱「福利與 

服務」。 

對於有分攤費用的會員 

您可能需要每月為您的長期護理服務支付分攤費用。您的分攤費用額視您的收入和資源 

而定。每個月您將支付自己的醫療帳單，包括但不限於管理式長期支援服務 (MLTSS)  

帳單，直到您支付的金額等於您的分擔費用。此後，Anthem 將承保您在該月的長期護

理。在您支付的金額達到當月長期護理的分攤費用額之前，Anthem 將不會承保您的 

服務。 

醫療服務提供者如何獲得付款 

Anthem 透過以下方式向醫療服務提供者付款： 

▪ 論人計費 （按人頭計費） 

 Anthem 每個月就各個 Anthem 會員向醫療服務提供者支付一筆固定金

額。這稱為論人計費 （按人頭計費）。Anthem 和醫療服務提供者將共

同決定付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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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S 付款 

 有些醫療服務提供者會為 Anthem 會員提供護理，然後向 Anthem 寄送

有關其提供之服務的帳單。這稱為按服務收費 (FFS) 付款。Anthem  

和醫療服務提供者將共同決定每項服務費用。 

如需更多有關 Anthem 如何向醫療服務提供者付款之資訊，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提供者獎勵 

Anthem 有提供者獎勵計劃，旨在改善您從 Anthem 提供者處獲得的護理和體 

驗。這些計劃幫助改善： 

• 護理品質  

• 提供的服務  

• 會員滿意度 

若要瞭解關於這些計劃的更多資訊，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要求 Anthem 支付帳單 

承保服務是 Anthem 負責支付的健康護理服務。如果您收到承保服務的支援服務費、共

付額或登記費帳單，請勿支付該帳單。請立即致電 客戶服務中心 電話 888-285-7801 

(TTY 711)。 

要求 Anthem 補償您的費用 

如果您支付了您已獲得服務的費用，並且您希望 Anthem 償付您（還錢給您），則必須

滿足以下所有條件： 

▪ 獲得的服務是 Anthem 負責支付的承保服務。對於 Medi-Cal 或 Anthem 未承保的

服務，Anthem 不會償付您相關費用。  

▪ 在您成為符合條件的 Anthem 會員後，就獲得了承保服務。 

▪ 您要求在收到承保服務之日起一年內獲得補償。 

▪ 您提供您支付了承保服務費用的證明，例如提供者提供的詳細收據。 

▪ 您從 Anthem 網絡中的 Medi-Cal 註冊提供者處獲得了承保服務。如果您接受了急

救服務、計劃生育服務或 Medi-Cal 允許網絡外提供者在未經預先核准的情況下提

供的其他服務，則您無需滿足此條件。 

▪ 如果承保服務通常需要預先核准，您需要提供提供者出示的證明，證明承保服務有

醫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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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em 將在一封稱為「行動通知」的信函中告訴您其償付決定。如果您滿足上述所 

有條件，Medi-Cal 註冊提供者應向您全額補償您支付的金額。如果提供者拒絕給您補

償，Anthem 將全額補償您支付的金額。如果提供者已加入 Medi-Cal 但不在 Anthem  

網絡中並且拒絕給您補償，Anthem 將給您補償，但最多只能支付 FFS Medi-Cal 支付的

金額。Anthem 將全額補償您用於急診服務、計劃生育服務或 Medi-Cal 允許網絡外提供

者在未經預先核准的情況下提供的其他服務的自掏腰包金額。如果您不符合上述一種條

件，Anthem 將不會給您補償。 

如果出現以下情況，Anthem 將不會給您補償： 

▪ 您要求並接受了 Medi-Cal 未承保的服務，例如美容服務。 

▪ 您有未滿足的 Medi-Cal 分攤費用。 

▪ 您去看了一位不接受 Medi-Cal 的醫生，並簽署了一份表格，上面寫著您無論如何

都想看診，並且您將自己支付服務費用。 

▪ 您要求為您的 Medicare D 部分計劃承保的處方的共付額進行補償。 
 

如果您收到承保服務帳單，請立即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 Anthem 客戶服務

中心 。如果您支付了您認為 Anthem 應承保的某項服務的費用，您可以提出理賠。請致

電 888-285-7801 (TTY 711) 要求 Anthem 審查您的理賠，以決定您是否能得到補償。



 

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Anthem 工作時間為太平洋

時間週一至週五, 7 a.m. 至 7 p.m.。此為免費電話。或撥打 711 致電加州轉接

專線。線上瀏覽 anthem.com/ca/medi-cal。 25 

3. 如何獲得護理 

獲得健康護理服務 

請仔細閱讀以下資訊，以瞭解您可以向誰或哪個醫療服務提供者團體獲得健康護理服務。 

您可以在參保生效之日開始獲得健康護理服務。請始終隨身攜帶您的 Anthem ID  

卡、Medi-Cal 福利識別卡 (BIC) 以及任何您有的其他健康保險卡。切勿讓其他人 

使用您的 BIC 或 Anthem ID 卡。 

新會員必須選擇一位 Anthem 網絡內的初級保健提供者 (PCP)。Anthem 網絡是 

由一群醫生、醫院和其他與 Anthem 合作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組成的。您必須在成為 

Anthem 會員後的 30 天內選擇一位 PCP。如果您未選擇 PCP，Anthem 將為 

您選擇一位。 

只要 PCP 可用，您可以為參保 Anthem 的所有家庭成員選擇一位相同的 PCP  

或不同的 PCP。 

如果您想繼續使用某位醫生，或者想要尋找新的 PCP，您可以在 “醫療服務提供者目錄”

中尋找。該目錄提供了 Anthem 網絡內所有 PCP 的清單。醫療服務提供者目錄還提 

供了其他資訊，以幫助您選擇 PCP。如果您需要提供者目錄，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您亦可以造訪 Anthem 網站 anthem.com/ca/medi-cal 以找到醫療 

服務提供者目錄。 

如果您無法從 Anthem 網絡內的參與計劃的醫療服務提供者處獲得所需的護理，則您 

的 PCP 必須徵求 Anthem 的核准才能將您轉診至網絡外的醫療服務提供者。這稱為 

轉診。您不需要獲得批准即可前往網絡外提供者處獲取本章後面部分中標題為「敏感 

護理」 所述的敏感服務。 

請閱讀本章的其餘部分，以瞭解有關 PCP、醫療服務提供者目錄和醫療服務提供者網絡

的更多資訊。 

http://anthem.com/ca/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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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保健提供者 (PCP) 
您必須在參保 Anthem 後的前 30 天內選擇一位 PCP。根據您的年齡和性別，您可以選

擇全科醫生、婦產科-婦科醫師、家庭醫生、內科醫生或兒科醫生作為您的初級保健提供

者 (PCP)。執業護士 (NP)、醫師助理 (PA) 或認證助產護士也可以充當您的 PCP。如果

您選擇 NP、PA 或認證助產護士作為您的 PCP，則您可能會被分配一名醫生來監督對您

的護理。如果您同時參保 Medicare 和 Medi-Cal，或者如果您有其他醫療保險，則您不必

選擇 PCP。 

您可以選擇一個印弟安人健康護理提供者 (IHCP)、聯邦合格健康中心 (FQHC) 或鄉村健

康診所 (RHC) 充當您的 PCP。只要 PCP 可用，根據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類型，您可能可

以為所有身為 Anthem 會員的家庭成員選擇同一位 PCP。 

註：美國印第安人可以選擇 IHCP 作為他們的 PCP，即使 IHCP 不在 Anthem 網絡中。 

如果您在參保後 30 天內未選擇出 PCP，Anthem 將為您分配 PCP。如果您被分配了 PCP 

並想要變更，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變更將在下個月的第一天生效。您也可以

透過登錄 Anthem 會員門戶網站 anthem.com/ca/medi-cal 來變改您的 PCP。 

您的 PCP 將： 

▪ 瞭解您的健康記錄和需求。 

▪ 保留您的健康記錄。 

▪ 為您提供所需的預防和例行健康護理。 

▪ 如果您有需要，為您轉診專科醫生。 

▪ 如果您有需要，為您醫院護理。 

您可以瀏覽醫療服務提供者目錄，以尋找 Anthem 網絡內的 PCP。醫療服務提供者目錄

包含與 Anthem 合作的 IHCP、FQHC 和 RHC 清單。 

您可以造訪 anthem.com/ca/medi-cal 線上瀏覽 Anthem 提供者目錄。或者您可以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要求為您郵寄提供者目錄。您亦可以致電瞭解您想要選擇的 

PCP 是否接收新患者。 

 

藥房福利現在透過收費服務 (FFS) Medi-Cal Rx 計劃進行管理。要瞭解更多資訊，請

閱讀第 4 章的「其他 Medi-Cal 計劃和服務」部分。 

https://members.anthem.com/ca/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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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醫生和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 

您最瞭解您自己的健康護理需求，因此，如果由您來選擇您的 PCP，那將是最好的。 

您最好一直與一位 PCP 合作，這樣他們可以瞭解您的健康護理需求。但是，如果您想

要，您也可以隨時變更為新的 PCP。您必須選擇在 Anthem 醫療服務提供者網絡內且 

接受新患者的 PCP。 

在您做出變更後，您新選擇的醫生將從下個月的第一天開始成為您的 PCP。  

要更換您的 PCP，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或登入我們的安全會員網站 

anthem.com/ca/medi-cal 並使用更換 PCP 工具。 

如果該 PCP 不接受新患者、已離開 Anthem 網絡或不為您的年齡段的患者服務，那麼 

Anthem 可能會要求您更換 PCP。如果您與 PCP 相處不恰或意見不合，或者如果您錯 

過或在約診中遲到，那麼 Anthem 或您的 PCP 可能也會要求您變更為新的 PCP。如果 

Anthem 需要更換您的 PCP，Anthem 將以書面形式告知您。 

如果您更換 PCP，您將收到一張寄送給您的新 Anthem 會員 ID 卡。卡上將顯示新 PCP 

姓名。如果您對獲取新的 ID 卡有疑問，請致電客戶服務中心。 

在選擇 PCP 時，需要考慮以下幾點： 

▪ PCP 是否照顧兒童？ 

▪ PCP 是否在我喜歡使用的診所工作？ 

▪ PCP 的辦公室是否靠近我的家、工作單位或孩子學校？ 

▪ PCP 的辦公室是否在我住的地方附近，是否方便前往 PCP 的辦公室？ 

▪ 醫生和工作人員是否會講我使用的語言？ 

▪ PCP 是否與我喜歡的醫院合作？ 

▪ PCP 是否提供我可能需要的服務？ 

▪ PCP 的營業時間是否符合我的日程安排？ 

初始健康評估 (IHA) 

Anthem 建議，作為新會員，您應在最初 120 天內到您的新 PCP 處進行初始健康評估 

(IHA)。IHA 的目的是幫助您的 PCP 瞭解您的健康護理記錄和需求。您的 PCP 可能會詢

http://anthem.com/ca/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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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一些有關您的健康記錄的問題，或者可能會要求您填寫調查表。您的 PCP 還將為您

提供有關可能對您有幫助的健康教育諮詢和課程的資訊。 

當您致電安排您的 IHA 約診時，請告知接聽您電話的人士，您是 Anthem 會員。提供您

的 Anthem ID 號。 

攜帶您的 BIC 和 Anthem ID 卡赴您的約診。不妨攜帶一份您的藥物清單和疑問清單。準

備與您的 PCP 討論您的健康護理需求和疑慮。 

如果您要遲到或無法赴約，請務必致電您的 PCP 辦公室。 

如果您有關於 IHA 的問題，請撥打客戶服務中心的免費電話 888-285-7801 (TTY 711)。 

常規護理 

常規護理是常規健康護理。常規護理包括預防性護理，也稱為安康或健康護理。預防性護

理可以幫助您保持健康，預防疾病。預防性護理包括常規健康檢查、健康教育和諮詢。兒

童能夠獲得急需的早期預防性服務，如聽力和視力篩查、發育過程評估，以及兒科醫生

《光明未來》指南推薦的更多服務。除了預防性護理外，常規護理還包括當您生病時的護

理。Anthem 承保您的 PCP 提供的常規護理。 

您的 PCP 將： 

▪ 為您提供所有常規護理，包括常規健康檢查、預防針、治療、處方和醫學建議。 

▪ 保留您的健康記錄。 

▪ 根據需要將您轉診至專科醫生。 

▪ 根據需要為您安排 X 光、乳房 X 光檢查或實驗室測試。 

當您需要常規護理時，您應致電您的 PCP 進行預約。除非是緊急情況，否則請務必要在 

獲得醫療服務之前致電您的 PCP。若您遇到緊急情況，請撥 911 或前往最近的急診室。 

要瞭解有關您計劃承保的健康護理和服務，以及不承保的服務的更多資訊，請參閱本手冊

的「福利與服務」以及「兒童和青少年健康護理」。 

 

 

 

所有 Anthem 提供者都可以使用輔助工具和服務與殘障人士交流。他 

們還可以用其他語言或方式與您交流。告訴您的提供者或 Anthem 您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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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提供者網絡 
醫療服務提供者網絡是一群與 Anthem 合作的醫生、醫院和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您將

透過 Anthem 網絡獲得大部分承保的服務。 

註：美國印第安人可以選擇 IHCP 作為他們的 PCP，即使 IHCP 不在 Anthem 網絡中。 

如果您的 PCP、醫院或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對為您提供承保服務（例如計劃生育或墮胎）

存有道德異議，請致電免費電話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要瞭解更

多關於道德異議的資訊，請閱讀本章後面的「道德異議」部分。 

如果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存有道德異議，則他們可以幫助您尋找將能提供您所需服務的其

他醫療服務提供者。Anthem 還可以幫助您找到將執行該服務的提供者。 

網絡內提供者 

您將使用 Anthem 網絡內的醫療服務提供者來滿足您大部分的健康護理需求。您的 PCP 

將為您提供所有預防和常規護理。您還將使用 Anthem 網絡內的專科醫生、醫院和其他

醫療服務提供者。 

要索取網絡提供者目錄，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您亦可造訪 

anthem.com/ca/medi-cal 線上瀏覽醫療服務提供者目錄。要獲得首選藥物清單的副 

本，請撥打 Medi-Cal Rx 電話 800-977-2273 (TTY 800-977-2273 並按 5 或 711)。或 

造訪 Medi-Cal Rx 網站 https://medi-calrx.dhcs.ca.gov/home。 

若您需要急診護理，請撥 911 或前往最近的急診室。 

除了急診護理或敏感護理外，您必須先獲得 Anthem  的預先核准，然後才能在 Anthem 

網絡之外的提供者處就診。如果您沒有獲得預先核准，而去網絡外的醫療服務提供者處 

尋求非急診護理或敏感護理，您可能需要支付網絡外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護理費用。 

服務區域內的網絡外醫療服務提供者 

網絡外醫療服務提供者是指未與 Anthem 簽訂合作協議的醫療服務提供者。除急診護理

外，您可能必須支付從網絡外醫療服務提供者處獲得的護理之費用。如果您需要某些承保

的健康護理服務，則只要它們是具有醫療必要性並且是在網絡內無法獲得的，您便可以免

費從網絡外獲得該服務。 

如果網絡內無法提供您需要的服務或服務提供者位於離您的家很遠的地方，則 Anthem 

可能批准將您轉介至網絡外醫療服務提供者。如果我們為您提供網絡外醫療服務提供者 

轉介，則我們將支付您的護理費用。 

https://medi-calrx.dhcs.ca.gov/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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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 Anthem 服務區域內的網絡外提供者處之前，您必須獲得預先核准（事先授

權），急診護理和敏感護理除外。對於 Anthem 服務區域內的緊急護理，您必須在 

Anthem 網絡提供者處就診。您可以從網絡提供者處獲得緊急護理，無需預先核准。如 

果您沒有得到預先核准，您可能需要支付從 Anthem 服務區域內的網絡外提供者處獲 

得緊急護理的費用。有關急診護理、緊急護理和敏感護理服務的更多資訊，請查看本 

章中的標題。 

註：如果您是美國印第安人，您無需轉介即可在我們提供者網絡之外的 IHCP 處獲得護理。 

如果您需要網絡外服務相關幫助，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服務區域外： 

如果您在 Anthem 服務區域外，並且需要非急救或緊急護理，請立即致電  

PCP。或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若您需要急診護理，請撥 911 或前往最近的急診室。Anthem 承保網絡外急診護 

理。如果您前往加拿大或墨西哥並需要須住院治療的急診服務，Anthem 將承保您 

的護理。如果您正在加拿大或墨西哥境外旅行並需要急診護理，Anthem 將無法承 

保您的護理。 

如果您為加拿大或墨西哥需要須住院治療的急診服務支付費用，您可以要求 Anthem  

給您補償。Anthem 將審查您的請求。  

如果您在其他州，包括美國屬地（美屬薩摩亞、關島、北馬里亞納群島、波多黎各和 

美屬維爾京群島），則您可以享受急診護理，但並非所有醫院和醫生都接受 Medicaid

（Medicaid 在其他州稱為 Medi-Cal）。如果您在 California 州以外需要急診護理，請 

盡快告訴醫院或急診室醫生您有 Medi-Cal 並且是 Anthem 會員。要求醫院複印您的 

Anthem ID 卡。告訴醫院和醫生向 Anthem 收費。如果您收到在另一個州接受服務 

的帳單，請立即致電 Anthem。我們將與醫院和/或醫生合作，安排 Anthem 支付您 

的護理費用。 

如果您在 California 州以外並且有緊急情況需要配門診處方藥，請讓藥房撥打  

800-977-2273 聯絡 Medi-Cal Rx 尋求幫助。 

註：美洲印第安人可以在網絡外 IHCP 處獲得服務。 

如果您對網絡外或服務區域外護理有疑問，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如果 

辦公室已關閉，而您需要代表的協助，請撥打 24/7 護士熱線免費電話 800-224-0336  

(TT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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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模型管理式護理計劃 

Anthem 與眾多醫生、專科醫生、醫院和其他健康護理提供者合作。其中一些醫療服務提

供者在網絡內工作，他們有時被稱為「醫療集團」或「獨立執業聯盟 (IPA)」。這些醫療

服務提供者也可以直接與 Anthem 簽約。 

您的初級保健提供者 (PCP) 將為您轉診與其醫療集團、IPA 或與 Anthem 有關連的專科

醫生和服務。如果您已經在專科醫生處就診，請與您的 PCP 交談或致電 客戶服務中心服

務之間為週一至週五, 7 a.m. 至 7 p.m. 的免費電話 888-285-7801 (TTY 711)。如果您符

合護理的延續性資格，客戶服務中心將幫助您在該醫療服務提供者處就診。有關更多資

訊，請參閱本手冊的「護理的延續性」部分。 

醫生 

您將從 Anthem 醫療服務提供者目錄中選擇要成為您初級保健提供者 (PCP) 的醫 

生。您選擇的醫生必須是網絡醫療服務提供者。如需 Anthem 提供者目錄的副 

本，請聯絡 客戶服務中心，電話 888-285-7801 (TTY 711)。或線上瀏覽 

anthem.com/ca/medi-cal。  

如果您正在選擇一個新醫生，您也應該致店確認您想要的 PCP 目前是否接收新患者。 

如果您在成為 Anthem 會員之前已經有醫生，並且該醫生不在 Anthem 網絡內，那麼您

可以在有限時間內保留該醫生。這稱為護理的延續性。您可以閱讀本手冊中有關護理的延

續性的更多資訊。如需更多資訊，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如果您需要專科醫生，您的 PCP 將為您轉診 Anthem 網絡內的專科醫生。 

請記住，如果您未選擇 PCP，Anthem 將為您選擇一位。您最瞭解您自己的健康護理需

求，因此，如果由您來選擇那將是最好的。如果您同時參保 Medicare 和 Medi-Cal，或 

者如果您有其他醫療保險，則您不必選擇 PCP。 

如果要變更 PCP，則您必須從 Anthem 醫療服務提供者目錄中選擇一位 PCP。確保該 

PCP 接收新患者。要變更您的 PCP，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醫院 

如果是緊急情況，請撥 911 或前往最近的醫院。 

如果不是緊急情況而您需要醫院護理，那麼您的 PCP 將決定您應去哪家醫院。您將需要

前往您的 PCP 使用且在 Anthem 提供者網絡內的醫院。Anthem 網絡內醫院已列在醫療

服務提供者目錄中。除緊急情況外，醫院入院需要預先核准（事先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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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保健專科醫生 

您可以向 Anthem 網絡內的婦女保健專科醫生尋求必要的承保護理，以便為您提供例行

和預防婦科健康護理服務。您無需您的 PCP 轉介即可獲得這些服務。如需幫助來尋找婦

女保健專科醫生，您可以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您亦可致電 24/7 護士熱線 

免費電話 800-224-0336 (TTY 711)。 

提供者目錄 

Anthem 醫療服務提供者目錄列出了參與 Anthem 網絡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清單。該網絡包

括一群與 Anthem 合作的醫療服務提供者。 

Anthem 提供者目錄列出了醫院、PCP、專科醫生、執業護士、助產士護士、醫生助 

理、計劃生育提供者、聯邦合格健康中心 (FQHC)、門診精神健康提供者、管理式長期 

服務和支持 (MLTSS)、獨立的分娩中心 (FBC)、印第安保健提供者 (IHCP) 和鄉村健康 

診所 (RHC)。  

醫療服務提供者目錄中包含 Anthem 網絡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姓名、專業、地址、電話號

碼、工作時間和所講的語言。它會說明醫療服務提供者是否接收新患者。它還會說明建築

物的無障礙等級，例如停車場、坡道、帶扶手的樓梯以及帶有寬門和扶手的洗手間。如果

您想獲取醫生的教育、培訓和委員會認證資訊，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您可以造訪 anthem.com/ca/medi-cal 線上瀏覽醫療服務提供者目錄。 

如果您需要印刷版提供者目錄，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您可在位於 https://medi-calrx.dhcs.ca.gov/home 的 Medi-Cal Rx 藥房名錄中獲取與 

Medi-Cal Rx 合作的藥房的清單。您也可以透過致電 Medi-Cal Rx 電話 800-977-2273 

(TTY 800-977-2273 並按 5 或 711) 查找您附近的藥房。 

及時獲得護理 

您的提供者必須在下面列出的時間範圍內為您提供約診。 

 

有時等待護理的時間更長不是問題。如果對您的健康無害，您的提供者可能會讓您等待更

長的時間。在您的記錄中必須注明，更長的等待時間不會對您的健康有害。 

 
 

https://medi-calrx.dhcs.ca.gov/home/
http://anthem.com/ca/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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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診類型 
您應該能夠在以下時間 

範圍內約診： 

無需預先核准（預先授權）的緊急護理約診 48 小時 

需要預先核准（事先授權）的緊急護理約診 96 小時 

非緊急（例行）初級保健約診 10 個工作日 

非緊急（例行）專科醫生護理約診 15 個工作日 

非緊急（例行）精神健康服務提供者（非醫生）約診 10 個工作日 

針對受傷、生病或其他健康狀況的診斷或治療輔助 
(支持）服務的非緊急（例行）約診 

15 個工作日 

正常工作時間內的電話等待時間 10 分鐘 

護理的行程時間或距離 

Anthem 在為您提供護理時必須遵循行程時間或距離標準。這些標準有助於確保您能 

夠得到護理，而不必耗費過多時間或跋涉過長距離。行程時間或距離標準取決於您所 

居住的縣。 

如果 Anthem 在這些行程時間或距離標準內無法為您提供護理，則 DHCS 可能會批准一

個被稱為「替代服務標準」的其他標準。想要瞭解適用於您所居住地的 Anthem 時間或

距離標準，請造訪 anthem.com/ca/medi-cal。或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如果您需要離您住的地方很遠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提供的護理，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 。他們可以幫助您找到距離您更近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提 

供的護理。如果 Anthem 無法找到距離您更近的醫療服務提供者來為您提供護理，則 

您可以要求 Anthem 安排交通服務，以便您前往醫療服務提供者處看診，即使該提供 

者與您居住的地區距離較遠。如果您需要藥房提供者的幫助，請致電 Medi-Cal Rx  

電話 800-977-2273 (TTY 800-977-2273 並按 5 或 711)。 

 

http://anthem.com/ca/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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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無法在適用於您所在縣的 Anthem 行程時間或距離標準內趕到醫療服務提供者診

室（無論 Anthem 可能採用哪種適用於您的郵遞區號的替代服務標準），這都將被視為

距離較遠。 

約診 
當您需要健康護理： 

▪ 致電您的 PCP。 

▪ 在致電時準備好您的 Anthem ID 號碼。 

▪ 若診室已下班，在語音訊息中留下您的姓名和電話號碼。 

▪ 攜帶您的 BIC 和 Anthem ID 卡赴您的約診。 

▪ 如有需要，請申請往返於您的約診地點的運輸服務。 

▪ 如有需要，請尋求語言協助或口譯服務。 

▪ 準時進行約診，提前幾分鐘到達、簽到、填寫表格並回答您的 PCP 可能提出 

的任何問題。 

▪ 如果您無法赴約或將要遲到，請立即致電。 

▪ 準備好您的問題和藥物資訊，以備需要時使用。 

若您遇到緊急情況，請撥 911 或前往最近的急診室。 

前往您的約診 
如果您沒有往返健康護理服務和約診的方式，我們可以幫助您安排交通服務。交通幫助可

用於與緊急服務無關的服務和預約，您也許可以免費乘車。這項服務稱為醫療運輸，不用

於緊急情況。如果您存在急診醫療情況，請致電 911。 

參閱「交通福利」部分瞭解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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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和重新安排 
如果您無法進行約診，請立即致電您的提供者辦公室。如果您必須取消約診，大多數醫生

會要求您在約診前 24 小時（1 個工作日）致電。如果您錯過了多次約診，您的醫生可能

不想再為您提供看診服務。 

支付 
您不必為承保服務付費。在大多數情況下，您不會從醫療服務提供者處收到帳單。當您獲

得任何健康護理服務或處方時，您必須出示您的 Anthem ID 卡和 Medi-Cal BIC，以便您

的提供者知道向誰開具帳單。您可能會從醫療服務提供者處收到「福利說明 (EOB)」或

對帳單。EOB 和對帳單並非帳單。 

如果您收到帳單，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如果您收到處方帳單，請致電 

Medi-Cal Rx 電話 800-977-2273 (TTY 800-977-2273 並按 5 或 711)。或造訪  

Medi-Cal Rx 網站 https://medi-calrx.dhcs.ca.gov/home。告知 Anthem 您被收費的 

金額、服務日期和計費原因。您沒有責任就任何承保服務向提供者支付 Anthem 拖欠的

任何款項。在您前往網絡外提供者處之前，您必須獲得預先核准（事先授權），但急診 

護理或敏感護理和緊急護理（在 Anthem 服務區域內）除外。 

如果您沒有獲得預先核准，您可能必須支付從網絡外醫療服務提供者處獲得的護理之費

用。如果您需要某些承保的健康護理服務，則只要它們是具有醫療必要性，在網絡內無 

法獲得的，並且已經得到了 Anthem 的預先核准，您便可以免費從網絡外醫療服務提供

者處獲得此類服務。有關急診護理、緊急護理和敏感護理服務的更多資訊，請查看本章 

中的標題。 

如果您收到帳單或要求您支付您認為不必支付的共付額，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如果您支付帳單，您可以向 Anthem 提交理賠。您將需要告知  

Anthem，您為何必須為此物品或服務付費。Anthem 將決定您是否能得到 

補償。如有疑問或要索取理賠表格，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如果您在 Veterans Affairs 系統中獲得服務或在 California 州以外獲得未承保或未經授權

的服務，您可能需要負責付款。 

如果出現以下情況，Anthem 將不會給您補償： 

▪ 您要求並接受了 Medi-Cal 未承保的服務例如美容服務。 

▪ 您有未滿足的 Medi-Cal 分攤費用。 

https://medi-calrx.dhcs.ca.gov/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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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去看了一位不接受 Medi-Cal 的醫生，並簽署了一份表格，上面寫著您無論如何

都想看診，並且您將自己支付服務費用。 

▪ 您要求為您的 Medicare D 部分計劃承保的處方的共付額進行補償。 

轉診 
如果需要，您的 PCP 會將您轉診至專科醫生。專科醫生是指在某一醫學領域接受過額外

教育的醫生。您的 PCP 將與您一起選擇專科醫生。您的 PCP 辦公室可為您安排前往專

科醫生處就診的時間。 

其他可能需要轉介的服務包括診室內程序、X 光、實驗室測試。 

您的 PCP 可能會給您一份表格，您須在前往專科醫生處就診時攜帶該表格。專科醫生將

填妥該表並將其寄回給您的 PCP。專科醫生會視您的情況為您治療。 

如果您有需要長期特殊醫療護理的健康問題，則您可能需要長期轉診。這意味著您可以多

次在同一位專科醫生處就診，而無需每次都獲得轉診。  

如果您在獲得長期轉介時遇到困難，或想取得 Anthem 轉介政策的複本，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在以下情況中，您不需要轉診： 

▪ PCP 就診 

▪ 產科或婦科 (OB-GYN) 就診 

▪ 緊急或急診護理就診 

▪ 成人敏感服務，例如性侵犯護理 

▪ 計劃生育服務（要瞭解更多資訊，請致電 800-942-1054 聯絡  

Office of Family Planning Information and Referral Service） 

▪ HIV 檢測和諮詢（12 歲或以上） 

▪ 性傳播疾病服務（12 歲或以上） 

▪ 整脊療法服務（當網絡外 FQHC、RHC 和 IHCP 提供服務時，可能需要轉介） 

▪ 初次精神健康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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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的精神健康治療 

▪ 針灸（每月前兩次服務；其他約診需要轉介） 

▪ 足部醫療服務 

▪ 符合資格的牙科服務  

▪ 門診專業行為健康服務  

 

未成年人也可以在無需父母同意的情況下獲得某些門診精神健康服務、敏感服務和藥物濫

用障礙服務。如需更多資訊，請閱讀本手冊中的「未成年人同意服務」和「藥物濫用障礙

治療服務」。 

 

 

預先核准（預先授權） 
對於某些類型的護理，您的 PCP 或專科醫生將需要在為您提供護理之前徵求 Anthem 的

許可。這個過程稱為預先授權、預先核准或預先核准。這意味著 Anthem 必須確保該護

理是具有醫療必要性或是醫療上所需的。 

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服務是合理必要的，可保護您的生命、防止病患病情惡化或殘疾，或減

少因確診病症、疾病或傷害引起的劇烈疼痛。對於 21 歲以下的會員，Medi-Cal 服務包括

具有醫療必要性的護理，以修復或幫助緩解身體或心理疾病或病症。 

下列服務始終需要預先核准（事先授權），即使您是從 Anthem 網絡內的醫療服務提供

者處獲得這些服務，也是如此： 

▪ 住院（非急診） 

▪ Anthem 服務區域外服務（非急救或緊急服務） 

▪ 門診手術 

▪ 護理機構的長期護理 

準備好戒菸了嗎？ 致電 800-300-8086（英語）或 800-600-8191 

（西班牙語）以瞭解如何做。或者造訪 kickitca.org。 

http://kickit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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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治療 

▪ 醫療運輸服務（並非緊急情況）緊急救護車服務不需要預先核准。 

▪ 重大器官移植 

根據安全和健康法典第 1367.01(h)(1) 部分規定，Anthem 將在收到能使其做出決定合理

所需的資訊後的五個工作日內，做出例行的預先核准（事先授權）決定。 

如果醫療服務提供者表示或 Anthem 判定，遵循標準時限可能嚴重危害您的生命或健康

或您獲得、維持或恢復最大機能的能力，則 Anthem 將對您的申請做出快速（加急）的

預先核准（事先授權）決定。Anthem 會根據您的健康狀況需要，盡快給予您通知，且 

不會遲於收到服務申請後 72 小時。 

預先核准（事先授權）請求由臨床或醫務人員審查，例如醫生、護士和藥劑師。 

Anthem 不會支付報酬使審查者拒絕承保或服務。如果 Anthem 未核准申請，Anthem 將

向您寄送「行動通知 (NOA) 」信函。倘若您不同意該決定，NOA 信中將告知您可以如何

提出上訴。 

如果 Anthem 需要更多資訊或更多時間來審查您的申請，Anthem 將聯絡您。 

對於急診護理，您永遠不需要預先核准（預先授權），即使是網絡外以及服務區域外的服

務。如果您懷孕，急診服務還包括分娩和接生。對於家庭生育計劃、HIV/AIDS 服務和門

診流產等敏感服務，您無需預先核准（預先授權）。 

有關預先核准（事先授權）的問題，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第二種意見 
您可能想要得到關於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表示您需要的護理，或您的診斷或治療計劃的第

二種意見。例如，如果您不確定是否需要處方治療或手術，或者您嘗試遵循某項治療計劃

但卻沒有療效，在這些情況下，您可能想要獲得第二種意見。 

如果您想獲得第二種意見，我們會將您轉介給合格的網絡提供者，他們可以為您提供第二

種意見。如需幫助選擇醫療服務提供者，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如果您或您

的網絡醫療服務提供者要求，Anthem 將支付向網絡醫療服務提供者徵求第二種意見的費

用。您可以徵求網絡醫療服務提供者的第二種意見，無需獲得 Anthem 許可。然而，如

果您需要轉介，如果需要的話，您的網路提供者可以幫助您獲得第二種意見相關的轉介。 

如果 Anthem 網絡內沒有醫療服務提供者可以給您第二種意見，Anthem 將支付向網絡外

醫療服務提供者徵求第二種意見的費用。如果您選擇來徵求第二種意見的醫療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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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核准，Anthem 將在五個工作日內告知您。如果您患有慢性、中度或嚴重疾病，或 

面臨直接且嚴重的健康威脅（包括但不限於喪失生命、肢體或主要身體部位或身 

體技能），則 Anthem 將在 72 小時內以書面形式通知您。 

如果 Anthem 拒絕您的第二種意見申請，您可以提出申訴。要瞭解有關申訴的更多資

訊，請參閱本手冊「報告和解決問題」一章中的「投訴」標題內容。 

敏感護理 

未成年人同意服務 

如果您是 12 歲或以上，在沒有父母或監護人許可的情況下，您只能獲得以下服務： 

▪ 門診精神健康護理（12 歲或以上的未成年人）： 

 性侵犯護理（無年齡下限） 

 亂倫 

 身體傷害 

 虐待兒童 

 當您感到自己可能會傷害自己或他人時（12 歲或以上的未成年人） 

▪ HIV/AIDS 預防/檢測/治療 

▪ 性傳播疾病預防/檢測/治療 

▪ 藥物濫用障礙治療服務（12 歲或以上的未成年人）。如需更多資訊，請閱讀本手

冊中的「藥物濫用障礙治療服務」。 

如您未滿 18 歲，您不必獲得您的父母或監護人的許可即可向醫生尋求以下類型的護理： 

▪ 懷孕 

▪ 家庭生育計劃／避孕（包括絕育） 

▪ 流產服務 

對於驗孕、計劃生育服務、避孕或性傳播感染服務，醫生或診所不必為 Anthem 網絡的

一部分。您可以選擇任何 Medi-Cal 醫療服務提供者，並向他們尋求這些服務，而無需轉



3 | 如何獲得護理 

請於太平洋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 7 點至下午 7 點之間撥打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此為免費電話。或撥打 711 致電加州轉接 

專線。線上瀏覽 anthem.com/ca/medi-cal。 40 

介或預先核准（事先授權）。從網絡外醫療服務提供者處獲得的與敏感護理無關的服務可

能不被承保。如需幫助來尋找提供這些服務的醫生或診所，或如需幫助來獲得這些服務

（包括運輸服務），您可以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未成年人可撥打 24/7 護士熱線免費電話 800-224-0336 (TTY 711) 與代表私下討論他們

的健康問題。 

成人敏感服務 

作為成年人（18 歲或以上），您可能不願向您的 PCP 尋求某些敏感或私人護理。倘若

如此，針對下列各類型護理，您可選擇任何醫生或診所： 

▪ 家庭生育計劃以及避孕（包括絕育） 

▪ 驗孕與諮詢 

▪ HIV/AIDS 預防和檢測 

▪ 性傳播疾病預防、檢測和治療 

▪ 性侵犯護理 

▪ 門診流產服務 

醫生或診所並非必須加入 Anthem 網絡。您可以選擇任何醫療服務提供者，並向他們尋

求這些服務，而無需轉介或預先核准（預先授權）。從網絡外醫療服務提供者處獲得的與

敏感護理無關的服務可能不被承保。如需幫助來尋找提供這些服務的醫生或診所，或如需

幫助來獲得這些服務（包括運輸服務），您可以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您亦可

致電 24/7 護士熱線免費電話 800-224-0336 (TTY 711)。 

道德異議 

某些醫療服務提供者對某些承保服務存在道德異議。這意味著，如果他們對相關服務存有

道德異議，則他們有權不提供某些承保服務。如果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存有道德異議，則

他將幫助您尋找提供您所需的服務的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Anthem 還可以與您一起尋找

醫療服務提供者。 

某些醫院和其他提供者不提供您的計劃合約所承保或您或您的家人可能需要的下列一項或

多項服務：  

 



3 | 如何獲得護理 

請於太平洋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 7 點至下午 7 點之間撥打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此為免費電話。或撥打 711 致電加州轉接 

專線。線上瀏覽 anthem.com/ca/medi-cal。 41 

▪ 計劃生育 

▪ 避孕服務（包括緊急避孕） 

▪ 絕育（包括分娩和接生時輸卵管結紮） 

▪ 不孕症治療 

▪ 墮胎 

 

在參保之前，您應該先獲取更多資訊。致電您未來的醫生、醫療集團、獨立執業聯盟或診

所，或致電 Anthem 888-285-7801 (TTY 711) 以確保您可以獲得所需的健康護理服務。 

 

這些服務是可獲得的，且 Anthem 必須確保您或您的家庭成員進行醫療服務提供者看

診，或入住提供承保服務的醫院。如果您有問題或需要幫助尋找醫療服務提供者，請 

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緊急護理 
緊急護理不適用於緊急情況或危及生命的情況。緊急護理是防止因突然患病、受傷或已有

病症出現併發症而使您的健康嚴重受損所需的服務。大多數緊急護理約診不需要預先核准

（事先授權），並可在您提出約診請求後 48 小時內提供。如果您所需要的緊急護理服務

需要預先核准，則您會在申請後 96 小時內獲得預約。  

對於緊急護理，請致電您的 PCP。如果您無法聯絡您的 PCP，請撥打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我們。或者您也可以撥打全年全天候 24/7 護士熱線免費電話  

800-224-0336 (TTY 711)，包括節假日，以瞭解最適用於您的護理程度。 

如果您需要服務區域以外的緊急護理，請前往最近的緊急護理設施。緊急護理需求可以是

針對感冒、喉嚨痛、發燒、耳部疼痛、肌肉扭傷或產婦服務。您不需要預先核准（預先 

授權）。如果您需要精神健康緊急護理，請致電您所在縣的精神健康計劃或客戶服務中

心，電話號碼為 888-285-7801 (TTY 711)。您可在每週 7 天全天候任何時間致電您所在

縣的精神健康計劃或您的 Anthem 行為健康組織。要在線上尋找縣內所有免費電話號

碼，請造訪 http://www.dhcs.ca.gov/individuals/Pages/MHPContactList.aspx。 

 

http://www.dhcs.ca.gov/individuals/Pages/MHPContactLis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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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Health Online (LHO) 
Anthem 會員可以使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或電腦 24/7 使用 LiveHealth Online。LHO 將患

者與委員會認證醫生連接起來，提供身體和心裡健康支持。醫生可能會開藥，然後將其送

到您的藥房。僅能開非管制藥物處方。 

會員可透過致電 888-548-3432 (TTY 711)、下載免費的 LiveHealth Online 行動裝置應用

程序或造訪 livehealthonline.com 進行註冊來 24/7 使用 LiveHealth Online。 

 

LiveHealth Online 計劃詳情 

 LiveHealth Online  

醫療 

LiveHealth Online  

精神病學 

LiveHealth Online  

心裡學 

醫療服 

務提供 

者類型 

委員會認證醫生 委員會認證醫生 持證心理學家 (PhD)  

和治療師（社工 —  

碩士級） 

提供的 

福利 

藥物，如具有醫療 

必要性 

藥物，如在初步評估後

具有醫療必要性 

 

可用性 24/7/365 全年全天候

按需提供服務 

約診： 各個時區皆為早

上 8 點至下午 8 點 

約診： 7 a.m. 至  

11 p.m. 

看診時長 10 分鐘 初步評估為 30 到 45 分

鐘；如果需要進行藥物

審查，後續治療為  

15 分鐘。 

45 分鐘 

平均等待

時間 

約 10 分鐘 14 天或以下 4 天或以下 

服務年齡 沒有年齡限制；醫生

決定患者是否能進行

虛擬治療。 

18 歲或以上 10 歲或以上 

價值 在家便捷地獲取護

理。對於非緊急情

況，防止費時的 ER  

看診。 

顯著增加了在家裡接受行為健康服務的機會。 

http://livehealth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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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處理的狀況：

▪ 擦傷、小傷口 

▪ 痤瘡 

▪ 過敏/過敏性鼻炎 

▪ 哮喘 

▪ 背痛  

▪ 咳嗽/感冒 

▪ 糖尿病/低血糖 

▪ 腹瀉 

▪ 耳部疼痛 

▪ 發燒、流行性感冒/流感 

▪ 頭痛/偏頭痛 

▪ 高血壓  

▪ 失禁 

▪ 失眠 

▪ 噁心/嘔吐  

▪ 紅眼病和其他眼部感染 

▪ 皮疹/皮膚障礙 

▪ 鼻竇感染 

▪ 喉嚨痛/咽炎  

▪ 扭傷和拉傷

經常處理的行為狀況：

▪ 焦慮 

▪ 躁鬱症 

▪ 應對疾病 

▪ 抑鬱 

▪ 憂傷 

▪ 強迫症 

▪ 無端恐懼症 

▪ 育兒問題 

▪ 創傷後應激障礙 

▪ 關係問題 

▪ 壓力

 

LHO 以同一行為健康提供者提供持續治療服務：  

 

LHO 的限制 

LHO 不 提供： 

▪ 預防性或持續的醫療護理。  

▪ 實驗室醫囑。 

▪ 此時獲取專科護理。 

 

對於非緊急護理，會員應將預約其 PCP 作為首選。 

 

針對 LHO 驗證 Anthem 會員資格： 

必須將 Anthem 會員 ID 添加到 LHO 帳戶才能獲得免費服務。會員必須年滿 18 歲方可擁

有自己的 LHO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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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可以在個人帳戶中添加孩子的 Anthem 會員 ID。 

▪ 會員可以邀請客人加入他們的即時視訊看診： 

 家庭成員 

 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 

▪ 會員可以透過電子郵件或傳真與他們的 PCP 或任何人共用醫療記錄摘要。 

 

LHO 以同一行為健康提供者提供持續治療服務： 

▪ 會員可透過致電 888-548-3432 (TTY 711)、下載免費的 LiveHealth Online 行 

動裝置應用程序或造訪 livehealthonline.com 註冊來獲得 24/7 全天候協助。 

▪ 如需在線看診後的緊急處方協助，會員可致電 888-982-7956。 

急診護理 
若您需要急診護理，請撥 911 或前往最近的急診室 (ER)。對於急診護理，您不需要 

Anthem 的預先核准（事先授權）。您有權就急診護理使用任何醫院或其他機構，包 

括在加拿大和墨西哥。其他國家的急診護理和其他護理不在承保範圍內。 

急診護理是指對危及生命的病症的救護。這種護理是針對一種疾病或傷害，且這種疾病或

傷害會使具有一般健康和醫學知識的明智的（理智的）外行人（非健康護理專業人士）可

以預期，若不能立即得到護理，您會把您的健康（或您未出生嬰兒的健康）處於嚴重危險

之中，或者您的身體機能、身體器官或身體部位可能受到嚴重傷害。示例包括但不限於：

▪ 活躍分娩 

▪ 骨折 

▪ 劇烈疼痛 

▪ 胸痛 

▪ 呼吸困難 

▪ 嚴重燒傷 

▪ 藥物過量 

▪ 昏厥 

▪ 嚴重出血 

▪ 精神科緊急病症，如嚴重抑鬱或自殺念頭

 

不要去 ER 接受常規護理或不需要立即進行的護理。您應該從您的 PCP（即最瞭解您的 

醫生）處獲得常規護理。如果不確定您的病症是否是緊急病症，請致電 PCP。您也可以 

撥打 24/7 護士熱線免費電話 800-224-0336 (TTY 711)，服務時間為每週七天，每天  

24 小時，包括節假日。 

http://livehealth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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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當您出門在外時需要急診護理，請前往最近的急診室 (ER)，即使該急診室不在 

Anthem 網絡內。如果您前往 ER，請讓他們致電 Anthem。您或您被收治的醫院應 

在您獲得急診護理後的 24 小時內致電 Anthem。如果您正在美國以外、除加拿大或 

墨西哥之外的其他地方旅行，並且需要急診護理，Anthem 將無法承保您的護理。 

如果您需要急診交通運送，請撥 911。在前往 ER 前，您無需先詢問您的 PCP 或 

Anthem。  

如果您在發生緊急情況後需要在網絡外醫院中接受護理（穩定後護理），該醫院將致電 

Anthem。  

請謹記：除非是緊急情況，否則請勿撥 911。急診護理僅是針對緊急情況，不適用於常規護

理或輕微疾病（如感冒或喉嚨痛）。若您遇到緊急情況，請撥 911 或前往最近的急診室。 

 

24/7 護士熱線  

Anthem 24/7 護士熱線全年每天 24 小時為您提供免費的醫療資訊和建議。請致電  

800-224-0336 (TTY 711)： 

▪ 與護士交談，護士將回答醫療問題，提供護理建議，並幫助您決定是否應立即去醫

療服務提供者處就醫。 

▪ 獲得有關糖尿病或哮喘等醫療狀況的幫助，包括有關哪種醫療服務提供者可能適合

您的病症的建議。 

24/7 護士熱線無法幫助進行診所約診或藥物續購。如果您在這些方面需要幫助，請致電

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辦公室。 

 

Anthem 24/7 護士熱線全年每天 24 小時為您提供免費的醫療資訊和建

議。 請致電 800-224-0336 (TT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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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立醫療指示 

預立醫療指示是一種法律表格。在預立醫療指示中，您可以列出未來當您無法說話或 

做出決定時，您希望獲得的健康護理。您可以列出您不想獲得的護理。您可指定某人  

(如您的配偶）在您無法做出決定時替您做出健康護理決定。  

您可以在藥房、醫院、律師事務所和醫生辦公室獲得預立醫療指示表格。您可能需要支付

表格費用。您還可以在線上尋找和下載免費表格。您可以請您的家人、PCP 或您信任的

人士來幫助您填寫表格。  

您有權將您的預立醫療指示放入您的病歷中。您有權隨時變更或取消您的預立醫療指示。 

您有權瞭解預立醫療指示法律的變更。Anthem 會在變更後 90 天內告知您有關州法律 

的變更。  

您可致電 Anthem 電話 888-285-7801 (TTY 711) 尋求更多資訊。 

器官和組織捐贈 
成年人可以透過成為器官或組織捐贈者幫助挽救生命。若您在 15 歲至 18 歲之間，您可在

取得您父母或監護人書面同意後成為捐贈者。您可隨時改變成為器官捐贈者的決定。若您

想瞭解更多有關器官或組織捐贈的資訊，請您的 PCP 商討。您亦可造訪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網站 organdonor.gov。 

http://organdonor.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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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福利與服務 

您的健康計劃提供哪些承保 

本節介紹了作為 Anthem 會員可獲得的承保服務。只要服務具有醫療必要性並且是由 

網絡內醫療服務提供者提供，您即可免費獲得承保服務。如果護理是網絡外的（敏感服

務、急救和一些緊急護理服務除外），您必須向我們申請預先核准（事先授權）。您的 

健康計劃也可能承保網絡外醫療服務提供者提供的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服務。但您必須為 

此向 Anthem 尋求預先核准（事先授權）。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服務是合理必要的，可保

護您的生命、防止病患病情惡化或殘疾，或減少因確診病症、疾病或傷害引起的劇烈疼

痛。有關承保服務的更多資訊，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21 歲以下的會員可獲得額外的福利和服務。請參閱第 5 章：兒童和青少年健康護理瞭解

更多資訊。 

Anthem 提供的一些基本健康福利如下。帶有星號 (*) 的福利可能需要預先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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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灸* 

▪ 急性（短期治療）居家保健療 

法和服務 

▪ 成人免疫接種（打預防針） 

▪ 過敏測試和注射* 

▪ 急診救護車服務 

▪ 麻醉師服務* 

▪ 聽力學* 

▪ 行為健康治療* 

▪ 心臟復健* 

▪ 整脊療法* 

▪ 化療和放射治療* 

▪ 牙科服務 - 有限（由醫療專業人員 / 

PCP 在醫療辦公室執行） 

▪ 透析／血液透析服務* 

▪ 耐用醫療設備 (DME)* 

▪ 急診室就診 

▪ 腸內和腸外營養品* 

▪ 計劃生育辦公室就診和諮詢  

(您可以前往非參與計劃的醫 

療服務提供者處） 

▪ 復健服務和裝置*  

▪ 助聽器* 

▪ 居家健康護理* 

▪ 臨終關懷護理* 

▪ 住院醫療與手術護理* 

▪ 實驗室與放射科* 

▪ 長期居家保健療法和服務* 

▪ 孕產婦及新生兒護理 

▪ 重大器官移植* 

▪ 職能治療* 

▪ 矯正裝置／義肢* 

▪ 結腸造口術和泌尿科用品* 

▪ 門診醫院服務* 

▪ 門診精神健康服務 

▪ 門診手術* 

▪ 姑息護理* 

▪ PCP 就診 

▪ 兒科服務  

▪ 物理治療* 

▪ 足部醫療服務* 

▪ 肺部復健* 

▪ 復健服務和裝置* 

▪ 專業護理服務* 

▪ 專科醫生看診* 

▪ 言語治療* 

▪ 手術服務* 

▪ 遠程醫療/遠程醫療 

▪ 變性服務* 

▪ 緊急護理 

▪ 視力服務 

▪ 女性健康服務

 

承保服務的定義和描述可參閱第 8 章「重要號碼和需要知曉的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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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服務包括合理且必要的承保服務以實現以下目標： 

▪ 保護生命。 

▪ 防止重大疾病或重大殘疾。 

▪ 緩解劇烈疼痛。 

▪ 實現適合年齡的生長和發育。 

▪ 獲得、維持或恢復功能性能力。 

對於未滿 21 歲的會員，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服務包括上述所有涵蓋的服務，以及聯邦早期

和定期篩查、診斷和治療 (EPSDT) 福利要求的任何其他必要的健康護理、診斷服務、治

療和其他糾正或改善缺陷和身心疾病和病症的措施。 

EPSDT 為低收入嬰兒、兒童和 21 歲以下的青少年提供廣泛的預防、診斷和治療服 

務。EPSDT 福利比成人福利更有力，旨在確保兒童得到早期檢測和護理，以便儘早避 

免或診斷和治療健康問題。EPSDT 的目標是確保每個兒童在需要時獲得所需的健康 

護理 — 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環境中為正確的兒童提供正確的護理。 

Anthem 將與其他計劃協調以確保您獲得所有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服務，即使這些服務由其

他計劃而非 Anthem 承保。 

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服務是合理必要的，可保護您的生命、防止病患病情惡化或殘 

疾，或減少因確診病症、疾病或傷害引起的劇烈疼痛。 

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服務包括那些為適合年齡的生長和發育，或獲得、維持或恢復功能

性能力所必需的服務。 

對於 21 歲以下的會員，如果需要根據聯邦早期和定期篩查、診斷和治療 (EPSDT) 

福利來糾正或改善缺陷和身心疾病或病症，則這項服務具有醫療必要性。這包括修 

復或幫助緩解身心疾病或病症，或維持會員病情以防惡化所必需的護理。 

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服務不包括： 

▪ 未經測試或仍在測試的治療 

▪ 不被普遍接受為有效的服務或項目 

▪ 超出正常療程和治療時間的服務或沒有臨床指南的服務 

▪ 為護理員或提供者提供方便的服務 

 

Anthem 將與其他計劃協調以確保您獲得所有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服務，即使這些服 

務由其他計劃而非 Anthem 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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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em 承保的 Medi-Cal 福利 

門診（非住院）服務 

成人免疫接種 

您可以在未經預先核准（事先授權）的情況下透過網絡提供者進行成人免疫接種

（預防針）。Anthem 承保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的疫苗接種諮詢委員會 

(ACIP) 建議的預防針包括您在出行時需要的預防針。 

您也可以透過 Medi-Cal Rx 在藥房獲得某些成人免疫接種（預防針）服務。要瞭

解有關 Medi-Cal Rx 計劃的更多資訊，請閱讀本章的「其他 Medi-Cal 計劃和服

務」部分。 

過敏護理 

Anthem 承保過敏測試和治療，包括過敏脫敏、減敏或免疫療法。 

麻醉師服務 

Anthem 承保您在門診接受護理時的具有醫療必要性的麻醉服務。這可能包括由醫學麻醉

師提供的牙科手術麻醉。 

整脊療法 

Anthem 承保整脊療法服務，但僅限於透過人工推拿來治療脊柱。每月限提供兩次整脊療法

服務。Anthem 可能會預先核准具有醫療必要性的其他服務。 

以下會員符合脊椎矯正服務資格： 

▪ 21 歲以下兒童 

▪ 孕婦，直到妊娠期末，並包括妊娠結束後的 60 天 

▪ 居住在專業護理機構、中級護理機構或亞急性護理設施機構的人士 

▪ 所有會員，前提是服務提供地點為 Anthem 網絡內的醫院門診部門、門診 

所、FQHC 或 RHC。並非所有的 FQHC、RHC 或縣級醫院提供整脊療法 

門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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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血液透析服務 

Anthem 承保透析治療。如果您的醫生提交請求並且 Anthem 批准，Anthem 還承保血液

透析（慢性透析）服務。 

門診手術 

Anthem 承保門診手術程序。這指的是診斷所必需的手術程序，而被認為是選擇性的程序

以及特定的門診醫療程序都需要有預先核准（預先授權）。 

醫師服務 

Anthem 承保具有醫療必要性的醫師服務。 

足科（腳部）服務 

Anthem 承保診斷為具有醫療必要性的足部醫療服務和人體足部醫療、手術、機械、推拿

和電氣治療服務。這包括插入足部的腳踝和肌腱以及對支配足部功能的腿部肌肉和肌腱的

非手術治療。 

治療方法  

Anthem 承保不同的治療方法，包括： 

▪ 化療 

▪ 放射治療 

孕產婦及新生兒護理 

Anthem 承保以下孕產婦及新生兒護理服務： 

▪ 母乳喂養教育和輔助 

▪ 分娩和產後護理 

▪ 擠奶器和用品 

▪ 產前護理 

▪ 生育中心服務 

▪ 認證助產護士 (CNM) 

▪ 持證助產士 (LM) 

▪ 胎兒遺傳性疾病的診斷和諮詢 

▪ 新生兒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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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醫療服務 

遠程醫療是一種獲得服務的方式，無需與您的提供者處於同一物理位置。遠程醫療可能 

涉及與提供者進行即時對話。或者遠程醫療可能涉及在不進行即時對話的情況下與提供 

者共用資訊。您可以透過遠程醫療獲得許多服務。但是，遠程醫療可能不適用於所有承 

保服務。您可以與您的提供者聯絡，瞭解可以透過遠程醫療提供的服務類型。重要的是 

您和您的提供者都同意就適合您的特定服務使用遠程醫療。您有權獲得現場服務，即使 

您的提供者同意遠程醫療適合您，您也無需使用遠程醫療。 

精神健康服務； 

門診精神健康服務 

Anthem 承保會員的初次精神健康評估，無需預先核准（事先授權）。您可以隨時向 

Anthem 網絡內的持照精神健康服務提供者尋求精神健康評估，無需轉診。 

 

您的 PCP 或精神健康服務提供者可能會將您轉診至 Anthem 網絡內的專科醫生進行其他

精神健康篩查，以確定您的損傷程度。如果您的精神健康篩查結果確定您有輕度或中度抑

鬱或心理、情感或行為功能受損，Anthem 可以為您提供精神健康服務。Anthem 承保諸

如以下類型的精神健康服務： 

▪ 個人及群體精神健康評估及治療（心理治療） 

▪ 根據臨床徵兆評估精神健康狀態的心理測試 

▪ 發展認知技能，以提高注意力、記憶力和問題解決能力 

▪ 用於監測藥物治療的門診服務 

▪ 門診化驗、藥物、用品與補充劑 

▪ 精神科諮詢  

▪ 家庭治療 

如需幫助來獲得有關 Anthem 提供的精神健康服務的更多資訊，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如果您的精神健康篩查結果確定您可能有更高程度的損傷，並且需要精神健康專科服務 

(SMHS)，那麼您的 PCP 或您的精神健康服務提供者將為您轉介至縣精神健康計劃，以

進行評估。要瞭解更多資訊，請閱讀第 65 頁的「其他 Medi-Cal 計劃和服務」。 



4 | 福利與服務 

請於太平洋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 7 點至下午 7 點之間撥打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此為免費電話。或撥打 711 致電加州轉接 

專線。線上瀏覽 anthem.com/ca/medi-cal。 53 

急診服務 

治療醫療緊急情況所需的住院和門診服務 

Anthem 承保治療在美國（包括波多黎各、美屬維爾京群島等領土。）發生的醫療緊急情

況所需的所有服務，或者如果是在加拿大或墨西哥，Anthem 則會要求您在特定醫院接受

相關所需服務。醫療緊急情況是指伴隨劇痛或嚴重傷害的病症。這種病症十分嚴重，如未

立即就醫，謹慎外行人都能夠預料到以下後果： 

▪ 對您的健康造成嚴重風險；或 

▪ 嚴重損害身體機能；或 

▪ 造成身體器官或部位的嚴重功能障礙；或 

▪ 如果孕婦活躍分娩（指在以下任何一種情況下分娩）： 

 在分娩之前，可能沒有足夠的時間將您安全轉移至其他醫院。 

 轉院可能會對您或未出生的孩子的健康或安全造成威脅。 

如果醫院急診室在您的治療中為您提供最多 72 小時的門診處方藥，該處方藥將作為您急

診服務的一部分得到承保。如果醫院急診室提供者給您開具的處方您必須將其帶到門診藥

房配藥，Medi-Cal Rx 將負責該處方的承保。 

如果門診藥房的藥劑師為您提供緊急藥物供應，則該緊急供應將由 Medi-Cal Rx 而非 

Anthem 承保。如果藥房在為您提供緊急藥物供應方面需要幫助，請藥房撥打  

800-977-2273 聯絡 Medi-Cal Rx。 

急診交通運送服務 

Anthem 承保救護車服務，可在緊急情況下將您送至最近的治療地點。這意味著，您的病

症必須嚴重到以其他方式載送您到治療地點都可能危及您的健康或生命。除要求您在加拿

大或墨西哥的醫院接受的急診服務外，Anthem 不承保美國以外的服務。如果您在加拿大

和墨西哥接受緊急救護車服務，但在該護理期間您沒有住院，那麼您的救護車服務將不在 

Anthem 承保範圍內。 

臨終關懷和姑息護理 

Anthem 承保可幫助緩解身體、情緒、社交及精神不適感的兒童和成人臨終關懷護理和姑

息護理。21 歲或以上的成人無法同時接受臨終關懷護理和姑息護理服務。 

 



4 | 福利與服務 

請於太平洋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 7 點至下午 7 點之間撥打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此為免費電話。或撥打 711 致電加州轉接 

專線。線上瀏覽 anthem.com/ca/medi-cal。 54 

臨終關懷護理 

臨終關懷護理是為身患絕症的會員提供服務的一項福利。接受臨終關懷護理的會員預 

期壽命不得超過六個月。其為一種介入式關懷，主要針對疼痛和症狀管理，而非延長 

壽命的治療。 

臨終關懷護理包括： 

▪ 護理服務 

▪ 物理、職業或言語治療服務 

▪ 醫療社會服務 

▪ 家庭健康助理和家務服務 

▪ 醫療用品和器具 

▪ 某些藥物和生物服務（某些可能透過 FFS Medi-Cal Rx 提供） 

▪ 諮詢服務 

▪ 在病情危險期提供必要的 24 小時護理的延續性服務，以使絕症患者能 

留在家中 

▪ 在醫院、專業護理機構或臨終關懷機構中提供的每次最多連續五天的住 

院臨時護理 

▪ 在醫院、專業護理機構或臨終關懷機構中提供的短期住院護理，以控制 

疼痛或緩解症狀 

姑息護理 

姑息護理是以患者和家庭為中心的護理，透過預期、預防和治療痛苦來提高生活質量。姑 

息護理沒有對會員的預期壽命不超過六個月的要求。姑息護理可以與治癒性護理同時提供。 

姑息護理包括： 

▪ 進階護理計劃 

▪ 姑息護理評估及諮詢 

▪ 護理計劃包括但不限於： 

 內科醫生或骨科醫生 

 醫師助理 

 註冊護士 

 有執照的職業護士或執業護士 

 社會工作者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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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協調 

▪ 疼痛及症狀管理 

▪ 精神健康及醫療社會服務 

21 歲或以上的成年人不能同時接受姑息護理和臨終關懷護理。如果您正在接受姑息護

理，並符合臨終關懷護理資格，您可以隨時要求更改為臨終關懷。 

住院 

麻醉師服務 

在住院期間，Anthem 會承保具有醫療必要性的麻醉師服務。麻醉師是專門為患者進行

麻醉的醫生。麻醉是在某些醫療程序中使用的一種醫學手段。 

醫院住院服務 

當您被收治入院時，Anthem 會承保具有醫療必要性的住院醫院護理。 

手術服務 

Anthem 承保在醫院進行的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手術。 

臨時產後護理延伸計劃 

臨時產後護理延伸 (PPCE) 計劃為在懷孕期間或懷孕後一段時間內有產婦精神健康問題的 

Medi-Cal 會員提供擴大承保範圍的服務。  

Anthem 承保懷孕期間和懷孕結束後兩個月內的產婦精神健康護理。PPCE 計劃將 

Anthem 承保範圍延長至診斷後 12 個月或從妊娠結束開始（以較晚者為準）。 

為符合 PPCE 計劃資格，您的醫生必須在妊娠結束後 150 天內確認您的產婦精神健康問

題診斷。如果您認為自己需要這些服務，可以向您的醫生諮詢。如果您的醫生認為您應該

得到 PPCE 服務，您的醫生為您完成並提交表格。 

康復和復健（治療）服務及設備 

這一福利包括能幫助受傷、殘疾或慢性疾病患者獲得或恢復心理和身體技能的服務和設備。 

計劃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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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 

Anthem 承保針灸服務以預防、減輕或緩解由常見病症造成的嚴重、持續慢性疼痛。如果服

務由醫生、牙科醫生、足病醫生或針灸師提供，門診針灸服務（用或不用電刺激針）僅限

每月兩次。Anthem 可能會預先核准（預先授權）具有醫療必要性的其他服務。 

聽力學（聽力） 

Anthem 承保聽力學服務。門診病人的聽力服務每月僅限兩次（限制不適用於 21 歲以下

兒童）。Anthem 可能會預先核准（預先授權）具有醫療必要性的其他服務。 

行為健康治療 

Anthem 透過早期和定期篩查、診斷和治療 (EPSDT) 福利為 21 歲以下會員承保行為健康

治療 (BHT) 服務。BHT 包括服務和治療計劃，例如最大程度地發展或恢復 21 歲以下個

人機能的應用行為分析和循證行為干預計劃。 

BHT 服務利用行為觀察和強化或透過提示教導目標行為的每一步來教導技能。BHT  

服務基於可靠的證據並且不屬於試驗性質。BHT 服務的範例包括行為干預、認知行為 

干預、綜合行為治療和應用行為分析。 

BHT 服務必須具有醫療必需性、由持照醫生或心理醫生開處、經計劃批准並且按照已批

准治療計劃的方式提供。 

心臟復健 

Anthem 承保住院和門診患者的心臟康復服務。 

耐用醫療設備 (DME) 

Anthem 憑醫生、醫師助理、執業護士和臨床專科護士的處方承保購買或租賃的 DME 醫

療用品、設備和其他服務。有處方的 DME 商品可能是對保持從事日常活動必不可少的身

體機能或預防重大身體殘疾而具有醫療必要性的商品，並因此被承保。 

通常，Anthem 不承保以下各項： 

▪ 舒適、方便或豪華的設備、功能和用品，本章「孕產婦及新生兒護理」標題下的

「擠奶器和用品」中描述的零售級吸奶器除外 

▪ 不用於維持日常生活正常活動的物品，如鍛煉器材（包括旨在為娛樂或體育活動提

供額外支持的設備） 

▪ 衛生設備，21 歲以下會員在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情況下除外 

▪ 非醫療用品，例如桑拿浴室或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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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或汽車改造 

▪ 用於檢測血液或其他身體物質的設備（但是，Medi-Cal Rx 承保糖尿病血糖監測

器、試紙和刺血針） 

▪ 心臟或肺部的電子監測器，嬰兒呼吸暫停監測器除外 

▪ 因丟失、被盜或誤用而修理或更換設備，21 歲以下會員在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情 

況下除外 

▪ 其他通常不主要用於健康護理的物品  

 

但是，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物品可能會在您的醫生提交的預先核准（事先授權） 

下獲得批准。 

腸內和腸外營養品 

當病症導致您無法正常進食時，可以使用這些方法將營養物質輸送到身體中。腸內和腸外

營養品在具有醫療必要性時透過 Medi-Cal Rx 予以承保。 

助聽器 

如果您經測試有聽力喪失，而助聽器具有醫療必要性，並且獲得了醫生的處方，則 

Anthem 將承保助聽器。承保範圍僅限於滿足您的醫療需求的最低成本助聽器。Anthem 

將承保一個助聽器，除非每隻耳朵都使用一個助聽器才能獲得明顯優於使用一個助聽 

器的效果。 

針對 21 歲以下會員的助聽器 

州法律要求將需要助聽器的兒童轉介至 California Children’s Services (CCS) 計劃，以確

定該兒童是否有資格獲得 CCS。如果兒童符合 CCS 資格，CCS 將承保具有醫療必要性

的助聽器費用。如果兒童不符合 CCS 的資格，我們將承保具有醫療必要性的助聽器，由 

Medi-Cal 來承保。 

針對 21 歲及以上會員的助聽器 

根據 Medi-Cal，我們為每個承保的助聽器承保以下內容： 

▪ 安裝所需的耳模 

▪ 一個標準電池包 

▪ 確保助聽器正常使用的看診 

▪ 清潔和安裝助聽器所需的看診 

▪ 助聽器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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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Medi-Cal，如果出現以下情況，我們將承保更換助聽器： 

▪ 您的聽力喪失程度嚴重到您當前的助聽器無法矯正它。 

▪ 您的助聽器丟失、被盜或損壞且無法修復，這不是您造成的。您必須給我們寫一張

便條，告訴我們事情的經過。 

 

對於 21 歲及以上的成年人，Medi-Cal 不包括： 

▪ 替換助聽器電池 

居家保健服務 

當您的醫生開處方並認為具有醫療必要性時，Anthem 承保在您家中提供的健康服務。 

居家保健服務僅限於 Medi-Cal 承保的服務例如： 

▪ 兼職專業護理 

▪ 兼職家庭健康助理 

▪ 醫療社會服務 

▪ 醫療用品 

醫療用品、設備和器具 

Anthem 憑醫生、醫師助理、執業護士和臨床專科護士的處方承保醫療用品。某些醫療用

品透過 FFS Medi-Cal Rx 而非 Anthem 承保。 

Medi-Cal 承保範圍不包括以下各項： 

▪ 普通家庭用品，包括但不限於： 

 膠帶（所有類型） 

 外用酒精 

 化妝品 

 棉球和棉籤 

 除塵粉 

 紙巾 

 金縷梅 

▪ 普通家庭藥品，包括但不限於： 

 白凡士林 

 乾性皮膚油和乳液 

 滑石和滑石組合產品 

 過氧化氫等氧化劑 

 過氧化脲和過硼酸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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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處方洗髮水 

▪ 含有苯甲酸和水楊酸軟膏、水楊酸乳膏、軟膏或液體和氧化鋅膏的外用製劑 

其他通常不主要用於健康護理的物品，並且經常主要由沒有特定醫療需 

求的人使用。 

職能治療 

Anthem 承保職能治療服務，包括職能治療評估、治療計劃、治療、指導和諮詢服 

務。職能治療服務每月僅限兩次（限制不適用於 21 歲以下兒童）。Anthem 可能會 

預先核准（預先授權）具有醫療必要性的其他服務。 

矯正裝置／義肢 

Anthem 承保由醫生、足病醫生、牙醫或非醫師醫療服務提供者開處方且具有醫療必要性

的矯正裝置及義肢和服務。包括植入式助聽器、乳房假體／乳房切除術胸罩、壓力燒傷

服，以及為恢復技能或替代身體部位或支撐虛弱或變形的身體部位而使用的義肢。 

結腸造口術和泌尿科用品 

Anthem 承保結腸造口術袋、導尿管、引流袋、沖洗用品和黏合劑。這不包括用於提供舒

適、便利或豪華的設備、功能或功能的耗材。 

物理治療 

Anthem 承保具醫療必要性的物理治療服務，包括物理治療評估、治療計劃、治療、指

導、諮詢服務以及局部用藥。 

肺部復健 

Anthem 承保具有醫療必要性並由醫生開具的肺部復健服務。 

專業護理機構服務 

如果您需要高水準的護理，Anthem 承保具有醫療必要性的專業護理機構服務。這些服務

包括每天 24 小時在持照專業護理機構內的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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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治療 

Anthem 承保具有醫療必要性的言語治療。言語治療服務每月僅限兩次（限制不適用於 

21 歲以下兒童）。Anthem 可能會預先核准（預先授權）具有醫療必要性的其他服務。 

變性服務 

作為一項福利，Anthem 承保具有醫療必要性或符合重建手術標準的跨性別服務  

(性別確認服務）。 

臨床試驗  

如果是與癌症或其他危及生命的病症之預防、檢測或治療有關的臨床試驗，並且研究是由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或醫療保險和補助服務中心 

(CMS) 進行的，則 Anthem 將承保 I 期、II 期、III 期或 IV 期臨床試驗患者的常規患者護

理費用。研究必須得到國家衛生院、FDA、國防部或退伍軍人事務部的核准。Medi-Cal 

Rx 是一項 Medi-Cal FFS 計劃，承保大多數門診處方藥。閱讀本章後面的「門診處方

藥」部分瞭解更多資訊。 

實驗室與放射科服務 

Anthem 承保具有醫療必要性的門診和住院實驗室以及 X 光服務。各種先進的成像程 

序，如 CT 掃描、MRI 和 PET 掃描，均根據醫療必要性承保。 

預防和安康服務以及慢性疾病管理 

計劃承保： 

▪ 疫苗接種諮詢委員會建議的疫苗 

▪ 計劃生育服務 

▪ 美國兒科學會《光明未來》建議 

▪ 美國婦產科醫學會推薦的女性預防性服務 

▪ 幫助戒菸，也叫戒菸服務 

▪ 美國預防服務工作小組 A 和 B 級建議的預防服務 

向育齡會員提供計劃生育服務，使他們能夠決定懷孕次數和間隔。這些服務包括 FDA 核

准的所有避孕方法。Anthem 的 PCP 和 OB-GYN 專科醫生可提供計劃生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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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計劃生育服務，您還可以選擇與 Anthem 無關的 Medi-Cal 醫生或診所，且無需獲得 

Anthem 的預先核准（事先授權）。從網絡外服務提供者處獲得的與家庭生育計劃無關的

服務可能不被承保。如需更多資訊，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請參閱第 5 章：兒童和青少年健康護理，針對 20 歲及以下青少年的預防性護理資訊。 

糖尿病預防計劃 

糖尿病預防計劃 (DPP) 是一項循證生活方式改變計劃。它旨在預防或延遲被確診為糖尿

病前期人群的 2 型糖尿病發作。該計劃持續一年。符合資格會員可以在第二年繼續參加

該計劃。經計劃核准的生活方式支援和技術包括但不限於： 

▪ 提供同伴輔導 

▪ 教授自我監控和問題解決方法 

▪ 提供鼓勵和反饋 

▪ 提供參考資料以支援其實現目標 

▪ 追蹤例行體重稱量，以幫助實現目標 

會員必須符合計劃資格要求才能加入 DPP。致電 Anthem ，電話 888-285-7801  

(TTY 711)，以瞭解計劃及資格的詳情。 

重建服務 

Anthem 承保用於矯正或修復身體異常結構的手術，以盡可能改善或建立正常外觀。身體

異常結構是因先天缺陷、發育異常、創傷、感染、腫瘤、疾病或乳房切除術後的乳房再造

而導致的。某些限制和例外可能適用。 

物質濫用障礙服務 

計劃承保： 

▪ 酒精濫用篩查和非法藥物篩查。 

 

請參閱本章後面的「藥物濫用障礙治療服務」以瞭解整個縣的治療承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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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力服務 

計劃承保： 

▪ 每 24 個月進行一次常規視力檢查；如果對會員（例如患有糖尿病的會員）具有醫
療必要性，則承保額外或更頻繁的眼科檢查。 

▪ 如果您有有效的處方，則每 24 個月配一次眼鏡（鏡框和鏡片）。  

▪ 如果您更改了處方，或者您的眼鏡丟失、被盜或損壞（並且無法修復），並且這不
是您造成的，則在 24 個月內更換眼鏡。您必須給我們一張便條，告訴我們您的眼

鏡是如何丟失、被盜或損壞的。 

▪ 低視力設備，適用於無法透過標準眼鏡、隱形眼鏡、藥物或手術矯正視力障礙的
人，這些視力障礙會干擾人們進行日常活動的能力（即年齡相關性黃斑變性）。 

▪ 具有醫療必要性隱形眼鏡 – 如果由於眼部疾病或病症（例如，失去一隻耳朵）而
無法使用眼鏡，則可以承保隱形眼鏡檢測和隱形眼鏡。符合特殊隱形眼鏡條件的醫
療狀況包括但不限於無虹膜、無晶狀體和圓錐角膜。 

非緊急情況的運輸福利  

如果您的醫療需求不允許您使用汽車、公車或計程車進行約診，您有權獲得醫療運輸服

務。可為承保服務提供醫療運輸，例如醫療、牙科、精神健康、藥物濫用和藥房預約。如

果您需要非緊急醫療運輸或 NEMT，您可以告訴您的醫生並提出要求。您的醫生會根據

您的需要決定正確的運輸類型。如果他們發現您需要醫療運輸，他們會填寫表格並將其提

交給 Anthem 來開處方。獲得批准後，根據醫療需要，批准有效期為一年。此外，對您

搭乘的次數沒有限制。您的醫生將需要每 12 個月重新評估您對醫療運輸的醫療需 

求，並重新批准一次。 

醫療運輸包括救護車、擔架車、可供輪椅上下的麵包車或空中運輸工具。當您需要接送以

完成約診時，Anthem 允許您使用最低費用的醫療運輸方式來滿足您的醫療需求。舉例來

說，這意味著，如果您的身體和醫療狀況允許您搭乘可供輪椅上下的麵包車，那麼 

Anthem 便不會支付救護車費用。只有在您的醫療狀況使您無法使用任何形式的地 

面運輸時，您才有權使用空中運輸。 

在以下情況下必須使用醫療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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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醫生或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核准的書面授權確定，您有身體或醫療需 

求，原因為您的身體或醫療狀況使您無法透過公車、汽車或箱車往返於您 

的約診地點。 

▪ 由於身體或精神上的殘障，您需要司機協助您進出住所、車輛或治療地點。 

如需您的醫生為非緊急（常規）預約開出的 NEMT，請在約診前至少兩個工作日（週一至

週五）致電 Anthem  電話 888-285-7801 (TTY 711)。對於緊急約診，請盡快致電。您致電

時，請準備好您的會員 ID 卡。  

醫療運輸限制：Anthem 提供成本最低的醫療運輸，滿足您到離您家最近的醫療服務提供

者處進行約診的醫療需求。如果 Medi-Cal 不承保該服務，則不會提供醫療運輸。如果預

約類型由 Medi-Cal 承保但未透過健康計劃承保，Anthem 將幫助您安排運輸服務。承保

服務清單可見於本會員手冊。除非得到 Anthem 的預先授權，否則不承保在網絡或服務

區域之外的運輸服務。有關醫療運輸的更多資訊，請致電 Anthem 電話 888-285-7801 

(TTY 711)。  

會員需要支付的費用：如果運輸服務經 Anthem 授權，則無需付費。 

如何獲得非醫療運輸 

您的福利包括乘車進行約診以獲得 Medi-Cal 承保服務。當您符合以下條件時，您可以免

費乘車：  

▪ 往返約診以接受您的提供者授權的 Medi‑Cal 服務；或  

▪ 配領處方和醫療用品。 

Anthem 允許您使用汽車、計程車、公車或其他公共/私人交通方式往返於您的醫療約診

地點，以獲得 Medi-Cal 承保服務。Anthem 將承保滿足您需求的最低成本的非醫療運輸

類型。有時，Anthem 可以報銷您安排的私人車輛的搭乘。這必須在您乘車之前獲得 

Anthem 的批准，並且您必須告訴我們為什麼您不能以其他方式乘車，例如公車。您可 

以透過電話告訴我們。您不能自己開車並獲得報銷。   

里程償付需要以下所有資料： 

▪ 駕駛員的駕照 

▪ 駕駛員的車輛登記 

▪ 駕駛員的汽車保險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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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為已獲授權的服務申請乘，請在約診前至少提前 2 個工作日（週一至週五）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或在您有緊急約診時立即致電。您致電時，請準備好您的會

員 ID 卡。 

註：美國印第安人可以聯繫他們當地的印地安人健康診所要求非醫療運輸。 

非醫療運輸限制：Anthem 提供成本最低的非醫療運輸，滿足您到離您家最近的醫療服務

提供者處進行約診的醫療需求。會員不能自己開車或直接報銷。如需更多資訊，請致電 

Anthem 電話 888-285-7801 (TTY 711)。 

以下情況不適用非醫療運輸： 

▪ 為獲得 Medi-Cal 承保服務，救護車、擔架車、可供輪椅上下的麵包車或其他

形式的醫療運輸方式為醫療所需。 

▪ 由於身體或醫療狀況，您需要司機協助進出住所、車輛或治療地點。  

▪ 您坐輪椅，在沒有司機幫助的情況下不能上下輪椅。 

▪ Medi-Cal 不承保該服務。  

會員需要支付的費用：如果非醫療運輸服務經 Anthem 安排，則無需付費。  

其他 Anthem 承保的福利和計劃 

管理式長期服務與支援 (MLTSS) 

Anthem 為符合資格的會員承保 LTSS 福利： 

▪ Anthem 批准的長期護理設施服務 

如果您有關於 MLTSS 的任何疑問，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護理協調 

Anthem 免費提供案例管理服務來幫助您協調健康護理需求。Anthem 將與其他計劃協 

調以確保您獲得所有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服務，即使這些服務由其他計劃而非 Anthem  

承保。 

如果您對自己或您的孩子的健康有疑問或疑慮，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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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協調倡議 (CCI) 福利 

California 護理協調倡議 (CCI) 致力於改善對具有雙重資格的人員（既符合 Medi-Cal 資

格，也符合 Medicare 資格的人員）的護理協調。CCI 包括兩個主要部分： 

Cal MediConnect 

致力於改善對具有 Medicare 和 Medi-Cal 雙重資格的受益人提供護理的能力，Cal 

MediConnect 計劃使受益人可以透過參保一項計劃來管理其所有福利，而不必分別 

參保 Medi-Cal 和 Medicare 計劃。它還旨在提供高質量的護理，以幫助人們保持健 

康，並盡可能長時間地生活在家中。 

 

如果您加入了Anthem Cal MediConnect 計劃，則計劃承保： 

▪ 將攜手為您提供服務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網絡。 

▪ 將確保您獲得所需的護理和支援的個人護理協調員。 

▪ 對您的健康護理需求和護理計劃的自訂審查。 

機構長期護理  

Anthem 承保您進入該機構當月及下一個月的長期護理。Anthem 不承保超出這些時間的

長期護理。 

如果護理時間超過一個月，FFS Medi-Cal 將承保住院費用。如需更多資訊，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 

管理式長期服務與支援 (MLTSS) 

所有 Medicare 和 Medi-Cal 雙重資格人員或僅參加 Medi-Cal 的老年人及殘障人士 (SPD) 

必須加入一項 Medi-Cal 管理式護理計劃，以獲得他們的 Medi-Cal 福利，包括 MLTSS 

和 Medicare 全包福利。 

強化護理管理 

Anthem 為具有高度複雜需求的會員提供強化護理管理 (ECM)。ECM 是一項福利，可 

提供額外的服務，幫助您獲得保持健康所需的護理。它協調您從不同醫生處獲得的護 

理。ECM 幫助協調初級保健、急症護理、行為健康、發育、口腔健康、基於社區的 

長期服務和支援 (LTSS) 以及轉介到可用的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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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符合條件，我們可能會就 ECM 服務與您聯繫。您也可以致電 Anthem，瞭解您是

否以及何時能夠獲得 ECM。或者諮詢您的健康護理提供者，他們可以確定您是否有資格

獲得 ECM 以及您何時以及如何獲得它。 

承保的 ECM 服務 

如果您有資格獲得 ECM，您將擁有自己的護理團隊，包括一名護理協調員。此人將與您

和您的醫生、專科醫生、藥劑師、個案經理、社會服務提供者和其他人交流，以確保每個

人都齊心協力為您提供所需的護理。護理協調員還可以幫助您尋找並申請您所在社區的其

他服務。ECM 包括：  

▪ 宣傳與參與 

▪ 綜合評估及護理管理 

▪ 強化護理協調 

▪ 健康倡導 

▪ 綜合過渡性護理 

▪ 會員和家庭支援服務 

▪ 協調和社區和社會支援轉介 

 

要瞭解 ECM 是否適合您，請諮詢您的 Anthem 代表或健康護理提供者。 

會員需要支付的費用 

會員無需為 ECM 服務付費。 

社區支援 

您的個性化護理計劃可能提供社區支持。社區支援是醫療上合適且合算的替代服務或環

境，可替代 Medi-Cal State Plan 所承保的服務或環境。會員可以選擇接受這些服務。如

果符合資格，這些服務可以幫助您更獨立地生活。它們不會取代您已經透過 Medi-Cal 獲

得的福利。 

▪ 住房過渡導航服務  

▪ 住房公積金  

▪ 房屋租賃和維持服務  

▪ 短期住院後住房  

▪ 休養護理（臨時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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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息服務  

▪ 日間康復服務  

▪ 護理機構過渡/分流到輔助生活設施  

▪ 社區過渡服務/護理機構向家居過渡  

▪ 個人護理和家務服務  

▪ 環境無障礙改造（家庭調整）  

▪ 膳食/醫療定製餐食  

▪ 冷靜中心  

▪ 哮喘的補救措施  

如果您需要幫助或想瞭解可為您提供哪些社區支持，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或致電您的健康護理提供者。 

重大器官移植 

21 歲以下兒童的移植 

州法律要求將需要移植的兒童轉介至 California Children’s Services (CCS) 計劃，以確定

該兒童是否有資格獲得 CCS。如果兒童符合 CCS 資格，CCS 將支付移植和相關服務的

費用。如果兒童不符合 CCS 的條件，那麼 Anthem 會將兒童轉介到合格的移植中心進行

評估。如果移植中心確認移植是必要且安全的，Anthem 將承保移植和相關服務。 

21 歲及以上成人的移植 

如果您的醫生決定您可能需要進行重大器官移植，Anthem 會將您轉介到合格的移植中心

進行評估。如果移植中心確認需要進行移植並且對您的健康狀況是安全的，Anthem 將承

保移植和其他相關服務。 

Anthem 承保以下重大器官移植，包括但不限於：

▪ 骨髓 

▪ 心臟 

▪ 心／肺 

▪ 腎 

▪ 腎/胰臟 

▪ 肝 

▪ 肝/小腸 

▪ 肺 

▪ 胰臟 

▪ 小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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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Medi-Cal 計劃和服務 

您可以透過收費服務 (FFS) Medi-Cal 或其他 Medi-Cal 計劃獲得的其他服務 

有時 Anthem 不承保某些服務，但您仍然可以透過 FFS Medi-Cal 或其他 Medi-Cal 計劃

獲得服務。Anthem 將與其他計劃協調以確保您獲得所有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服務，即使這

些服務由其他計劃而非 Anthem 承保。本節列出了其中一些服務。如需更多資訊，請致

電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 

門診處方藥 

Medi-Cal Rx 承保的處方藥 

藥房提供的處方藥由 Medi-Cal Rx（一項 Medi-Cal FFS 計劃）承保。Anthem 可能會承

保由辦公室或診所的提供者提供的某些藥物。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可以為您開具列在 

Medi-Cal Rx 首選藥物清單上的藥物。 

有時，需要的藥物可能不在首選藥物清單上。藥房需要得到批准方可進行這些藥物的配

藥。Medi-Cal Rx 將在 24 小時內審查並決定這些申請。 

▪ 若門診藥房藥劑師或醫院急診室認為您有需要，他們可向您提供 72 小時的緊急供

應。Medi-Cal Rx 將支付門診藥房提供的緊急藥物供應的費用。 

▪ Medi-Cal Rx 可能會拒絕非緊急申請。如果拒絕，它們會向您寄送告知原因的信

函。他們會告訴您有哪些選擇。請參閱第 6 章中的「投訴」部分：報告和解決問

題以瞭解更多資訊。 

想要瞭解藥物是否在首選藥物清單上或者想要獲得首選藥物清單的副本，請致電  

Medi-Cal Rx 電話 800-977-2273 (TTY 800-977-2273 並按 5 或 711)，造訪  

Medi-Cal Rx 網站 https://medi-calrx.dhcs.ca.gov/home。 

藥房 

如果您要配領或加配處方藥，則您必須從與 Medi-Cal Rx 合作的藥房獲得您的處方 

藥。您可在位於 https://medi-calrx.dhcs.ca.gov/home 的 Medi-Cal Rx 藥房名 

錄中獲取與 Medi-Cal Rx 合作的藥房的清單。您也可以撥打 Medi-Cal Rx 電話  

800-977-2273 (TTY 800-977-2273 並按 5 或 711) 找您附近的藥房或可以將 

您的處方郵寄給您的藥房。 

 

 

https://medi-calrx.dhcs.ca.gov/home/
https://medi-calrx.dhcs.ca.gov/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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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選擇了藥房後，將您的處方帶到藥房。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也可能將其寄送給您的藥

房。把您的處方和 Medi-Cal 福利識別卡 (BIC) 給藥房。確保藥房知曉您正在服用的所有

藥物以及您有的任何過敏症。如果您對處方有任何疑問，請確保詢問藥劑師。 

會員還可以從 Anthem 獲得前往藥店的運輸服務。要瞭解有關運輸服務的更多資 

訊，請閱讀本手冊中的「運輸」。 

精神健康專科服務 

一些精神健康服務由縣精神健康計劃，而非 Anthem 提供。這包括為符合醫療必要性規

定的 Medi-Cal 會員提供的精神健康專科服務 (SMHS)。SMHS 可能包括以下門診、入住

和住院服務：  

 

門診服務：

▪ 精神健康服務（評估、計劃制 

定、治療、復健和附帶服務） 

▪ 藥物支援服務 

▪ 日間加強護理服務 

▪ 日間復健服務 

▪ 危機介入服務 

▪ 病情危險期的穩定服務 

▪ 針對性案例管理服務 

▪ 治療行為服務  

(為 21 歲以下的會員提供承保） 

▪ 重症監護協調 (ICC)  

(為 21 歲以下的會員提供承保） 

▪ 居家加強護理服務 (IHBS)  

(為 21 歲以下的會員提供承保） 

▪ 寄養治療 (TFC)  

(為 21 歲以下的會員提供承保）

 

入住服務：

▪ 成人入住治療服務 ▪ 病情危險期的入住治療服務

 

住院服務：

▪ 緊急精神病院住院服務  

 

▪ 專業精神病院住院服務  

▪ 精神健康機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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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瞭解有關縣精神健康計劃提供的精神健康專科服務的更多資訊，您可以致 

電聯絡您的縣精神健康計劃。要在線上尋找縣內所有免費電話號碼，請瀏覽 

dhcs.ca.gov/individuals/Pages/MHPContactList.aspx。 

物質濫用障礙治療服務 

縣向符合醫療必要性規定的 Medi-Cal 會員提供藥物濫用障礙服務。被確定為需要藥物使 

用物質濫用障礙服務的會員被轉介至其縣部門接受治療。要在線上尋找縣內所有電話號 

碼，請瀏覽 https://dhcs.ca.gov/individuals/Pages/SUD_County_Access_Lines.aspx。 

California Children’s Services (CCS) 

CCS 是一項為未滿 21 歲且患有某些健康疾病、病症或慢性健康問題，並符合 CCS 計劃

規定的兒童提供治療服務的 Medi-Cal 計劃。若 Anthem 或您的 PCP 認為您的孩子患有

符合 CCS 條件的病症，他們將被轉介到 CCS 縣計劃以評估其資格。  

縣 CCS 計劃工作人員將決定您的孩子是否符合 CCS 服務資格。Anthem 不決定 CCS  

的資格。若您的孩子符合該類型服務的資格，CCS 醫療服務提供者將治療您的孩子的 

CCS 病症。Anthem 將繼續承保與 CCS 病症無關的服務類別，如體檢、疫苗及兒童健 

康檢查。  

Anthem 不承保透過 CCS 計劃提供的服務。若要 CCS 承保這些服務，CCS 必須核准相

關醫療服務提供者、服務及設備。 

CCS 並未承保所有健康狀況。CCS 承保大部分生理缺陷或需以藥物、手術或復健治療的

健康狀況。CCS 承保兒童的以下健康狀況： 

▪ 先天性心臟病  

▪ 癌症  

▪ 腫瘤  

▪ 白血病  

▪ 鐮狀細胞性貧血  

▪ 甲狀腺問題  

▪ 糖尿病  

▪ 嚴重的慢性腎臟疾病  

▪ 肝臟疾病  

▪ 腸道疾病  

▪ 唇裂／齶裂  

▪ 脊柱裂  

▪ 聽力喪失  

▪ 白內障  

▪ 大腦性麻痺  

▪ 某些情況下的癲癇發作  

▪ 類風濕關節炎  

▪ 肌肉萎縮症  

▪ AIDS  

▪ 嚴重的頭部、大腦或脊髓損傷  

▪ 嚴重的燒傷  

▪ 嚴重參差不齊的牙齒
 

Medi-Cal 為 CCS 服務付費。若您的孩子不符合 CCS 計劃服務資格，那麼他們將繼續自 

Anthem 獲得具有醫療必要性的護理。 

https://maximus365-my.sharepoint.com/personal/ryanabates_maximus_com/Documents/Documents/MAXIMUS%20CHL/2020/CA%20DHCS%20Model%20Handbook/2022%20Handbook%20Files/www.dhcs.ca.gov/individuals/Pages/MHPContactList.aspx
https://dhcs.ca.gov/individuals/Pages/SUD_County_Access_Lin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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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瞭解更多有關 CCS 的資訊，您可以造訪 https://www.dhcs.ca.gov/services/ccs。或

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 

無法透過 Anthem 或 Medi-Cal 獲得的服務 

有些服務是 Anthem 和 Medi-Cal 都不承保的，包括但不限於：

▪ 實驗性服務 

▪ 生育力保留 

▪ 體外受精 (IVF) 

▪ 家庭調整 

▪ 車輛改造 

▪ 整容手術

如果確定有醫療必要性，Anthem 可以承保非福利。您的提供者必須向 Anthem、提交預

先授權，說明非福利有醫療必要性的原因。 

如需更多資訊，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 

評估新技術和現有技術 

為了確保我們總是使用最新的醫療治療技術和設備，幫助您感覺最佳，我們的醫療顧問和

醫療服務提供者關注所有最新的醫療變化。他們關注： 

▪ 醫療治療和服務。 

▪ 行為健康治療和服務。 

▪ 藥物。 

▪ 設備。

 

他們也關注最新的醫療和科學作品。透過所有這些資料，他們考慮： 

▪ 變更是否安全且有幫助。 

▪ 這些變更是否會產生與當前使用技術相同或更好的結果。 

 

這項工作的進行可幫助我們決定是否應該為您的福利添加新治療或護理。

https://www.dhcs.ca.gov/services/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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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兒童和青少年健 
康護理 

21 歲以下的兒童和青少年會員參保後即可獲得特殊健康服務。這可確保他們獲得正確的

預防、牙科、精神健康以及發育和專科服務。本章說明了這些服務。 

兒科服務（21 歲以下兒童） 
承保 21 歲以下會員所需的護理。以下列表包括治療或改善缺陷以及身體或心理診斷的具

有醫療必要性的服務。承保服務包括：

▪ 健康兒童看診和青少年檢查（兒童需要的重要看診） 

▪ 疫苗（接種） 

▪ 精神健康專科服務（由縣承保的精神健康專科服務） 

▪ 實驗室檢測，包括血鉛中毒檢測 

▪ 健康及預防性教育 

▪ 視力服務 

▪ 牙科服務（由 Medi-Cal Dental 承保） 

▪ 聽力服務（CCS 為符合條件的兒童承保。Anthem 將為不符合 CCS 資格的兒童承

保服務。) 

這些服務稱作早期及定期篩查、診斷及治療 (EPSDT) 服務。兒科醫生的 Bright Futures 

指南推薦的 EPSDT 服務可免費幫助您或您的孩子保持健康。 

健康兒童健康檢查和預防性護理 
預防性護理包括常規健康檢查、篩查以幫助您的醫生及早發現問題，以及諮詢服務，以在

病症、疾病或醫療狀況引起問題之前發現它們。常規檢查可幫助您或您孩子的醫生查找任

何問題。問題可能包括醫療、牙科、視力、聽力、精神健康和任何藥物濫用（藥物）障

礙。Anthem 承保任何時候需要篩查問題的檢查（包括血鉛水平評估），即使不是在您或

您孩子的常規檢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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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性護理還可包括您或您的孩子需要的預防針。Anthem 必須在任何健康護理診視中確

保所有參保兒童都已接種了需要的預防針。預防性護理服務和篩查均免費，且無需預先核

准（事先授權）。 

您的孩子應當在這些年齡時接受健康檢查：

▪ 出生後 2-4 天 

▪ 1 個月 

▪ 2 個月 

▪ 4 個月 

▪ 6 個月 

▪ 9 個月 

▪ 12 個月 

▪ 15 個月 

▪ 18 個月 

▪ 24 個月 

▪ 30 個月 

▪ 從 3 歲到 20 歲每年一次

健康兒童健康檢查包括： 

▪ 完整的病史和全身體檢 

▪ 適合年齡的預防針（California 遵循美國兒科學會《光明未來》週期性計劃） 

▪ 酗酒和藥物濫用篩查 

▪ 實驗室檢測，包括血鉛中毒檢測 

▪ 健康教育 

▪ 視力和聽力篩查 

▪ 口腔健康篩查 

▪ 行為健康評估 

當在健康檢查或篩查期間發現身體問題或精神健康問題時，可能會有可解決或幫助解決此

問題的護理。如果護理具有醫療必要性，並且 Anthem 應負責支付護理費用，則 Anthem 

將免費為您承保該護理。這些服務包括： 

▪ 醫生、執業護士和醫院護理 

▪ 保持健康的預防針 

▪ 物理、言語／語言和職業療法 

▪ 居家保健服務，可能是醫療設備、用品和用具 

▪ 視力問題的治療，包括眼鏡 

▪ 聽力問題的治療，包括 CCS 不承保的助聽器 

▪ 針對泛自閉症障礙和其他發育障礙的行為健康治療 

▪ 案例管理和健康教育 

▪ 重建手術，即透過手術矯正或修復因先天缺陷、發育異常、創傷、感染、腫瘤或疾

病而導致的身體異常結構的手術，以改善技能，或恢復正常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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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鉛中毒檢測 
所有參保 Anthem 的兒童都應在 12 至 24 個月時或在 36 至 72 個月之間（如未更早接受

檢測）進行血鉛中毒檢測。  

幫助獲得兒童和青少年健康護理服務 
Anthem 將幫助 21 歲以下的會員及其家人獲得所需的服務。Anthem 護理協調員可以： 

▪ 告訴您可用的服務。 

▪ 在需要時幫助尋找網絡提供者或網絡外提供者。 

▪ 幫助進行預約。 

▪ 安排醫療運輸，以便兒童可以進行約診。 

▪ 幫助協調透過 FFS Medi-Cal 提供的服務的護理，例如： 

 針對精神健康和物質濫用障礙的治療和復健服務。 

 牙科問題治療，包括齒科矯正術。

您可以透過收費服務 (FFS) Medi-Cal 或其他計劃獲
得的其他服務 

牙齒檢查  

每天用毛巾輕輕擦拭牙齦，保持寶寶牙齦清潔。大約 4 到 6 個月時，將隨著乳牙開始萌出

而開始「出牙」。您應該在孩子長出第一顆牙齒後或在他們一歲生日時（以先到者為準）

預約孩子的第一次牙科看診。 

以下 Medi-Cal 牙科服務是免費或低成本服務，適用於： 

1-4 歲的寶寶

▪ 寶寶第一次牙科看診 

▪ 寶寶第一次牙科檢查 

▪ 牙科檢查（每六個月一次；從出生

到 3 歲每三個月一次） 

▪ X 光 

▪ 洗牙（每六個月一次） 

▪ 氟化物塗膜（每六個月一次） 

▪ 補牙 

▪ 拔牙 

▪ 急診服務 

▪ 門診服務 

▪ 鎮靜劑（如具醫療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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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歲的兒童

▪ 牙科檢查（每六個月一次） 

▪ X 光 

▪ 氟化物塗膜（每六個月一次） 

▪ 洗牙（每六個月一次） 

▪ 磨牙密封劑 

▪ 補牙 

▪ 牙根管 

▪ 急診服務 

▪ 門診服務 

▪ 鎮靜劑（如具醫療必要性）

13-17 歲的兒童

▪ 牙科檢查（每六個月一次） 

▪ X 光 

▪ 氟化物塗膜（每六個月一次） 

▪ 洗牙（每六個月一次） 

▪ 為符合條件的人提供齒科矯正術 

(牙套） 

▪ 補牙 

▪ 牙冠 

▪ 牙根管 

▪ 拔牙 

▪ 急診服務 

▪ 門診服務 

▪ 鎮靜劑（如具醫療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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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疑問或想瞭解有關牙科服務的更多資訊，請致電 Medi-Cal Dental Program 電話 

800-322-6384 (TTY 800-735-2922 或 711)。您亦可造訪 Medi-Cal Dental Program 網站 

https://smilecalifornia.org。 

額外的預防性教育轉診服務 

如果您擔心您的孩子很難在學校參與和學習，請與您孩子學校的初級保健提供者、老師或

管理人員溝通。除了 Anthem 承保的醫療福利外，學校還必須提供一些服務來幫助您的

孩子學習而不會落後。  

可能提供的幫助您孩子學習的服務示例包括：

▪ 言語和語言服務 

▪ 心理服務 

▪ 物理治療 

▪ 職能治療 

▪ 輔助技術 

▪ 社會工作服務 

▪ 諮詢服務 

▪ 學校護士服務 

▪ 往返學校的交通

這些服務由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提供並支付費用。與孩子的醫生和老師

一起，您可以制定一個最能幫助孩子的定製計劃。 

https://smilecaliforn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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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報告和解決問題 
有兩種方式可以報告和解決問題： 

▪ 當您對 Anthem 或醫療服務提供者感到不滿，或者對您從醫療服務提供者處獲得

的健康護理或治療感到不滿時，您可提出投訴（或申訴）。 

▪ 當您不同意 Anthem 變更或不承保您的服務的決定時，您可提出上訴。 

您有權向 Anthem 提出申訴和上訴，以讓我們知道您的問題。這不會剝奪您的任何法定

權利和補救措施。我們不會因您投訴我們而歧視或報復您。讓我們知道您的問題將有助於

我們改善對所有會員的護理。  

您應該第一時間聯絡 Anthem，以告知我們您的問題。您可以隨時透過電話、以書面形式

或在線上提出投訴。在 7 a.m. 和 7 p.m. at 888-285-7801 (TTY 711)之間致電聯絡我們。

請向我們告知您的問題。 

如果您的申訴或上訴在 30 天後仍未得到解決，或者您對結果不滿意，可以致電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Managed Health Care (DMHC) 並請求他們審查您的投訴或進

行獨立醫療審查。您可以致電 DMHC 電話 888-466-2219 (TTY 877-688-9891 或 711)  

或造訪 DMHC 網站瞭解更多資訊：https://www.dmhc.ca.gov.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DHCS) Medi-Cal Managed Care 

Ombudsman 也可以提供幫助。如果您在加入、變更或退出健康計劃時遇到問題，他 

們可以提供幫助。如果您搬家，並且在轉移到新縣的 Medi-Cal 時遇到問題，他們也可 

以提供幫助。您可以在週一至週五, 8 a.m. 至 5 p.m. 之間致電 888-452-8609 聯絡 

投訴專員。 

您也可以就 Medi-Cal 資格向您的縣資格辦公室提出申訴。如果您不確定可以向誰提交申

訴，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要報告有關您其他健康保險的錯誤資訊，請於 週一至週五, 8 a.m. 至 5 p.m. 之間致電 

800-541-5555 聯絡 Medi-Cal。 

投訴 

當您在獲得 Anthem 或醫療服務提供者提供的服務時遇到問題或對服務不滿時，您可提出

投訴（或申訴）。提出投訴沒有時間限制。您可以隨時透過電話、以書面形式或在線上向 

Anthem 提出投訴。 

https://www.dmhc.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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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請致電 Anthem888-285-7801 (TTY 711) 太平洋時間週一至週五, 7 a.m.  

至 7 p.m. 免費電話。請提供您的 Anthem ID 號碼、您的姓名以及您的投訴理由。 

▪ 郵寄：請致電 Anthem 免費電話 888-285-7801 (TTY 711)，然後要求為您寄送表

格。在取得表格後，請填寫完成。請務必包括您的姓名、Anthem ID 號碼以及您

的投訴理由。告知我們發生了什麼，以及我們可以如何幫助您。  

將表格寄送至： 

Attn: Grievance Coordinator 

Anthem Blue Cross 

P.O. Box 60007 

Los Angeles, CA 90060-0007 

您的醫生辦公室會提供投訴表。 

▪ 線上：造訪 Anthem 網站。造訪 anthem.com/ca/medi-cal。 

若您需要幫助來提出投訴，我們可以幫助您。我們可以為您提供免費的語言服務。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在收到您的投訴後的五天內，我們將向您寄送一封告知您我們已經收到投訴的信函。在 

30 天內，我們將向您寄送另一封信函，告知您我們如何解決您的問題。如果您致電 

Anthem 提出與健康護理承保、醫療必要性或實驗或研究性質治療無關的申訴，並且 

您的申訴在下一個工作日結束前得以解決，那麼您可能不會收到信函。 

如果由於解決投訴所花費的時間可能將您的生命、健康或身體機能置於危險之中，並且您

希望我們做出快速決定，則您可以要求快速（加急）審查。若要申請加急審查，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我們。在收到您的投訴後 72 小時內，我們將決定如何處理

您的投訴以及我們是否會快速處理您的投訴。如果我們確定我們不會加快您的投訴，那麼

我們會通知您，我們將在 30 天內解決您的投訴。 

與 Medi-Cal Rx 藥房福利相關的投訴不受 Anthem 申訴程序的約束，也不符合獨立醫 

療審查的條件。會員可透過撥打 800-977-2273 (TTY 800-977-2273 並按 5 或 711)  

或造訪 https://medi-calrx.dhcs.ca.gov/home，提交有關 Medi-Cal Rx 藥房福利的 

投訴。然而，不適用於 Medi-Cal Rx 的藥房福利相關投訴可能符合獨立醫療審查的資

格。DMHC 的免費電話是 888-466-2219 和 TTY 熱線為 877-688-9891。您可以線上 

在以下 DMHC 網站找到獨立醫療審查/投訴表和說明：https://www.dmhc.ca.gov. 

https://medicalrx.dhcs.ca.gov/home
https://www.dmhc.ca.gov/
http://anthem.com/ca/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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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 

上訴與投訴不同。上訴要求 Anthem 審查和更改我們對您的服務做出的決定。如果我們

向您寄送了一封行動通知 (NOA) 信函，告訴您我們將拒絕、延遲、更改或終止一項服

務，而您不同意我們的決定，您可以向我們提出上訴。您的 PCP 或其他提供者也可以在

您的書面許可下要求我們為您進行上訴。  

您必須在收到 Anthem 的 NOA 之日起 60 天內提出上訴。如果我們決定減少、暫停或停

止您正在接受的某項服務，您可以在等待上訴待決期間繼續獲得該服務。這稱為待審期間

補助給付。要獲得待審期間補助給付，您必須在 NOA 日期的 10 天內或我們所說的服務

停止日期之前向我們提出上訴，以較晚者為準。當您在這些情況下請求上訴時，服務將會

繼續。 

您可透過電話、以書面形式或在線上提出上訴。 

▪ 電話：在 888-285-7801 (TTY 711) 7 a.m. 和 7 p.m. 之間致電 Anthem，告知您的

姓名、健康計劃 ID 號碼以及您要上訴的服務。 

▪ 郵寄：請致電 Anthem 電話 888-285-7801 (TTY 711)，並要求為您寄送表格。在

取得表格後，請填寫完成。務必包括您的姓名、Anthem ID 號碼以及您正在上訴

的服務。  

將表格寄送至： 

Attn: Grievance Coordinator 

Anthem Blue Cross 

P.O Box 60007 

Los Angeles, CA 90060-0007 

您的醫生辦公室會提供上訴表。 

▪ 線上：造訪 Anthem 網站。造訪 anthem.com/ca/medi-cal。 

如果您需要幫助提出上訴或申請待審期間補助給付，我們可以提供幫助。我們可以為您提

供免費的語言服務。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在收到您的上訴後的 5 天內，我們將向您寄送一封告知您我們已經收到上訴的信函。在 

30 天內，我們會告訴您我們的上訴決定並向您寄送上訴解決通知 (NAR) 信函。如果我們

在 30 天內沒有向您提供我們的上訴決定，您可以申請舉行州聽證會和 IMR。然而，如果 

您先申請州聽證會，並且聽證會已舉行，則無法再申請 IMR。在這種情況下，州聽證會

擁有最終決定權。 

 

http://anthem.com/ca/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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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於決定上訴所花費的時間可能會將您的生命、健康或身體機能置於危險之中，您或

您的醫生希望我們作出快速決定，則可以要求快速（加急）審查。若需申請加急審查，請

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我們將在收到上訴後的 72 小時內做出決定。 

如果您不同意上訴決定，該怎麼辦？ 

如果您提出上訴並收到 NAR 信函，告知您我們不會更改決定，或如果您在 30 天後仍未

收到 NAR 信函，則您可以： 

▪ 向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CDSS) 申請舉行州聽證會，然後您

的案件將由法官審查。 

▪ 向 Department of Managed Health Care (DMHC) 提交獨立醫療審查/投訴表，以

審查 Anthem 的決定或向 DMHC 申請獨立醫療審查 (IMR)。在 DMHC 的 IMR  

期間，一名不屬於 Anthem 的外部醫生將審查您的案件。DMHC 的免費電話是 

888-466-2219 和 TTY 熱線為 877-688-9891。您可以線上在以下 DMHC 網站 

找到獨立醫療審查/投訴表和說明：https://www.dmhc.ca.gov. 

您無需支付州聽證會或 IMR 費用。 

您有權申請州聽證會和 IMR。然而，如果您先申請州聽證會，並且聽證會已舉 

行，則無法再申請 IMR。在這種情況下，州聽證會擁有最終決定權。  

下方各節將為您提供有關如何申請州聽證會和 IMR 的更多資訊。 

與 Medi-Cal Rx 藥房福利有關的投訴和上訴不由 Anthem 處理。您可以在太平洋時間週

一至週五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節假日除外）撥打 800-977-2273 (TTY 800-977-2273 

並按 5 或 711) 太平洋時間週一至週五 8 a.m. 至 5 p.m. ( 節假日除外 )。然而，不適用 

於 Medi-Cal Rx 的藥房福利相關投訴和上訴可能符合獨立醫療審查資格。 

如果您不同意 Medi-Cal Rx 藥房福利相關決定，則可以申請州聽證會。Medi-Cal Rx  

藥房福利決定不適用於 DMHC 的 IMR 流程。 

 

 

http://www.dmhc.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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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Department of Managed Health Care 提出投訴和獨立
審查機構 (IMR)  

IMR 是由與健康計劃無關的外部醫生審查您的案件。如果您想要進行 IMR，則您必須首先

透過 Anthem 提起上訴。如果您在 30 個日曆日內未收到您的健康計劃的回應，或如果您

對健康計劃的決定不滿意，則可申請進行 IMR。您必須在自告知您有關上訴決定之通知的

日期後六個月內申請 IMR，但您只有 120 個日曆日的時間來申請州聽證會，所以如果您想

申請 IMR 和州聽證會，請儘快提出投訴。切記，如果您先申請州聽證會，並且聽證會已

舉行，則您將無法再申請 IMR。在這種情況下，州聽證會擁有最終決定權。 

您可以不先提起上訴而立即獲得 IMR。這適用於您的健康問題十分緊急的情況。  

如果您向 DMHC 提出的投訴不符合 IMR 條件，DMHC 仍將審查您的投訴，以確保 

Anthem 在您向其提出拒絕服務上訴時做出了正確的決定。Anthem 需要遵循 DMHC  

的 IMR 和審查決定。 

您可按以下方式申請進行 IMR。「申訴」一詞包含「投訴」與「上訴」。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Managed Health Care 負責監管健康護理服務計劃。若您想對

您的健康計劃提出申訴，請在聯絡該部門之前，先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您

的健康計劃並使用該計劃的申訴流程。使用本申訴程序並不會使您失去任何潛在的法律權

利或補償。如果您需要幫助以處理涉及急診的申訴、您的健康計劃並未以令您滿意的方式

解決的申訴或超過 30 天尚未解決的申訴，您可致電該部門尋求協助。您亦有資格申請獨

立醫療審查 (IMR)。若您符合申請 IMR 的資格，則 IMR 過程將對健康計劃作出的醫療決

定（與建議的服務或治療的醫療必要性有關）、本質上為實驗性或研究性之治療的承保 

決定以及有關急診或緊急醫療服務的費用爭議進行中立審查。該部門亦提供免費電話  

(888-466-2219) 及適用於聽力和語言障礙人士的 TDD 專線 (877-688-9891)。該部門的 

互聯網網站 https://www.dmhc.ca.gov 可提供投訴表格、IMR 申請表格及在線指示。 

州聽證會  
州聽證會是與來自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CDSS) 的人員的會議。法

官將幫助解決您的問題，或者告訴您 Anthem 做出了正確的決定。當您已向我們提出上

訴，並且您仍對我們的決定不滿意，或者您在 30 天後未收到您的上訴決定時，您權要求

舉行州聽證會。 

https://www.dmhc.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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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須於收到 NAR 信函之日起的 120 個日曆日內申請州聽證會。但是，如果我們在您的 

上訴期間為您提供了待審期間補助給付，並且您希望在您的州聽證會做出決定前一直提

供，您必須在 NAR 信函的 10 天內或我們所說的服務停止日期之前申請州聽證會。如果

您需要幫助以確保在您的州聽證會做出最終決定之前一直提供待審期間補助給付，請在  

7 a.m. 至 7 p.m. 之間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聯絡 Anthem。如果您有聽力障礙或

不能很好地表達自己，請致電 711。您的 PCP 若獲得您的書面許可，亦可以為您要求進

行州聽證會。  

有時，您可以在未完成我們上訴流程的情況下要求舉行州聽證會。 

例如，如果我們沒有正確或及時通知您有關您服務的情況，您可以請求舉行州聽證會，而

不必完成我們的上訴流程。這稱為「視為用盡」。以下是「視為用盡」示例： 

• 我們未以您的首選語言向您提供 NOA 信函。 

• 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影響了您的任何權利。 

• 我們未給您提供 NOA 信函。 

• 我們在 NAR 信函中犯了一個錯誤。 

• 我們未在 30 天內裁決您的上訴。我們認為您的案件很緊急，但未在 72 小時內回

應您的上訴。 

您可透過電話或寫信的方式申請州聽證會： 

▪ 電話：致電 800-952-5253 (TTY 800-952-8349 或 711) 聯絡  

CDSS Public Response Unit。 

▪ 郵寄：填寫隨上訴決議通知提供的表格。將其寄送至：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State Hearings Division  

P.O. Box 944243, MS 09-17-37 

Sacramento, CA 94244-2430 

如果您需要幫助申請州聽證會，我們可以提供幫助。我們可以為您提供免費的語言服 

務。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在聽證會上，您可以表述您的立場。我們也有我們的立場。法官可能最多需要 90 天來裁

決您的案件。Anthem 必須服從法官的判決。 

如果由於州聽證會所花費的時間可能將您的生命、健康或身體機能完全置於危險之中，您希

望 CDSS 作出快速決定，您或您的 PCP 可以聯絡 CDSS 並要求舉行快速（加急）州聽證

會。CDSS 必須在收到 Anthem 轉交的您的完整案例檔案後的三個工作日內做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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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詐、浪費和濫用 

如果您懷疑醫療服務提供者或 Medi-Cal 受益人有欺詐、浪費或濫用行為，則您有權透過

致電保密免費電話 800-822-6222 或在 https://www.dhcs.ca.gov 線上提交投訴來進行

舉報。 

醫療服務提供者欺詐、浪費和濫用包括： 

▪ 偽造醫療記錄 

▪ 開立的處方藥超出醫療必要 

▪ 提供的健康護理服務超出醫療必要性範圍 

▪ 對未提供的服務收取費用 

▪ 當專業人員未執行服務時，對專業服務收取費用  

▪ 向會員提供免費或折扣用品，以試圖影響會員選擇的服務提供者 

▪ 在不通知會員的情況下更改會員的初級保健醫生 

福利受益人欺詐、浪費和濫用包括但不限於： 

▪ 向他人出借、出售或提供健康計劃 ID 卡或 Medi-Cal 福利識別卡 (BIC) 

▪ 獲得多個醫療服務提供者提供的類似治療或藥物 

▪ 在非緊急情況下去急診室 

▪ 使用他人的社會安全號碼或健康計劃 ID 號碼 

▪ 乘坐醫療和非醫療運輸工具，用於非健康護理相關服務，Medi-Cal 未承保的服

務，或當您沒有醫療預約或處方藥待取時。 

要舉報欺詐、浪費和濫用，請寫下發生欺詐、浪費或濫用行為之人士的姓名、地址和 ID 

號碼。盡可能多地提供有關該人士的資訊，例如電話號碼或專業領域（如果是醫療服務提

供者）。提供事件日期以及所發生的事件的摘要。 

將您的報告寄送至： 

郵寄：  Attn: Special Investigations Unit (SIU) 

Anthem Blue Cross 

21215 Burbank Blvd. 

Woodland Hills, CA 91367 

 

電話： Anthem SIU 防詐欺熱線：888-231-5044 (TTY 711) 

請 888-285-7801 (TTY 711) 太平洋時間週一至週五 7 a.m. 至 7 p.m. 聯絡 

Anthem 客戶服務中心

https://www.dhcs.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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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權利與責任 
身為 Anthem 會員，您有某些權利與責任。本章介紹了這些權利與責任。本章還包括有

關您有權成為 Anthem 會員的法律聲明。 

您的權利 
以下是您作為 Anthem 會員的權利： 

▪ 受到尊重和有尊嚴的對待，能被適當考慮到您的隱私權和對您的醫療資訊保 

密的需要。 

▪ 獲得關於組織、組織的服務、組織的從業人員和服務提供者以及會員權利與 

責任的資訊。 

▪ 就 Anthem 會員的權利與責任政策提出建議。 

▪ 在 Anthem 網絡內選擇初級保健提供者。 

▪ 能夠及時獲得醫療服務提供者服務。 

▪ 參與做出有關您的健康護理的決定，包括拒絕治療的權利。 

▪ 以口頭或書面形式就組織或所獲得的的護理提出申訴。 

▪ 獲得護理協調。 

▪ 對拒絕、推遲或限制服務或福利的決定申請上訴。 

▪ 免費獲得您所用語言的口譯服務。 

▪ 獲得您當地的法律援助辦公室或其他團體的免費法律援助。 

▪ 制定預立醫療指示。 

▪ 如果服務或福利被拒，並且您已經向 Anthem  提出上訴，但仍然對該決定不滿

意，或者如果在 30 天後仍未得到上訴決定，申請舉行州聽證會的權利，包括獲得

有關在何種情況下可以進行快速聽證會的資訊。 

▪ 應要求從 Anthem 退保並改參加其他縣內健康計劃。 

▪ 使用未成年人同意服務。 

▪ 根據福利和機構法典第 14182 (b)(12) 部分規定，在申請後及時且以適當的方 

式免費獲得其他格式的（例如盲文、大字版、音訊和可使用的電子格式）的書 

面會員資訊。 

▪ 不受到用作強迫、訓誡、便利或報復手段的任何形式的限制或隔離。 

▪ 誠實的討論有關可用治療選項和替代方案的資訊，並且這些資訊以符合您的情況和

理解能力的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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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取及獲得您的醫療記錄副本，並要求在第 45 篇聯邦法規法典 §164.524 和 

164.526 允許的情況下修訂或修正相關記錄。 

▪ 自由行使這些權利，而不會對 Anthem、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或本州對待您的方式

產生不利影響。  

▪ 根據聯邦法律獲得 Anthem 網絡外的計劃生育服務、獨立生育中心服務、聯邦合

格健康中心服務、印地安人健康診所、助產士服務、鄉村健康中心服務、性傳播 

感染服務和急診服務。  

▪ 獲得您所用語言或其他格式的免費書面計劃材料。 

▪ 選擇取消來自 Anthem 的文本通信。 

您的責任 
Anthem 會員具有以下責任：  

▪ 禮貌並尊重地對待您的醫生、所有醫療服務提供者和工作人員。您有責任按時 

就診，或者如果您要取消或重新安排約診，您應至少在就診前前 24 小時致電 

醫生辦公室。 

▪ 向所有醫療服務提供者和 Anthem 提供正確且盡可能詳實的資訊。 

▪ 接受例行健康檢查，並在健康問題惡化前告知您的醫生。 

▪ 當您去看醫生時，請帶上您的 Anthem ID 卡。 

▪ 知悉及遵守本健康計劃的規定。  

▪ 知悉本健康計劃及您所收到的服務類型受法律監管。 

▪ 知悉我們不得因為您的年齡、性別、種族、民族、文化、語言需求、性取向或健康

歧視您。 

▪ 與醫生討論您的健康護理需求，制定目標並達成共識，盡力理解您的健康問題並遵

循您與醫生都同意的治療計劃和指示。 

▪ 盡可能地提供本組織及其從業人員和服務提供者所需的資訊，以便提供護理。 

▪ 遵循他們與醫生商定的護理計劃和指示。 

▪ 瞭解他們的健康問題，並盡可能地參與制定共同商定的治療目標。 

▪ 向 Anthem 報告健康護理欺詐或不當行為。您可以致電 Anthem 免費合規熱線 

800-400-4889, 造訪 lacare.ethicspoint.com, 或致電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DHCS) Medi-Cal 防欺詐和濫用熱線的免費電話  

800-822-6222 來匿名舉報問題。 

http://lacare.ethicspo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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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歧視通知 
歧視是違法的。Anthem 遵守本州和聯邦民權法。Anthem 不會因性別、種族、膚色、宗

教、血統、原國籍、種族身份、年齡、心理障礙、身體殘疾、病症、基因訊息、婚姻狀

況、性別、性別認同或性取向而非法歧視、排斥或以不同的方式對待任何人。 

Anthem 將： 

▪ 為殘障人士提供免費幫助和服務，以幫助他們更好地交流，例如： 

o 符合資格的手語翻譯員 

o 其他格式的書面資訊（大字版、音訊、可使用的電子格式和其他格式） 

▪ 針對主要語言為非英語的人士的免費語言服務，例如： 

o 符合資格的口譯員 

o 以其他語言編寫的資訊 

如果您需要這些服務，請於週一至週五 7 a.m. 至 7 p.m. 之間致電免費電話  

888-285-7801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如果您有聽力障礙或不能很好地表達自 

己，請致電 TTY 711。根據要求，本文件可以以盲文、大字版、錄音帶或電 

子形式提供給您。要獲得這些替代格式的副本，請致電或寫信給： 

Anthem Blue Cross 

P.O. Box 9054 

Oxnard, CA 93031-9054 

免費電話 888-285-7801 (TTY 711) 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7 a.m.-7 p.m. 

 

如何提起申訴 

如果您認為 Anthem 未能提供這些服務，或根據性別、種族、膚色、宗教、血統、原國

籍、種族身份、年齡、心理障礙、身體殘疾、病症、基因訊息、婚姻狀況、性別、性別認

同或性取向做出另一種形式的非法歧視，您可以向我們的申訴協調員提出申訴。您可以致

電、寫信、親自前往或以電子的方式提出申訴： 

 

▪ 電話：在週一至週五, 7 a.m. 至 7 p.m. 之間致電免費電話 888-285-7801 聯絡 

Anthem。或者，如果您有聽力障礙或不能很好地表達自己，請致電 711。 

寫信：填寫上訴表單或寫一封信，並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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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evance Coordinator 

Anthem Blue Cross 

P.O. Box 9054 

Oxnard, CA 93031-9054 

 

▪ 親自辦理：造訪您的醫生診室或 Anthem，並表明您想提出申訴。 

▪ 電子方式：瀏覽 Anthem 網頁 anthem.com/ca/medi-cal。 

 

Office of Civil Rights –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您還可以透過致電、寫信或電子方式向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Office of Civil Rights 提出公民權利投訴： 

▪ 電話：致電 916-440-7370。如果您有說話或聽力障礙，請撥打 711  

(電信轉接服務）。 

▪ 寫信：填寫投訴表或致函至： 

Deputy Director, Office of Civil Rights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Office of Civil Rights 

P.O. Box 997413, MS 0009 

Sacramento, CA 95899-7413 

 

投訴表於該網址獲得：https://www.dhcs.ca.gov/Pages/Language_Access.aspx。 

▪ 電子方式：寄送電子郵件至 CivilRights@dhcs.ca.gov。 

 

Office of Civil Rights –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如果您認為自己因種族、膚色、原國籍、年齡、殘障或性別而受到歧視，您還可以透過致

電、寫信或電子方式向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提出公民權利投訴： 

 

 

https://www.dhcs.ca.gov/Pages/Language_Access.aspx
mailto:CivilRights@dhcs.ca.gov
http://anthem.com/ca/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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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致電 800-368-1019。如果您有聽力障礙或不能很好地表達自己，請致電 

TTY 800-537-7697 或 711 以使用 California Relay Service。 

▪ 寫信：填寫投訴表或致函至：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 Independence Ave., SW 

Room 509F, HHH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201 

投訴表於該網址獲得：https://www.hhs.gov/ocr/complaints/index.html。 

▪ 電子方式：造訪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投訴入口網站 

https://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 

會員參與計劃活動的方式 
Anthem 希望能聽到您的意見。每個季度，Anthem 都會舉辦會議，討論 Anthem 哪些方

面做得好，以及對不足之處如何改進。這些會議會邀請會員參加。歡迎大家來參加會議！ 

L.A. Care 區域性社區顧問委員會 

作為 Anthem 會員，您可以加入 L.A. Care Regional Community Advisory Committee。

L.A. Care 在 Los Angeles 縣設有 11 個區域社區社區顧問委員會 (RCAC)（RCAC 的發

音為「rack」）。該委員會由 Los Angeles 縣的會員、醫療服務提供者和健康護理倡導員

組成。其目的是將社區的意見傳達給 L.A. Care 理事會，該理事會將指導健康護理計劃為

我們的會員提供服務。如果願意，您可以加入這個小組。該委員會將討論如何改進  

L.A. Care 政策，並負責： 

▪ 幫助 L.A. Care 瞭解影響您所在地區居民的健康護理問題。 

▪ 充當 L.A. Care 在 Los Angeles 縣的 11 個 RCAC 區域的眼睛和耳朵。 

▪ 向您所在社區的人提供健康資訊。 

 

如果您想成為顧問委員會成員，請致電 888-522-2732。您亦可以在 lacare.org  

上找到更多資訊。 

 

https://www.hhs.gov/ocr/complaints/index.html
https://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
http://laca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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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are 理事會會議 

理事會決定 L.A. Care 提供。任何人都可以出席理事會會議。理事會在每個月第一個

週四的下午 2 點召開會議。您可以在 lacare.org 上找到有關董事會會議及時間表更

新的更多資訊。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Anthem 設有一個名為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的小組。該小組每年開會四次，其中 

有網絡內醫生和 Anthem Medi-Cal 會員的參與。會員將討論如何加強社區的健康護理 

服務。  

  

小組工作內容為：  

▪ 與醫學界的領導者合作。 

▪ 與 Anthem 高級管理人員合作。 

▪ 建議 Anthem 如何改進服務和交付，以及宣傳計劃。 

▪ 審查會員資料，確保文化適宜性。 

  

鼓勵所有 Anthem 會員，以及可連同會員的父母和照護者加入。參與的會員也將有資格

獲得禮品卡。 

  

讓我們一同合作，做出改變。請致電 800-227-3238 (TTY 711) 聯絡我們註冊，瞭 

解更多資訊。 

  

http://laca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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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AA 隱私政策通知 

該通知的初始生效日期為 2003 年 4 月 14 日。最新修訂日期顯示於本通知頁尾。 

Los Angeles 縣地方倡議衛生局是一個公共實體，以 Anthem 健康計劃（Anthem）的名

義運作和經營，透過州、聯邦和商業計劃為您提供保健福利和保險。保護您的受保護的 

健康資訊 (PHI) 對我們至關重要。Anthem 按照規定為您提供有關您的權利和我們為確 

保您的 PHI 安全而承擔的某些責任之通知，包括 California 的慣例通知，以及《健康保

險流通與責任法案》(HIPAA) 慣例通知。此通知告知您我們可能如何使用和分享您的 

PHI。它還會告知您您的權利。根據州法律，您可能擁有其他或更嚴格的隱私權。 

請仔細閱讀本通知。本通知將告訴您以下內容： 

• 哪些人可以查看您的受保護健康資訊 (PHI)。 

• 我們何時在分享您的 PHI 前必須徵求您的同意。 

• 我們何時無需您的同意即可分享您的 PHI。 

• 您所擁有的查閱及更改您的 PHI 之權利。 

 

與您的健康和財產相關的資訊屬於私密資訊。法律規定我們須為我們會員保證此類型的 

資訊（稱為 PHI）的安全。這意味著無論您當前或曾經是會員，您的資訊都是安全的。 

 

我們會在您有資格並註冊我們的健康計劃後，從 Medicaid 及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州立機構獲得有關您的資訊。我們亦從您的醫生、診所、實驗室及醫

院處獲取資訊以便我們同意及為您的健康護理付款。 

 

聯邦法律規定我們須告知您，法律規定我們該如何保護您的書面或儲存於電腦內的  

PHI。我們亦須告知您我們如何確保其安全。為了保護 PHI： 

• 如為書面資料（稱為實體方法），我們會： 

– 為我們的辦公室及文件上鎖。 

– 銷毀含有健康資訊的紙張以防止其他人士獲得該等資訊。 

• 如存置於電腦內（稱為科技方法），我們會： 

– 使用密碼以便只有特定人士才能進入該電腦。 

– 使用特殊程式監督我們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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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資訊被我們的工作人員、醫生或州立機構使用或分享，我們會： 

– 為保證資訊的安全制訂規則（稱為政策和程序）。 

– 要求我們的工作人員遵守規則。 

 

我們何時可以使用並分享您的 PHI 

我們可能會向您的親屬或您選定的為您的健康護理提供幫助或付款的人士分享您的 PHI

（如您告知我們可以向該人士分享您的 PHI）。有時我們可能會在未獲得您同意時使用 

及分享該等資訊： 

• 用於您的醫療護理服務 

– 幫助您的醫生、醫院及其他人員取得您所需的醫療護理 

• 用於付款、健康護理營運及治療 

– 用於與醫生、診所及其他為您的護理付費的機構或人員共享資訊 

– 當我們表示我們會在您獲得健康護理或服務前付款時（稱為「事先授權」或 

「事先核准」） 

– 用於尋找改進我們的計劃的方法，以及為您提供支援並幫助您獲得可用的福利和 

服務。我們可以從公共來源獲取您的 PHI，並且可以提供您的 PHI 進行健康資訊 

交流，以便用於付款、健康護理營運及治療。如果您不希望這樣，請造訪 

anthem.com/ca/privacy 瞭解更多資訊 

• 由於健康護理業務原因 

– 用於幫助稽核、防止欺詐及預防濫用計劃、規劃、及日常的工作 

– 用於改進我們的計劃 

• 由於公共健康的原因 

– 幫助公共健康官員防止公眾患病或受傷 

• 與幫助您或為您支付醫療護理費用的其他人員分享 

– 我們可能會向您的親屬或您選定的為您的健康護理提供幫助或付款的人士分享您的 

PHI（如您告知我們可以向該人士分享您的 PHI） 

– 向為您的健康護理提供幫助或付款（如您不能為自己發聲並且這樣做會對您是最好

的情況下）的人士分享 

 

https://www.anthem.com/ca/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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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使用或分享您的 PHI 執行所有行動（您的醫療護理、付款、日常業務、研究或 

其他下文所列事項以外）之前，我們必須取得您的書面同意。我們須於分享從您的醫生處 

獲得的心理治療紀錄前獲得您的書面同意。 

 

您可以書面形式告知我們您想撤銷您的書面同意。我們無法撤銷我們於獲得您同意時 

已使用或分享的資訊。但我們會於日後停止使用或分享您的 PHI。 

 

我們可以（或法律規定我們必須）使用您的 PHI 的其他方式： 

• 幫助警察及其他確保其他人遵守法律的人士 

• 舉報濫用及疏忽 

• 我們被要求向法庭提供幫助 

• 答覆法律文件 

• 就稽核或檢查之類的事項向健康監督機構提供資訊 

• 用於幫助驗屍官、醫檢官者或喪葬承辦者查出您的姓名及死亡原因 

• 於您提出請求時幫助您捐獻您的身體部位以用於科研目的 

• 出於研究目的 

• 防止您或其他人士患病或受到嚴重傷害 

• 配合政府工作人員開展某些工作 

• 用於在您工作期間生病或受傷時提供資料以取得工傷賠償 

 

您的權利 

• 您可要求查看您的 PHI 並獲得一份複本。我們將有 30 天的時間將其寄送給您。如果

我們需要更多時間，我們必須告知您。不過我們沒有您的完整醫療記錄。如果您想 

獲得完整的醫療記錄複本，向您的醫生或保健診所提出請求。 

• 如果您認為醫療記錄中的某些內容不正確或遺漏部分內容，您可以請求我們為您更改

我們擁有的醫療記錄。我們將有 60 天的時間將其寄送給您。如果我們需要更多 

時間，我們必須告知您。 

• 在某些情況下，您可以要求我們不得分享您的 PHI。但是，我們不一定會同意您的 

請求。 

• 您可要求我們將 PHI 寄送至另一不同地址（而非我們已有的關於您的地址）或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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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寄送該 PHI。如將您的 PHI 寄送至我們已有的地址會使您有危險，我們會按您的

要求行事。 

• 您可要求我們告知您過往六年內我們每次向其他人士分享您的 PHI 的情況。這不包括

我們由於健康護理、付款、日常健康護理業務或我們未列在此處的某些其他原因而 

分享的情況。我們將有 60 天的時間將其寄送給您。如果我們需要更多時間，我們 

必須告知您。 

• 您可隨時要求獲得一份本通知的紙質複本，即使您已透過電子郵件取得此通知。 

• 如您支付某項服務的所有費用，您可要求您的醫生不向我們披露有關該服務的資訊。 

 

我們需要做什麼 

• 法律規定，除了我們在本通知中所述以外，我們必須為您的 PHI 保密。 

• 我們必須告知您法律規定我們應就隱私如何處理。 

• 我們必須按照本通知所述執行。 

• 若您因合理原因（比如您身處危險中）提出請求，我們必須將您的 PHI 寄至其他地址

或以一般郵件以外的方式寄予您。 

• 若您要求我們不得分享您的 PHI 後，而我們仍須這麼做，我們必須告知您。 

• 若州法律規定我們必須執行更多此處所述之外的事項，我們會遵守該等法律規定。 

• 若我們認為您的 PHI 已遭到入侵，我們須告知您。 

 

與您聯絡 

我們（包括我們的附屬公司及供應商）可使用自動電話撥號系統或人工語音向您致電或 

傳訊息。不過我們只能根據《電話消費者保護法案》(TCPA) 這樣做。此類電話旨在告知

您相關治療方案，或其他健康相關福利和服務。如果您不希望我們透過電話聯絡您，只需 

告知去電者，然後我們將不再採用此方式聯絡您。您也可以致電免費電話 844-203-3796 

(TTY 711)，將您的電話號碼加入我們的請勿致電清單。 

 

您有疑問時怎麼辦 

如果您對我們的隱私權政策有疑慮，或者如果您想要行使您的權利，請於太平洋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 7 時至下午 7 時間致電免費電話 800-407-4627 (TTY 711) 聯絡客戶 

服務中心，洛杉磯的會員請致電 888-285-7801 (TT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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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投訴時怎麼辦 

我們可隨時隨地為您提供幫助。如果您認為您的 PHI 未能被安全保存，您可以致電客戶

服務中心或聯絡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您的投訴將不會對您產生

任何不良後果。 

 

您可以致函或致電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90 Seventh St., Ste. 4-100 

San Francisco, CA 94103 

電話：800-368-1019 

TDD：800-537-7697 

傳真：415-437-8329 

或 

Privacy Officer 

c/o Office of HIPAA Compliance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DHCS) 

P.O. Box 997413, MS 4722 

Sacramento, CA 95899-7413  

電子郵件信箱：privacyofficer@dhcs.ca.gov 

電話：916-445-4646 

傳真：916-440-7680 

或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 

DHCS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 

P.O. Box 997413, MS 6400 

Sacramento, CA 95899-7413 

電子郵件信箱：iso@dhcs.ca.gov 

mailto:privacyofficer@dhcs.ca.gov
mailto:iso@dhcs.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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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ITSD Help Desk 

916-440-7000 或 800-579-0874 

傳真：916-440-5537 

 

我們保留更改本《健康保險流通與責任法案》(HIPAA) 通知，以及我們為您 PHI 保密的

方式的權利。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我們會在信函中告訴您有關更改的資訊。我們也會將 

它們張貼在網站 anthem.com/ca/medi-cal 上。 

 

種族、民族和語言 

我們從州 Medicaid 州立機構和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處獲得有關您的 

種族、民族及語言資訊。我們將按本通知所述保護此資訊。 

 

我們僅將該資訊用於以下目的： 

• 確保您獲得所需的護理。 

• 制訂改善健康結果的計劃。 

• 制訂及寄送健康教育資訊。 

• 讓醫生知道您的語言需求。 

• 提供口譯和翻譯服務。 

 

我們不會使用這些資訊來： 

• 發行健康保險。 

• 決定服務的費用金額。 

• 決定福利。 

• 與未經核准的使用者分享。 

 

您的個人資訊 

如在本通知中所述，我們可能請求、使用和分享個人資訊 (PI)。您的 PI 並非公開資訊且

可識別您的身份。獲取 PI 通常是出於保險原因。 

• 我們可使用您的 PI 做出以下關於您的決定： 

– 健康。 

https://mss.anthem.com/california-medicaid/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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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慣。 

– 愛好。 

• 我們可從如下其他人士或團體處獲得有關您的 PI： 

– 醫生。 

– 醫院。 

– 其他保險公司。 

• 我們可能會在某些情況下未經您同意與我們公司外的其他人或群體分享您的 PI。 

• 若我們在採取任何措施前須給您拒絕的機會，我們會告知您。 

• 如果您不希望我們使用或分享您的 PI，我們會告知您應如何通知我們。 

• 您有權閱覽並變更您的 PI。 

• 我們確保您的 PI 會獲得安全保障。 

 

於 2021 年 3 月 修訂。 

1031944CAMCTABC 03/21 

法律通知 
許多法律皆適用於本會員手冊。即使本手冊中未引用或說明這些法律條文，您的權利與責

任仍然可能受其影響。適用於本手冊的主要法律是與 Medi-Cal 計劃有關的州和聯邦法

律。其他聯邦法律和州法律也可能適用。 

 

關於 Medi-Cal 為最後手段付款人，其他健康承保範
圍以及侵權賠償的通知 
Medi-Cal 計劃遵循有關向會員提供健康護理服務的第三方相關法律責任的州和聯邦法律

和法規。Anthem 將會採取所有合理的措施，以確保 Medi-Cal 計劃為最後手段付款人。 

Medi-Cal 會員可能有其他健康承保範圍 (OHC)，也稱為私人健康保險。作為 Medi-Cal 

資格的條件，您必須在不收取任何費用的情況下申請和/或保留任何可用的 OHC。 

聯邦和州法律要求 Medi-Cal 會員報告 OHC 和 OHC 的任何更改。如果您未及時報告 

OHC，您可能需要向 DHCS 償還錯誤支付的任何福利。在以下網址線上提交您的  

OHC http://dhcs.ca.gov/OHC。如果您無法訪問互聯網，可以向您的健康計劃報 

http://dhcs.ca.gov/O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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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OHC，或致電 800-545-555 (TTY 800-430-7077 或 711; 在 California 內), 或  

916-636-1980 (在 California 外)。DHCS 有權並有責任為 Medi-Cal 不在第一給 

付順位的 Medi-Cal 承保服務收費。例如，如果您在車禍或工作中受傷，汽車或工 

人賠償保險可能必須先支付，或償付 Medi-Cal。 

如果您受傷，而另一方應對您的傷害負責，則您或您的法律代表必須在提起法律訴訟或理

賠後的 30 天內通知 DHCS。線上提交通知： 

▪ 人身傷害計劃：http://dhcs.ca.gov/PI 

▪ 工傷賠償計劃：http://dhcs.ca.gov/WC 

要瞭解更多資訊，請致電 916-445-9891。 

關於遺產追討的通知 
Medi-Cal 計劃必須從某些已故 Medi-Cal 會員的遺產中尋求對在該已故 Medi-Cal 會員  

55 歲生日或之後提供給其的某些服務費用的付還，包括護理機構服務、居家和社區服務

以及相關醫院和處方藥服務的管理式護理保費。如果已故會員去世後沒有留下遺產，或 

沒有任何財產，則其將不拖欠任何費用。  

如要瞭解關於遺產追討的更多資訊，請前往 http://dhcs.ca.gov/er。或者致電  

916-650-0490 或是尋求法律建議。 

行動通知 
每當 Anthem 拒絕、延遲、終止或修改健康護理服務請求時，Anthem 都會向您寄送行動

通知 (NOA) 信函。如果您不同意計劃的決定，您可以隨時向 Anthem 提出上訴。請見上

文的上訴小節，尋求有關提出上訴的重要資訊。當 Anthem 給您寄送 NOA 時，該通知將

告知您如果不同意我們的決定您擁有的所有權利。

http://dhcs.ca.gov/PI
http://dhcs.ca.gov/WC
http://dhcs.ca.g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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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要號碼和需要知曉
的字彙 

重要的電話號碼 

▪ Anthem 客戶服務中心：888-285-7801 (TTY 711) 

▪ Medi-Cal Rx：800-977-2273（TTY 800-977-2273，然後按 5 或 711） 

▪ 24/7 護士熱線：800-224-0336 (TTY 711) 

▪ Anthem 護理管理：888-334-0870 

▪ 健康護理管理局 (Department of Managed Health Care): 800-400-0815  

(TTY 877-688-9891) 

▪ Medi-Cal Dental：800-322-6384 (TTY 800-735-2922) 

▪ Vision Service Plan：844-239-7644 (TTY 800-428-4833) 

▪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家庭計劃生育辦公室：  

800-942-1054 

▪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的 Public Inquiry and Response Unit：   

800-952-5253 (TTY 800-952-8349) 

▪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Medi-Cal Managed Care Ombudsman：  

888-452-8609 

▪ Health Care Options（健康護理選擇）：800-430-4263 

▪ 印地安人健康服務：916-930-3927 

▪ ModivCare（交通）：877-931-4755 (TTY 866-288-3133) 

▪ Anthem 合規熱線：800-400-4889 

▪ 加州轉接服務：711 

TTY 專線僅為失去聽力或言語能力的人士而設。 

▪ L.A. Care 家庭資源中心：877-287-6290 

▪ L.A. Care 家庭資源中心 – Boyle Heights 213-294-2840 

▪ L.A. Care/Blue Shield of California Promise Health Plan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 East L.A. 213-438-5570 

▪ L.A. Care/Blue Shield of California Promise Health Plan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 Inglewood 310-330-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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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Care/Blue Shield of California Promise Health Plan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 Lynwood 310-661-3000 

▪ L.A. Care/Blue Shield of California Promise Health Plan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 Metro L.A. 877-287-6290 

▪ L.A. Care 家庭資源中心 – Pacoima 213-438-5497 

▪ L.A. Care/Blue Shield of California Promise Health Plan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 Palmdale 213-438-5580 

▪ L.A. Care/Blue Shield of California Promise Health Plan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 Pomona 909-620-1661 

▪ 《美國殘疾人法案》(ADA) 資訊： 800-514-0301 (TTY 800-514-0383) 

▪ 兒童服務 

▪ California Children’s Services (CCS)：800-288-4584 

▪ 兒童健康和傷殘預防 (CHDP)：800-993-2437 (800-993-CHDP) 

▪ California 州部門 

 California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Services (DHCS): 916-445-4171 

 Medi-Cal Managed Care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888-452-8609 

 Medi-Cal Dental Program (Denti-Cal): 800-322-6384  

(TTY 800-735-2922)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DSS): 800-952-5253 

 Department of Managed Health Care (DMHC): 888-466-2219  
(888-HMO-2219) (TDD 877-688-9891) 

▪ Health Care Options 

 阿拉伯語：800-576-6881 

 亞美尼亞語：800-840-5032 

 柬埔寨語/高棉語：800-430-5005 

 粵語：800-430-6006 

 繁體中文：800-430-4263 

 波斯語：800-840-5034 

 苗語：800-430-2022 

 韓語：800-576-6883 

 老撾語：800-430-4091 

 國語：800-576-6885 

 俄語：800-430-7007 

 西班牙語：800-430-3003 

 他加祿語：800-576-6890 

 越南語：800-430-8008 

 TTY/TDD：800-430-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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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民權辦公室：866-627-7748 

▪ 社會安全局補充保障收入 (SSI)： 800-772-1213 

▪ Los Angeles 縣 — Department of Public Social Services (DPSS) 客戶服務中

心：866-613-3777 (TTY 800-660-4026) 

▪ Los Angeles County Department of Health Services：213-240-8101 

▪ Los Angeles County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800-854-7771 

需要知曉的字彙 

活躍分娩：孕婦處於分娩的三個階段中，且無法在分娩前被及時安全地轉移至另一家醫

院，或者轉院可能損害孕婦或未出生胎兒的健康和安全。 

急性：需要迅速醫療護理並且不會持續很長時間的突發醫療狀況。 

美國印第安人：符合美國法典 (U.S.C.) 第 1603(c)、1603(f)、1679(b) 部第 25 篇定義 

的人，或者根據 42 C.F.R. 136.12 或印地安裔健康護理法案第五編符合接受印第安裔 

健康護理提供者（印地安人健康服務，印第安部落、部落組織或城市印地安組織 — 

I/T/U）或透過合約健康服務轉介獲得健康護理服務資格的印第安人。  

上訴：會員要求 Anthem 審查和變更有關所請求服務之承保的決定。 

福利：本健康計劃承保的健康護理服務和藥物。 

California Children’s Services (CCS)：Medi-Cal 計劃，為患有某些疾病和健康問題的 

21 歲以下兒童提供服務。 

加州健康及殘障預防 (CHDP)：CHDP 是一項公共衛生計劃，向公共和私人健康護理提供

者提供費用補償，用於開展檢查或預防兒童和青少年疾病和殘障的早期健康評估。該計劃

幫助兒童和青少年獲得一般健康護理服務。您的 PCP 可以提供 CHDP 服務。 

個案經理：可幫助您瞭解重大健康問題並與醫療服務提供者安排護理的註冊護士、認證職

業護士或社工。 

認證助產護士 (CNM)：持有註冊護士執照，並經 California 註冊護士局認證為助產護士之

人士。認證助產護士被允許參與正常分娩情況。 

脊椎按摩師：用透過人工推拿方法治療脊柱的醫生 

慢性病症無法被完全治癒、或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惡化、或必須加以治療以避免惡化的疾

病或其他醫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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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會員可以選擇作為初級保健提供者 (PCP) 的機構。可以是聯邦合格健康中心 

(FQHC)、社區診所、鄉村健康診所 (RHC)、印地安人健康診所 (IHC) 或其他初級 

護理設施。 

基於社區的成人服務 (CBAS)：為符合資格的會員提供基於門診和機構的專業護理、社 

會服務、治療、個人護理、家庭／護理員培訓及支援、營養服務、運輸以及其他服務。 

投訴：會員對 Anthem、醫療服務提供者或所提供服務以口頭或書面形式表達不滿。投訴

與申訴相同。 

護理的延續性：如果醫療服務提供者和 Anthem 達成協議，則計劃會員可以在長達  

12 個月的時間內從其現有的醫療服務提供者處獲得 Medi-Cal 服務。 

首選藥物清單 (CDL)：針對 Medi-Cal Rx 的批准藥物清單，您的醫生可能會從中訂購您

所需的承保藥物。 

福利協調 (COB)：確定哪種保險承保（Medi-Cal、Medicare、商業保險或其他），應對擁

有不止一種健康保險承保範圍的會員承擔基本治療和支付責任的過程。 

共付額：除保險公司付款外，您通常在獲得服務時須支付的費用。 

承保範圍（承保服務）：根據 Medi-Cal 合約的條款、條件、限制和不保項目，並在本承

保證書 (EOC) 和任何修訂中列出的內容，向 Anthem 會員提供的健康護理服務。 

DHCS：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Services。負責監管 Medi-Cal 計劃的州 

政府部門。 

退保：因您不再符合資格或變更為新的健康計劃而停止使用此健康計劃。您須簽署一份表

格以表明您不再希望使用本健康計劃，或致電 HCO 並透過電話退保。 

DMHC：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Managed Health Care。負責監管管理式護理劃的州 

政府部門。  

耐用醫療設備 (DME)：由您的醫生或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指定且具有醫療必要性的設

備。Anthem 將決定應租賃還是購買 DME。租賃費用不得超過購買費用。Anthem 承保醫

療設備維修。 

提早定期篩查、診斷和治療 (EPSDT)：EPSDT 服務是針對 21 歲以下 Medi-Cal 會員 

的一項福利，用於幫助他們保持健康。會員必須進行針對其年齡的健康檢查和適當的篩

查，以便及早發現健康問題並治療疾病，以及進行任何治療，從而留意或幫助解決檢查 

中可能發現的病症。 

急診醫療情況出現嚴重症狀（如活躍分娩，如上文定義）的醫療或精神病症，令具有一般

健康和醫藥知識的謹慎外行人合理認為，若缺乏即時醫療護理，可能： 

▪ 將您的健康（或未出生的孩子的健康）置於嚴重危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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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致身體機能受損。 

▪ 導致身體部位或器官機能障礙。 

急診室護理：醫生或（或者若法律許可則在醫生指導下的人員）進行的檢查，以瞭解是

否存在緊急病症。在機構能力範圍內使您保持臨床穩定所需的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服務。 

緊急醫療運輸：救護車或緊急車輛運輸服務，用於將患者送至急診室接受急救醫療護理。 

參保者：身為健康計劃會員並透過該計劃獲得服務的人士。 

已建立關係的患者：與提供者已建立關係並在計劃規定的指定時間內在該提供者處就 

診的患者。 

除外服務：California Medi-Cal 計劃不承保的服務。 

實驗性治療：在進行人體測試之前，處於實驗室和/或動物研究測試階段的藥物、設 

備、程序或服務。實驗性服務不進行臨床研究。 

計劃生育服務：預防或延遲懷孕的服務。 

聯邦合格健康中心 (FQHC)：在沒有足夠的健康護理提供者的區域內的健康中心。您可在 

FQHC 獲得初級保健及預防性護理。  

收費服務 (FFS) Medi-Cal：指您未加入一項管理式護理健康計劃。根據 FFS，您的醫生須

接受「直接的」Medi-Cal 或 FFS，且就您接受的服務直接向 Medi-Cal 收費。 

追蹤護理：定期醫生護理，以檢查患者住院後或治療過程中的進度。 

處方藥一覽表：符合特定條件並已為會員核准的藥物或物品清單。  

欺詐：由明知欺騙可能會給其本身或他人帶來一些未經授權的利益的人從事的故意欺騙或

虛假陳述行為 

獨立生育中心 (FBC)：孕婦計劃用於生產且遠離其住所的醫療機構，且經州許可或以其他方

式核准可提供計劃內包括的產前、產中或產後護理以及其他門診服務。這些機構不是醫院。 

申訴：會員對 Anthem、醫療服務提供者或所提供服務以口頭或書面形式表達不滿。投訴

是一種申訴。 

復健服務和裝置：幫助維持、學習或提高日常生活技能和功能的健康護理服務。 

Health Care Options (HCO)：該計劃可使您參保或退保健康計劃。  

健康護理提供者：與 Anthem 合作或在 Anthem 網絡內的醫生及專科醫生，例如治療癌

症的外科醫生、醫生或治療人體特定部位的醫生。Anthem 網絡醫療服務提供者必須持有

在 California 執業的執照，並為您提供 Anthem 承保的服務。  

通常，您需要 PCP 轉診才能前往專科醫生處就診。您的 PCP 須先獲得 Anthem 的預先

核准，然後您才能獲得專科醫生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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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類型的服務，例如家庭生育計劃、急診護理，OB-GYN 護理或敏感服務，您無需獲

得您的 PCP 的轉介。  

健康保險：透過付還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而產生的費用或直接向護理服務提供者支付費

用來承擔醫療和手術費用的保險承保範圍。 

居家健康護理：在家中提供的專業護理服務及其他服務。 

居家保健提供者：在家中向您提供專業護理服務及其他服務的健康護理服務提供者。 

臨終關懷：為患有絕症的會員提供的護理，以減少身體、情緒、社會及精神不適。臨終關

懷護理向預期壽命不超過六個月的會員提供。 

醫院：可獲得醫生和護士的住院及門診護理服務的地方。 

住院：被收治入院接受住院患者治療。 

醫院門診護理：醫院提供的醫療或外科護理，但未將您作為住院患者被收治入院。 

印第安人健康護理提供者 (IHCP)：由印地安人健康服務 (IHS) 或印第安部落、部落組織

或城市印第安組織經營的健康診所。 

住院護理：需要您在醫院或提供您所需的醫療護理的其他地方過夜提供的服務。 

研究性治療：已成功完成 FDA 批准的臨床研究的第一階段，但尚未被 FDA 批准普遍使

用且仍在 FDA 批准的臨床研究階段進行研究的治療藥物、生物製品或設備。 

長期護理：在提供護理的機構入住時間超過入住當月。 

管理式護理計劃：一項 Medi-Cal 計劃，僅為參保該計劃的 Medi-Cal 接受者提供特定醫

生、專科醫生、診所、藥房和醫院服務。Anthem 即是一項管理式護理計劃。 

Medi-Cal Rx：FFS Medi-Cal 藥房福利服務被稱為「Medi-Cal Rx」，它為所有 Medi-Cal 

受益人提供藥房福利和服務，包括處方藥和一些醫療用品。 

醫療之家：一種護理模式，可提供更好的醫療質量、提高自我護理會員的自我管理，並能

減少可避免的長期費用。 

醫療交通：當您無法透過搭乘汽車、公車、火車或計程車前往赴承保醫療約診和／或取處

方藥時的運輸服務。當您需要接送服務以完成約診時，Anthem 會支付滿足您的醫療需求

的最低的運輸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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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必要性：具有醫療必要性的護理是指合理並能保護生命的重要服務。患者需要具有

醫療必要性的護理以避免疾病惡化或殘疾。這種護理透過治療病症、疾病或傷害來減輕

嚴重疼痛。對於 21 歲以下的會員，Medi-Cal 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服務包括為解決或幫助

改善身體或心理疾病或病症（包括藥物濫用障礙）而在醫療上必要的護理，如 United 

States Code 第 1396d(r) 篇第 42 部 所規定的服務。 

Medicare：為年滿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部分患有殘疾的年輕人士、以及患有末期腎病

（需要透析或腎移植的永久腎衰竭，時常稱為 ESRD）的人士提供的聯邦健康保險計劃。 

會員：參保 Anthem 且有權獲得承保服務的任何符合資格的 Medi-Cal 會員。 

精神健康服務醫療服務提供者：向患者提供精神健康和行為健康服務的持照人士。 

助產服務：由認證助產護士 (CNM) 和持證助產士 (LM) 提供的產前、產中和產後 

護理，包括對產婦的計劃生育護理和新生兒的即時護理。 

網路：一群醫生、診所、醫院和其他與 Anthem 簽約提供護理的醫療服務提供者。 

網絡醫療服務提供者（或網絡內醫療服務提供者）：請參閱「參與計劃的醫療服務提 

供者」。 

非承保服務：Anthem 不承保的服務。 

非藥物名冊中的藥物：未列在處方藥一覽表中的藥物。 

非醫療運輸：供您往返約診，以接受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授權的 Medi-Cal 承保服務和取

處方藥和醫療用品時使用的交通服務。 

非參與計劃的醫療服務提供者：不在 Anthem 網絡內的醫療服務提供者。 

其他健康承保範圍 (OHC)：其他健康承保範圍 (OHC) 是指除 Medi-Cal 外的私人健康保

險和服務付款人。服務可能包括醫療、牙科、視力、藥房和／或 Medicare 補充計劃 

（C 和 D 部分）。 

矯正裝置：一種用作支撐或支架的裝置，從外部固定在身體上，用於支撐或矯正急性受傷

或患病的身體部位，並且在醫療上對於該會員在醫學恢復是必不可少的。 

區域外服務：在服務區域之外的任何地方向會員提供的服務。 

網絡外服務提供者：不屬於 Anthem 網絡的醫療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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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護理：無須在醫院或提供您所需的醫療護理的其他地方過夜即可獲得的服務。 

門診精神健康服務：為有輕度至中度精神健康病症的會員提供的門診服務，包括： 

▪ 個人或群體精神健康評估及治療（心理治療）。 

▪ 根據臨床徵兆評估精神健康狀態的心理測試。 

▪ 用於監測藥物治療的門診服務。 

▪ 精神科諮詢。 

▪ 門診化驗、用品與補充劑。 

姑息護理：為患有嚴重疾病的會員提供的護理，以減少身體、情緒、社會及精神不適。姑

息護理沒有對會員的預期壽命不超過六個月的要求。 

參與計劃的醫院：與 Anthem 簽訂合約的一家持照醫院，在會員接受護理時向其提供服

務。某些參與計劃的醫院可向會員提供的承保服務須服從 Anthem 的使用情況審查和質

量保證政策或 Anthem 與醫院的合約之限制。 

參與計劃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或參與計劃的醫生）：醫生、醫院或其他持照健康護理專業

人士或持照醫療機構，包括與 Anthem 簽訂合約在會員接受護理時向其提供承保服務的

次級急診機構。 

醫師服務：由根據州法律持有行醫或整骨療法執照之人士提供的服務，不包括您在住院時

由醫院收取費用的醫生服務。 

計劃：請參閱「管理式護理計劃」。 

穩定後服務：包括在會員穩定下來後為維持穩定狀態而提供的與緊急醫療狀況有關的承保

服務。承保且支付穩定後護理服務。網絡外的醫院可能需要預先核准。 

預先核准（或預先授權）：您的 PCP 或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必須先獲得 Anthem 的核准，

然後您才能獲得某些服務。Anthem 只會核准您需要的服務。如果 Anthem 認為您可以透過 

Anthem 醫療服務提供者獲得類似或更合適的服務，則 Anthem 不會核准非參與計劃的醫療

服務提供者服務。轉診並非核准。您必須獲得 Anthem 的核准。 

處方藥承保：對由醫療服務提供者開具的藥物的承保。 

處方藥：一種在法律上需要持證提供者訂購才能配藥的藥物。 

初級保健：請參閱「常規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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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保健提供者 (PCP)：為您提供大部分健康護理服務的持證提供者。您的 PCP 會幫助

您獲得所需的護理。除以下情況外，某些護理需要先獲得核准：

▪ 您發生緊急狀況。 

▪ 您需要 OB-GYN 護理。 

▪ 您需要敏感服務。 

▪ 您需要計劃生育服務／避孕。 

您的 PCP 可以是： 

▪ 一般執業醫生  

▪ 內科醫生  

▪ 兒科醫生  

▪ 家庭執業醫生  

▪ OB-GYN  

▪ 印第安人健康護理提供者 (IHCP) 

▪ 聯邦合格健康中心 (FQHC)  

▪ 鄉村健康診所 (RHC) 

▪ 執業護士 

▪ 醫生助理 

▪ 診所

預先授權（預先核准）：供健康護理提供者獲得提供特定服務或程序之核准的正式流程。  

義肢裝置：一種人造裝置，連接在人體上以代替失去的身體部位。 

提供者目錄：Anthem 網絡內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清單。 

精神科緊急病症：症狀嚴重或危急到足以對自己或他人造成直接危險，或將導致您立即無

法提供或使用食物、住所或衣物的心理障礙。 

公共衛生服務：針對人群整體的衛生服務。其中包括衛生狀況分析、衛生監測、健康 

倡導、預防服務、傳染病控制、環境保護和衛生、備災和響應以及職業健康。 

合格醫療服務提供者：具有適合治療您的病情的執業領域的資格的醫生。 

重建手術：透過手術矯正或修復身體異常結構，以盡可能改善或建立正常外觀。身體異常

結構是因先天性缺陷、發育異常、創傷、感染、腫瘤或疾病而引致的。 

轉介：您的 PCP 表示您可從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處獲得護理時。某些承保的護理服務需

要轉介和預先核准（預先授權）。  

康復和復健（治療）服務及設備：能幫助受傷、殘疾或慢性疾病患者獲得或恢復心理和身

體技能的服務和設備。 

常規護理：具有醫療必要性的服務和預防性護理、兒童健康就診或護理，如例行追蹤護

理。常規護理的目的是預防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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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健康診所 (RHC)：在沒有足夠的健康護理提供者的區域內的健康中心。您可在 RHC 

獲得初級保健及預防性護理。  

敏感服務：家庭生育計劃、性傳播感染 (STI)、HIV/AIDS，性侵犯和墮胎等服務。 

嚴重疾病：必須治療並可能導致死亡的疾病或病症。 

服務區域：Anthem 服務的地理區域。這包括 Los Angeles 縣。 

專業護理：由持照護士、技術人員和/或治療師在會員入住專業護理機構期間或在會員家

中提供的承保服務。 

專業護理機構：僅由訓練有素的健康專業人士提供每天二十四小時的護理服務的地方。  

專科醫生：治療某些類型的健康護理問題的醫生。例如，整形外科醫生治療骨折；過敏醫

生治療過敏症；心臟病科醫生治療心臟問題。在大多數情況下，您需要 PCP 的轉診才能

向專科醫生就診。 

精神健康專科服務：為需要精神健康服務的精神損害程度高於輕度至中度的會員提供 

的服務。  

絕症：不可治癒的病症，且若疾病遵循自然過程發展，很大可能會導致患者預後存活時間

不超過一年。 

分流（或篩查）：由接受過篩查訓練的醫生或護士對您的健康狀況進行評估，以確定您需

要護理的緊迫程度。 

緊急護理（或緊急服務）：為治療非緊急疾病、傷害或需要醫療服務的病症而提供的服

務。如果網絡醫療服務提供者暫時無法提供服務或無法聯絡，則您可以從網絡外醫療服務

提供者處獲得緊急護理。 

http://anthem.com/ca/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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