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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瞭解適合您生活的醫護

您的醫生由您選擇

每次當您尋求醫護服務時， 
均可選擇自己想找的醫護 

業者和設施。

個人化醫護 
和關注

如果您患有嚴重疾
病，我們的醫護管理
計劃能指派代表協

助，讓您的治療 

步上軌道。

 
無需轉診 

當您需要時即 

可去看專科醫生， 

 無需轉診

 
數位工具

只要連線上網，即可

取得重要表格及健康

資訊，或尋找住家或公

司附近的醫護業者。

 
主動醫護

許多計劃免費承保預 

防性檢查和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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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SER PERMANENTE

PPO Health Insurance Plan
透過Kaiser Permanente特選醫療服務機構 (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 PPO) 
健康福利計劃1，您可靈活選擇您所需的醫生。您有2種方便的選擇醫生方式，且無需
轉診即可自由去看專科醫生。您可接受美國國內任何合約保健業者或執照非合約保健
業者提供的服務。2這讓您可以自由決定如何以最佳方式管理您的保健護理和費用。

合約保健業者選擇

g   從全美超過80萬個合約保健業者
中選擇。

g  大多數醫生門診全年均以共付
額承保。

g   許多計劃免費承保大多數預防
性醫護服務。

g  當您達到年度免賠額後，您的
計劃會以共保額承保其他多數
服務。

g  通常，您無需提交索賠申請或
文書。

較低的會員自付費用

當您去合約保健業者處看診時，您
的自付費用一般較低，且診所通常
會代您提交所有索賠申請和文書。

大多數醫生門診的承保僅需支付共
付額，包括門診時進行的診斷檢驗
和X光檢查，且許多計劃會免費為
您承保大多數預防性護理服務。當
您達到年度免賠額後，其他多數
服務會以共保額承保，包括住院
在內。

尋找合約保健業者

如需尋找合約保健業者，請瀏覽
multiplan.com/kaiser（英文）或
於週一至週五上午5:00至下午5:00
致電1-888-298-7427。TTY用戶
請撥711。

如果您已經有了自己的醫生，很
大機會您可以選擇同一位醫生。

您的保健計劃優勢

http://multiplan.com/ka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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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由您決定
您的健康和您一樣與眾不同。因此，您的PPO計劃讓您可自行選擇去任何執照保健業者處看診。

如果您正在就診的醫生不是合約保健業者，或者您想尋找鄰近住家或上班地點的醫生，非合約保

健業者層級可讓您自由看診美國國內任何執照保健業者。

 
非合約保健業者選擇

g   選擇任何執照保健業者，包括
專科醫生——只要直接與保健
業者的診所預約即可。

g  當您達到年度免賠額後，大多
數其他承保服務僅需支付共保
額。

g  您可能需自行提交索賠申請和
文書。

 
方便取得醫護服務

利用非合約保健業者層級，您可
自由去全美國內任何執照保健業
者看診。這讓您可方便地維持任
何既有的醫病關係，或可選擇鄰
近住家或上班地點的醫生。

 
支付共保額

當您就診非合約
保健業者時，您需要達到年度免
賠額。之後您將開始為大多數承
保服務支付共保額。3總體而言，
非合約保健業者層級的自付費用
可能較高，且您可能需要自行提
交索賠申請和文書。

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撥打1-800-788-0710，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7:00至晚上7:00。TTY用戶

請撥711。您亦可造訪kp.org/kpic/ppo（英文）尋找索賠申請表和其他材料，幫助您控管合約和非合

約保健業者提供的服務。

您的保健計劃優勢

http://kp.org/kpic/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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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管您的醫療護理和費用
入保PPO計劃後，依託共付額和共保額，您便能夠負擔得起健康醫療護理費用，同時您的會員自

付上限也會限制您每年為大多數承保服務支付的金額。另外，當您選擇合約保健業者時，通常可

享有較低的自付費用——因此，您所花的醫療保健費用將可獲得最大效益。

 
限制您的支出

無論您看的是合約或非合約保健
業者，您為大多數承保服務支付
的總金額始終不會超過自付費用
上限。藉此，您知道自己每年為
您計劃的大多數承保服務支付的
費用有最高限額，因而可安心無
虞。3

 
方便的藥房選擇

大多數處方藥均以簡便的共付額
承保。您可到MedImpact藥房在
全美各地的5.9萬多間藥房配領
處方藥。

MedImpact系統的藥房包括
Walgreens、CVS、Rite Aid、 
Kroger、Safeway、Costco等。 
如需尋找您附近的藥房，4請致
電1-800-788-2949，每週7天，
每天24小時為您服務。

 
無需轉診的專科醫生就診

無論您看的是合約 或非合約保
健業者，您都可以自由選擇看診
任何執照專科醫生，無需轉診。
這讓您可從範圍廣泛的保健業者
中靈活選擇，亦可與您一直在看
的專科醫生維持醫病關係。

看合約專科醫生或非合約專科醫
生的唯一差別，就是您支付的自
付費用金額不同，以及您可能需
要自行辦理索賠申請。

您的保健計劃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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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事先核准 查看您的計劃詳情

每當您接受醫療護理時，都應確保醫生要求提供的服務
是醫療上必要且符合成本效益的。某些服務需要事先核
准，例如門診手術、預先安排的住院，以及繁複的檢驗
和放射程序等。

一旦您入保，我們便會提供需取得事先核准之服務的完
整清單，以及如何獲得事先核准的簡要說明。取得事先
核准是避免權益受損的重要步驟。

當您入保後，您會收到關於這項計劃的重要資料：

g    Member Handbook（會員手冊）——詳細說明
如何取得醫療護理

g   Certificate of Insurance （保險證明）——承保
及不承保的項目、需取得事先核准的項目，以及
特定的不受保項目和限制

g   Schedule of Coverage（承保價目表）
（Certificate of Insurance的一部分）——您的計
劃福利，包括免賠額、共保額和共付額金額規定

g  會員卡——可供您在全國使用醫療保健服務，會
員卡上還列有客戶服務部和MedImpact的電話號
碼

請注意：本文件僅為概要說明。您的Kaiser Permanente保險公司 (KPIC) 之Certificate of Insurance包含對各項福利、除外項目與限制的完整說明。

以上資訊無意作為福利概要之用，亦非Certificate of Insurance。

1 Kaiser Permanente PPO計劃由Kaiser Foundation Health Plan, Inc.子公司 

Kaiser Permanente Insurance Company (KPIC) 承銷。

2 KPIC已與私人保健護理系統 (Private Healthcare Systems, PHCS) 簽訂合約， 

以使用其醫院及醫師，並承諾以簽約費率降低自付費用。您可瀏覽 

www.multiplan.com/kaiser以查詢合約保健業者的線上名錄。

3 罰金和差額收費不計入您的免賠額或會員自付上限。

4 KPIC與MedImpact簽有合約，透過全國性的連鎖和獨立藥房網絡提供處方藥承保。合約藥房可能變動。

您的保健計劃優勢

http://www.multiplan.com/ka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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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歧視原則公告

Kaiser Permanente Insurance Company (KPIC) 遵守適用聯邦民權法律，不會因種族、膚色、原國
籍、年齡、殘障情況或性別而歧視任何人。KPIC 不會因種族、膚色、原國籍、年齡、殘障情況或性別而
排斥或區別對待任何人。我們還提供以下服務：

 為殘障人士免費提供援助和服務，以便其可以與我們進行有效溝通，例如：

o 合格的手語翻譯員

o 其他格式的書面資料，如大字版、語音版、無障礙電子格式、其他格式

 為主要語言非英語的人士免費提供語言服務，例如：

o 合格的口譯員

o 其他語言版本的書面資訊

如果您需要該等服務，請致電 1-800-464-4000（TTY：711）

如果您認為 KPIC 未能提供該等服務，或是以其他方式基於種族、膚色、原國籍、年齡、殘障情況或性
別而歧視您，您可透過郵件或電話提出申訴：KPIC Civil Rights Coordinator, Grievance 1557, 5855 
Copley Drive, Suite 250, San Diego, CA 92111，電話 1-888-251-7052。

您也可以使用線上方式，透過民權辦公室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投訴入口網站 
https://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英文）或透過以下郵寄地址或電話向美國衛生及公共
服務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民權辦公室提交民權投訴：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Room 509F, HHH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201, 1-800-368-1019, 1-800-537-7697 (TDD)。投訴表可從以下網站獲取： 
http://www.hhs.gov/ocr/office/file/index.html。

KPIC-NDN-17-004-CA

https://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
http://www.hhs.gov/ocr/office/fi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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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Assistance 
Services 
English: Language assistance 
is available at no cost to you,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You can request interpreter 
services, materials translated 
into your language, or in 
alternative formats. Just call us 
at 1-800-464-4000,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closed 
holidays). TTY users call 711. 

Arabic : مجانًا على مدار الساعة كافة متوفرة لك خدمات الترجمة الفورية
أيام األسبوع. بإمكانك طلب خدمة الترجمة الفورية أو ترجمة وثائق للغتك أو 

 4000-464-800-1 لصيغ أخرى. ما عليك سوى االتصال بنا على الرقم
 خدمة لمستخدمياألسبوع )مغلق أيام العطالت(.  أيام كافة الساعة مدار على

 (.711الرقم )  على االتصال يرجي النصي الهاتف

Armenian: Ձեզ կարող է անվճար օգնություն 
տրամադրվել լեզվի հարցում` օրը 24 ժամ, շաբաթը 
7 օր: Դուք կարող եք պահանջել բանավոր 
թարգմանչի ծառայություններ, Ձեր լեզվով 
թարգմանված կամ այլընտրանքային ձևաչափով 
պատրաստված նյութեր: Պարզապես զանգահարեք 
մեզ` 1-800-464-4000 հեռախոսահամարով` օրը 
24 ժամ` շաբաթը 7 օր (տոն օրերին փակ է): TTY-ից 
օգտվողները պետք է զանգահարեն 711: 

Chinese: 您每週 7天，每天 24小時均可獲得免費語
言協助。您可以申請口譯服務、要求將資料翻譯成

您所用語言或轉換為其他格式。我們每週 7天， 
每天 24小時均歡迎您打電話 1-800-757-7585 前來聯
絡（節假日 休息）。聽障及語障專線 (TTY) 使用者
請撥 711。 

Farsi:  بدون  روز هفته 7ساعت شبانروز و  24در زبانی خدمات
مترجم خدمات . شما می توانيد برای استهزينه در اختيار شما اخذ 

به زبان شما و يا به صورتهای ديگر جزوات  ، ترجمهشفاهی
 روز هفته  7ساعت شبانروز و  24. کافيست در درخواست کنيد

 4000-464-800-1)به استثنای روزهای تعطيل( با ما به شماره 
 .تماس بگيرند 711با شماره  TTYتماس بگيريد. کاربران 

Hindi: बिना किसी लागत िे दभुाबिया सेवाएँ, कदन िे 24 घंट,े 
सप्ताह िे सातों कदन उपलब्ध हैं। आप एि दभुाबिये िी सेवाओं 
िे बलए, बिना किसी लागत िे सामबियों िो अपनी भािा में 
अनुवाद िरवाने िे बलए, या वैिबपपि प्रारूपों िे बलए अनुरोध 
िर सित ेहैं। िस िेवल हमें 1-800-464-4000 पर, कदन िे 24 
घंटे, सप्ताह िे सातों कदन (छुट्टियों वाले कदन िंद रहता ह)ै िॉल 
िरें। TTY उपयोगिताा 711 पर िॉल िरें। 

Hmong: Muajkwc pab txhais lus pub dawb rau koj,  
24 teev ib hnub twg, 7 hnub ib lim tiam twg..Koj thov 
tau cov kev pab txhais lus, muab cov ntaub ntawv 
txhais ua koj hom lus, los yog ua lwm hom.Tsuas hu 
rau 1-800-464-4000, 24 teev ib hnub twg, 7 hnub ib  
lim tiam twg (cov hnub caiv kaw). Cov neeg siv  
TTY hu 711. 

Japanese: 当院では、言語支援を無料で、年中無休、
終日ご利用いただけます。通訳サービス、日本語

に翻訳された資料、あるいは資料を別の書式でも

依頼できます。お気軽に 1-800-464-4000 までお電話
ください （祭日を除き年中無休）。TTYユーザー
は 711にお電話ください。 

Khmer: ជំនយួភាសា គមឺានឥតអស់ថ្លៃដលអ់នកឡ ើយ 24 ឡមា ៉ោង
មួយថ្លៃ 7 ថ្លៃមយួអាទិត៉ោយ។ អនកអាចឡសនើស ំឡសវាអនកបកប្រប សំភារៈ
ប្ដលបានបកប្របឡៅជាភាសាប្មែរ ឬជាទំរង់ផ៉ោសងឹឡទៀត។ រាន់ប្ត
ទូរសព័្ទមកឡយើង តាមឡលម 1-800-464-4000 បាន 24 ឡមា ៉ោងមួយ
ថ្លៃ 7 ថ្លៃមយួអាទិត៉ោយ (បទិថ្លៃប ណ៉ោយ)។ អនកឡរបើ TTY ឡៅឡលម 
711។ 

Korean: 요일 및 시간에 관계없이 언어 지원 
서비스를 무료로 이용하실 수 있습니다. 귀하는 
통역 서비스, 귀하의 언어로 번역된 자료 또는 대체 
형식의 자료를 요청할 수 있습니다. 요일 및 시간에 
관계없이 1-800-464-4000번으로 전화하십시오 
(공휴일 휴무). TTY 사용자 번호 711.  

Navajo: Saad bee 1k1’a’ayeed n1h0l= t’11 jiik’4, 
naadiin doo bib22’ d99’ ah44’iikeed tsosts’id yisk32j9 
damoo n1'1dleehj9.  Atah halne’4 1k1’adoolwo[7g77 j0k7, 
t’1adoo le’4 t’11 h0hazaadj9 hadily22’go, 47 doodaii’ 
n11n1 l1 a[’22 1daat’eh7g77 bee h1dadilyaa’go.  Koj9 
hodiilnih 1-800-464-4000, naadiin doo bib22’ d99’ 
ah44’iikeed tsosts’id yisk32j9 damoo n1’1dleehj9 
(Dahodiyin biniiy4 e’e’aahgo 47 da’deelkaal).  TTY 
chodeeyool7n7g77 koj9 hodiilnih 711 



7

Punjabi: ਬਿਨ ਾਂ ਬਿਸੀ ਲ ਗਤ ਦ,ੇ ਬਦਨ ਦ ੇ24 ਘੰਟ,ੇ ਹਫਤੇ ਦੇ 7 ਬਦਨ, 
ਦੁਭ ਸੀਆ ਸੇਵ ਵ ਾਂ ਤੁਹ ਡੇ ਲਈ ਉਪਲਿਧ ਹੈ। ਤੁਸੀਂ ਇੱਿ ਦੁਭ ਸੀਏ ਦੀ 
ਮਦਦ ਲਈ, ਸਮੱਗਰੀਆਾਂ ਨ  ੰਆਪਣੀ ਭ ਸ  ਬਵੱਚ ਅਨੁਵ ਦ ਿਰਵ ਉਣ 
ਲਈ, ਜ ਾਂ ਬਿਸੇ ਵੱਖ ਫ ਰਮੈਟ ਬਵੱਚ ਪਰ ਪਤ ਿਰਨ ਲਈ ਿੇਨਤੀ ਿਰ ਸਿਦੇ 
ਹੋ। ਿਸ ਬਸਰਫ਼ ਸ ਨ  ੰ1-800-464-4000 ਤੇ, ਬਦਨ ਦੇ 24 ਘਟੰੇ, ਹਫ਼ਤ ੇ
ਦੇ 7 ਬਦਨ (ਛੱੁਟੀਆਾਂ ਵ ਲੇ ਬਦਨ ਿਦੰ ਰਬਹੰਦ  ਹੈ) ਫ਼ੋਨ ਿਰੋ। TTY ਦ  
ਉਪਯੋਗ ਿਰਨ ਵ ਲੇ 711 ‘ਤੇ ਫ਼ੋਨ ਿਰਨ। 

Russian: Мы бесплатно обеспечиваем Вас услугами 
перевода 24 часа в сутки, 7 дней в неделю. Вы можете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помощью устного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запросить перевод материалов на свой язык или 
запросить их в одном из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х форматов. 
Просто позвоните нам по телефону 1-800-464-4000, 
который доступен 24 часа в сутки, 7 дней в неделю 
(кроме праздничных дней). Пользователи линии TTY 
могут звонить по номеру 711. 

Spanish: Contamos con asistencia de idiomas sin costo 
alguno para usted 24 horas al día, 7 días a la semana. 
Puede solicitar los servicios de un intérprete, que los 
materiales se traduzcan a su idioma o en formatos 
alternativos. Solo llame al 1-800-788-0616, 24 horas al 
día, 7 días a la semana (cerrado los días festivos). Los 
usuarios de TTY, deben llamar al 711. 

Tagalog: May magagamit na tulong sa wika nang wala 
kang babayaran, 24 na oras bawat araw, 7 araw bawat 
linggo.  Maaari kang humingi ng mga serbisyo ng 
tagasalin sa wika, mga babasahin na isinalin sa iyong 
wika o sa mga alternatibong format. Tawagan lamang 
kami sa 1-800-464-4000, 24 na oras bawat araw, 7 araw 
bawat linggo (sarado sa mga pista opisyal). Ang mga 
gumagamit ng TTY ay maaaring tumawag sa 711. 

Thai: เรามบีรกิารลา่มฟรสี าหรับคณุตลอด 24 ชัว่โมง 
ทกุวันตลอดชัว่โมงท าการของเราคณุสามารถขอใหล้า่ม
ชว่ยตอบค าถามของคณุทีเ่กีย่วกับความคุม้ครองการดแูล
สขุภาพของเราและคณุยังสามารถขอใหม้กีารแปล
เอกสารเป็นภาษาทีค่ณุใชไ้ดโ้ดยไมม่กีารคดิคา่บรกิาร
เพยีงโทรหาเราทีห่มายเลข 1-800-464-4000 ตลอด 24 
ชัว่โมงทกุวัน (ปิดใหบ้รกิารในวันหยดุราชการ) ผูใ้ช ้TTY 
โปรดโทรไปที ่711 

Vietnamese: Dịch vụ thông dịch được cung cấp miễn 
phí cho quý vị 24 giờ mỗi ngày, 7 ngày trong tuần. Quý 
vị có thể yêu cầu dịch vụ thông dịch, tài liệu phiên dịch 
ra ngôn ngữ của quý vị hoặc tài liệu bằng nhiều hình 
thức khác. Quý vị chỉ cần gọi cho chúng tôi tại số  
1-800-464-4000, 24 giờ mỗi ngày, 7 ngày trong tuần  
(trừ các ngày lễ). Người dùng TTY xin gọi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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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保健計劃優勢



增進健康的正確選擇
參加一項好的保健計劃十分重要，取得優質的醫護也不容小覷。 
入保 Kaiser Permanente PPO 計劃，您將一舉兩得。

想進一步瞭解我們？ 
 
請造訪 kp.org/kpic/ppo （英文）或致電 KPIC 會員服務部 1-800-788-0710， 
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7:00 至晚上 7:00。TTY 使用者請撥 711. 

Kaiser Permanente PPO 計劃由 Kaiser Foundation Health 
Plan, Inc. 子公司 Kaiser Permanente Insurance Company 
(KPIC) 承銷。

Kaiser Permanente Insurance Company
393 E. Walnut Street
Pasadena, CA 91188

Please recycle. 399661138 January 2020

©2017 Kaiser Foundation Health Plan, Inc.

ch

http://kp.org/kpic/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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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訊

請使用本表格入保 Kaiser Permanente。如果您已是會員，請使用員工受撫養人變更表格。 請以正楷字體清楚填寫。
請務必完整填寫整份入保申請表。如有遺漏或不正確的資訊，將會延誤入保處理程序。
現有團體：如有疑問，請致電 800-790-4661，選 1。將填妥的表格以 PDF 附件的形式，透過電子郵件寄至 csc-sd-sba@kp.org 或傳
真至 855-355-5334。

僱主
1.  填寫第1部分。
如果入保理由是由於喪失保險或其他原因，該事件必須是下列特殊入保情況之一：

•  新聘員工
•  員工的工作時數增加，使其符合醫療計劃的入保資格規定。
•  銷假返回上班
•  非自願性終止保險或喪失其他團體保險
•  受撫養人喪失其他保險 (如果員工已入保，請使用員工受撫養人變更表格來添加受撫養人) 

•  結婚或新增同居伴侶
•  生產、領養孩子或接受領養安置
•  法庭命令
•  配偶、同居伴侶或受撫養人死亡

2. 為每位員工提供一份申請表以供其填寫。
3. 確認申請表上提供的資訊完整且正確無誤。
4.  將填妥的入保申請表交還給您的保險經紀人或Kaiser Permanente。

員工
1. 填寫第2部分至第4部分。
2. 在申請表上簽名並註明日期。
3. 複印一份申請表作為紀錄。

第1頁，共 3 頁

小型企業
員工入保申請表

如果您是新會員，本申請表是您的 Kaiser Permanente 臨時會員卡。請複印一份並妥善保管，直到您收到
正式會員卡為止。如果您是從 Kaiser Permanente 其他保健計劃 (在相同地區) 轉移過來的會員，請保留
您現有的會員卡，因為您的病歷號碼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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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填寫此申請表之前，請閱讀第1頁的說明。請複印一份以作為紀錄。

小型企業
員工入保申請表

1 由僱主填寫
公司名稱* 團體會員卡 (若有) 生效日期* (僅可從每月一號開始)  

                     /   01   /

所選計劃/下屬團體會員卡 (若有)* 員工類別（若適用）

入保理由 (請勾選一項)            新團體帳戶           開放入保期           其他：

如果您有現有帳戶，請將填妥的表格以 PDF 附件的形式，透過電子郵件寄至 csc-sd-sba@kp.org 或傳真至 855-355-5334。

2 由員工填寫 (* 必填欄位。)

您是否曾是加州Kaiser Permanente的會員，或曾接受過加州Kaiser Permanente的醫護服務？     是    否
社會安全號碼* 原姓氏／婚前姓氏

姓氏* 名字* 中間名首字母 慣用語言（選填）

住家地址* 公寓#

市* 州* 郵遞區號* 縣

郵寄地址（若不同於住家地址） 公寓#

市 州 郵遞區號 縣

出生日期 (月月/日日/年年
年年) * 

            /            /

性別*

   男性       女性     未公開
白天聯絡電話
(            )              –

夜間聯絡電話
(            )              –

如果您拒絕您本人或合格受撫養人的保險，您將僅能在僱主規定的年度開放入保期入保，或者如您發生特殊情況，則可以在特殊入保期
入保。您必須在合格事件發生後的60天內申請保險。特殊入保合格事件包括：
•   因以下任何理由而喪失健康護理 (最低基本) 保險：您和/或您的受撫養人不再符合入保資格規定，或您的僱主不再提供保險或停止對保
費供款而喪失僱主贊助的保險；失去 
享有失保僱員健康保險 (COBRA) 承保範圍的資格 (除了違約被取消合約或未繳保費以外的理由)；您/和或受撫養人的個人保險、 
Medi-Cal、Medicare 或其他政府保險終止；或 
除了未按時繳納保費或可導致保險遭撤銷之情形 (詐欺或蓄意陳述不實重要資訊) 以外的任何理由；或是喪失健康護理保險，包括但不
限於因 
《聯邦法規》第 26 章 54.9801-6 (a) (3) (i) 至 (iii) 款 (含) 所述情況及《美國法典》第 29 章 1163 條所述情況而喪失該保險；
•  由於結婚、締結同居伴侶關係、生產、領養、領養安置或承擔親子關係而獲得或成為受撫養人；
•  根據有效的州或聯邦法庭命令，您或您的受撫養人必須享有保險；
•  永久搬遷，例如搬遷到新地點並有不同的保健計劃選擇，或獲釋出獄；
•  先前的健康保險提供者嚴重違反健康保險合約中的重要條款；
•  在您和/或您的受撫養人因下列任一病症接受積極治療之際，網路保健業者終止參加您和/或受撫養人的保健計劃：急性病症 (急性病症
是指因生病、受傷 
或其他醫療問題而突然開始出現症狀，並需要立即就醫且持續時期有限的病症)；嚴重慢性病症 (嚴重慢性病症 
是指因疾病或其他醫療問題或醫療病症而導致的病情，其性質嚴重且持續不斷而無法完全治癒， 
或經過長時間會惡化，或需要持續治療以緩解病情或預防惡化)；懷孕；末期疾病  
(末期疾病是指無法治癒或逆轉的病症，很可能在一年或一年之內導致死亡)；出生至 36 個月大的新生兒醫療護理；或由醫護人員建議並
以書面記錄要在保險合約終止日期後的 180 天內或新受保人保險生效日期起的 180 天內進行的外科手術或其他程序；

•  根據《美國法典》第 32 章規定，從執行勤務返回部隊的美國軍隊預備役成員，或是從執行勤務返回部隊的加州國民警衛隊成員；
•  個人向保健計劃管理局或保險部 (若適用) 證明，針對非健康保險交換平台所提供的 
健康理賠計劃，由於當事人接獲錯誤訊息而以為自己享有最低基本保險，因此未在上一個入保期入保健康理賠計劃。

(* 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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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閱讀後簽字

KAISER FOUNDATION HEALTH PLAN, INC. 仲裁協議†
本人瞭解 (小額索賠法庭案件、受 Medicare 上訴程序或員工退休及收入保障法令 (ERISA) 索賠程序規定約束的索賠，以及根據適用法律不受
具約束力的仲裁約束之任何其他索賠除外)，若本人、本人的繼承人、親屬或其他相關當事方與 Kaiser Foundation Health Plan, Inc. (KFHP)、任何合
約保健業者、行政管理人員或其他相關當事方之間因任何違反職責的指控而發生任何爭議，且該指控是起因於或有關於 KFHP 會員資格，
則不論法律理論為何，此等爭議皆必須依據加州法律透過具約束力的仲裁解決，而不透過法律訴訟或訴諸法庭程序解決，但適用法律規定
仲裁程序必須經過司法審查的情況不在此限。上述爭議包括針對誤診或醫院醫療失當 (在不必要、未經授權、不當、有疏失或能力不足的情
況下所提供之醫療服務的索賠)、場地責任，以及與服務或用品承保範圍或提供有關之事宜所提出的任何索賠。本人同意放棄要求陪審團
審判的權利，並同意使用具約束力的仲裁。本人瞭解承保範圍說明書 (Evidence of Coverage) 中包含了完整的仲裁條款。

員工姓名 (請以正楷填寫)*

員工簽名*

否

日期

 (* 必填欄位。)
† 若爭議起因於完全受保之 Kaiser Permanente Insurance Company (KPIC) 的承保範圍，則無須交付具約束力的仲裁：1) 特選醫療服務機構 (PPO) 計劃；
以及 2) KPIC牙科計劃。

 請將填妥表格以電子郵件寄至 csc-sd-sba@kp.org 或傳真到 855-355-5334。

3 家屬資訊 (請僅列出需要入保的家庭成員。)
請勾選一項    

   配偶       同居伴侶
出生日期（月月/日日/年年年年）* 性別*        男性     女性 

   未公開
社會安全號

姓名 (姓氏、名字、中間名首字母)* 

曾用名 (姓氏、名字、中間名首字母)

   受撫養人*
出生日期（月月/日日/年年年年）* 性別*        男性     女性 

   未公開
社會安全號

姓名 (姓氏、名字、中間名首字母) 

   受撫養人*
出生日期（月月/日日/年年年年）* 性別*        男性     女性 

   未公開
社會安全號

姓名（姓氏、名字、中間名首字母）

   受撫養人*
出生日期（月月/日日/年年年年）* 性別*        男性     女性 

   未公開
社會安全號

姓名（姓氏、名字、中間名首字母）

   受撫養人*
出生日期（月月/日日/年年年年）* 性別*        男性     女性 

   未公開
社會安全號

姓名（姓氏、名字、中間名首字母）

   受撫養人*
出生日期（月月/日日/年年年年）* 性別*        男性     女性 

   未公開
社會安全號

姓名（姓氏、名字、中間名首字母）

如果有上列任何受撫養人住在不同地址，請填寫以下資訊：
姓名（姓氏、名字、中間名首字母） 地址

姓名（姓氏、名字、中間名首字母） 地址

小型企業
員工入保申請表



Small Business
員工／受撫養人變更

重要資訊

1. 僱主必須填寫第1部分。

2. �僱主需負責在提交之前確認所有資訊。請確保生效日期正確無誤，因為這些日期會影響保健計劃的保費。

3. 員工必須填寫第2部分至第5部分（若適用）。 

4. 員工必須在表格最下方簽名並註明日期。 

5. 員工必須填寫所有適用部分，並複印一份作為記錄，然後將填妥的表格交給僱主。

6. �僱主應透過下列方式將填妥的表格交給其保險經紀或Small Business Services California Service Center (CSC)：使用電子郵
件（以PDF附件的形式）寄送至csc-sd-sba@kp.org*，或是傳真至855-355-5334。

7. �如果僱主想終止某位員工的保險，請上網站：kp.org/smallbusinessforms/ca，使用「Terminating employee coverage」部
份的「投保人終止保險/轉換保險申請表」(Subscriber Termination/Transfer)。

所有帳戶變更（包括生效日期與受撫養人狀態）皆會依據僱主／客戶與Kaiser Permanente之間的合約協議進行。

*此電郵地址僅供提交表格，不接受問詢。

1 公司資訊（由雇主填寫）

公司名稱 團體ID

電話

( ) –

分機 傳真

( ) –

電子郵件

2 申請的變更項目

新增受撫養人理由（僅列出其中一項）：領養、喪失保險、新配偶（結婚／同居伴侶）、遷入服務區、新生兒出生、�
開放入保期或恢復。計劃變更將自一個月的第一天開始生效。

員工是否入保Medicare (非承保投保人)？  �是  �否

非承保投保人是未入保團體計劃但可入保受撫養人保險的員工。

 �新增受撫養人（請填寫第3部分、第4部分及第5部分）

理由：
 生效日期：� / /

 �變更計劃。 新計劃名稱：  生效日期：� / 01 /

 �刪除受撫養人（請填寫第3部分、第4部分及第5部分）  生效日期：� / /

 �員工姓名變更（請填寫第3部分及第5部分）

原姓名：  變更後姓名：  生效日期：� / /

（若選擇以下任何一項，請填寫第3部分及第5部分） 

 �員工地址  �員工電話  �員工社會安全號碼  �員工或受撫養人出生日期

3 員工資訊（由員工填寫）

姓名（名字、中間名首字母、姓氏）  社會安全號碼

地址� �住家� �郵件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郡縣

白天聯絡電話

( ) –

夜間聯絡電話

( ) –

出生日期（月月/日日/年年年年）

� / /

Smal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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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請以正楷填寫）：

員工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4 受影響的受撫養人

 �配偶  �同居伴侶 出生日期（月月/日日/年年年年）

 / /
性別�  男�  女
�  未申報

社會安全號碼

姓名（名字、中間名首字母、姓氏） 

舊有姓名

 �受撫養人
出生日期（月月/日日/年年年年）

 / /
性別�  男�  女
�  未申報

社會安全號碼

姓名（名字、中間名首字母、姓氏） 

 �受撫養人
出生日期（月月/日日/年年年年）

 / /
性別�  男�  女
�  未申報

社會安全號碼

姓名（名字、中間名首字母、姓氏） 

 �受撫養人
出生日期（月月/日日/年年年年）

 / /
性別�  男�  女
�  未申報

社會安全號碼

姓名（名字、中間名首字母、姓氏） 

如果上列任何受撫養人住在不同地址，請填寫以下資訊：

姓名（名字、中間名首字母、姓氏） 地址

姓名（名字、中間名首字母、姓氏） 地址

5 閱讀內容並簽名

KAISER FOUNDATION HEALTH PLAN, INC.仲裁協議

本人瞭解（小額索賠法庭案件、受Medicare上訴程序或員工退休及收入保障法令 (ERISA) 索賠程序規定約束的索賠，以及
根據適用法律不受具約束力的仲裁約束之任何其他索賠除外），若本人、本人的繼承人、親屬或其他相關當事方與Kaiser 
Foundation Health Plan, Inc. (KFHP)、任何合約保健業者、行政管理人員或其他相關當事方之間因任何違反職責的指控而發生任
何爭議，且該指控是起因於或有關於KFHP會員資格，則不論法律理論為何，此等爭議皆必須依據加州法律透過具約束力
的仲裁解決，而不透過法律訴訟或訴諸法庭程序解決，但適用法律規定仲裁程序必須經過司法審查的情況不在此限。上
述爭議包括針對誤診或醫院醫療失當（在不必要、未經授權、不當、有疏失或能力不足的情況下所提供之醫療服務的索
賠）、場地責任，以及與服務或用品承保範圍或提供有關之事宜所提出的任何索賠。本人同意放棄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
利，並接受使用具有約束力的仲裁。本人瞭解，Evidence of Coverage 中包含了完整的仲裁條款。

員工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員工簽名（必須填寫） 日期

X
註：若爭議起因於下列任何KPIC產品，則無須交付具約束力的仲裁：1) 特選醫療服務機構 (PPO) 計劃；以及 2) KPIC牙科�
計劃。

6 聯絡資訊

使用電子郵件將填寫完畢的表單（以PDF附件的形式）寄送至csc-sd-sba@kp.org，或是傳真至855-355-5334。

如需更多資訊，請與我們的Small Business Services California Service Center聯絡，電話號碼：800-790-4661（選項1）。

Small Business
員工／受撫養人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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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企業 
495398400，2020 年 7 月

小型企業

拒絕保險
(員工)

重要資訊

員工與業主：限用本表格來拒絕團體健康保險。限用本表格來拒絕團體健康保險。

僱主：請務必填寫保險公司名稱欄位，以免延誤處理進度。如果您想終止某位投保人或會員的保險，請使用「Subscriber 
Termination and Transfer」申請表。如果您想終止某位投保人的保險，請使用「投保人終止保險/轉換保險申請表」(Subscriber 
Termination/Transfer Form)。

2 拒絕理由

本人自願在本次選擇不為自己入保Kaiser Permanente計劃。本人瞭解，本人必須等到下次年度開放入保期或下次合格事件
發生後才有機會入保。拒絕理由及保險公司名稱會影響參加要求。

只有團體保險才能計入參加要求。拒絕理由（請勾選一項）：

本人透過本人的配偶／同居伴侶／父母享有由其他僱主提供的保險。

      本人享有由上列僱主或本人工作的其他僱主提供的其他保險。

      本人享有由僱主提供的其他保健計劃。

     本人享有由本人受雇的其他僱主提供的保險。

     本人享有透過失保僱員健康保險或加州失保僱員健康保險提供的團體保險。

     本人享有個人保健計劃的保險。

     其他拒絕理由：

     目前沒有興趣入保。

1 公司資訊

公司名稱 團體會員卡 (若有)

3 請在閱讀後簽字

您將僅能在僱主規定的年度開放入保期入保或變更保險，或者如您發生合格事件，則可在特殊入保期入保或變更保險。
您將僅能在僱主規定的年度開放入保期入保或變更保險，或者如您發生合格事件，則可在特殊入保期入保或變更保險。
您必須在合格事件發生後的60天內申請保險。特殊入保合格事件包括：
•  您的工作時數增加，使您符合醫療計劃的入保資格規定
•銷假返回上班
•非自願性終止保險或喪失其他團體保險
•受撫養人喪失其他保險
•結婚或新增同居伴侶
•生產、領養孩子或接受領養安置
•法庭命令
•配偶、同居伴侶或受撫養人死亡

員工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名

否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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