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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CCHP
& Balance

華人保健計劃(CCHP)服務社區將近40年，是一個始創於

三藩市的本地醫療保健計劃；在Balance by CCHP品牌

旗下，我們為各種規模的公司團體提供優質可負擔的個

人、家庭保健計劃，以及聯邦保健(Medicare)計劃。此

外，Balance亦參與投保加州(Covered California)的交易

市場，是投保加州認可的合作夥伴之一。

CCHP關注會員的健康，我們的會員可以享受不同的保健

健身課程及替代療法。除此之外，我們還致力為會員提供

以病人為中心及個人化的醫療服務。



選擇合適的保健計劃對您的業務十分重要

Balance by CCHP的公司團體計劃能幫助您

為僱員提供優質及可負擔的醫療保險。一份

優質的保險除了可以幫助員工保持健康及增

加他們的生產力外，它還可以吸引和留住有

價值的員工；同時讓僱員及其家人享有一份

踏實安心的保障。

Balance醫療網絡擁有超過7,000名醫療服務

提供者，亦與服務範圍內的醫院緊密合作，

致力降低會員的醫療費用。

我們大部分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均設有遠程醫

療服務，讓忙碌的專業人員享有更便利的醫

療保障。

此外，為協助會員節省不必要且昂貴的急診

室費用，會員可以使用多間與Balance簽有合

約的緊急護理中心服務。

選擇

Balance
「我選擇Balance by CCHP為我和我的員工提供醫療保障。他們

的營業代表用心解答我很多問題，並協助我選擇一個最合適的計

劃。我衷心感謝他們多年來的竭誠服務。」 

- Mr. Hau Chung Lai, eCircle Investment, Inc.

滿足您業務需要的計劃

Balance by CCHP的公司團體計劃可以為在

三藩市及聖馬刁縣生活或工作的僱主及僱員

提供保障。我們的服務包括：

• 提供計劃給擁有一名員工或以上的小型

公司

• 提供計劃給擁有過百名員工的大型機構

• 有不同自付費及月費的計劃可供選擇

• 提供符合 HSA資格的高扣除額計劃 
(HDHP)

• 專屬客戶經理為您提供專業服務

我們的計劃可幫助三藩市的僱主遵守本地健

康

法例、健康保險責任法及醫療保健安全條例 

(HCAO / HCSO)。您可能需要不同的計劃來

符合以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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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圍與醫療網絡簡介

醫生網絡

我們的醫療網絡擁有7,000多名醫療服務提

供者，他們的診所遍佈三藩市及聖馬刁縣。

此外，會員還可以使用網絡內的醫療機構。

您及您的員工必定能找到一位優秀及合適的

醫生。

•   Hill醫生醫療團隊 
    (Hill Physicians Medical Group)  
•   翡翠東華醫師協會 

    (Jade Medical Group)  
•   One Medical

Balance在三藩市及聖馬刁縣均設有

辦事處為僱主及僱員服務。

醫療提供者地點

會員可使用以下醫院的服務：

•   東華醫院 (Chinese Hospital)
•   加州太平洋醫療中心 (CPMC) / Sutter
•   聖法蘭西斯醫院 (St. Francis Medical 
    Center)
•   聖瑪麗醫院 (St. Mary’s Medical Center)
•   Seton 醫療中心

•   Mills-Peninsula 醫院

•   UCSF 醫療中心*

•   Stanford 醫療中心* 

也可使用以下緊急護理中心的服務：

•   Dignity GoHealth Urgent Care
•   Hill Physicians Urgent Care
•   Carbon Urgent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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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限專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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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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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供不同類型的計劃，您可以根據您的業務需要來選

擇適合的保障。

全方位的計劃：Balance by CCHP Ruby 系列 10/20/40

Ruby 系列 / 計劃提供全面完善的保障，適合經常使用醫療服務的人士。 

• $0 自付費：預防性檢查

• 門診服務自付費分別為$10 、$20 或 $40 ，您可根據需要來選擇適合的計劃。

• 大部份承保的服務都已列明固定的自付費，讓您及員工清楚了解各項費用以應付

醫療開支。

經濟實惠的計劃： Balance by CCHP Opal 系列 25/50

Opal 系列 / 計劃提供經濟實惠的保障，適合注重員工健康且精打細算

的僱主。

• 低月費

• $0 自付費：預防性檢查

其他計劃

我們還有其他大型團體計劃可滿足您的需要。

Balance的牙科保險合作夥伴為Delta Dental，
他們是領先的牙科保險提供商。您可使用 

Delta Dental網絡內專業及可靠的牙科護理服

務。此外，您還可免費或以較低價錢享用預防

性牙科護理服務，如定期清潔及檢查。如有疑

問，歡迎咨詢。

Balance的眼科保險合作夥伴為VSP，他

們是領先的眼科保險提供商。VSP醫生

提供個人化眼睛護理服務。您只需支付

較低的自付費來使用VSP醫生所承保的

服務。此外，VSP還提供過百個眼鏡架

品牌給您選擇。

牙科及眼科保障 (自選保障)

Balance公司團體計劃承保兒童眼科及牙科服務，成人則可自行購買眼科及牙科保障。



5

 

㊟釋﹕﹕ (1) 精算價目表顯示計劃回報利益的相對價值。 

(2) ㊩療 / 處方藥物的分擔費㊜用於年度扣除額。 

(3) 此計劃開始支付您所接受之保障服務前，您須支付所㈲費用㉃扣除額為止。除非該服務不㊜用於扣除額。參考您的保單或保險計劃，以了解扣除額何時重新計算（通常是 1 ㈪ 1 ㈰，但㈲例外）。 10.26.2022 

公司團體計劃 | 2023 計劃保障㆒覽表 
欲索取各個計劃完整的保障說明，請致電 1-877-224-7918  索取㈾料，或瀏覽: www.cchphealthplan.com/employer-member 

 

 
 
 

計劃㈴稱 Ruby 10 Platinum 
HMO 

Ruby 20 Platinum 
HMO 

Ruby 40 Platinum 
HMO Opal 25 HMO Opal 50 HMO Platinum 90 HMO Gold 80 HMO Silver 70 HMO Bronze 60 HMO Bronze 60 HDHP 

HMO 
㈮屬等級 / 精算保障值 %(1) 鉑 Platinum / 91.96% 鉑 Platinum / 91.07% 鉑 Platinum / 88.55% ㈮ Gold / 81.98% 銀 Silver / 71.90% 鉑 Platinum / 88.80% ㈮ Gold / 80.50% 銀 Silver / 71.46% 銅 Bronze / 63.92% 銅 Bronze / 64.60% 
承保㊠目   

年度扣除額 $0 $0 $0 
個㆟ $2,100/ 

家庭 $4,200 (3) 

個㆟ $3,800 /  

家庭 $7,600 (3)  
$0 

個㆟ $250 / 

家庭 $500  

個㆟ $2,500 / 

家庭 $5,000 (3) 

個㆟ $6,300 /  

家庭 $12,600 (3) 

個㆟ $7,000 /  

家庭 $14,000  

結合㊩療 / 處方藥物  

㉂付費限額 
個㆟ $2,600 /  

家庭 $5,200 

個㆟ $2,500 /  

家庭 $5,000 

個㆟ $3,000 / 

家庭 $6,000 

個㆟ $5,800 / 

家庭 $11,600 

個㆟ $9,100 / 

家庭 $18,200 

個㆟ $4,500 / 

家庭 $9,000 

個㆟ $7,800/ 

家庭 $15,600 

個㆟ $8,750/ 

家庭 $17,500 

個㆟ $8,200/ 

家庭$16,400 

個㆟ $7,000/  

家庭 $14,000 

終身累積保障限額  無限額 無限額 

專業服務  會員分擔費用 會員分擔費用 

預防性護理 / 檢查 / 防疫㊟射 $0 ㉂付費 $0 ㉂付費 

主診㊩生治療受傷或疾病 $10 ㉂付費 $20 ㉂付費 $40 ㉂付費 $30 ㉂付費 $50 ㉂付費 $20 ㉂付費 $35 ㉂付費 $55 ㉂付費 

$65 ㉂付費（扣除額㊜

用於首3次非預防性檢

查後之門診）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專科㊩生門診 $20 ㉂付費 $20 ㉂付費 $40 ㉂付費 $30 ㉂付費 $95 ㉂付費 $30 ㉂付費  $55 ㉂付費 $90 ㉂付費 

$95 ㉂付費（扣除額㊜

用於首3次非預防性檢

查後之門診）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產科護理 - 孕前 / 產前 / 產後護理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分娩及所㈲住院服務（㊩院服務) 
首5㈰ 

每㈰ $150 ㉂付費 

首5㈰ 

每㈰ $150 ㉂付費 

首5㈰ 

每㈰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首5㈰ 

每㈰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首5㈰ 

每㈰ $250 ㉂付費 

首5㈰ 

每㈰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首5㈰ 

每㈰ $6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分娩及所㈲住院服務（專業服務）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4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門診服務    

化驗 / X光 $10 ㉂付費 $10 ㉂付費 $10 ㉂付費 $25 ㉂付費 
$50 ㉂付費（化驗）/ 
$95 ㉂付費（X 光） 

$20 ㉂付費（化驗）/ 

$30 ㉂付費（X 光） 

$35 ㉂付費（化驗）/ 

$55 ㉂付費（X 光） 

$55 ㉂付費（化驗）/ 

$90 ㉂付費（X 光） 

$40 ㉂付費（化驗）/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X 光）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造影（CT / PET掃描，MRI 磁力 
共振） 

$150 ㉂付費 $150 ㉂付費 $150 ㉂付費 $250 ㉂付費 $285 ㉂付費 $1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手術 - 設施費用（如流動手術㆗心） 

$100 ㉂付費 
東華㊩院 / 

$30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100 ㉂付費 
東華㊩院 / 

$30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150 ㉂付費 
東華㊩院 / 

$4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扣除額達到後） 
$250 ㉂付費 
東華㊩院 / 

$7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扣除額達到後） 
$300 ㉂付費 
東華㊩院 / 

$7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1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5%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生 / 外科手術費用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25 ㉂付費 $35 ㉂付費 3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2023年度公司團體計劃保障一覽表

註釋： （1) 精算價目表顯示計劃回報利益的相對價值。

（2)医醫療 / 處方藥物的分擔費適用於年度扣除額。

（3）此計劃開始支付您所接受之保障服務前，您須支付所(有)費用(至)扣除額為止。除非該服務不適用於扣除額。參考您的保單或保險計劃，以了解扣除額

     何時重新計算(通常是 1 (月) 1 (日)，但(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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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索取各個計劃完整的保障說明，請致電 1-888-371-3060 索取資料，

或瀏覽: www.cchphealthplan.com

 

㊟釋﹕﹕ (1) 精算價目表顯示計劃回報利益的相對價值。 

(2) ㊩療 / 處方藥物的分擔費㊜用於年度扣除額。 

(3) 此計劃開始支付您所接受之保障服務前，您須支付所㈲費用㉃扣除額為止。除非該服務不㊜用於扣除額。參考您的保單或保險計劃，以了解扣除額何時重新計算（通常是 1 ㈪ 1 ㈰，但㈲例外）。 10.26.2022 

公司團體計劃 | 2023 計劃保障㆒覽表 
欲索取各個計劃完整的保障說明，請致電 1-877-224-7918  索取㈾料，或瀏覽: www.cchphealthplan.com/employer-member 

 

 
 
 

計劃㈴稱 Ruby 10 Platinum 
HMO 

Ruby 20 Platinum 
HMO 

Ruby 40 Platinum 
HMO Opal 25 HMO Opal 50 HMO Platinum 90 HMO Gold 80 HMO Silver 70 HMO Bronze 60 HMO Bronze 60 HDHP 

HMO 
㈮屬等級 / 精算保障值 %(1) 鉑 Platinum / 91.96% 鉑 Platinum / 91.07% 鉑 Platinum / 88.55% ㈮ Gold / 81.98% 銀 Silver / 71.90% 鉑 Platinum / 88.80% ㈮ Gold / 80.50% 銀 Silver / 71.46% 銅 Bronze / 63.92% 銅 Bronze / 64.60% 
承保㊠目   

年度扣除額 $0 $0 $0 
個㆟ $2,100/ 

家庭 $4,200 (3) 

個㆟ $3,800 /  

家庭 $7,600 (3)  
$0 

個㆟ $250 / 

家庭 $500  

個㆟ $2,500 / 

家庭 $5,000 (3) 

個㆟ $6,300 /  

家庭 $12,600 (3) 

個㆟ $7,000 /  

家庭 $14,000  

結合㊩療 / 處方藥物  

㉂付費限額 
個㆟ $2,600 /  

家庭 $5,200 

個㆟ $2,500 /  

家庭 $5,000 

個㆟ $3,000 / 

家庭 $6,000 

個㆟ $5,800 / 

家庭 $11,600 

個㆟ $9,100 / 

家庭 $18,200 

個㆟ $4,500 / 

家庭 $9,000 

個㆟ $7,800/ 

家庭 $15,600 

個㆟ $8,750/ 

家庭 $17,500 

個㆟ $8,200/ 

家庭$16,400 

個㆟ $7,000/  

家庭 $14,000 

終身累積保障限額  無限額 無限額 

專業服務  會員分擔費用 會員分擔費用 

預防性護理 / 檢查 / 防疫㊟射 $0 ㉂付費 $0 ㉂付費 

主診㊩生治療受傷或疾病 $10 ㉂付費 $20 ㉂付費 $40 ㉂付費 $30 ㉂付費 $50 ㉂付費 $20 ㉂付費 $35 ㉂付費 $55 ㉂付費 

$65 ㉂付費（扣除額㊜

用於首3次非預防性檢

查後之門診）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專科㊩生門診 $20 ㉂付費 $20 ㉂付費 $40 ㉂付費 $30 ㉂付費 $95 ㉂付費 $30 ㉂付費  $55 ㉂付費 $90 ㉂付費 

$95 ㉂付費（扣除額㊜

用於首3次非預防性檢

查後之門診）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產科護理 - 孕前 / 產前 / 產後護理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分娩及所㈲住院服務（㊩院服務) 
首5㈰ 

每㈰ $150 ㉂付費 

首5㈰ 

每㈰ $150 ㉂付費 

首5㈰ 

每㈰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首5㈰ 

每㈰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首5㈰ 

每㈰ $250 ㉂付費 

首5㈰ 

每㈰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首5㈰ 

每㈰ $6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分娩及所㈲住院服務（專業服務）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4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門診服務    

化驗 / X光 $10 ㉂付費 $10 ㉂付費 $10 ㉂付費 $25 ㉂付費 
$50 ㉂付費（化驗）/ 
$95 ㉂付費（X 光） 

$20 ㉂付費（化驗）/ 

$30 ㉂付費（X 光） 

$35 ㉂付費（化驗）/ 

$55 ㉂付費（X 光） 

$55 ㉂付費（化驗）/ 

$90 ㉂付費（X 光） 

$40 ㉂付費（化驗）/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X 光）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造影（CT / PET掃描，MRI 磁力 
共振） 

$150 ㉂付費 $150 ㉂付費 $150 ㉂付費 $250 ㉂付費 $285 ㉂付費 $1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手術 - 設施費用（如流動手術㆗心） 

$100 ㉂付費 
東華㊩院 / 

$30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100 ㉂付費 
東華㊩院 / 

$30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150 ㉂付費 
東華㊩院 / 

$4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扣除額達到後） 
$250 ㉂付費 
東華㊩院 / 

$7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扣除額達到後） 
$300 ㉂付費 
東華㊩院 / 

$7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1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5%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生 / 外科手術費用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25 ㉂付費 $35 ㉂付費 3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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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稱 Ruby 10 Platinum 
HMO 

Ruby 20  
 Platinum HMO 

Ruby 40 Platinum 
HMO Opal 25 HMO Opal 50 HMO  Platinum 90 HMO Gold 80 HMO Silver 70 HMO Bronze 60 HMO Bronze 60 

HDHP HMO  
㊩院服務  會員分擔費用 會員分擔費用 

設施費用（如病房） 

首 5 ㈰ 
每㈰ $1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4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首 5 ㈰ 
每㈰ $1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4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首 5 ㈰ 
每㈰ $2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7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扣除額達到後） 
首 5 ㈰ 

每㈰ $2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7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扣除額達到後）
首 5 ㈰ 

每㈰ $2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7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首5㈰ 

每㈰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首5㈰ 

每㈰ $6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生 / 外科㊩生費用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4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急症保障    

急症室服務 $200 ㉂付費 $200 ㉂付費 $2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00 ㉂付費 
$1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專科服務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急診護理㆗心 $10 ㉂付費 $20 ㉂付費 $40 ㉂付費 $25 ㉂付費 $50 ㉂付費 $20 ㉂付費 $35 ㉂付費 $55 ㉂付費 

$65 ㉂付費（扣除額㊜用

於首3次非預防性檢查後

之門診）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處方藥物保障    

年度處方藥物扣除額 $0 $0 $0 
個㆟ $250 / 

家庭 $500 

個㆟ $700/ 

家庭 $1,400 (3) 
$0 $0 

個㆟ $300 / 

家庭 $600  

個㆟ $500 / 

家庭 $1,000 

個㆟ $7,000 / 

 家庭 $14,000  

結合㊩療 / 處方藥物  

1級: 非商標藥物 

(30 ㈰藥物供應) 
$5 ㉂付費 $5 ㉂付費 $5 ㉂付費 $1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0 ㉂付費 
$5 ㉂付費 $ 15 ㉂付費 $19㉂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18 ㉂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2級: 首選商標藥物 

(30 ㈰藥物供應) 
$15 ㉂付費 $15 ㉂付費 $15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3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80 ㉂付費 
$20 ㉂付費 $40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85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須支付40% 

共付費，最高 $500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3級: 非首選商標藥物 

(30 ㈰藥物供應) 
$25 ㉂付費 $25 ㉂付費 $25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6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95 ㉂付費 
$30 ㉂付費 $70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110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須支付40% 

共付費，最高 $500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4級: (㈵)殊藥物 

(30 ㈰藥物供應) 

每處方藥物  

10% 共付費 

最高 $250 

每處方藥物  

10% 共付費 

最高 $250 

每處方藥物  

10% 共付費 

最高 $250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  

20% 共付費 

最高 $250 

（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  

20% 共付費 

最高 $250 

每處方藥物  

10% 共付費 

最高 $250 

每處方藥物  

20% 共付費 

最高 $250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  

30% 共付費 

最高 $250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須支付40% 

共付費，最高 $500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兒童眼科及牙科 

（已包括在計劃內） 
  

兒童眼科（0 - 18 歲）   
眼科檢查（每年度1次） $0 ㉂付費 $0 ㉂付費 

眼鏡（鏡框）（每年度1副） $0 ㉂付費 $0 ㉂付費 

眼鏡（鏡片）（每年度1副） 

（可選隱形眼鏡以取㈹鏡片） 

單片 / 雙聚焦 / ㆔聚焦 / 透視鏡 

無分擔費用 
單片 / 雙聚焦 / ㆔聚焦 / 透視鏡 

無分擔費用 

眼鏡（隱形眼鏡） $0 ㉂付費 $0 ㉂付費 

兒童牙科（0 - 18 歲） 已包括在計劃內。請參閱保障說明書兒童牙科保健概要。 已包括在計劃內。請參閱保障說明書兒童牙科保健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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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稱 Ruby 10 Platinum 
HMO 

Ruby 20 
 Platinum HMO 

Ruby 40 Platinum 
HMO Opal 25 HMO Opal 50 HMO Platinum 90 HMO Gold 80 HMO Silver 70 HMO Bronze 60 HMO Bronze 60 

HDHP HMO 
㊩院服務  會員分擔費用 會員分擔費用 

設施費用（如病房） 

首 5 ㈰ 
每㈰ $1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4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首 5 ㈰ 
每㈰ $1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4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首 5 ㈰ 
每㈰ $2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7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扣除額達到後） 
首 5 ㈰ 

每㈰ $2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7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扣除額達到後）
首 5 ㈰ 

每㈰ $2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7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首5㈰ 

每㈰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首5㈰ 

每㈰ $6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生 / 外科㊩生費用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3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急症保障  

急症室服務 $200 ㉂付費 $200 ㉂付費 $2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00 ㉂付費 
$1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專科服務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急診護理㆗心 $10 ㉂付費 $20 ㉂付費 $40 ㉂付費 $25 ㉂付費 $50 ㉂付費 $20 ㉂付費 $35 ㉂付費 $55 ㉂付費 

$65 ㉂付費（扣除額㊜用

於首3次非預防性檢查後

之門診）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處方藥物保障  

年度處方藥物扣除額 $0 $0 $0 
個㆟ $250 / 

家庭 $500 

個㆟ $300/ 

家庭 $600 (3) 
$0 $0 

個㆟ $300 / 

家庭 $600  

個㆟ $500 / 

家庭 $1,000 

個㆟ $7,000 / 

 家庭 $14,000  

結合㊩療 / 處方藥物  

1級: 非商標藥物 

(30 ㈰藥物供應) 
$5 ㉂付費 $5 ㉂付費 $5 ㉂付費 $1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15 ㉂付費 
$5 ㉂付費 $ 15  ㉂付費 $17㉂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18 ㉂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2級: 首選商標藥物 

(30 ㈰藥物供應) 
$15 ㉂付費 $15 ㉂付費 $15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3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50 ㉂付費 
$15 ㉂付費 $40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80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須支付40% 

共付費，最高 $500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3級: 非首選商標藥物 

(30 ㈰藥物供應) 
$25 ㉂付費 $25 ㉂付費 $25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6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70 ㉂付費 
$30 ㉂付費 $70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110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須支付40% 

共付費，最高 $500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4級: (㈵)殊藥物 

(30 ㈰藥物供應) 

每處方藥物 

10% 共付費 

最高 $250 

每處方藥物 

10% 共付費 

最高 $250 

每處方藥物 

10% 共付費 

最高 $250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  

20% 共付費 

最高 $250 

（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  

20% 共付費 

最高 $250 

每處方藥物 

10% 共付費 

最高 $250 

每處方藥物 

20% 共付費 

最高 $250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  

30% 共付費 

最高 $250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須支付40% 

共付費，最高 $500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兒童眼科及牙科 

（已包括在計劃內） 

兒童眼科（0 - 18 歲） 

眼科檢查（每年度1次） $0 ㉂付費 $0 ㉂付費 

眼鏡（鏡框）（每年度1副） $0 ㉂付費 $0 ㉂付費 

眼鏡（鏡片）（每年度1副） 

（可選隱形眼鏡以取㈹鏡片） 

單片 / 雙聚焦 / ㆔聚焦 / 透視鏡 

無分擔費用 
單片 / 雙聚焦 / ㆔聚焦 / 透視鏡 

無分擔費用 

眼鏡（隱形眼鏡） $0 ㉂付費 $0 ㉂付費 

兒童牙科（0 - 18 歲） 已包括在計劃內。請參閱保障說明書兒童牙科保健概要。 已包括在計劃內。請參閱保障說明書兒童牙科保健概要。 

7

欲索取各個計劃完整的保障說明，請致電 1-888-371-3060 索取資料，

或瀏覽: www.cchphealthpl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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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稱 Ruby 10 Platinum 
HMO 

Ruby 20 
 Platinum HMO 

Ruby 40 Platinum 
HMO Opal 25 HMO Opal 50 HMO Platinum 90 HMO Gold 80 HMO Silver 70 HMO Bronze 60 HMO Bronze 60 

HDHP HMO 
㊩院服務  會員分擔費用 會員分擔費用 

設施費用（如病房） 

首 5 ㈰ 
每㈰ $1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4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首 5 ㈰ 
每㈰ $1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4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首 5 ㈰ 
每㈰ $2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7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扣除額達到後） 
首 5 ㈰ 

每㈰ $2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7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扣除額達到後）
首 5 ㈰ 

每㈰ $2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7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首5㈰ 

每㈰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首5㈰ 

每㈰ $6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生 / 外科㊩生費用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3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急症保障  

急症室服務 $200 ㉂付費 $200 ㉂付費 $2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00 ㉂付費 
$1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專科服務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急診護理㆗心 $10 ㉂付費 $20 ㉂付費 $40 ㉂付費 $25 ㉂付費 $50 ㉂付費 $20 ㉂付費 $35 ㉂付費 $55 ㉂付費 

$65 ㉂付費（扣除額㊜用

於首3次非預防性檢查後

之門診）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處方藥物保障  

年度處方藥物扣除額 $0 $0 $0 
個㆟ $250 / 

家庭 $500 

個㆟ $300/ 

家庭 $600 (3) 
$0 $0 

個㆟ $300 / 

家庭 $600  

個㆟ $500 / 

家庭 $1,000 

個㆟ $7,000 / 

 家庭 $14,000  

結合㊩療 / 處方藥物  

1級: 非商標藥物 

(30 ㈰藥物供應) 
$5 ㉂付費 $5 ㉂付費 $5 ㉂付費 $1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15 ㉂付費 
$5 ㉂付費 $ 15  ㉂付費 $17㉂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18 ㉂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2級: 首選商標藥物 

(30 ㈰藥物供應) 
$15 ㉂付費 $15 ㉂付費 $15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3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50 ㉂付費 
$15 ㉂付費 $40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80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須支付40% 

共付費，最高 $500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3級: 非首選商標藥物 

(30 ㈰藥物供應) 
$25 ㉂付費 $25 ㉂付費 $25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6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70 ㉂付費 
$30 ㉂付費 $70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110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須支付40% 

共付費，最高 $500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4級: (㈵)殊藥物 

(30 ㈰藥物供應) 

每處方藥物 

10% 共付費 

最高 $250 

每處方藥物 

10% 共付費 

最高 $250 

每處方藥物 

10% 共付費 

最高 $250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  

20% 共付費 

最高 $250 

（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  

20% 共付費 

最高 $250 

每處方藥物 

10% 共付費 

最高 $250 

每處方藥物 

20% 共付費 

最高 $250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  

30% 共付費 

最高 $250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須支付40% 

共付費，最高 $500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兒童眼科及牙科 

（已包括在計劃內） 

兒童眼科（0 - 18 歲） 

眼科檢查（每年度1次） $0 ㉂付費 $0 ㉂付費 

眼鏡（鏡框）（每年度1副） $0 ㉂付費 $0 ㉂付費 

眼鏡（鏡片）（每年度1副） 

（可選隱形眼鏡以取㈹鏡片） 

單片 / 雙聚焦 / ㆔聚焦 / 透視鏡 

無分擔費用 
單片 / 雙聚焦 / ㆔聚焦 / 透視鏡 

無分擔費用 

眼鏡（隱形眼鏡） $0 ㉂付費 $0 ㉂付費 

兒童牙科（0 - 18 歲） 已包括在計劃內。請參閱保障說明書兒童牙科保健概要。 已包括在計劃內。請參閱保障說明書兒童牙科保健概要。 

 

如何聯絡我們，華㆟保健計劃營業部  |  1-877-224-7918  |  sales@cchphealthplan.com  |  445 Grant Avenue, Suite 700  |  San Francisco, CA 94108 

 

計劃㈴稱 Ruby 10 Platinum 
HMO 

Ruby 20  
 Platinum HMO 

Ruby 40 Platinum 
HMO Opal 25 HMO Opal 50 HMO  Platinum 90 HMO Gold 80 HMO Silver 70 HMO Bronze 60 HMO Bronze 60 

HDHP HMO  
㊩院服務  會員分擔費用 會員分擔費用 

設施費用（如病房） 

首 5 ㈰ 
每㈰ $1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4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首 5 ㈰ 
每㈰ $1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4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首 5 ㈰ 
每㈰ $2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7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扣除額達到後） 
首 5 ㈰ 

每㈰ $2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7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扣除額達到後）
首 5 ㈰ 

每㈰ $250 ㉂付費
東華㊩院 / 

每㈰ $750 ㉂付費
其它合約㊩院 

首5㈰ 

每㈰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首5㈰ 

每㈰ $6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生 / 外科㊩生費用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4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急症保障    

急症室服務 $200 ㉂付費 $200 ㉂付費 $20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00 ㉂付費 
$1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25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0% 共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40% 共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專科服務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0 ㉂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急診護理㆗心 $10 ㉂付費 $20 ㉂付費 $40 ㉂付費 $25 ㉂付費 $50 ㉂付費 $20 ㉂付費 $35 ㉂付費 $55 ㉂付費 

$65 ㉂付費（扣除額㊜用

於首3次非預防性檢查後

之門診）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處方藥物保障    

年度處方藥物扣除額 $0 $0 $0 
個㆟ $250 / 

家庭 $500 

個㆟ $700/ 

家庭 $1,400 (3) 
$0 $0 

個㆟ $300 / 

家庭 $600  

個㆟ $500 / 

家庭 $1,000 

個㆟ $7,000 / 

 家庭 $14,000  

結合㊩療 / 處方藥物  

1級: 非商標藥物 

(30 ㈰藥物供應) 
$5 ㉂付費 $5 ㉂付費 $5 ㉂付費 $1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30 ㉂付費 
$5 ㉂付費 $ 15 ㉂付費 $19㉂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18 ㉂付費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2級: 首選商標藥物 

(30 ㈰藥物供應) 
$15 ㉂付費 $15 ㉂付費 $15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3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80 ㉂付費 
$20 ㉂付費 $40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85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須支付40% 

共付費，最高 $500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3級: 非首選商標藥物 

(30 ㈰藥物供應) 
$25 ㉂付費 $25 ㉂付費 $25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60 ㉂付費 

（扣除額達到後）

$95 ㉂付費 
$30 ㉂付費 $70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110 ㉂付費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須支付40% 

共付費，最高 $500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4級: (㈵)殊藥物 

(30 ㈰藥物供應) 

每處方藥物  

10% 共付費 

最高 $250 

每處方藥物  

10% 共付費 

最高 $250 

每處方藥物  

10% 共付費 

最高 $250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  

20% 共付費 

最高 $250 

（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  

20% 共付費 

最高 $250 

每處方藥物  

10% 共付費 

最高 $250 

每處方藥物  

20% 共付費 

最高 $250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  

30% 共付費 

最高 $250 

（藥物扣除額達到後）
每處方藥物須支付40% 

共付費，最高 $500 

支付全額直㉃達到 

㉂付費限額 

兒童眼科及牙科 

（已包括在計劃內） 
  

兒童眼科（0 - 18 歲）   
眼科檢查（每年度1次） $0 ㉂付費 $0 ㉂付費 

眼鏡（鏡框）（每年度1副） $0 ㉂付費 $0 ㉂付費 

眼鏡（鏡片）（每年度1副） 

（可選隱形眼鏡以取㈹鏡片） 

單片 / 雙聚焦 / ㆔聚焦 / 透視鏡 

無分擔費用 
單片 / 雙聚焦 / ㆔聚焦 / 透視鏡 

無分擔費用 

眼鏡（隱形眼鏡） $0 ㉂付費 $0 ㉂付費 

兒童牙科（0 - 18 歲） 已包括在計劃內。請參閱保障說明書兒童牙科保健概要。 已包括在計劃內。請參閱保障說明書兒童牙科保健概要。 

欲索取各個計劃完整的保障說明，請致電 1-888-371-3060 索取資料，

或瀏覽: www.cchphealthplan.com



Employer Group Plans | 公司團體計劃 
2023 Monthly Rates | San Francisco County | ㆔藩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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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ach family member will be charged the premium for their age and rating region for their household. 
Only the first three of the oldest children under 21 in the family are charged; additional enrolled children will have no premium rate. 
All dependents age 15 and older are charged premiums based on their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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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y 10 HMO 
Platinum 

Ruby 20 HMO 
Platinum 

Ruby 40 HMO 
Platinum 

Opal 25 HMO 
Gold 

Opal 50 HMO 
 Silver 

AGE /��年年齡齡 RATE / ㈪㈪費費 RATE / ㈪㈪費費 RATE / ㈪㈪費費 RATE / ㈪㈪費費 RATE / ㈪㈪費費 

0-14 $388.90 $381.39 $359.80 $312.62 $281.64 
15 $423.47 $415.29 $391.78 $340.41 $306.68 
16 $436.69 $428.25 $404.01 $351.04 $316.25 
17 $449.90 $441.22 $416.24 $361.66 $325.82 
18 $464.14 $455.18 $429.41 $373.10 $336.13 
19 $478.37 $469.13 $442.57 $384.55 $346.44 
20 $493.12 $483.59 $456.21 $396.40 $357.11 
21 $508.37 $498.55 $470.32 $408.66 $368.16 
22 $508.37 $498.55 $470.32 $408.66 $368.16 
23 $508.37 $498.55 $470.32 $408.66 $368.16 
24 $508.37 $498.55 $470.32 $408.66 $368.16 
25 $510.40 $500.54 $472.20 $410.29 $369.63 
26 $520.57 $510.51 $481.61 $418.46 $376.99 
27 $532.77 $522.48 $492.90 $428.27 $385.83 
28 $552.59 $541.92 $511.24 $444.21 $400.19 
29 $568.86 $557.88 $526.29 $457.29 $411.97 
30 $577.00 $565.85 $533.82 $463.83 $417.86 
31 $589.20 $577.82 $545.10 $473.63 $426.70 
32 $601.40 $589.78 $556.39 $483.44 $435.53 
33 $609.02 $597.26 $563.45 $489.57 $441.05 
34 $617.16 $605.24 $570.97 $496.11 $446.95 
35 $621.22 $609.23 $574.74 $499.38 $449.89 
36 $625.29 $613.22 $578.50 $502.65 $452.84 
37 $629.36 $617.20 $582.26 $505.92 $455.78 
38 $633.42 $621.19 $586.02 $509.19 $458.73 
39 $641.56 $629.17 $593.55 $515.72 $464.62 
40 $649.69 $637.15 $601.07 $522.26 $470.51 
41 $661.89 $649.11 $612.36 $532.07 $479.34 
42 $673.59 $660.58 $623.18 $541.47 $487.81 
43 $689.85 $676.53 $638.23 $554.55 $499.59 
44 $710.19 $696.47 $657.04 $570.89 $514.32 
45 $734.08 $719.90 $679.15 $590.10 $531.62 
46 $762.55 $747.82 $705.48 $612.98 $552.24 
47 $794.58 $779.23 $735.12 $638.73 $575.43 
48 $831.18 $815.13 $768.98 $668.15 $601.94 
49 $867.27 $850.52 $802.37 $697.17 $628.08 
50 $907.94 $890.41 $840.00 $729.86 $657.53 
51 $948.10 $929.79 $877.15 $762.14 $686.62 
52 $992.33 $973.17 $918.07 $797.70 $718.65 
53 $1037.07 $1017.04 $959.46 $833.66 $751.04 
54 $1085.36 $1064.40 $1004.14 $872.48 $786.02 
55 $1133.66 $1111.76 $1048.82 $911.30 $820.99 
56 $1186.02 $1163.11 $1097.26 $953.40 $858.92 
57 $1238.89 $1214.96 $1146.18 $995.90 $897.20 
58 $1295.32 $1270.30 $1198.38 $1041.26 $938.07 
59 $1323.28 $1297.72 $1224.25 $1063.73 $958.32 
60 $1379.71 $1353.06 $1276.46 $1109.09 $999.18 
61 $1428.51 $1400.92 $1321.61 $1148.33 $1034.53 
62 $1460.54 $1432.33 $1351.24 $1174.07 $1057.72 
63 $1500.70 $1471.72 $1388.39 $1206.35 $1086.81 

64+ $1525.09 $1495.64 $1410.96 $1225.96 $1104.4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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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Monthly Rates | San Francisco County | ㆔藩市縣 
January 1 - December 31, 2023 | 只㊜用於 1/1/2023 – 12/31/2023 

• 
• 
• 

Each family member will be charged the premium for their age and rating region for their household. 
Only the first three of the oldest children under 21 in the family are charged; additional enrolled children will have no premium rate. 
All dependents age 15 and older are charged premiums based on their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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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inum 90 HMO Gold 80 HMO Silver 70 HMO Bronze 60 HMO  Bronze 60 HDHP 

AGE /��年年齡齡 RATE / ㈪㈪費費 RATE / ㈪㈪費費 RATE / ㈪㈪費費 RATE / ㈪㈪費費 RATE / ㈪㈪費費 
0-14 $376.23 348.77 $289.39 $232.12 $231.42 
15 $409.67 379.77 $315.11 $252.75 $251.99 
16 $422.46 391.62 $324.95 $260.64 $259.85 
17 $435.24 403.47 $334.78 $268.53 $267.72 
18 $449.01 416.24 $345.37 $277.03 $276.19 
19 $462.78 429.01 $355.96 $285.52 $284.66 
20 $477.05 442.23 $366.93 $294.32 $293.43 
21 $491.80 455.90 $378.28 $303.42 $302.50 
22 $491.80 455.90 $378.28 $303.42 $302.50 
23 $491.80 455.90 $378.28 $303.42 $302.50 
24 $491.80 455.90 $378.28 $303.42 $302.50 
25 $493.77 457.73 $379.80 $304.64 $303.71 
26 $503.60 466.85 $387.36 $310.71 $309.76 
27 $515.41 477.79 $396.44 $317.99 $317.02 
28 $534.59 495.57 $411.19 $329.82 $328.82 
29 $550.32 510.16 $423.30 $339.53 $338.50 
30 $558.19 517.45 $429.35 $344.39 $343.34 
31 $570.00 528.39 $438.43 $351.67 $350.60 
32 $581.80 539.33 $447.51 $358.95 $357.86 
33 $589.18 546.17 $453.18 $363.50 $362.40 
34 $597.04 $553.47 $459.24 $368.36 $367.24 
35 $600.98 $557.11 $462.26 $370.78 $369.66 
36 $604.91 $560.76 $465.29 $373.21 $372.08 
37 $608.85 $564.41 $468.31 $375.64 $374.50 
38 $612.78 $568.06 $471.34 $378.07 $376.92 
39 $620.65 $575.35 $477.39 $382.92 $381.76 
40 $628.52 $582.64 $483.45 $387.78 $386.60 
41 $640.32 $593.59 $492.53 $395.06 $393.86 
42 $651.63 $604.07 $501.23 $402.04 $400.82 
43 $667.37 $618.66 $513.33 $411.75 $410.50 
44 $687.04 $636.90 $528.46 $423.88 $422.60 
45 $710.16 $658.32 $546.24 $438.14 $436.82 
46 $737.70 $683.86 $567.43 $455.14 $453.76 
47 $768.68 $712.58 $591.26 $474.25 $472.81 
48 $804.09 $745.40 $618.49 $496.10 $494.59 
49 $839.01 $777.77 $645.35 $517.64 $516.07 
50 $878.35 $814.24 $675.61 $541.92 $540.27 
51 $917.21 $850.26 $705.50 $565.89 $564.17 
52 $959.99 $889.92 $738.41 $592.28 $590.49 
53 $1003.27 $930.04 $771.70 $618.99 $617.11 
54 $1049.99 $973.35 $807.64 $647.81 $645.85 
55 $1096.71 $1016.67 $843.57 $676.64 $674.58 
56 $1147.37 $1063.62 $882.54 $707.89 $705.74 
57 $1198.51 $1111.04 $921.88 $739.45 $737.20 
58 $1253.10 $1161.64 $963.87 $773.13 $770.78 
59 $1280.15 $1186.72 $984.67 $789.81 $787.42 
60 $1334.74 $1237.32 $1026.66 $823.49 $821.00 
61 $1381.96 $1281.09 $1062.98 $852.62 $850.04 
62 $1412.94 $1309.81 $1086.81 $871.74 $869.09 
63 $1451.79 $1345.83 $1116.69 $895.71 $892.99 

64+ $1475.39 $1367.70 $1134.84 $910.26 $9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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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r Group Plans | 公司團體計劃 
2023 Monthly Rates | San Mateo County | 聖馬刁縣
January 1 - December 31, 2023 | 只㊜用於 1/1/2023 – 12/31/2023 

• 
• 
• 

Each family member will be charged the premium for their age and rating region for their household. 
Only the first three of the oldest children under 21 in the family are charged; additional enrolled children will have no premium rate. 
All dependents age 15 and older are charged premiums based on their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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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9.22_V12 

Ruby 10 HMO 
Platinum 

Ruby 20 HMO 
Platinum 

Ruby 40 HMO 
Platinum 

Opal 25 HMO 
Gold 

Opal 50 HMO 
 Silver 

AGE /��年年齡齡 RATE / ㈪㈪費費 RATE / ㈪㈪費費 RATE / ㈪㈪費費 RATE / ㈪㈪費費 RATE / ㈪㈪費費 

0-14 $420.02 $411.91 $388.59 $337.64 $304.18 
15 $457.35 $448.52 $423.13 $367.65 $331.22 
16 $471.63 $462.52 $436.33 $379.12 $341.55 
17 $485.90 $476.52 $449.54 $390.60 $351.89 
18 $501.28 $491.60 $463.76 $402.96 $363.03 
19 $516.65 $506.67 $477.99 $415.32 $374.16 
20 $532.57 $522.29 $492.72 $428.12 $385.69 
21 $549.04 $538.44 $507.96 $441.36 $397.62 
22 $549.04 $538.44 $507.96 $441.36 $397.62 
23 $549.04 $538.44 $507.96 $441.36 $397.62 
24 $549.04 $538.44 $507.96 $441.36 $397.62 
25 $551.24 $540.59 $509.99 $443.12 $399.21 
26 $562.22 $551.36 $520.15 $451.95 $407.16 
27 $575.40 $564.29 $532.34 $462.54 $416.70 
28 $596.81 $585.29 $552.15 $479.75 $432.21 
29 $614.38 $602.52 $568.40 $493.88 $444.93 
30 $623.16 $611.13 $576.53 $500.94 $451.30 
31 $636.34 $624.05 $588.72 $511.53 $460.84 
32 $649.52 $636.98 $600.91 $522.12 $470.38 
33 $657.75 $645.05 $608.53 $528.74 $476.35 
34 $666.54 $653.67 $616.66 $535.81 $482.71 
35 $670.93 $657.97 $620.72 $539.34 $485.89 
36 $675.32 $662.28 $624.79 $542.87 $489.07 
37 $679.72 $666.59 $628.85 $546.40 $492.25 
38 $684.11 $670.90 $632.91 $549.93 $495.43 
39 $692.89 $679.51 $641.04 $556.99 $501.79 
40 $701.68 $688.13 $649.17 $564.05 $508.16 
41 $714.86 $701.05 $661.36 $574.65 $517.70 
42 $727.48 $713.43 $673.04 $584.80 $526.84 
43 $745.05 $730.66 $689.30 $598.92 $539.57 
44 $767.01 $752.20 $709.62 $616.57 $555.47 
45 $792.82 $777.51 $733.49 $637.32 $574.16 
46 $823.57 $807.66 $761.94 $662.03 $596.43 
47 $858.16 $841.58 $793.94 $689.84 $621.48 
48 $897.69 $880.35 $830.51 $721.62 $650.11 
49 $936.67 $918.58 $866.57 $752.95 $678.34 
50 $980.59 $961.66 $907.21 $788.26 $710.15 
51 $1023.97 $1004.19 $947.34 $823.13 $741.56 
52 $1071.73 $1051.04 $991.53 $861.53 $776.15 
53 $1120.05 $1098.42 $1036.23 $900.37 $811.14 
54 $1172.21 $1149.57 $1084.49 $942.29 $848.91 
55 $1224.37 $1200.72 $1132.74 $984.22 $886.69 
56 $1280.92 $1256.18 $1185.06 $1029.68 $927.64 
57 $1338.02 $1312.18 $1237.89 $1075.58 $968.99 
58 $1398.96 $1371.95 $1294.27 $1124.57 $1013.13 
59 $1429.16 $1401.56 $1322.21 $1148.85 $1035.00 
60 $1490.11 $1461.33 $1378.59 $1197.84 $1079.13 
61 $1542.81 $1513.02 $1427.36 $1240.21 $1117.31 
62 $1577.40 $1546.94 $1459.36 $1268.02 $1142.36 
63 $1620.78 $1589.48 $1499.49 $1302.88 $1173.77 

64+ $1647.12 $1615.31 $1523.86 $1324.06 $119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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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Monthly Rates | San Mateo County | 聖馬刁縣
January 1 - December 31, 2023 | 只㊜用於 1/1/2023 – 12/31/2023 

• 
• 
• 

Each family member will be charged the premium for their age and rating region for their household. 
Only the first three of the oldest children under 21 in the family are charged; additional enrolled children will have no premium rate. 
All dependents age 15 and older are charged premiums based on their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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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inum 90 HMO Gold 80 HMO Silver 70 HMO Bronze 60 HMO  Bronze 60 HDHP 

AGE /��年年齡齡 RATE / ㈪㈪費費 RATE / ㈪㈪費費 RATE / ㈪㈪費費 RATE / ㈪㈪費費 RATE / ㈪㈪費費 
0-14 $406.33 $376.67 $312.54 $250.69 $249.93 
15 $442.45 $410.16 $340.32 $272.98 $272.15 
16 $456.26 $422.96 $350.95 $281.50 $280.64 
17 $470.07 $435.76 $361.57 $290.02 $289.14 
18 $484.94 $449.55 $373.01 $299.19 $298.29 
19 $499.81 $463.33 $384.45 $308.37 $307.43 
20 $515.22 $477.61 $396.30 $317.87 $316.91 
21 $531.15 $492.38 $408.55 $327.70 $326.71 
22 $531.15 $492.38 $408.55 $327.70 $326.71 
23 $531.15 $492.38 $408.55 $327.70 $326.71 
24 $531.15 $492.38 $408.55 $327.70 $326.71 
25 $533.28 $494.35 $410.19 $329.01 $328.02 
26 $543.90 $504.20 $418.36 $335.57 $334.55 
27 $556.65 $516.02 $428.16 $343.43 $342.39 
28 $577.36 $535.22 $444.10 $356.21 $355.13 
29 $594.36 $550.98 $457.17 $366.70 $365.59 
30 $602.86 $558.86 $463.71 $371.94 $370.82 
31 $615.60 $570.67 $473.51 $379.81 $378.66 
32 $628.35 $582.49 $483.32 $387.67 $386.50 
33 $636.32 $589.88 $489.45 $392.59 $391.40 
34 $644.82 $597.75 $495.98 $397.83 $396.63 
35 $649.07 $601.69 $499.25 $400.45 $399.24 
36 $653.32 $605.63 $502.52 $403.08 $401.85 
37 $657.57 $609.57 $505.79 $405.70 $404.47 
38 $661.81 $613.51 $509.06 $408.32 $407.08 
39 $670.31 $621.39 $515.59 $413.56 $412.31 
40 $678.81 $629.27 $522.13 $418.80 $417.53 
41 $691.56 $641.08 $531.94 $426.67 $425.38 
42 $703.78 $652.41 $541.33 $434.21 $432.89 
43 $720.77 $668.16 $554.41 $444.69 $443.34 
44 $742.02 $687.86 $570.75 $457.80 $456.41 
45 $766.98 $711.00 $589.95 $473.20 $471.77 
46 $796.73 $738.58 $612.83 $491.56 $490.06 
47 $830.19 $769.60 $638.57 $512.20 $510.65 
48 $868.43 $805.05 $667.98 $535.80 $534.17 
49 $906.14 $840.01 $696.99 $559.06 $557.37 
50 $948.64 $879.40 $729.67 $585.28 $583.50 
51 $990.60 $918.30 $761.95 $611.17 $609.31 
52 $1036.81 $961.13 $797.49 $639.68 $637.74 
53 $1083.55 $1004.46 $833.45 $668.51 $666.49 
54 $1134.01 $1051.24 $872.26 $699.65 $697.52 
55 $1184.47 $1098.02 $911.07 $730.78 $728.56 
56 $1239.18 $1148.73 $953.15 $764.53 $762.21 
57 $1294.42 $1199.94 $995.64 $798.61 $796.19 
58 $1353.37 $1254.59 $1040.99 $834.99 $832.46 
59 $1382.59 $1281.67 $1063.46 $853.01 $850.42 
60 $1441.54 $1336.33 $1108.81 $889.39 $886.69 
61 $1492.53 $1383.60 $1148.03 $920.85 $918.05 
62 $1526.00 $1414.62 $1173.77 $941.49 $938.64 
63 $1567.96 $1453.52 $1206.05 $967.38 $964.45 

64+ $1593.44 $1477.14 $1225.65 $983.10 $9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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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加入CCHP團體計劃？ 

請查閱及準備清單上所需的資料 >>>

• 保健講座，如婦產及嬰兒講座及健康飲食班

• 針灸服務

• 慢性疾病健康教育，如糖尿病管理及戒煙治療

• 緊急護理中心服務

• 護士諮詢專線24小時在線

• CCHP Balance會員醫護資料網站

• 會員服務中心，分別位於三藩市及帝利市；

歡迎您隨時光臨 

• 社區健康季刊

• 免費健身班，如瑜伽、氣功及太極拳班 

額外增值服務 為您、您的僱員及您的家人維持最佳的狀

態是我們的使命，Balance為會員提供不同

的方式來保持身心健康。此外，我們也希

望您的僱員能在最佳的狀態下投入工作。



Employer Group Plan 
Application Submission Checklist 

Page 1 of 2 

Thank you for choosing Balance by CCHP for your group coverage. This checklist will help 
you gather and submit all required documents to start coverage. All new group 
applications must provide information supporting its qualification for employer group 
coverage. A new group must demonstrate it has been in business for a minimum of six 
(6) weeks, with a least one (1) employee working an average of thirty (30) hours or more
per week. An employer with 1-100 full-time employees qualifies for Small Group plans and
groups with 100+ employees are considered large groups. A Small Group is eligible for
guaranteed issue and renewability when they meet and continue to satisfy the Small Group
definition under California state regulations.

Please use this checklist to include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when submitting the Master 
Group Application to ensure prompt processing.  

o A signed original Employer Master Group Application
o If a Broker is involved, please complete Section 10 of the Master Group Application.
o A copy (all pages) of the most recent state Quarterly Wage and Tax Report (DE9C).

¡ Please indicate each employee’s status on the DE9C using the following codes:
T Terminated (including 

termination date) 
E Eligible and enrolling 
W Eligible and waving coverage 
S Seasonal 

PT Part Time 
WP Waiting Period (include date of 

hire for those in waiting period) 
TEMP Temporary Employees

¡ For all employees that do not appear on the current DE9C, a copy of the most recent
payroll is required.

¡ Proof of Worker’s Compensation.
¡ If the group has not been in business long enough to have a DE9C, six weeks of payroll,

including withholdings, may be submitted.
o A copy of the current carrier’s most recent billing statement (all pages) if applicable.

Employees appearing on the current bill with a reported termination date of 90 days or 
greater will be required a COBRA application or waiver form to be completed as 
verification of their eligibility to continue or decline coverage.  

o Enrollment forms completed and signed by all eligible employee(s) enrolling / waiving
coverage.

o If Medicare is primary, a copy of each employee’s Medicare card is required to verify
enrollment in parts A and B. A copy of the Medicare card is also required to confirm
participation requirements.

o First month premium check made payable to CCHP.
Submit the completed forms with first month premium check:
Mail 
CCHP Sales Department 
445 Grant Avenue, Suite 700 

OR       Submit to your 
   Agent/Broker 

San Francisco, CA 94108 
Please call Sales Department at 1-888-371-3060 if you need assistance. 

Please Retain a Copy of the Application for Your Records 

Rev. 1/16/202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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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of of Ownership/Company Structure: 
Required for groups of any size. This documentation is used to verify that the prospective client is 
a legitimate, active Small Group eligible for coverage. The information is also used to verify that 
an owner, officer or partner is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for eligible for coverage. CCHP 
may conduct online searches to validate filings and other documentation. CCHP may decline a 
group for coverage if a search is not successful. 

o Sole Proprietorship:
¡ Most recent IRS Schedule C (Form 1040), or
¡ California Business License, or
¡ Fictitious Business Name Statement, if any

Partnership and Sole Proprietorship (Individual & Husband/Wife) 
Business must have a minimum of one (1) DE9C/employee on the payroll. 

o Partnerships where the only employees are the partners themselves do not 
qualify for small group coverage

o Partnerships where the only employees are the partners and/or the spouse of 
the partners do not qualify for small group coverage

o Sole proprietors where the only employee is the sole proprietor do not qualify 
for small group coverage

o Sole proprietors where the only employee(s) is the sole proprietor and/or its 
spouse do not qualify for small group coverage

o Partnership:
¡ IRS Schedule K-1 (Form 1065) for all enrolling partners, or
¡ Partnership Agreement signed by each partner plus a federal EIN assignment letter

o Corporation:
o S-Corps: IRS Schedule K-1 (Form1120S) for all enrolling owners/officers.
o C-Corps: IRS Form 1120 (pages 1 & 2) which includes “Schedule E”
o Statement of Information (Form LLC-12)

o LLC:
o LLC Agreement signed by all managers/members/parties or copies of appropriate tax

returns(follow the guidelines for an S-Corp, Partnership or Sole Proprietorship based on how
the LLC was formed), or

o Statement of Information (Form LLC-12)

New/Start-up Businesses 
New/Start-up Businesses typically may meet all the underwriting requirement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length of time they have been in business. CCHP will consider groups that have been in business 
for at least six (6) weeks, but retains the right to defer the group until the California Small Group 
requirements have been met. To obtain approval for a New/Start-up Business, the following may be 
required:  
§ Payroll records or applicable filings indicating the length of time the group has been in business.

These documents must span the twelve (12) weeks preceding the effective date and
demonstrate one or more eligible employees for the entire period. Payroll records must include
all pages for all pay periods and list the following:
o Company name;
o Type of Company (see above)
o Date of pay periods; and
o Employee names, wages paid, withholdings and grand totals

§ Individual payroll/pay stubs, estimated payroll, payroll summaries or handwritten journals are not
deemed acceptabl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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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團體申請表 

㈽業/團體營業部:  電話: 1-888-371-3060   I   傳真: 1-415-955-8819 

CCHP 可提供免費翻譯及以其它語言幫助您填㊢此申請表。此申請表連同保障說明書之同意書構成本計劃之合 約，申請㆟可
在提交申請表前索取保障說明書之同意書以了解計劃詳情。 

1. ㈽業㈾料
法定商業㈴稱: 經營時間: 商業種類 (詳細) : 生效㈰期: (㈪/㈰/年)

/ / 

主要聯絡㆟: 職位: 電話號碼: 電郵:

次要聯絡㆟： 職位: 電話號碼: 電郵: 

聯邦僱主號碼#: 政府僱主號碼#: 傳真: 發送㈾料到:

僱主  經紀㆟

商業固定㆞址（不接受郵政信箱）: 

帳單聯絡㆟： 職位: 電話號碼: 電郵: 

郵寄㆞址（如不同㆖述㆞址）: 

實體種類: ㈲限公司  獨㈾經營 S-公司  合夥           其他 (請解釋) 

2. 保障計劃選擇

㊩療保健計劃   Ruby10 HMO Platinum   Ruby20 HMO Platinum   Ruby40 HMO Platinum   Opal25 HMO Gold   Opal50 HMO Silver  

 Platinum90 HMO   Gold80 HMO          Silver70 HMO          Bronze60 HMO   Bronze60 HDHP HMO 

㉂選附加保障 (可用於全部Balance申請㆟)   Adult Vision (VSP)   Adult Dental (Delta)      其他 

CCHP 使用:

3. 僱主負擔的保額 4. 員工獲得福利的㈾格

僱員 (最少50%):  $  /   % 受擔養㆟:  $  /   % ㆘個㈪的第㆒㆝: 受僱㈰期  30 ㆝   60 ㆝ 

5. 員工㆟數 (雇主㈲責任收集拒絕承保範圍表格)

員工總數: 合符㈾格員工總數 (30 小時或以上/每個星期): 

合符㈾格員工投保 Balance 總㆟數:  放棄投保的總㆟數： 年均員工㆟數:

6. 現時保障的㈾料 

現時保健公司的㈴稱:

你是否打算更換現時的保險? 不是   是, 終止㈰期  /  / 

現時㈸保公司: 
續保㈰期 (㈪/㈰/年):

 /  / 

DMHC Approval: 11/09/17 Revised 10/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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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OBRA / CAL-COBRA㈾料
您公司目前㈲沒㈲購買 COBRA 或 CAL-COBRA?  否 是, 請每㆒個熱填㊢以㆘㈾料

1 姓㈴: 出生㈰期(㈪/㈰/年): 

 /  / 
工卡號碼: 電話號碼: 續保開始㈰期 (㈪/㈰/年): 

 /  / 

描述合符㈾格的事件: ㈰期 (㈪/㈰/年) 

 /  / 

2 姓㈴: 出生㈰期(㈪/㈰/年): 

 /  / 
工卡號碼: 電話號碼: 續保開始㈰期 (㈪/㈰/年): 

 /  / 

描述合符㈾格的事件: ㈰期 (㈪/㈰/年) 

 /  / 

8. 會員保障說明及通知書
僱主㈲責任分發保障說明及通知書給您所承保的僱員。如您要求,我們可以發送電子版本給您。僱主㈲責任使用以㆘其㆗㆒種方法 

分發此文件：1）文件張貼在公司的內部網㆖以供員工查閱，或  2）以電子郵件直接將這些文件發送給他們的僱員。如僱主㈲要求,

我們會將㊞刷版本直接寄給僱主。.  

我選擇接收㊞刷版本的保障說明及通知書而不是電子郵件的。我明白我㈲責任分發此文件給我所承保的僱員

9. 簽㈴及附條文(保險)收據

這只是保障申請書。本團體明白，在 CCHP 已經完成其審核並通知申請者或申請者的經紀該申請已經被接受成為團體保單前是沒

㈲承保合同。本團體的㈹理㆟證實，盡其所知所信，所填㊢的全部㈾料都是真實，正確和完整的。本團體明白，在保障成立最初 

的 24 個㈪內,如果其欺詐或就本申請㈲關聯的任何重大的事實故意做虛假不實陳述，CCHP 可以尋求以㆘補救措施：保障可能被取

消或調整保費，或 在通知後，保健服務合約/保單可能被撤銷。 

我們，本僱主，保證所㈲申請的全部㈾料是準確無誤，並且 CCHP 可以根據此申請以決定是否提供保障。CCHP 保留其拒絕申請

並以書面通知我們之權利。我們明白並同意，保障沒㈲生效，直到 CCHP 決定生效㈰期,我們已經支付第㆒個㈪的保費, 並且本申

請被接受為止。因此我們應保持現時的保障，直到 CCHP 通知為止。如果本申請被接受，這將成為我們與 CCHP 合約的㆒部分。

我們明白，（除了小額索償案件）任何及所㈲的根據我們與 CCHP 的合約及相關公司的㈿議，包括㊩療事故的索賠（即根據保健計

劃提供的㊩療服務，是否非必要或未經批准，或者不正當的，疏忽的或不合理的），都必須提交由加州法律所提供的㈲約束力的 

仲裁決。除非㊜用法律規定對仲裁程序進行司法審查，否則任何此類爭議都不會通過訴訟或訴諸法院程序來解決。本合約的所㈲ 

當事㆟，當進入合約時，放棄他們的爭議由㈲陪審團的法庭判定之憲法權利，而接受使用㈲約束力的仲裁。更多關於㈲約束力的 

仲裁之信息，請參照您的保障說明及通知書。

僱主/經授權的㈹理㆟簽㈴:

X 

正楷姓㈴: 職位: ㈰期 (㈪/㈰/年)

 /  / 

10.㈹理㆟/經紀證實需完成此部份

我,                                                                           , ㈿助該申請㆟提交申請。所㈲健康問卷是由申請㆟填㊢的。本㆟建議該申請㆟完 

整、真實回答所㈲問題，及對所索取的㈾料毫無隱瞞。本㆟曾解釋，隱瞞㈾料可能導致將來保障被取消。盡本㆟所知，此申請之 

㈾料為事實之全部及是準確無誤。本㆟以易懂的語言向該申請㆟解釋了提供非準確信息的風險；而且該申請㆟明白此解釋。 

㈹理㆟須知: 如您㈿助該申請㆟提交此申請，法律規定您必須證明此㈿助。核簽時，如您知道任何關係重大之事實，與所提供之 

虛假㈾料不符，卻聲稱此㈾料為真實，根據加州健康及安全法規第 1389.8（C）㊠或保險法規第 10119.3 ㊠，您可能面臨民事罰

款最高㉃㆒萬美元（$10,000），以及根據現行法律的任何其它㊜用的罰款或補救。 

㈹理㆟/經紀㆟簽㈴ 
X 

㈹理㆟/經紀㆟姓㈴: 加州執照號碼: ㈹理㆟/經紀㆟公司㈴稱: 

電郵: 電話: 傳真: ㈰期(㈪/㈰/年): 
 /  / 

CCHP 使用 
營業㈹表 1 [  ]    營業㈹表 2 [   ]    付款  [信用卡 / 賬單/ 支票號碼#    ]      ㈮額  [  ]       ㈰期 [  ]  
收到表格㈰期 [  ]     包裹寄出㈰期 [      ] 

DMHC Approval: 11/09/17 Revised 10/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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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申請表

CCHP營營業業部部電電話話:: 1-888-371-3060   傳傳真真:: 1-415-955-8819	

CCHP 可提供免費翻譯及以其它語言幫助您填寫此申請表。此申請表連同保障說明書之同意書構成本計劃之合約，申請人可

在提交申請表前索取保障說明書之同意書以了解計劃詳情。

僱僱員員必必須須填填妥妥寫寫部部份份
公司(團體)名稱: 團體號碼： 

保障生效日期  (月/日/年) ：
/     / 

受僱日期 (月/日/年) ： 
/     / 

受僱情況：

 全職  兼職 

申請原因：      
  年度登記期   家屬 首次申請   

僱員状況改變, 原因

 新員工

 其它申請, 原因 

保保障障計計劃劃選選擇擇 
醫療保健計劃:       Ruby10 HMO Platinum    Ruby20 HMO Platinum  Ruby40 HMO Platinum   Opal25 HMO Gold 

 Gold80 HMO  Silver70 HMO  Bronze60 HMO            Platinum90 HMO             

自自選選附附加加保保障障 (用用於於全全部部Balance申申請請人人)  Adult Vision (VSP)  Adult Dental (Delta)   

Opal50 HMO Silver        

Bronze60 HDHP HMO 

Other     

CCHP使用: 

1. 僱僱員員資資料料
姓: 名: 中間名: 

性别: 
 男     女

婚姻状況: 
  單身  已婚  同居伴侣 

出生日期 (月/日/年) : 
/     / 

社會安全號碼: 
首選語言 : 
(可選擇填寫)

中文  
英文 
西班牙文  
其它: 

電郵: 手提電話: 住宅電話: 

家居地址 (不接受郵政信箱): 

郵寄地址（如跟住址不同): 

主診醫生 (PCP) : 醫療團體: 目前是否此醫生的病人?

 是  否 

可可選選擇擇填填寫寫題題 
申請人的族裔? 

 印度人  非裔美國人  柬埔寨人  中國人  菲律賓人  苗族人 
 日本人  韓國人  寮國人        

 關島/查莫羅人

夏威夷原住民      薩摩亞人 西班牙或拉丁裔  
白色         越南人          其他  

2. 家家屬屬資資料料:
 配配偶偶 
 同同居居伴伴侶侶

姓: 名: 中間名: 

出生日期 (月/日/年): 
/     / 

社會安全號碼: 性别: 
 男  女

主診醫生 (PCP) : 醫療團體: 目前是否此醫生的病人?

 是  否 

DMHC Approval: 11/09/17 Revised 10/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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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屬屬 # 1 
姓: 名: 中間名 : 

出生日期 (月/日/年) : 
/     / 

社會安全號碼: 性別: 
 男     女 

主診醫生 (PCP) : 醫療團體: 目前是否此醫生的病人? 

 是  否 

家家屬屬 # 2 
姓: 名: 中間名 : 

出生日期 (月/日/年) : 
/     / 

社會安全號碼: 性別：
 男  F  女 

主診醫生 (PCP) : 醫療團體: 目前是否此醫生的病人? 

 是  否 

家家屬屬 # 3 
姓: 名: 中間名: 

出生日期 (月/日/年) : 
/     / 

社會安全號碼: 性別：

 男  女 
主診醫生 (PCP) : 醫療團體: 目前是否此醫生的病人? 

 是  否 

家家屬屬 # 4 
姓: 名: 中間名 : 

出生日期 (月/日/年) : 
/     / 

社會安全號碼: 性別：
 男  F 女

主診醫生 (PCP) : 醫療團體: 目前是否此醫生的病人? 

 是  否 
3. 聯聯邦邦保保健健資資料料  （（Medicare））

以上申請人目前是否擁有聯邦保健  ?   
 否    是，請附上聯邦保健卡的副本，及填寫姓名:

4.披披露露個個人人及及健健康康病病歷歷資資料料
華人保健計劃 (CCHP) 明白保護您及您家屬的個人及健康病歷資料的重要性。不論是電子、書寫、及口述形式，CCHP 均會保護您的

資料。除非受法律批准，否則CCHP不會在沒有您授權的情況下披露您的資料。以提供給您醫療保障，依據州及聯邦法例，CCHP獲准

從醫療提供者、保險公司、保險支助機構、醫療保健公司或您的保險經紀人獲取您及您家屬的個人及健康病歷資料。CCHP獲准披露您

及您家屬的個人及健康病歷資料給予醫療提供者、保險公司、保險支助機構、醫療保健公司或您的保險經紀人。有關您個人及健康病

歷資料保密的完整說明，請查閱CCHP的條款及程序(「資料保密規定通知」)。您可致電會員部索取，或到CCHP的網頁下載。

5. 仲仲裁裁協協議議

本人已了解(除小額理賠情況外)任何由本人和投保家屬與華人保健計劃及其所屬機構引起的協議爭議，包括醫療過失索償(即不論本保

健計劃提供的任何醫療服務是非必要或未經批准的，或為不適當、疏忽、或判斷失當)，均應依加州法規提交仲裁解決，而不提出訴

訟或訴諸法庭程序，除非法律有仲裁程序司法審查的規定。簽署本合約之各方放棄其交由陪審團法庭解決爭議的憲法權利，並接受採

用提交具有約束力的仲裁。關於具有約束力的仲裁詳情，請查詢保障説明書。

僱員簽名

X 
僱員姓名(請用正楷填寫): 日期 (月/日/年): 

/ / 
僱主或受權代表簽名: 
X 

僱主或受權代表姓名及職位 (請用正楷填寫): 日期 (月/日/年): 
/ / 

DMHC Approval: 11/09/17 Revised 10/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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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申請表

CCHP營營業業部部電電話話:: 1-888-371-3060   傳傳真真:: 1-415-955-8819	

CCHP 可提供免費翻譯及以其它語言幫助您填寫此申請表。此申請表連同保障說明書之同意書構成本計劃之合約，申請人可

在提交申請表前索取保障說明書之同意書以了解計劃詳情。

僱僱員員必必須須填填妥妥寫寫部部份份
公司(團體)名稱: 團體號碼： 

保障生效日期  (月/日/年) ：
/     / 

受僱日期 (月/日/年) ： 
/     / 

受僱情況：

 全職  兼職 

申請原因：      
  年度登記期   家屬 首次申請   

僱員状況改變, 原因

 新員工

 其它申請, 原因 

保保障障計計劃劃選選擇擇 
醫療保健計劃:       Ruby10 HMO Platinum    Ruby20 HMO Platinum  Ruby40 HMO Platinum   Opal25 HMO Gold 

 Gold80 HMO  Silver70 HMO  Bronze60 HMO            Platinum90 HMO             

自自選選附附加加保保障障 (用用於於全全部部Balance申申請請人人)  Adult Vision (VSP)  Adult Dental (Delta)   

Opal50 HMO Silver        

Bronze60 HDHP HMO 

Other     

CCHP使用: 

1. 僱僱員員資資料料
姓: 名: 中間名: 

性别: 
 男     女

婚姻状況: 
  單身  已婚  同居伴侣 

出生日期 (月/日/年) : 
/     / 

社會安全號碼: 
首選語言 : 
(可選擇填寫)

中文  
英文 
西班牙文  
其它: 

電郵: 手提電話: 住宅電話: 

家居地址 (不接受郵政信箱): 

郵寄地址（如跟住址不同): 

主診醫生 (PCP) : 醫療團體: 目前是否此醫生的病人?

 是  否 

可可選選擇擇填填寫寫題題 
申請人的族裔? 

 印度人  非裔美國人  柬埔寨人  中國人  菲律賓人  苗族人 
 日本人  韓國人  寮國人        

 關島/查莫羅人

夏威夷原住民      薩摩亞人 西班牙或拉丁裔  
白色         越南人          其他  

2. 家家屬屬資資料料:
 配配偶偶 
 同同居居伴伴侶侶

姓: 名: 中間名: 

出生日期 (月/日/年): 
/     / 

社會安全號碼: 性别: 
 男  女

主診醫生 (PCP) : 醫療團體: 目前是否此醫生的病人?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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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屬屬 # 1 
姓: 名: 中間名 : 

出生日期 (月/日/年) : 
/     / 

社會安全號碼: 性別: 
 男     女 

主診醫生 (PCP) : 醫療團體: 目前是否此醫生的病人? 

 是  否 

家家屬屬 # 2 
姓: 名: 中間名 : 

出生日期 (月/日/年) : 
/     / 

社會安全號碼: 性別：
 男  F  女 

主診醫生 (PCP) : 醫療團體: 目前是否此醫生的病人? 

 是  否 

家家屬屬 # 3 
姓: 名: 中間名: 

出生日期 (月/日/年) : 
/     / 

社會安全號碼: 性別：

 男  女 
主診醫生 (PCP) : 醫療團體: 目前是否此醫生的病人? 

 是  否 

家家屬屬 # 4 
姓: 名: 中間名 : 

出生日期 (月/日/年) : 
/     / 

社會安全號碼: 性別：
 男  F 女

主診醫生 (PCP) : 醫療團體: 目前是否此醫生的病人? 

 是  否 
3. 聯聯邦邦保保健健資資料料  （（Medicare））

以上申請人目前是否擁有聯邦保健  ?   
 否    是，請附上聯邦保健卡的副本，及填寫姓名:

4.披披露露個個人人及及健健康康病病歷歷資資料料
華人保健計劃 (CCHP) 明白保護您及您家屬的個人及健康病歷資料的重要性。不論是電子、書寫、及口述形式，CCHP 均會保護您的

資料。除非受法律批准，否則CCHP不會在沒有您授權的情況下披露您的資料。以提供給您醫療保障，依據州及聯邦法例，CCHP獲准

從醫療提供者、保險公司、保險支助機構、醫療保健公司或您的保險經紀人獲取您及您家屬的個人及健康病歷資料。CCHP獲准披露您

及您家屬的個人及健康病歷資料給予醫療提供者、保險公司、保險支助機構、醫療保健公司或您的保險經紀人。有關您個人及健康病

歷資料保密的完整說明，請查閱CCHP的條款及程序(「資料保密規定通知」)。您可致電會員部索取，或到CCHP的網頁下載。

5. 仲仲裁裁協協議議

本人已了解(除小額理賠情況外)任何由本人和投保家屬與華人保健計劃及其所屬機構引起的協議爭議，包括醫療過失索償(即不論本保

健計劃提供的任何醫療服務是非必要或未經批准的，或為不適當、疏忽、或判斷失當)，均應依加州法規提交仲裁解決，而不提出訴

訟或訴諸法庭程序，除非法律有仲裁程序司法審查的規定。簽署本合約之各方放棄其交由陪審團法庭解決爭議的憲法權利，並接受採

用提交具有約束力的仲裁。關於具有約束力的仲裁詳情，請查詢保障説明書。

僱員簽名

X 
僱員姓名(請用正楷填寫): 日期 (月/日/年): 

/ / 
僱主或受權代表簽名: 
X 

僱主或受權代表姓名及職位 (請用正楷填寫): 日期 (月/日/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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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22

有疑問? 
     1-888-371-3060

  ( 聽力殘障人仕請電 

        TTY 1-877-681-8898 )



 
445 Grant Avenue, Suite 700
San Francisco, CA 94108

1-888-371-3060
( 聽力殘障人仕請電 TTY 1-877-681-8898 )

Sales@CCHPHealthPlan.com

CCHP 遵守適用的聯邦民權法律規定，不因種族、膚色、

民族血統、年齡、殘障或性別而歧視任何人。

聯絡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