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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ver 
補充福利指引

了解 Clever Care HMO 計劃所包含的額外健康福利



我們能以您慣用的語言進行溝通
我們知道，保持健康的其中一部分是輕鬆無憂地獲得所需的照護。 
Clever Care 以您最習慣說的語言提供客戶服務及福利資料。

了解更多關於福全健保聯邦優勢計劃, 歡迎瀏覽官網以獲得更多
資訊: zh.clevercarehealthplan.com 或撥打專線  
(833) 388-1902 (普通話) | (833) 721-4344 (廣東話）(TTY：711)， 
我們的服務時間為10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每週七天，上午 8 時
至晚上 8 時。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至晚上 8 時。



透過 Clever Care 獲得全面的健康承保

因爲您的整體福祉不局限於基礎醫療護理，因此擁有承保服務超越
Original Medicare 的健康保險很重要。

Clever Care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的設計不僅提供會員醫療承
保，更可提供處方藥承保，以及牙科、視力、聽力、體適能和東方保健
服務。



Clever Care’s 的補充福利
所有 Clever Care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均包括 Original 
Medicare 未承保的福利。這些福利稱為補充福利。 下面所列的補充
福利可以共同確保您達到最健康狀態。

東方醫學
東方醫學是我們服務哲學的中心思想。透過我們的
計劃您可以獲得針灸及其他東方醫療，例如刮痧、推
拿、拔罐等服務，而且不需要轉介。 務必在 Clever 
Care 網絡内向有執照的針灸師獲取服務。

牙科
您值得擁有燦爛健康的微笑。Clever Care 提供您津
貼金額協助支付年度洗牙、檢查、補牙、牙冠等服務。

視力
看見周遭世界的美好會帶給您快樂。Clever Care 提
供您補助金額協助支付眼鏡用品，例如眼鏡（鏡框和
鏡片）或隱形眼鏡。

聽力
Clever Care 希望您能聽到這世界的美好聲音。這就
是爲什麽我們提供您津貼金額協助支付助聽器。



靈活健康及福祉津貼
Clever Care 讓您能更靈活及彈性的照顧您的健康！
我們的會員會收到靈活健康津貼，以協助支付 Original Medicare或
您目前的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未承保的服務。

將您的津貼用在下列福利的其中一種或全部：

我們鼓勵對嘗試草藥補充劑或任何健康療法感興趣的
人士，在開始任何療法或治療之前與他們的醫師討論。

體適能： 例如太極、健身房會員資格、高爾夫或團體健身活
動。有其限制。

非處方藥品項： 非處方藥物止痛、感冒或過敏藥物、 
Band-Aids® (邦迪創可貼)等。

草藥補充劑： 藥草茶、鎮痛乳霜、或適用於促進健康及福祉的
其他萃取劑及補充劑。

提供的福利因計劃而異。 



額外福利支持您的全面健康！
住院後通過預先烹製的送餐服務，無需擔心準備食物，即可
休息和恢復

乘車前往您的醫生預約或藥房

透過使用免費的醫療警報設備和免費的每月監測和跌倒檢
測來保持您的安全

Clever Care 的慢性病特殊補充福利 
(SSBCI)
我們自豪地為患有慢性疾病的會員提供特殊的補充福利。這些福利適
用於具有符合條件的慢性病的成員，符合條件的慢性病有糖尿病、心
血管疾病、致殘性心理健康疾病、癡呆症、中風等。此福利還適用於參
加 Clever Care 病例管理計劃的人群，了解我們的 SSBCII 福利詳情。

食物
健康且連續的飲食是控制病情的重要組成部分。 Clever Care 提供多
達 42 種營養豐富、受文化啟發的餐點，送到您家中。此外，每月最多
可獲得 $25， 可在雜貨店消費。

社會需求福利
社交支持，享受陪伴訪問。服務包括每年最多 24 次 4 小時輪班。



家中支持和安全
當患有慢性病時，日常生活活動可能會具有挑戰性。 Clever Care 提
供免費的家庭護理，以幫助您洗澡、穿衣、做飯等。此外，您每年最多
可以獲得兩次家中安全評估。

遠程監控
遠程患者監控包括血壓監測儀、數字體重秤、血糖儀或脈搏血氧儀，
可將自動生物特徵更新直接發送到 Clever Care 的病例管理團隊，以
幫助您在家中舒適地管理您的護理。

對照顧者的支持（暫息護理）
如果您有主要照顧者，Clever Care 可以幫助滿足他們的需求，以便
他們可以休息一下，甚至可以休假。暫托護理包括每年最多 40 小時
的護理服務。



獲取和支付服務：

每當您獲得醫療、視力、牙科、其
他補充服務或購買處方藥時，請
出示您的 Clever Care ID 卡。

付款方式
以下是您可能需要為我們的計劃承保的服務支付的三種付款方式的
簡要說明。

定額手續費 設定您可能需要自付費用的金額，作為您在
醫療服務、供應品或處方藥費用中的份額。

共保額
您可能需要支付的金額，作為您在服務或處
方藥費用中的份額。共同保險通常是總成本
的一個百分比（例如，20%）。

津貼 設定計劃每季度或每半年為特定目的支付
的金額，例如支付醫療保健服務費用。





Original Medicare 與 Clever Care 
Medicare Advantage 比較起來怎麼樣
Clever Care 為我們的會員提供 Original Medicare 或您當前的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可能未涵蓋的服務。

有關所有補充福利的完整詳細信息，請參閱特定計劃的
承保範圍說明書 （EOC）。



東方福祉

Original 
Medicare 承保：

Clever Care  
Medicare Advantage 

(HMO) 計劃承保:  
您支付的內容包括： 

 · Medicare 承保
的針灸服務（最
多 12 次）

福利因計劃而異。會員可
獲得：

 · 在最高的津貼額度下，
無限次針灸訪問

 · 每個日曆年最多 12
、18或24 次東方福祉
服務 （每次 30 分鐘）

服務包括：
 · 刮痧
 · 推拿
 · 反射療法
 · 拔罐療法
 · MedX 治療

每次就診的定額手
續費為 $0，最高至
計劃允許的津貼
額度

每次就診的定額手
續費為 $0，最高至
計劃允許就診次數
及持續時間

重要須知： 所有針灸或其他東方福祉服務皆須由 Clever 
Care 網絡内提供者提供。問診次數和津貼因
計劃而異。 

請造訪 zh.clevercarehealthplan.com 瀏覽完整的
服務清單及我們的 Clever Guide to Eastern 
Medicine（Clever 東方醫學指南）





彈性健康及福祉補助金

Original 
Medicare 承保：

Clever Care  
Medicare Advantage 

(HMO) 計劃承保:  
您支付的內容包括： 

不承保健康及福祉

不承保：
 · 健身活動
 · 非處方藥 (OTC)
 · 草藥補充劑

每季度提供一次靈活津
貼，其可能用於支付：

 · 適合您的生活方式的
健身活動（有其限制）

 · 合格的非處方藥物及
用品

 · 合格的草藥補充劑

定額手續費為$0，
最高至津貼額度

津貼詳情： 津貼金額因計劃而異。對於大多數計劃，會員
可以選擇將津貼用於一項或全部承保的福
利。Fortune 計劃的會員每季度可以獲得最高 
$550 僅用於健身。

根據計劃的適用情況，使用您的Flex卡的可用
資金支付合格的非處方藥產品、草藥補充劑或
健身活動。此卡類似於信用卡或借記卡 - 請妥
善保管。





牙科

Original 
Medicare 承保：

Clever Care  
Medicare Advantage 

(HMO) 計劃承保:  
您支付的內容包括： 

僅於醫院內才提供
的牙科服務

例行牙科護理，包括：
 · 2 次洗牙
 · 2 次口腔檢查
 · 1 次氟化物治療
 · 1 次X 光

綜合牙科護理，包括：
 · 深層牙齒清潔
 · 充填與修復
 · 根管治療 (牙髓病學)
 · 齒冠 (牙套)
 · 牙橋
 · 假牙、拔牙及其他服務

牙科服務（排除植
牙）之定額手續費
為 $0，最高至津貼
額度。

津貼詳情: 津貼金額因計劃而異。Longevity 和 Jasmine 
計劃的會員每年可收到最高 $2,500 用於支付
合格的牙科服務。



視力

Original 
Medicare 承保：

Clever Care  
Medicare Advantage 

(HMO) 計劃承保:  
您支付的內容包括： 

 · 用來診斷/治療
眼睛疾病和狀況
的視力檢驗

 · 白內障手術後的
眼鏡

 · 例行性視力檢查，包
括驗光

 · 眼鏡，包括眼鏡或隱
形眼鏡

一次眼科檢查之定
額手續費為 $0
眼鏡之定額手續費
為 $0，最高至津貼
額度

津貼詳情： 津貼金額因計劃而異。Longevity 和 Jasimine 
的會員每年可收到最高 $300金額用於支付眼
鏡和隱形眼鏡。



聽力

Original 
Medicare 承保：

Clever Care  
Medicare Advantage 

(HMO) 計劃承保:  
您支付的內容包括： 

 ·  診斷性聽力檢
查

 · 例行性聽力檢查
 · 助聽器包括試戴及

評估

一次例行性聽力檢
查之定額手續費
為 $0。
助聽器之定額手續
費為 $0，最高至津
貼額度。

津貼詳情： 津貼金額因計劃而異。Longevity 和Jasmine計
劃的會員每年可收到最高 $1,500 用於支付助
聽器。

此津貼金額將承保基礎助聽器的費用。





SSBCI 以及其他額外福利

Original 
Medicare 承保：

Clever Care  
Medicare Advantage 

(HMO) 計劃承保:  
您支付的內容包括： 

不承保：
 · 出院後膳食
 · 非緊急醫療運輸

(NEMT)
 · 個人應急系統 

(PERS)
 · 慢性病特殊補充

福利（SSBCI ）

在醫院住院或專業護理
機構 (SNF) 逗留後的，出
院後膳食
 
非緊急醫療運輸(NEMT)

個人應急系統 (PERS)
 
SSBCI

 · 雜貨津貼
 · 慢性病膳食
 · 家中支持/安全
 · 護理員支持（暫息護

理）
 · 遠程監控
 · 社會需求福利

每天 3 餐 定額手續
費為 $0，為期 28 
天；每年最多 84餐

在 25 英里半徑範
圍內，24 至 48 次
單程交通至醫療必
要預約的定額手續
費為 $0 (行程次數
因計劃而異）

醫療警報設備和每
月監測服務的定額
手續費為 $0

服務的定額手續費
為 $0 + 您可以每
月收到 $25 雜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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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ver Care Health Plan, Inc. 是一項與 Medicare 簽有合約的 
HMO 和 HMO 慢性病特殊需求（C-SNP）計劃。投保需視合約續約情
況而定。
本指南中顯示的所有徽標或商標均為其各自所有者的專有財產。

與我們聯絡
(833) 388-1902 (普通話) | (833) 721-4344 (廣東話）(TTY：711) 
info@ccmapd.com
10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服務時間為每週 7 天，上午 8 時至晚上 8 時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至晚上 8 時

或致電您個人的持有執照之 Medicare 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