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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Cigna HealthCare of California 持續照護福利
持續照護福利是要為符合以下全部標準的個人提
供承保：

可能符合持續照護福利資格的醫療病況和其他情
況包括：

1. 患有幾種指定醫療病況之一。

›

2. 必須在某段期間內持續接受治療。
3. 正在接受已離開其健保計畫網絡的醫師、醫院、機構或其他
健康照護服務提供者提供的服務，或如果您的雇主已通知您
可能符合持續照護資格。

›

如果個人符合以上全部條件，我們會與健康照護服務提供者聯
絡，以便安排提供承保服務。如果健康照護服務提供者不同意
我們的合約條款與條件，我們可能會拒絕或只提供有限的持續
照護福利。

運作方式

›
›
›
›
›
›
›

– 長期下來會逐漸惡化；或
– 必須持續治療才能維持緩解情況或防止惡化。

›
›

如果持續照護福利獲准，您將可在指定期間或病況持續期間
(視情況而定) 獲得特定病況治療的網絡內福利等級。
核准福利僅適用由持續照護申請表上指明的醫療服務提供者
為申請表上指定的醫療病況而提供或囑咐的治療。
提供持續照護福利不表示治療屬於承保範圍，亦不構成所要
提供醫療服務的事先授權。在事先證明和病例管理過程中，
仍須取得福利判定和事先授權。
所有福利都必須遵守計畫條款的規定。
如果您的計畫沒有網絡外承保，您便要負擔由任何已終止合
約的健康照護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任何服務的費用，除非這些
服務經我們核准為持續照護福利。

嚴重慢性病況，適用完成療程並安排安全移轉至其他醫療服
務提供者所需期間。此期間由我們與計畫參加者和診療健康
照護服務提供者諮商後，以符合良好醫療服務提供者慣例的
方式加以判定。此期間不應超出健康照護服務提供者合約終
止日期後 12 個月。「嚴重慢性病況」是指因為某種具嚴重
性和下列特徵的疾病、生病或其他醫療問題或醫療障礙而導
致的醫療病況：
– 持續而無法痊癒；

您應於知道 / 被通知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將要離開網絡時，
或您的雇主已通知您可能符合持續照護資格後，儘快申請持
續照護福利。
您必須已經接受由持續照護申請表上指明的醫療服務提供者
為合格醫療病況所提供的照護。

急性病況，適用急性病況持續期間。「急性病況」的定義是
與因為某種疾病、傷害或其他醫療問題而出現病症突然發作
有關的醫療病況，必須立即進行醫療處置，而且持續時間
有限。

›
›

懷孕，適用懷孕期間 (三期) 和產後初期。
末期疾病，適用末期病況持續期間。「末期疾病」是指無法
治癒或無法逆轉的病況，極有可能在一年內或更短期間
致死。
從出生到 36 個月大的新生兒照護 (無論該新生兒是否正在
接受積極療程)，不超過 12 個月期間。
進行已由計畫授權，有文件證明屬於即將在醫療服務提供者
合約終止日期起 180 天內發生之療程的一部分之外科手術
或其他程序。

如果我因為某種疾病而獲准接受持續照護福利，
我能否獲得非相關病況的網絡內承保？
視為持續照護的一部分而提供的承保僅針對特定疾病 / 病況，
不適用其他疾病 / 病況。您必須要為每一種非相關醫療疾病 /
病況都填寫一份持續照護申請表。如為行為健康相關服務，請
撥您會員卡背面的客戶服務電話號碼，與 Cigna Behavioral
Health 聯絡。

請參閱背面的填表說明。

持續照護申請表
***請注意：您可能不須填寫本表***

›

只有當您正在接受非簽約健康照護專業人員看診時，才要填寫本表。請查閱醫療服務提供者名錄或
登入 myCigna.com 點選「Find a doctor」(尋找醫師)，確認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是否在您的計畫網絡內。
您也可以撥打會員卡上的電話號碼，請客戶服務專員提供協助。

›
›

如為行為健康相關服務，請撥您會員卡背面的客戶服務電話號碼，與 Cigna Behavioral Health 聯絡。
每一種病況請單獨使用一份表格。可影印使用。必要時可附上額外資訊。

雇主

保單編號
會員卡號碼：

員工姓名
住家地址

▼從這裡撕下過渡照護申請表▼

病患姓名
1.
2.
3.
4.
5.
6.
7.
8.

街道

城市
病患的社會安全號碼

州

公司電話
郵遞區號

病患的出生日期
(月 / 日 / 年)

住家電話
與員工的關係
❏ 配偶 ❏ 眷屬 ❏ 本人

病患是否懷孕？		
❏是 ❏否
如為是，預產期在什麼時候？____________ (月 / 日 / 年)
病患目前是否正在接受急性病況或創傷治療？		
❏是 ❏否
是否安排病患在您於本公司的承保生效日期後接受外科手術或住院？
❏是 ❏否
病患是否正在接受化療、放射線治療、癌症治療或等待接受器官移植？
❏是 ❏否
病患是否因為近期的重大外科手術而正在接受治療？		
❏是 ❏否
病患是否正在接受末期疾病照護？		 ❏ 是 ❏ 否
如果您對以上任何問題的答案均非「是」，則請說明病患申請持續照護的病況。

9. 請在下方填寫醫療服務提供者資訊。
聯合診所名稱
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姓名 / 名稱
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專科
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地址
病患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執業的醫院
醫院地址
理由 / 診斷
住院日期 (月 / 日 / 年)
外科手術日期 (月 / 日 / 年)

醫療服務提供者的電話號碼

醫院的電話號碼

外科手術類型

正在接受的治療和預期持續期間
10. 病患是否預期會在我們的承保開始時或之後住院？		
11. 請列出可能符合持續照護福利的任何其他持續照護需求。如果這些需求與您正
在申請持續照護福利的病況不相關，您必須另外填寫一份持續照護申請表。

❏是 ❏否

我在此授權以上醫療服務提供者向 Cigna HealthCare of California, Inc. 或其關係企業和特約單位提供任何必要資訊和
病歷，以便對我提出的計畫過渡照護福利申請做知情決定。我瞭解我有權取得本授權表的一份複本。
病患、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日期 (月 / 日 / 年)

持續照護申請表填寫說明

›
›
›
›
›

如為行為健康相關服務，請撥您會員卡背面的客戶服務電話
號碼，與 Cigna Behavioral Health 聯絡。
您必須為您或您的眷屬希望取得持續照護福利的每一種醫療
病況單獨填寫一份持續照護申請表。如需更多表格，請至
Cigna.com/customer-forms 下載。您可使用影印本。
請完整回答所有問題。
填妥的表格必須由申請持續照護福利的病患簽名。如病患為
未成年人，監護人必須在表格上簽名。
為能確保及時審查您的申請案，請儘速將表格交回。您應於
知道 / 被通知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將要離開網絡時，或您的
雇主已通知您可能符合持續照護資格時，儘快申請持續照護
福利。填妥的表格應標示為「保密」，並交到適當地址。請
參閱重要通知。

重要通知
第 1–6 題：如果您對這幾題中任何問題的回答為「是」，或您
是為了任何其他非精神健康照護服務而繳交本持續照護申請表，
請將表格寄至：
Cigna Health Facilitation Care Center
400 N. Brand Blvd., Suite 400
Glendale, CA 91203
傳真 (800) 558-3710
第 7 題：請寫下您目前或所提議的治療計畫的相關資訊，以及
預期您的治療將持續多久。如已安排外科手術，請寫下您外科
手術的類型和所提議的日期。
第 11 題：簡短說明健康狀況。何時開始以及目前涉及的醫療服
務提供者？您多久去看一次這位醫療服務提供者？請儘量具體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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