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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New Day 是一項簽訂了聯邦醫療合約的 HMO SNP 計劃。投保 Brand New Day 
須視續約狀況而定。此資訊提供其他格式版本，如大字版和音訊。若撥打代理商/經紀人
的電話號碼，會轉給獲得執照的保險代理商/經紀人。若特殊需求人士在會議期間有住
宿相關問題，請致電 1-866-255-4795，TTY 711。

Brand New Day Classic Care III Plan (HMO) 46 
對於沒有資格加入加州醫療補助、特殊需求計劃或沒有資格接受機構級照護（長期照護）的個
人來說，該計劃是不錯的選擇。本計劃在降低處方藥費用之餘，還能增加額外的服務與福利。
 •  適用 Contra Costa、Santa Cruz 及 Solano 各郡。 

Brand New Day Dual Access Plan (HMO D-SNP) 24  
對於符合加州醫療補助資格的個人來說，該計劃是不錯的選擇。 
 •  適用 Alameda、Contra Costa、Fresno、Imperial、Kern、Kings、Los Angeles、Madera、 

Orange、Placer、Riverside、Sacramento、San Bernardino、San Francisco、San Joaquin、 
Santa Cruz、Solano、Stanislaus、Tulare 和 Yolo 各郡。 

探索 Brand New Day 提供的福利。 

找到最適合您的計劃。



計劃詳情 CLASSIC CARE III PLAN 
(HMO) 46

DUAL ACCESS PLAN 
(HMO D-SNP) 241

每月計劃保費 $55 $0 
自付額 無自付額 無自付額
最高自付費用上限責任 每年不超過 $2,999 每年不超過 $0

綜合照護 PLAN 46 PLAN 241

主治醫生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專科醫生2 $10 共付額 $0 共付額
緊急醫療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診斷性測試與流程2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化驗服務2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MRI、CAT 掃描2 $0 – $200 共付額 $0 共付額
X 光2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物理療法2 $10 共付額 $0 共付額

醫院和急診護理 PLAN 46 PLAN 241

住院病人醫院服務2 1-5 天，每天  
$250 的共付額
6-90 天，每天  
$0 的共付額

每次住院 $0 

門診醫院2 $0 – $200 共付額 $0 共付額
急診護理3 $0 – $100 共付額 $0 共付額
全球緊急護理 
• 緊急醫療
• 急診室
• 緊急交通服務

$100 共付額 
承保限額為 $50,000

$90 共付額 
承保限額為 $50,000

救護車（地面）2 $0 – $200 共付額 
（每趟）

$0 共付額（每趟）



處方藥承保 CLASSIC CARE III PLAN 
(HMO) 46

DUAL ACCESS PLAN 
(HMO D-SNP) 241 

D 部分自付額可能會因「額
外補助」的等級而有所差異 

D 部分自付額（如適用）
第二至第五等級

$50 無自付額 

零售處方藥 30 天藥量
初始承保 
在今年到目前為止的藥物費用達到 
$4,430 之前，您都處於初始承保階段。 
第一等級：首選非專利藥
第二等級：非專利藥
第三等級：首選品牌藥
第四等級：非首選藥
第五等級：特級藥等級
第六等級：精選保健藥

 
 

$0 共付額
$12 共付額
$47 共付額

$100 共付額
費用的 30%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0 或 $1.35（非專利藥） 

$0 或 $4（品牌藥） 
（取決於您獲得的額外補

助的等級）

$0 共付額
承保缺口 
您會維持在這個階段，直到您今年到目
前為止的「自付費用」（您的付費）總計
達到 $7,050 為止。
第一等級：首選非專利藥
第二等級：非專利藥
第三等級：首選品牌藥
第四等級：非首選藥
第五等級：特級藥等級
第六等級：精選保健藥 

 
 

$0 共付額
費用的 25%
費用的 25%
費用的 25%
費用的 25%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0 或 $1.35（非專利藥） 

$0 或 $4（品牌藥） 
（取決於您獲得的額外補

助的等級）

$0 共付額

1 如果您的加州醫療補助不承保聯邦醫療承保之服務的費用分攤，您可能需支付更多費用。 
2 服務可能需要授權和/或轉診。 
3 如果在 72 小時內住院或再次被送入急診室，則免除共付額。 
4 限制可能適用。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 EOC。



額外的福利和服務 CLASSIC CARE III PLAN 
(HMO) 46 

DUAL ACCESS PLAN 
(HMO D-SNP) 241

定期眼睛檢查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眼鏡（鏡框）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眼鏡鏡片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預防性牙科服務4 
（如口腔檢查、X 光檢查、清潔）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助聽器 每副助聽器 $149 
（進階型號）

每副助聽器 $149 
（進階型號）

交通服務2 $0 共付額（前往批准地點
的不限次數單程行程）

$0 共付額（前往批准地點
的不限次數單程行程）

非處方 (OTC) 藥品 每年最高 $160 
每三個月 $40

每年最高 $680 
每三個月 $170

例行針灸2 $0 共付額 
每年最多可獲得 30 次的

就診和例行脊椎按摩服務

$0 共付額 
每年最多可獲得 30 次的

就診和例行脊椎按摩服務
例行脊椎護理2 $0 共付額 

每年最多可獲得 30 次的
就診和例行針灸服務

$0 共付額 
每年最多可獲得 30 次的

就診和例行針灸服務

健康計劃 PLAN 46 PLAN 241

健身房會員 (SilverSneakers)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健康飲食津貼 不承保 最高 $360（每年）
全年無休醫生諮詢熱線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個人緊急救援系統 (PERS)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聯絡我們

致電免付費專線
1-866-255-4795
TTY 711

瀏覽我們的網站
bndhmo.com

服務時間
全年： 
週一至週五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

10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 
週一至週日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

立即聯絡 Brand New Day 的
授權代表！

郵寄地址
P.O. Box 93122 
Long Beach, CA 90809-9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