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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詳情 SCAN Classic SCAN Prime SCAN Balance

月繳計劃保費 $0 $25 $0

年度計劃自付額 $0 $0 $0

綜合護理 SCAN Classic SCAN Prime SCAN Balance

主治醫生診室就診 $0 $0 $0

專科醫生診室就診 $0 $0 $0

糖尿病自我管理培訓 $0 $0 $0

糖尿病用品 
（採血針、血糖試紙、血糖儀）

$0 $0 $0

年度體檢 $0 $0 $0

預防性服務 
（Medicare 承保篩檢）

$0 $0 $0

化驗服務和 X 光 $0 $0 $0

診斷檢查和程序 $0 $0 $0

門診康復 
（例如 PT、OT、ST 等）

$0 $0 $0

放射線診斷服務 
（例如 MRI、CT、超音波等）

$0 $0 $0

耐用醫療設備 $0 $0 $0

門診精神健康服務（個人 / 團體） $0 $0 $0

住院和 
緊急醫療護理

SCAN Classic SCAN Prime SCAN Balance

住院治療 $0（天數不限） $0（天數不限） $0（天數不限）

專業護理機構
每天 $0 

（第 1-100 天）
每天 $0 

（第 1-100 天）
每天 $0 

（第 1-100 天）

門診手術 $0 $0 $0

緊急醫療護理
$90（全球）

$0（如果立即入院）
$90（全球）

$0（如果立即入院）
$90（全球）

$0（如果立即入院）

急症護理服務 $0（全球） $0（全球） $0（全球）

救護車服務 $200 $200 $200

最高自付費用 SCAN Classic SCAN Prime SCAN Balance

年度最高自付費用 (MOOP) $499 $299 $499



處方藥保險 SCAN Classic SCAN Prime SCAN Balance

藥房網絡 首選 標準 首選 標準 首選 標準

D 部分自付額 $0 $0 $0 $0 $0 $0

初始承保階段 – SCAN 簽約零售藥房（1 個月 /30 天的藥量）

第 1 級：首選普通藥 $0 $7 $0 $5 $0 $5

第 2 級：普通藥 $0 $15 $0 $12 $0 $9

第 3 級：首選
品牌藥

胰島素 $25 $35 $25 $35 $0* $0*

其他藥物 $25 $47 $25 $47 $25 $35

第 4 級：非首選藥物 $95 $100 $95 $100 $95 $100

第 5 級：特殊級藥物 33% 33% 33% 33% 33% 33%

承保缺口

第 1 級 
和第 2 級

第 3 級
（僅限胰島

素藥物）

第 1 級 
和第 2 級

第 3 級
（僅限胰島

素藥物）

第 1 級 
和第 2 級

第 3 級
（僅限胰島

素藥物）

第 1 級 
和第 2 級

第 3 級
（僅限胰島

素藥物）

第 1 級 
和第 2 級

第 3 級
（僅限胰島

素藥物）

第 1 級 
和第 2 級

第 3 級
（僅限胰島

素藥物）

*$0 共付額適用於不符合「額外補助」資格的會員。

$0 的處方藥

在首選零售藥房和 Express Scripts 郵購藥房購買藥物時，您為第 1 級和第 2 級藥物（最多 100 天的藥量）
支付的費用為 $0。

牙科服務 SCAN Classic、SCAN Prime 和 SCAN Balance

嵌入式牙科服務 PPO 牙科服務

這些牙科服務 
都包含在您的計劃之中

每月 $42

預防性

口腔檢查與洗牙
（每年 2 次）

$0 $0

X 光檢查（每年 2 次） $0 $0

深度洗牙
（每年 4 個象限）

$0 $0

綜合

診斷（篩檢、X 光檢查） $0–$5 $0–$5

修復（補牙、牙冠） $8–$395 $8–$395

牙髓治療（牙根管） $5–$395 $5–$395

義齒
（牙齒置換 / 義齒）

$13–$395 $13–$395

網絡外護理

不適用 計劃最多支付 $2,000



SCAN 承保的額外福利

核心額外福利 SCAN Classic SCAN Prime SCAN Balance

視力服務（常規）

眼科檢查

眼鏡承保範圍

$0（每 12 個月 1 次）

每年 $250 的限額

$0（每 12 個月 1 次）

每年 $345 的限額

$0（每 12 個月 1 次）

每年 $345 的限額

載送（常規）* 

非醫療 **

$0（每年 32 次單程載
送）

$0（每年 44 次單程載
送）

$0（每年 34 次單程載
送）

16 次（總共 34 次行程）

針灸、脊椎推拿和按摩療法
服務（常規）

每次就診 $0 
（每年總共 30 次就診 — 
僅限針灸和脊椎推拿服
務）

每次就診 $0 
（每年總共 20 次就診 — 
僅限針灸和脊椎推拿服務）

每次就診 $5 
（每年 20 次就診 — 按摩
療法）

每次就診 $5 
（每年合計無次數限制 — 
僅限針灸和脊椎推拿服
務）

足療服務（常規） $0（每年 6 次就診） $0（每年 6 次就診） $0（每年 6 次就診）

聽力服務（常規）

助聽器共付額

$450/$750（每個助聽器
每年）

$3000 的補貼或

$200/$400 的共付額（每
個助聽器每年）

$450/$750（每個助聽器
每年）

SCAN 出行保障套餐 美國境外的急症或緊急醫
療護理

美國境外的急症或緊急醫
療護理

在美國境外接受急症或緊
急醫療護理

虛擬照護服務 
專屬方案

SCAN Classic SCAN Prime SCAN Balance

遠程醫療 $0 $0 $0

護士諮詢熱線 $0（每次電話就診） $0（每次電話就診） $0（每次電話就診）

HEALTHtech+ $0 的支援熱線或 
家訪

$0 的支援熱線或 
家訪

$0 的支援熱線或 
家訪

Abridge 手機應用程式 支付 $0 獲得護理就診 支付 $0 獲得護理就診 支付 $0 獲得護理就診

健康生活 
解決方案

SCAN Classic SCAN Prime SCAN Balance

健康俱樂部會籍 $0 (SilverSneakers®) $0 (SilverSneakers®) $0 (SilverSneakers®)

非處方用品 (OTC) 每季度 $75（可結轉） 每季度 $100（可結轉） 每季度 $75（可結轉）

Fitbit ™ 健身追蹤器 每 2 年 $0 (Inspire 2) 每 2 年 $0 (Charge 4) 每 2 年 $0 (Luxe)

健腦遊戲 $0 的線上健腦遊戲 $0 的線上健腦遊戲 $0 的線上健腦遊戲

* 每次單程載送不超過 75 英里。** 前往健康俱樂部、雜貨店或長者中心的行程。



SCAN 的故事
45 年來，SCAN 一直致力於幫助長者保持身體健康和獨立生活。它致力於在會員有需要時提供
質優、低價的福利，以及備受好評的服務。為此您完全可以信賴 SCAN，它將幫助您在未來的歲
月中保持健康與活力，同時維繫緊密的人際關係。

* 條件與限制適用。

建立人際關係專屬方案
生活的境遇對身體和心理健康都會產生影響。這
也正是 SCAN 樂意提供解決方案、幫助您建立人
際關係並改善健康的原因。

SCAN 學習社區 1  2  3

學習社區將志趣相投的人們聚集一起，並為他們提
供面對面的健康教育課程，使其保持良好的心理和
身體健康狀態。

Headspace  1  2  3

Headspace 是一款幫助人們保持專注的冥想應用程
式，有助於抵消孤獨、壓力和焦慮的負面影響，引
導您改善健康。

照護者專屬方案
SCAN 深知照護者的職責非常重要，他們往往面
臨著巨大的挑戰。照護者專屬方案適用於本身就
是照護者的 SCAN 會員，或者為 SCAN 會員提供
服務的無薪照護者。

SCAN 喘息護理服務 * 1  2  3

SCAN 為照顧 SCAN 會員的全職無薪照護者提供喘
息護理服務，讓他們能暫時擺脫照護任務，享受短
期休整。

•  在會員家中安排此初級醫療護理，每年最多 
40 個小時（每次訪視最少 4 小時）。

護理協調課程  1  2  3

本系列課程旨在為照護者提供資訊、技巧培訓以及
支援。

送餐到家服務 * 1  2  3

罹患慢性病的會員可以享受最多 28 天的送餐到家
服務。

獨立生活專屬方案
SCAN 深知，我們的會員有時需要更多護理服務，
才能長期在自己的家中獨立生活，因此我們在您的
計劃中囊括了這些 $0 的特殊福利，為您提供支援。

SCAN 返家照護服務 * 1  2  3

會員出院後，可在家中獲取額外支援，感受截然不同
的康復流程。SCAN 可為您提供：

• $0 的個人居家護理訪視（洗浴 / 穿衣等），每年
最多 60 小時 — 每次訪視最少 4 小時

• $0 的送餐到家服務，每年最多 28 天
• $0 的個人電話支援服務

SCAN Home Advantage 3

隨著年歲漸長，您一定希望家裡安全性更高，適應您
不斷變化的需求。SCAN 可為您提供以下福利：

• $0 的家庭安全性評估
• $0 的跟進訪視

緊急應答系統 * 1  2  3

個人緊急應答系統有助於會員在家中安全、獨立地生
活。

• $0（包含安裝費和月費）

1   SCAN Classic 
(HMO)

2   SCAN Prime 
(HMO)

3   SCAN Balance 
(HMO SNP)



即刻聯絡 SCAN 的授權代表

1-877-870-4867
致電

或瀏覽：

www.scanhealthplan.com

10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
每週 7 天 
–––––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
週一至週五

聽障專線：711

TX

AZ

CA

NV

SCAN Classic (HMO)、SCAN Prime (HMO) 和 SCAN Balance (HMO SNP) 均是與 Medicare 簽有合約的 HMO 計劃。
能否參保 SCAN Health Plan 視合約續簽情況而定。您必須繼續繳納您的 Medicare B 部分保費。

處方藥承保表中列出的胰島素共付額適用於未獲得「額外補助」來支付處方藥費用的會員。當您進入重大傷病承
保階段時，您的胰島素共付額可能會發生變化。如需瞭解 SCAN 承保的胰島素，請查看我們以電子形式提供的最
新版藥物清單。承保的產品包括在我們的藥物清單中以「胰島素」類別名稱列出的所有胰島素注射筆和瓶裝藥物。
如果您對藥物清單有疑問，還可以致電會員服務部。處方藥共付額/共同保險可能因計劃、所在郡縣、藥房類型（例
如首選藥房或標準藥房等）、藥量天數、D 部分福利階段或會員獲得「額外補助」而異。您可以選擇任意一間網
絡內藥房配取處方藥，但選擇首選藥房時，您能享受更實惠的價格。請查閱您的「承保範圍說明書」或致電會員
服務部瞭解詳細資訊（會員服務部的電話號碼印在本「承保範圍說明書」封底）。

您可以要求透過網絡內郵購快遞計劃將處方藥送達您的家中。Express Scripts PharmacySM 是我們的首選郵購藥房。
您可以選擇任意一間網絡內郵購藥房配取處方藥，但選擇首選郵購藥房時，您能享受更實惠的價格。一般而言，
您可在 Express Scripts 郵購藥房接獲訂單後 14 天內收到您的處方藥。如果您在此時限內沒有收到您的處方藥，
請聯絡 SCAN Health Plan 會員服務部。要獲得郵購處方藥，您可撥打 1‑866‑553‑4125 聯絡 Express Scripts 藥
房，選擇參加一項自動重配計劃，服務時間為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聽障人士可致電 711。您可以隨時取消
自動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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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業務覆蓋下列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