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申請特殊參保期的
申請人提供的資訊

當申請在特殊參保期 (SEP) 參保時，申請人必須符合參保資格並提供合資格事件的支持文件。若無該文件，申請人將無法
參保。

請查看以下列表，該列表載列了可用作支持文件的文件示例。在提交填妥的申請表時，務必發送支持合資格事件的文件副

本，或在提交線上申請時，務必上傳相關文件副本。

若使用紙質文件申請，請提交相關文件清晰可辨的副本，並自行保管所有原件，如果提交原件，原件不會退還。請將申請人

的姓名寫在支持文件每一頁的頂部。

在審查提供的資訊後，我們可能會索要確認資格的其他文件。請注意，由於欺詐、蓄意虛假陳述重要事項或未能支付保費而

失去健康承保不構成合資格事件。

如果您有關於合資格事件或所需的支持文件的其他疑問，請聯絡您的代理或致電 1-855-383-7247 聯絡客服部。

按合資格事件類型分類的支持文件

針對來自 Exchange 的 Anthem Blue Cross 計劃之所有 SEP 申請人

合資格事件 支持文件的描述及示例

失去或即將失去最低基本承

保：

因欺詐、蓄意虛假陳述重要

事項或未能支付保費以外的

任何原因非自願失去最低基

本承保

由於僱傭狀態變更，失去最低基本承保：

由僱主提供的以商務信紙書寫的信函或先前保險商提供的資訊（最近的賬單、ID 卡），

確認失去承保（日期及人員）及失去最低基本承保的原因（即工作時間減少等）或

提供 COBRA 要約或狀態持續福利通知的信件

由於失去受養人資格，失去最低基本承保：

由於死亡：

由僱主提供的以商務信紙書寫的信函或先前保險商提供的資訊（最近的賬單、ID 卡），

確認失去承保（日期及人員）；及

死亡證明或訃告副本

由於加入 Medicare：

由僱主提供的以商務信紙書寫的信函或先前保險商提供的資訊（最近的賬單、ID 卡），

確認失去承保（日期及人員）；及 
Medicare 卡或社會安全局的批准函

由於超齡的受養人：

由僱主提供的以商務信紙書寫的信函或先前保險商提供的資訊（最近的賬單、ID 卡），

確認失去承保（日期及人員）

由於法定分居，解除同居伴侶關係：

由僱主提供的以商務信紙書寫的信函或先前保險商提供的資訊（最近的賬單、ID 卡），

確認失去承保（日期及人員）；及

離婚判決、法定分居協議或解除同居伴侶關係的經公證/法律文書

由於用盡 COBRA 或狀態持續福利，失去最低基本承保：
提供 COBRA 或狀態持續福利終止通知的信件 

Anthem Blue Cross 是 Blue Cross of California 的品牌名稱。Anthem Blue Cross 和 Anthem Blue Cross 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Company 是 Blue Cross Association 的獨立持牌人。 
Anthem 為 Anthem Insurance Companies, Inc. 的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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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文件的描述及示例合資格事件

永久搬遷到新的服務區域 顯示申請人的舊地址和新地址的文件（若未在僱主信函或先前保險商的文件顯示），這可

透過以下文件驗證：

最近的公共設施賬單（電費、水費、電話費、互聯網費、有線電視費）

經簽字的租房契約、租賃協議/合同、按揭或療養院/有輔助看護的養老院的居住文件

顯示申請人對位於新服務區域的物業的所有權的契據

載有位於新服務區域的新地址的新駕照

已付物業稅的收據

保險文件，如屋主、租賃人的人壽保險單或報表

來自車管局的信件，如駕照、車輛登記或地址變更卡

州 ID
正式學校文件，包括入學註冊、成績單或住房文件

由政府機構向您的地址發出的信件，如社會安全局聲明或 TANF 或 SNAP 機構的通
知

來自金融機構的信件，如銀行對賬單

美國郵政總局的地址變更確認函

顯示地址的工資單

顯示姓名和地址的投票人登記卡

顯示地址的搬家公司合同或收據

來自懲治局、監獄或拘留所的顯示最近釋放或假釋的文件，包括假釋命令、釋放命令

或地址認證

如果您無家可歸或居住在過渡性住房，您可提交來自所在州的另一位居民的信件或聲

明，表明他們知道您的住處，並能夠證實您的居民身份。該人士必須提供上述文件之

一，以證明他們自身的居民身份。

如果您住在另一位人士的家裡（如家庭成員、朋友或室友），則可提交來自該人士的

表明您與他們共住的信件/聲明。該人士必須提供上述文件之一，以證明他們自身的居

民身份。

本地非營利社會服務提供商、經認證的申請顧問、諮詢人員或聯邦合格健康中心提供

的可證明您的地址的信件。若您無家可歸，您可提供來自政府實體或非營利組織（包

括收容所）的可證明您地址的信件。

居住在農村地區的顧客可提供農村路線郵遞地址。

支持文件需包含申請人的姓名以及申請書所載的住址（新地址）以及顯示先前地址的文件（應

載有申請人的姓名以及搬遷前的住址）。

對於僅限兒童的申請，申請書簽名部分的家長/監護人姓名必須與支持文件的姓名匹配。

依法庭命令向合資格兒童提

供承保、包括子女撫養命

令、提交的子女監護指定申

請或子女監護指定

表明認購人或認購人的配偶是申請人的監護人的法定監護文件或表明認購人須為申請人提供

承保的法庭命令。

如果您申請僅限兒童保單，請聯絡我們。

生育嬰兒、領養一名兒童或

為便於領養而進行的兒童安

置

生育：

來自醫院或兒科醫生的顯示父母姓名、嬰兒姓名及出生日期的出生證或醫療記錄。註：對於
現有的 Anthem 保戶，母親的分娩申索可視為支持文件。

領養/領養安置：

領養證明或證明將兒童安置於申請人處以便領養的文件。

結婚或處於合資格獲得承保

的同居伴侶關係

結婚證或同居伴侶聲明

從外國或美國領地搬遷至美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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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遷文件（包括搬遷日期），這可透過護照、簽證或機票等驗證；及

可透過以下文件驗證的顯示新地址的文件：

簽署的租房契約、租賃協議/合同、按揭

顯示申請人對位於新服務區域的物業的所有權的契據



支持文件的描述及示例合資格事件

續 如果您無家可歸或居住在過渡性住房，您可提交來自所在州的另一位居民的信件或聲

明，表明他們知道您的住處，並能夠證實您的居民身份。該人士必須提供上述文件之

一，以證明他們自身的居民身份。

如果您住在另一位人士的家裡（如家庭成員、朋友或室友），則可提交來自該人士的

表明您與他們共住的信件/聲明。該人士必須提供上述文件之一，以證明他們自身的居

民身份。

本地非營利社會服務提供商、經認證的申請顧問、諮詢人員或聯邦合格健康中心提供

的可證明您的地址的信件。若您無家可歸，您可提供來自政府實體或非營利組織（包

括收容所）的可證明您地址的信件。

以及一份可透過以下帶有申請人姓名的文件驗證新地址的額外支持文件：

最近的公共設施賬單（電費、水費、電話費、互聯網費、有線電視費）

載有位於新服務區域的新地址的新駕照

已付物業稅的收據

保險文件，如屋主、租賃人的人壽保險單或報表

來自車管局的信件，如駕照或車輛登記

州 ID
正式學校文件，包括入學註冊、成績單或住房文件

由政府機構向您的地址發出的信件，如社會安全局聲明或 TANF 或 SNAP 機構的通
知

來自金融機構的信件，如銀行對賬單

顯示地址的工資單或來自僱主的信件/僱傭合同

顯示姓名和地址的投票人登記卡

顯示地址的搬家公司合同或收據

從監獄或拘留所（監禁）釋

放

來自本地、州或聯邦懲治部門或監獄的顯示申請人的法定釋放日期的文件。

參加當前保險的家庭成員身

故

由僱主提供的以商務信紙書寫的信函或先前保險商提供的資訊（最近的賬單、ID 卡）確

認承保（日期及個人）；及

死亡證明或訃告副本

當前保單未基於日曆年準則

續期（在 1 月 1 日以外的
日期續期）

來自先前保險商的確認承保（日期及個人）及承保續訂日期的資訊（最近的賬單、ID 卡和續

訂信件）。

健康保險發行人明顯違反健

康保險合約的重要條款

來自會員的信件以及來自保險商或 Exchange 的支持文件。

失去合約服務提供者就急性

病症、嚴重慢性疾病、懷

孕、絕症、從出生至 36 個
月大的新生兒護理，或執行

手術或服務提供者建議且記

錄之其他程序提供的服務，

且該服務提供者不再參加該

健康福利計劃。

來自先前保險商或提供者的信件。

退役的美軍預備役部隊成員

或退役的加州國民警衛隊成

員

顯示退役日期的退役文件。

相關州或聯邦法律確立的規

則在界定合資格事件時規定

的其他任何事件或情況。 

來自指定來源（例如，僱主、州或聯邦政府機關）的確認已發生合資格事件、事件發生日期

及受影響的所有申請人姓名的正式文件（如信件或其他支持文件）。 

員工及其受養人首次取得個

人承保健康補償安排 
(ICHRA) 或合格小型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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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RA 或 QSEHRA 要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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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文件的描述及示例合資格事件

健康補償安排

(QSEHRA)，或是過去曾經

被停保（或遭拒絕投保） 
QSEHRA 或 ICHRA，現

在再次獲得投保 – 無論是
在雇主年度開放參保期間，

抑或是因為雇主轉換至符合

承保資格的不同雇主級別。

申請人因其被誤導已獲得最

低基本承保，而在先前的時

期未參保健康福利計劃。 

來自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或 Exchange 的信函可確認申請人被誤導其已
獲得最低基本承保，而未在先前的參保期參保計劃。



  
  

                                                                                                    
           

 

 
 

 

 

 

 

 
 

  
 

  
     

 
 

  
    

 
       
       

  
 

 
  

 
 

  
 

  
   

 
  

   

  
    

   
    

主要申請人姓名：

歡迎您 
California個人申請表
感謝您選擇我們。熱烈歡迎您的加入。

如果您在填寫此表單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1 (877) 212-1796。但如果您有代理人或經紀人，請先與他們聯絡。

關於此表單 
請使用本表格申請新辦的醫療保險，或透過 Anthem Blue Cross (Anthem)變更現有保險。

您可以申請或變更保險的時間： 
1.	 於年度開放參保期間
您的保險生效日期則根據我們何時收到您填妥的申請表而定。保險期間最早可於 1 月 1 日開始。
我們收到申請的日期若在： 
•	 在 11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期間，承保從 1 月 1 日開始。
•	 在 12 月 16 日至 1 月 31 日期間，承保從 2 月 1 日開始。

2.	 當您因合資格事件獲得特殊參保期時
完成此表單之後，請填寫附錄 A：特殊參保，這會包含合資格事件和保險開始時間的資訊。

填寫此表格的溫馨提示 

•	 回答所有問題。請只用藍筆或黑筆以正楷清楚填寫。
•	 請提交所有頁面。
•	 您還可線上申請，網址是 anthem.com/ca。
•	 參考您的《產品指南》，瞭解計劃與參保的詳情。沒有指南？向您的代理人索取，或與我們聯絡。
•	 如果您正加入一個醫療計劃，則您必須選擇一個主治醫師 (PCP)。造訪 anthem.com/ca，檢視您計劃的醫師名單，亦可致電我們
索取名單。如果您沒有選擇 PCP，我們會為您挑選一名您附近的 PCP。

幾個經常問到的問題  

1.	 我是否需要隨申請表支付一筆付款？
可以。您如果沒有支付首月保費，我們無法處理您的申請。沒有該付款，您的參保將被推遲。您沒有參保成功，我們不會從您的
銀行卡中扣款或兌現您的支票或匯票。

2.	 你為何需要我的社會安全號碼 (SSN)？
美國國家稅務局 (IRS)要求我們收集這項資訊。除非法律要求，否則這項資訊不會公開。

如果您在我們這裡投保了與健康儲蓄賬戶 (HSA)相容的計劃，我們會將資訊交給我們的 HSA 銀行業夥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them Blue Cross是 Blue Cross of California 的營業名稱。 Blue Cross Association 的獨立持牌人。 
Anthem是 Anthem Insurance Companies, Inc. 的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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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表單

填寫此表格的溫馨提示



          

 

  

     

 

    
   

 
 

    
  

 

California個人申請表 請註明本申請理由： 

開放登記 
特殊參保期（還必須填寫附錄 A）

新保險 

變更保險 
將受撫養親屬新增到現有保險

保戶 
ID 編號：

第 1步：誰在申請？
主要申請人

姓  (合法名字) 名  (合法名字) 中間名首字母 社會安全號碼 
- - 

婚姻狀況 

單身  已婚  家庭伴侶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年/月/日） 

/ / 
縣  (家庭地址) 

家庭地址（非郵箱）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帳單地址（非必填——如果不同於您的家庭地址）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郵寄地址（非必填——如果不同於您的家庭地址）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電子郵箱位址：

我提供電子郵件地址，是因為我和我的已參保受撫養人想透過電子手段獲得我的福利的資訊。這些通訊可能包括身分  (ID) 卡、合約或承保證
書、帳單發票、福利解釋、包括取消和續訂在內的必要通知，以及有助於充分利用福利的有用或具體個人化資訊。我瞭解，我需要在網站 
anthem.com/ca 或  Anthem 行動應用程式上註冊才能充分利用我計劃的線上工具，我將會確保  Anthem 有我的最新電子郵件地址。我和我的已
參保受撫養人瞭解，我們可以透過瀏覽網站 anthem.com/ca或致電我的 ID卡上的會員服務部號碼來更新我們的電子郵件地址、通訊喜好，以
及索取任何資料的免費副本。

常用電話  申請人會說、讀和/或寫英語。 
如果申請人不會說、讀和/或寫英語，則譯員必須簽字並遞交一份「責任聲明」（附錄 B）。

習慣的書寫語言 英語  (ENG) 西班牙語  (SPA) 中文  (ZHO)  (C/M) 
韓語  (KOR) 他加祿語  (TGL) 越南語  (VIE) 
其他（請寫下）

習慣說的語言 英語  (ENG) 西班牙語  (SPA) 中文  (ZHO)  (C/M) 
韓語  (KOR) 他加祿語  (TGL) 越南語  (VIE) 
其他（請寫下）__

PCP PCP ID 當前病人 
是   否

配偶或家庭伴侶

姓 (合法名字) 名 (合法名字) 中間名首字母 社會安全號碼 
- -

與申請人的關係 
配偶  家庭伴侶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年/月/日） 
/ / 

PCP PCP ID 當前病人 
是 否 

 

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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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申請人



          

  

    
   

  

受扶養子女 子女年齡必須小於  26 歲。 
年齡大於二十六 (26)歲的子女，若因身體或精神喪失能力的傷害、疾病或狀況而不能從事自給自足的職業，並且主要依賴於保單持有人或
投保人的支援與扶養，則該子女可有資格作為受撫養親屬獲得保險。作為超齡受撫養親屬的條件是：受撫養親屬必須在他或她有資格獲得保
險的時期結束前成為殘障人士。

姓 (合法名字) 名 (合法名字) 中間名首字母 社會安全號碼 
- -

與申請人的關係 
子女  其他

性別 
男__  女

出生日期（年/月/日） 
/ / 

PCP PCP ID 當前病人 
是  否

受扶養子女

姓 (合法名字) 名 (合法名字) 中間名首字母 社會安全號碼 
- -

與申請人的關係 
子女 其他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年/月/日）
/ / 

PCP PCP ID 當前病人 
是 否

受扶養子女 如果您有多名受撫養親屬，請勾選此處。另外打印一份此頁，並附到您的申請表上。

姓 (合法名字) 名 (合法名字) 中間名首字母 社會安全號碼 
- -

與申請人的關係 
子女 其他_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年/月/日） 
/ / 

PCP PCP ID 當前病人 
是  否

資格 請回答相關問題，以判斷您是否具備資格。

是否有任何申請人加入  Medica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有 如果有，是誰？

目前是否有因被定罪而被關在監獄裡（釋放的服刑期超過  60 天）的申請人？（不包括待決指控處理）  
 無  有 如果有，是誰？

您是否有符合如下條件的子女：已經  26 歲或更大，因身體或精神致殘性傷害、疾病或狀況而不能從事自給自足的職業，而您在根據本合約
為其申請保險？ 無  有 如果有，您必須單獨遞交一份殘障受撫養親屬表格，以便確定其資格。  

勾選此方塊，我們會寄給您一份表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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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扶養子女

受扶養子女

資格



 
           

 

 

   
     

 

   
          

    
    
    
    
    

       
 

    

   
      

 
  

     

          
             

   
     

 
      

 

第 2步：您想獲得什麼保險？


 
 

醫療計劃

限選一個醫療計劃。如果您選擇 EPO產品，則必須在第 1 步選擇一個主治醫師 (PCP)。
醫療申請人必須居住在如下其中一個縣內方可參保：Alameda、Alpine、Amador、Butte、Calaveras、Colusa、Contra Costa、Del Norte、 
El Dorado、Glenn、Humboldt、Imperial、Inyo、Kern、Lake、Lassen、Marin、Mariposa、Mendocino、Merced、Modoc、Mono、Monterey、 
Napa、Nevada、Placer、Plumas、Sacramento、San Benito、San Francisco、San Joaquin、San Luis Obispo、San Mateo、Santa Barbara、 
Santa Clara、Santa Cruz、Shasta、Sierra、Siskiyou、Solano、Sonoma、Stanislaus、Sutter、Tehama、Trinity、Tulare、Tuolumne、Ventura、 
Yolo或 Yuba。 

Anthem Bronze 
60 D EPO (658Q) 
60 D HDHP EPO (658P) 
Pathway EPO 6500 (658J) 
Pathway EPO 7000 (658F) 
Pathway EPO 7300 (658H) 

Anthem Silver 
70 Off Exchange EPO (658E) 

Anthem Gold 
80 D EPO (658K) 

Anthem Platinum 
90 D EPO (658S) 

Anthem Catastrophic 只有 30 歲以下的申請人可以參保，除非另有資格條件。 

Minimum Coverage D EPO (658N)

醫療計劃

限選一個醫療計劃。如果您選擇 HMO產品，則必須在第 1 步選擇一個主治醫師 (PCP)。
醫療申請人必須居住在如下其中一個縣內方可參保：F resno、Kings、Los Angeles East、Los Angeles West、Madera、Orange、Riverside 或  
San Bernardino。  
Anthem Bronze 

60 D HMO (658T) 
Anthem Silver 

70 Off Exchange HMO (658G) 
Anthem Gold 

80 D HMO (658L) 
Anthem Platinum 

90 D HMO (658R) 
Anthem Catastrophic 只有 30 歲以下的申請人可以參保，除非另有資格條件。 

Minimum Coverage D HMO (658M)

健康儲蓄賬戶 (HSA)參保 如果您選的是 HSA 相容計劃，請選擇以下選項之一： 

我請求  Anthem 配合  HSA 服務提供者加快開設  HSA 帳戶並且在該處理中，我理解  Anthem 將向該服務提供者披露我的姓名、SSN  及理賠
資料，及我的受撫養人相關資訊（如適用）以支援我的  HSA。 
我請求  Anthem 不要配合  HSA 服務提供者為我開設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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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醫療保險 有一或多位申請人目前有醫療保健保險（請在下面填寫相關資訊。）

受保人姓名（姓氏，名字，中間名首字母） 保險類型 保險商名稱 保單 ID編號 保險日期（如適用）（月/日/年）
終止日期（如果與保險終止日期不同）

團體 
個人

開始： 
結束： 
終止日期： 

團體 
個人

開始：

結束：

終止日期： 

團體 
個人

開始：

結束： 
終止日期： 

團體 
個人

開始：

結束： 
終止日期：

團體 
個人

開始：

結束： 
終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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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步：請閱讀並簽字

重要的法律資訊 
所有申請人
我，即在下方簽字之人瞭解，根據我正在參保的  Anthem 計劃/保單，若我使用網路外醫院或醫師，而不使用網路內醫院或醫師，我承擔的
個人財務成本將明顯增加。如對網路醫療提供者的使用及使用網路外醫療提供者的財務影響有問題，請致電客戶服務部電話 
 1  (855) 383-7247 提出您的疑問。 

禁止愛滋病檢測：  
California法律禁止健康保險公司要求進行愛滋病檢測，或將愛滋病檢測作為獲得健康保險的一個條件。

我瞭解： 
•	 我必須連同此申請表寄出我的首筆保費，但這不意味著我的保險已獲得核准。我正在申請我從步驟 2 選擇的保險。在法律允許的範
圍內，Anthem 有權接受或拒絕此申請。如果我的申請被拒絕，將不會從我的銀行賬戶或信用卡中扣款，如果我透過匯票付款，則匯
票會返還給我。 

•	 若發生任何導致我或任何受撫養親屬失去保險資格的變更，我有責任及時地告知 Anthem。 
•	 支票付款可作為自動結算所 (ACH) 借記交易處理。即如果我透過支票付款，紙本支票將會銷毀，而借記付款將顯示在個人銀行對帳
單中。我的支票不會給我的財務機構或返還給我。這並不意味著我將登記加入自動借記流程支付保費。任何資金不足導致的重新遞交
也可能以電子方式發生。所有支票交易將都是安全的，並且我的支票付款意味著我同意這些條款。 

•	 我同意對我與 Anthem的任何電話交談進行記錄和/或監視。 
•	 透過提供電話號碼，即表明我同意 Anthem 及其附屬公司使用自動電話撥號系統和/或預錄的訊息透過此應用程式中的電話號碼給我打
電話或發簡訊，以幫助我瞭解我的福利資訊。 

•	 我正在申請不屬於任何僱主贊助計劃的個人健康保險，並且我負責支付所有保費付款，確保所有保費均已支付。 
•	 我保證，此申請表上的每一個社會安全號都是正確的。 
•	 我的家庭伴侶 (若適用)只有根據 California法律與我建立家庭伴侶關係，才有資格獲得保險。 
•	 我表示，我已經閱讀「重要的法律資訊」部分，並同意保險條件。我表示，據我所知並且我相信，對此申請表上的所有問題的回答都
是真實準確的，並且我瞭解， Anthem 會依賴於這些回答來接受此申請。在此申請表中發現的任何構成欺詐或故意歪曲重要事實的行
為，將導致福利被拒絕或我的保險被解約或取消。

如果我的任何符合條件的受撫養親屬由 Anthem提供保險，我代表他們及我本人在此申請表簽字。我正在擔任他們的代理人與代表。
此申請表遞交給 Anthem後，沒有 Anthem的確認與同意，不可更改此申請表。

取消成員身份
年滿 18 歲或以上之申請人必須確認下列說明：我已就所知針對申請表之所有問題提供真實且完整的回答，並瞭解所有回答皆重要，且將
成為接受或拒絕本申請之考量依據。我瞭解所有就本申請表提問而回覆的資訊必須與本人針對 California法律而作出的回答一致。

此外，主要申請人聲明下列事項：此申請表中所列年滿 18 歲或以上受我撫養的所有親屬已經閱讀此申請表，且本人深信，已為下方申請
表提供完整正確的資訊。同時，我深信，本人已盡一切所能，以向您確保所有資訊，包含本人未滿 18 歲子女在內，關於此申請表上所列
之所有申請人的資訊全部真實且詳盡。

我知道，若本人的計劃 /保險被撤銷，我將收到書面通知，說明作出該決定的依據及本人之申訴權利。我可以選擇將來提交一份新的申請
表，以供考慮理賠給付。我也瞭解根據 California 法律，將要求本人向 Anthem Blue Cross 支付其代表本人所支付之任何服務費，且 
Anthem Blue Cross 將扣除 Anthem Blue Cross支付之醫療支出後，退還本人支付之任何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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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約束力的仲裁的要求

對於您與 ANTHEM BLUE CROSS之間的所有爭議，包括但不限於與根據協議提供服務有關的爭議或任何其他與協議有關的問題及醫療過
失索賠，若爭議的金額超過小額索賠法院的司法權限，並且可以根據患者保護和平價醫療法案等適用的聯邦與州法律，透過具限制力的
仲裁進行解決，則雙方必須透過具限制力的仲裁解決所有爭議。對於超過小額索賠法院的司法權限並應根據本協定進行具限制力的仲裁的
索賠，CALIFORNIA健康與安全法典第 1363.1節和保險法典第 10123.19 節要求就此方面進行明確披露：據雙方理解，關於醫療不當作法
的任何爭議，關於本合約下提供的任何醫療服務是否不必要、未授權或不妥當、疏忽或提供能力不足的爭議，將服從聯邦和 CALIFORNIA
法律允許和規定的仲裁決定，包括但不限於患者保護和平價醫療法案，不得透過訴訟解決或訴諸於法院程序，但 CALIFORNIA 州法律規
定對仲裁程序進行司法審核的情況除外。本合約的雙方透過簽訂本合約，放棄各自在有陪審團出庭的法院裁決任何此類爭議的憲法權利，
而接受透過仲裁解決爭議。您和 ANTHEM BLUE CROSS同意受此仲裁條款的限制。您確認，對於在國家或聯邦法律在受到仲裁的爭議，
您同意放棄進行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根據 CALIFORNIA商業和職業法典第 17200節進行法官審判的權利，以及/或者主張和/或參與集體訴
訟的權利。如果您的協議受 45 CFR 147.136 的限制，則本協議不將您的權利限制為根據該法律對不利福利裁決進行內部和外部覆議的權
利。本仲裁條款的執行，包括放棄集體訴訟，應根據聯邦仲裁法 (FEDERAL ARBITRATION ACT, FAA) (「FAA」) 加以確定，包括 FAA對
州法律的搶佔性影響。在下面簽署、書寫或鍵入您的姓名即表示您同意本協議的條款，並確認您簽署、書寫或鍵入的姓名為有效且具有限
制力的簽名。

請在下方簽字

主要申請人 (或法定代表) 日期（月 /日/年）

配偶/家庭伴侶（或法定代表） 日期（月 /日/年）

受撫養子女 (18 歲或更大) 日期（月 /日/年）

受撫養子女 (18 歲或更大) 日期（月 /日/年）

受撫養子女 (18 歲或更大) 日期（月 /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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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代理人或經紀人協助您嗎？
 是  否 如果是，確保他們填寫此部分。

代理人（或經紀人）證書 所有欄位均必填。

我保證，據我所知且我相信，此處的回覆都是準確的。 

我沒有透過電話、電子郵件或面對面與此申請人進行過任何互動，在回答或回覆此申請表中的任何問題時，我沒有向申請人以任何方
式提供任何資訊、建議或幫助。 

我協助過申請人遞交此申請表。據我所知，此申請表上的資訊是完整而準確的。

我以易懂的語言向申請人解釋了申請人提供不准確的資訊所面臨的風險，並且申請人理解我的解釋。

通知：根據 California健康與安全法典第 1389.8(c) 款保險法典第 10119.3 款規定，如果您故意陳述任何虛假的重要事實，您將被處以高達
一萬美元 ($10,000)的民事罰款。
代理人/經紀人簽名 日期（月 /日/年）

代理人姓名 (請以正楷清楚填寫) 

*(A)保單填寫代理人 TIN/SSN（可以是加密的 TIN） **(B)保單填寫代理人 /代理商/TIN（可以是加密的 TIN）

代理人地址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代理人電話號碼 代理人傳真號碼 代理人電子郵件 

*欄位  (A)——如果您是直接代理人，請提供您的保單填寫代理人  TIN/SSN。**欄位  (B)——如果此保單透過無保單填寫代理人的代理商售
出，請在欄位  (A) 與欄位  (B) 中輸入保單銷售代理商的  TIN，如果您是保單填寫代理人，而此保單透過代理商售出，請在欄位  (A) 填寫保單
輸入代理人的  TIN/SSN，在欄位  (B) 中輸入保單銷售代理商的  TIN/SSN。

以下是後續步驟。
 
1)	 您能檢查一些項目嗎？如難以辨認或遺失，可能導致參保延期。 

•	 您的姓名和地址務必清晰完整。 
•	 您已經計入您的首月保費付款。 
•	 所有 18 歲及以上申請保險的人員都已在此表格上簽字。
•	 請務必提交申請表所有頁面，包括本頁，即便您沒有代理。 
•	 如果藉由資格事件參保，則您已填寫附錄 A：特殊參保。 

2)	 所有項目都沒錯？將此表格郵寄至：Anthem Blue Cross, PO Box 659960, San Antonio, TX 78265-9146，或者傳真至 
1 (800) 848-2512。 

3)	 我們會在未來幾週內（或更快時間）與您保持聯絡。如果您在那之前有問題，請撥打 1 (855) 383-7247 聯絡我們。

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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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特殊參保
如果您因為資格事件，而申請保險，請與您的申請表一併填寫本部分。

資格事件日期 
資格事件日期（月/日/年）

/ /
若失去保險，該日期是指現有或之前的保險的最後一天。對於所有其他情況，請根據資格事件輸
入日期。

您必須為下列事件在資格事件後 60 天內申請保險。
資格事件 保險生效日期 

1.婚姻或家庭伴侶關係
由於結婚或確立家庭伴侶關係，而有資格獲得保險（請參見第 3步瞭解資格
說明）。

我們收到您填好的申請表後的下個月的第一天 

2.出生或收養 
生產、收養子女或將子女安置給您以待收養

選擇一個生效日期： 
與事件同日 
我們收到您填好的申請表後的下個月的第一天 

根據我們收到您填好的申請表的時間確定 * 
事件日期後的下個月的第一天 

3.法庭判令或監護權
為符合條件的子女提供保險的法庭判令所要求的，其中包括子女撫養判令，
為獲得子女的監護權提交申請或獲得了子女的監護權

選擇一個生效日期： 
與事件同日 
根據我們收到您填好的申請表的時間確定 * 

4.死亡
擁有當前保險的家庭成員死亡

選擇一個生效日期： 
我們收到您填好的申請表後的下個月的第一天 
根據我們收到您填好的申請表的時間確定 * 

5.與前任健康保險發行商之間的問題
健康保險發行商嚴重違反了健康保險協議的實質性條款 

6.失去合約提供者的服務
根據保險法典第 10965 款，或健康與安全法典第  §  1399.845 款，失去另一個
健康福利計劃的合約醫療提供者為健康與安全法典第  § 1373.96(c) 條中所述
的病症  (急性病症、嚴重的慢性疾病、懷孕、晚期疾病、剛出生至 36個月的
新生兒護理、由該提供者建議並記錄而進行的外科手術或其他手術) 提供的
服務，且該提供者不再參加該健康福利計劃 

7.服役歸來
根據 U.S. Code第 32條，從美國預備役軍隊服役歸來的成員，或從 
California國民警衛隊服役歸來的成員 

8.先前保險錯誤資訊 
他或她關於透過 Exchange提供的健康福利計劃已向  Exchange 證明或關於在 
Exchange 服務區域外提供的健康福利計劃已向部門證明，他或她在個人可
用參保期前因收到個人在最低基本保險下受保的錯誤資訊而沒有登記參加健
康福利計劃。

根據我們收到您填好的申請表的時間確定* 

* 如果保險日期根據我們收到您的完整申請表的時間而定，那麼如果我們收到申請的時間如下： 
• 當月的第 1 天至第 15 天之間，保險將於下月的第 1 天開始。 
• 當月的第 16 天至最後一天之間，保險將於之後的第二個月的第 1 天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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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事件 保險生效日期  
9. 其他資格事件 
如果您找不到自身的情況，請與您的代理人/經紀人聯絡，或致電給我們。
我們只能根據州和/或聯邦法律定義的事件承保 

意見

根據我們收到您填好的申請表的時間確定* 

您必須為下列事件在資格事件前 60 天或後 60 天內申請保險。
資格事件 保險生效日期 

 10.失去保險： 
失去或將失去最低基本保險：非自願失去保險（失去最低基本保險包括由於
法定分居、離婚、受撫養身份中止（如達到計劃規定的有資格作為受撫養子
女獲得保險的最大年齡）、僱員死亡、僱傭終止、僱傭時數減少、永久搬遷
等。）失去保險資格不包括由於僱員或受撫養親屬未能按時支付保費或因某
種原因（如進行欺詐索賠或對與計劃有關的重大事實進行蓄意虛假陳述）導
致保險終止。

我們收到您填好的申請表後的下個月的第一天 

11. 永久搬家 
從外國或某一美國領地搬家到美國  
 永久搬到一個新的服務區（美國境內）。   

 12. 非曆法續約 
當前保單並非按日曆年續約（在除  1 月  1 日之外的日期續約） 

 13. 入獄或監禁 
從監獄或拘留所釋放 (有期徒刑) 

根據我們收到您填好的申請表的時間確定* 

 14.  ICHRA 或  QSEHRA 
 在您雇主的年度開放參保期間或由於雇員身份發生變化，被提供或獲得個人
承保健康還款計劃  (Individual Coverage Health Reimbursement Arrangement,
ICHRA)/合格小額雇主健康還款計劃 ( Qualified Small Employer Health
Reimbursement Arrangement, Q SEHRA) 

如果我們在符合條件的事件發生日期之前收到您填好
的申請表：  
• 如果符合條件的事件發生在一個月的第一天，保險
將於符合條件的事件發生日期生效   

• 如果符合條件的事件沒有發生在一個月的第一天，
保險將於符合條件的事件發生後下一個月的第一天
生效  

如果我們在符合條件的事件發生日期或之後收到您填
好的申請表：  

• 保險將於收到您填好的申請表後下一個月的第一天
生效 

* 如果保險日期根據我們收到您的完整申請表的時間而定，那麼如果我們收到申請的時間如下： 
• 當月的第 1 天至第 15 天之間，保險將於下月的第 1 天開始。 
• 當月的第 16 天至最後一天之間，保險將於之後的第二個月的第 1 天生效。

差不多就是這些了！我們可能還需要一點資訊。

我們需要您針對最符合資格的事件提供證明檔案，如來自發起人 (如僱主、州或聯邦機構)的信函或正式表格，確認資格事件已發生。也
應該涉及事件發生日期及所有受影響申請者姓名。如果您是因為失去保險而申請，我們需要證明檔案來證明失去保險的原因。在所有情況

下，我們可能都需要額外檔案以確認資格。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給我們或您的代理人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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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責任聲明

責任聲明 在申請人不能填寫申請表時填寫。

注：代表申請人翻譯申請表的口譯人員必須年滿 18歲。 

我， 之所以為以下指定申請人親自閱讀並填寫此個人申請表，是因為： 

申請人不能讀英語 
申請人不能說英語 
申請人不能寫英語 

申請人的英語水平有限 

其他原因（請解釋）

我口譯了此表單的內容，並在我的知識範圍內，獲取和列出了所有要求的由以下人員披露的個人病史 

申請人或簽字人：

口譯目標語言 
西班牙語  中文  韓語  菲律賓語  越南語  其他  

我還口譯了「重要法律資訊」和「支付方式」，並對其進行了全面說明。

口譯員簽字（必填） 日期（月/日/年）（必填）

我確認是以我的名義對該申請表進行口譯的

申請人簽字（必填） 日期（月/日/年）（必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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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申請的付款方式

申請人/會員姓名 主申請人的社會安全號碼

我本人，作為申請人負責向Anthem提供月度付款。本人授權Anthem在本人的承保獲批當日或其後，從上述銀行賬戶或信用
卡/借記卡扣繳本人的第一筆月度付款。簽署本表格即表示，本人明白，由於本人的承保尚未獲批，第一筆付款的金額可能與
本人獲告知的金額不同。此外，若本人選擇下方的選項1或選項2，本人明白，本人的未來付款可能會由於本人在參保後作出
的更改而變化，包括但不限於增加或刪除受撫養者、住宅搬遷、更改承保及/或Anthem作出更改（Anthem已根據本人的計
劃/保單向本人發出通知）。此外，本人明白，若本人在臨近自動取款日期時作出更改，Anthem可能無法在作出取款前通知
本人。本人同意支付Anthem由於扣繳款項未兌現而向本人收取的任何服務費。本人明白，若本人的月度付款基於特定百分
比增加，Anthem將停止本人的自動付款，並向本人發出通知。本人可選擇重啟自動月度付款。

 

請選擇您想要採用的為您的所有計劃支付月度付款的方式。請在
選項1、選項2或選項3對應的方框打勾。

 

 

  

 

 

     

 

   

 

 
  

  
 

 

 

 

 

 

選項1：銀行賬戶授權：自動從您的銀行賬戶扣繳第一個月和未來每個月的付款。
您的所有月度付款將從您在下方勾選的銀行賬戶扣繳。
支票賬戶： 企業 個人
儲蓄賬戶： 企業 個人

輸入從您的銀行賬戶扣款的日期
（每月1到6號）。若未指定日期，您的月度付款
將在每月的第一天扣繳。
在此處寫下您的支票顯示的路由號碼和賬戶：

X

 

 
 

 

X

第 1 頁，共 2 頁

MEM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3456789 |: 1234567890123 1175

9-digit bank routing number Bank account number 

本人授權Anthem每月自動從上述銀行賬戶扣繳本人的月度付款。本人同意，Anthem對每筆扣款享有權利，如同該等扣款
為本人簽署的支票一般。本人明白，月度付款將在本人指示的日期或其後3個營業日內作出。本人授權Anthem自動從本人
的賬戶扣款（及對先前的扣款作出更正）。該權限保持有效，直至本人透過提前30天發出書面通知，告知Anthem，本人不
再希望他們從本人的賬戶扣款。本人明白，若銀行因任何原因不允許Anthem對本人的賬戶扣款，本人將自動從自動月度付
款名單剔除，並將收到郵寄的賬單。本人明白，若本人的月度付款基於特定百分比增加，Anthem將停止本人的自動付款，
並向本人發出通知。本人可選擇重啟自動月度付款。

獲授權簽字（與銀行記錄顯示的簽字相同） 銀行賬戶持有人的印刷體姓名（與賬戶顯示的姓名相同） 日期（月/日/年）

選項2：信用卡/借記卡授權：自動從您的信用卡/借記卡扣繳第一個月和未來每個月的付款。
請填寫以下資訊

輸入您的信用卡/借記卡的扣款日期 （每月1到6號）。
本人授權Anthem每月自動從下方所示的本人的信用卡/借記卡扣繳本人的月度付款。本人明白，月度付款將在本人指示的
日期或其後3個營業日內作出。本人授權Anthem自本人的信用卡/借記卡扣款，直至本人透過提前30天發出書面通知，告知
Anthem，本人不再希望他們從本人的信用卡/借記卡扣款。本人同意，Anthem在從本人的信用卡/借記卡扣繳本人的月度
付款時，不負責支付銀行收取的任何費用。本人明白，若任何Anthem信用卡/借記卡交易未獲兌現，本人將自動從自動月
度付款名單剔除，並將收到郵寄的賬單。本人明白，若本人的月度付款基於特定百分比增加，Anthem將停止本人的自動付
款，並向本人發出通知。本人可選擇重啟自動月度付款。
Anthem接受 Visa 或Mastercard（申請人須知：請勾選一個。）

卡號
到期日 （月/年）

該信用卡/借記卡的賬單地址 城市 郵區編號

獲授權簽字（與卡上顯示的簽字相同） 持卡人的印刷體姓名（與卡上顯示的姓名相同） 日期（月/日/年） 

對於選項3：僅限第一筆月度付款：請立即向我們發送您的第一筆月度付款，並每月接收未來月度付款的賬單。

62935CAMCTABC Rev. 2/20



個人申請的付款方式

申請人/會員姓名 主申請人的社會安全號碼

選項3：僅限第一筆月度付款：請立即向我們發送您的第一筆月度付款，並每月接收未來月度付款的賬單。
請在下方選擇您用於支付第一筆月度付款的方式。
支票（請隨申請表附上您的紙質支票） 電子支票（請填寫下方A部分） 信用卡/借記卡（請填寫下方B部分）

A. 電子支票：您無需向我們發送紙質支票，相反，您可使用電子支票，讓Anthem在您的承保獲批當日直接從您的銀行
賬戶取款支付您的第一筆月度付款。您的銀行不會向您送回您的支票。（我們不會將該資訊錄入文件或用於任何未
來付款。）請填寫該資訊。

賬戶持有人的印刷體姓名 路由號碼 賬號 第一筆付款金額
$

B. 信用卡/借記卡：本人允許Anthem對本人在下方列示的信用卡/借記卡進行一次扣款，以支付本人的第一筆月度付款。
該付款將涵蓋本人在Anthem參加的所有計劃的第一筆月度付款。
Anthem接受 Visa或 Mastercard（申請人須知：請勾選一個。）

卡號
到期日 （月/年）

該信用卡/借記卡的賬單地址 城市 郵區編號

本人授權Anthem從上述銀行賬戶或信用卡/借記卡僅扣繳本人的第一筆月度付款。
本人同意，Anthem無需支付銀行因本人的電子支票或信用卡/借記卡被拒付而收取的任何費用，即使本人無法繼續獲得承
保亦如是。本人明白，這是一次性付款，本人負責確保Anthem能夠在該首次付款後收到本人的未來月度付款。

獲授權簽字（與銀行賬戶/卡上顯示的簽字相同）

X
銀行賬戶持有人的印刷體姓名（與賬戶顯示的姓名相同） 日期（月/日/年）

Anthem Blue Cross 是 Blue Cross of California 的品牌名稱。Anthem Blue Cross 和 Anthem Blue Cross 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Company 是 Blue Cross Association 的獨立被許可方。
ANTHEM 為 Anthem Insurance Companies, Inc. 的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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