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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New Day Bridges Care Plan (HMO CSNP) 28 對於診斷患有失智症（包括但
不限於阿茲海默症），但不符合 Medi-Cal 資格者，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本計畫在降低處
方藥費用之餘，還能增加額外的服務與福利。 

• 適用 Fresno、Imperial、Kern、Kings、Los Angeles、Madera、Orange、Riverside、 
Sacramento、San Bernardino、San Diego、San Francisco、San Joaquin、San 
Mateo、Santa Clara 和 Tulare 郡

Brand New Day Bridges Choice Plan (HMO CSNP) 29 對於需要協助協調其他健
康保險的人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經診斷患有失智症（包括但不限於阿茲海默症）
的個人，可符合本計畫資格。

• 適用 Fresno、Imperial、Kern、Kings、Los Angeles、Madera、Orange、Riverside、 
Sacramento、San Bernardino、San Diego、San Francisco、San Joaquin、San 
Mateo、Santa Clara 和 Tulare 郡

探索 Brand New Day 提供的福利。
找到最適合您的計畫。

Brand New Day 是一項簽訂了 Medicare 合約的 HMO SNP 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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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詳情
BRAND NEW DAY 

BRIDGES CARE PLAN 
(HMO CSNP) 28

BRAND NEW DAY 
BRIDGES CHOICE PLAN 

(HMO CSNP) 29
每月計畫保費

自付額 
 
自付費用上限 (MOOP)

$0

無自付額 

您支付的費用不高於 $999

$31.50

無自付額

您支付的費用不高於 $7,550

綜合醫療 PLAN 28
PLAN 29

如果您仍具有資格，並且沒有費用分
攤，則 Medi-Cal 將為您支付如下費

用分攤。

主治醫生

專科醫生1

緊急需求服務

診斷測試及程序1

化驗服務1

MRI、CT 掃描1

X 光1

治療性放射1

耐用醫療設備1

義肢/醫療用品1

物理治療1

職業治療1

透析1

足踝科服務1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每次就診 $0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費用的 20%

價格少於 $100 的物品，$0 共付額
價格超過 $100 的物品，費用的 20%

價格少於 $100 的物品，$0 共付額
價格超過 $100 的物品，費用的 20%

$10 共付額

$20 共付額

費用的 20%

$0 共付額

費用的 20%

為手術支付 $0 共付額
其他服務費用的 20%

每次就診 $0

費用的 20%
$0 共付額

費用的 20%
費用的 20%
費用的 20%

費用的 20%

費用的 20%

$40 共付額

$40 共付額

費用的 20%

費用的 20%

1 服務可能需要授權和轉診。



醫院和急診護理
BRAND NEW DAY 

BRIDGES CARE PLAN 
(HMO CSNP) 28

BRAND NEW DAY 
BRIDGES CHOICE PLAN 

(HMO CSNP) 29
如果您仍具有資格，並且沒有費用分攤，
則 Medi-Cal 將為您支付如下費用分攤。

住院病人醫院服務1

醫院門診1

身心科住院1

身心科門診1

急診護理2

全球緊急情況3

救護車

無自付額 
1-90 天 $0 共付額

為手術支付 $0 共付額

1-60 天 $0 共付額
61-90 天 $329 共付額

我們計畫內的醫生和機構 $0 共付
額，網絡內精神科醫生診室治療就診 

$0 共付額

每次就診 $100
$0 共付額

每次乘坐救護車 $75 共付額

2020 年的費用分攤為：4

$1,408 自付額 
1-60 天 $0 共付額

61-90 天，每天 $352 的共付額

手術費用的 20%

2020 年的費用分攤為：4

$1,408 自付額
1-60 天 $0 共付額

61-90 天，每天 $352 的共付額 

我們計畫內的醫生和機構 $0 共付
額，網絡內精神科醫生診室治療就診 

$40 共付額

每次就診 $90
費用的 20%

每次乘坐救護車支付費用的 20%

處方藥承保 PLAN 28
PLAN 29

如果您收到「額外補助」以支付處方藥
費用，則此付款階段不適用於您。

Part D 自付額

初始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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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到目前為止的藥物費用
達到 $4,130 之前，您都處於初
始承保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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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0

無自付額

零售處方藥 30 天供應量
$0 共付額
$5 共付額

$45 共付額
$90 共付額
費用的 33%
$0 共付額

在此階段，「第一等級 — 首選非專利
藥」和「第六等級 -— 精選保健藥」

的共付額為 $0。

對於所有其他等級，您支付品牌藥費
用的 25%（並支付一部分的配藥費），

支付非專利藥費用的 25%。

$445
您無需支付「第一等級 — 首選非專
利藥」和「第六等級 — 精選保健藥」

的自付額

零售處方藥 30 天供應量
$0 共付額

費用的 25%
費用的 25%
費用的 25%
費用的 25%

$0 共付額

品牌藥費用的 25%（並支付一部分
的配藥費）和非專利藥費用的 25%。

2 如在 72 小時內入院，則免除共付額/費用分攤。
3 緊急交通服務必須由獲得許可證的緊急交通車輛提供。
4 這些金額在 2021 年可能會有所變化。Brand New Day 將在 Medicare 發布更新的費率後立即提供該費率。



額外的福利和服務
BRAND NEW DAY 

BRIDGES CARE PLAN  
(HMO CSNP) 28

BRAND NEW DAY 
BRIDGES CHOICE PLAN 

(HMO CSNP) 29
年度眼科檢查

眼鏡架

標準鏡片

口腔檢查和洗牙

助聽器
您必須致電 TruHearing 才能
使用此福利

交通服務1

非處方 (OTC) 物品

威而鋼

Medicare 承保的脊椎護理1 
  

$0 共付額

最多花費 $175 

$0 共付額

每 6 個月一次口腔檢查，$0 共付額，
每年最多 2 次

每 6 個月一次洗牙，$0 共付額， 
每年最多 2 次

如果次數更頻繁，共付額為 $50 

每副進階型號的助聽器 $399
每副高級型號的助聽器 $699

每年 2 副助聽器

$0 共付額 
不限次數的計畫核准行程

對於 OTC 物品，您每六 (6) 個月 
最多可獲得 $250 補貼

$5 共付額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最多花費 $175 

$0 共付額

$0 口腔檢查共付額，每年最多 2 次
$0 洗牙共付額，每年最多 1 次

每副進階型號的助聽器 $149
每 3 年 2 副助聽器 

$0 共付額 
不限次數的計畫核准行程

對於 OTC 用品，每三 (3) 個月  
$100 補貼

費用的 25%

$0 共付額

健康計畫 PLAN 28 PLAN 29

健身房會員

個人護理計畫

健康食品每月補貼

不承保

$0 共付額

不承保

$0 共付額

$0 共付額

每月 $30 的補貼，用於在批准的雜
貨店購買原形食物



立即來電聯絡 
Brand New Day 授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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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6-255-4795 | TTY 711
WWW.BNDHMO.COM 

致電免付費專線
1-866-255-4795
TTY 711

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bndhmo.com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一週七天，早上 8 點至晚上 8 點 
10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