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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ver  

特殊投保期 
指南

瞭解您在 Medicare 年度投保期 (AEP) 之外的投保機會



您身為 Medicare 計劃受益人，登記參加 Original Medicare 與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的時間和頻率皆有所限制。

• 初始投保期  
 

符合 MEDICARE 計劃的期間

您年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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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年滿 65 歲時符合 Medicare 計劃的資格，您可以在您年
滿 65 歲當月之前的三個月、您生日的當月及之後的三個月共 
7 個月的期間登記參加計劃。如果您錯過您的初始投保期，您
可在 Medicare 計劃一般投保期（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登記
參加，您的承保會從 7 月 1 日起開始。

• 年度投保期在每年 10 月 15 日開始，在 12 月 7 日結束。您在此
期間可以登記參加新計劃、轉換或退出計劃。

• 開放投保期在 1 月 1 日開始，在 3 月 31 日結束。您在此期間可
以轉換計劃或回到 Original Medicare。

特殊投保期是 Medicare 與 
Medicaid 服務中心 (CMS) 允許受益
人在標準投保期之外投保的時間。



Clever Care Medicare Advantage 
HMO 計劃
所有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皆承保 Original Medicare 承保的
項目。Clever Care 提供：

每月 0 美元保費的參加方案、 
向您的主治醫師求診的 0 美元定額手續費，以及  
向專科醫生求診的 0 美元定額手續費。

我們也承保其他福利，包括其他計劃不承保的部份福利。
• 全面牙科、視力及聽力的承保（包括助聽器）
• 處方藥承保 
• 針灸治療及東方醫學保健服務，包括拔罐療法、 

推拿及反射療法等！
• 草藥補充劑承保
• 還有太極拳課程讓您促進平衡與力量

我們的東方醫學福利讓我們在競爭中 
脫穎而出。

造訪 clevercarehealthplan.com，瞭解更多 
Clever Care MA-PD 計劃為您提供的項目。
我們知道 Medicare 可以相當複雜，因此以您最習慣聽到或讀到
的語言進行溝通相當重要。這代表我們的會員會獲得優質的客戶
服務。

請致電瞭解詳情或要求協助確認您是否符合 SEP 的資格。

定額
手續費 0 美元COVID 安心 服務



特殊投保期 (SEP) 是什麼？
SEP 是 Medicare 受益人在標準投保期之外可投保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的時間。

若要利用此機會，您必須從事符合資格的活動，例如：

 您變更了居住地：
• 您已搬離目前計劃的服務區域
• 你已搬家且仍在計劃的服務區域，但是有新的計劃方案 

• 您在非美國國家居住後搬回美國
• 您搬入或搬離長期照護設施或護理之家等機構
• 您最近出獄
• 您最近取得美國的合法居留身份。

 您失去承保：
• 您的計劃不再提供承保
• 您在非自身過失狀況下失去可替代承保
• 您選擇變更僱主/工會承保
• 您退出 Program of All-inclusive Care for the Elderly (PACE) 的

承保。

 您的計劃變更其與 Medicare 的合約：
• Medicare 採取官方行動（稱為制裁）
• Medicare 結束與您計劃的合約



其他特殊狀況：
您符合 Medicare 及 Medicaid 兩者的承保資格（或所在州
協助您支付 Medicare 保費），或您使用 Extra Help 支付 
Medicare 處方藥承保，但一直以來未曾變更。

SEP 為符合資格的受益人提供所在州 Medicaid 計劃的 
Medicare 保費承保和/或成本分攤。本期間從個人符合雙重資格
的當月開始，如果您接受 Medicaid 福利，便會有此一期間；但
是，其使用頻率是有限制的。此 SEP 允許個人在該年的頭九個
月內的每個日曆季度投保或退保 MA 計劃一次。此 SEP 無法在 
10 月到 12 月期間使用。

您遇到「特殊情況」或緊急情況聲明。

此 SEP 允許受天氣相關緊急情況或重大災害影響的個人，其雖
有資格但無法完成有效選擇，得以投保、退保或轉換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對於那些不住在受影響地區，但依賴為生活
在受影響地區的朋友或家人做出醫療決定之協助的個人，也可
使用此 SEP。自事件發生期開始（意即宣布發生緊急情況時）
起，可在此之後整整四個日曆月內使用此 SEP。

您從 Medigap 保單退保並第一次加入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

如果您終止 Medigap 保單並第一次加入 Medicare Advantage 
(MA) 計劃，則可使用此 SEP。在此情況下，您擁有 12 個月的
試用期。如果您決定退保該 MA 計劃，則必須投保 Original 
Medicare。



其他特殊狀況（續）：

您未獲適當告知您的私人藥物承保不如 Medicare 藥物承保，
或是您失去了與 Medicare 藥物承保一樣好的私人藥物承保 
（可替代承保）。

此 SEP 讓您有機會在承保不再被視為可替代後的兩個月內加入
有 D 部分的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平均而言，可替代藥物
承保與基本 D 部分福利一樣好或是更好。

您患有嚴重或導致身心障礙的疾病，而且有 Medicare Chronic 
Care Special Needs Plan (SNP) 可為像您這樣狀況的患者提供
服務。

此 SEP 開放給擁有以下情況的個人使用：

• 居住在特定機構（像是護理之家）或需要居家護理的人，或
• 符合 Medicare 和 Medicaid 兩者資格的人，或
• 有特殊慢性或導致身心障礙的狀況（像是糖尿病、末期腎臟 

疾病 (ESRD)、HIV/愛滋病、慢性心臟衰竭或失智症）。

您可隨時加入 SNP。

您失去您的 Special Needs Plan (SNP) 計劃資格。

如果您投保了 SNP，並且因為不再符合特定特殊需求狀態而不
再符合 SNP 計劃的條件，則可使用此 SEP。此 SEP 始於資格視
為持續期開始，並在受益人提出投保要求或資格視為持續期結
束後三個月結束。



如果您認為您符合 SEP 的資格，請與我們聯絡， 
並轉換至 Clever Care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

Medicare 或您所在州讓您加入了一個計劃，而您想選擇不同的
計劃。

如果 Medicare 或您所在州（而非您本人）讓您投保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此 SEP 讓您能轉換計劃。此 SEP 的投保生效
日為本計劃收到投保要求後的下個月第一天。

您獲得、失去 Medicaid 或 Extra Help 資格狀態，或是在該狀
態中發生變更。

在發生上述任何變更，或接到此類變更的通知（以較晚者為
準）後的三個月內，此 SEP 讓您有一次機會可以選擇。使用此 
SEP 不計入每個日曆季度一次的限制。

這不是完整的清單。造訪 Medicare.gov 查看所有符合 SEP 資格的
方案。



與我們聯絡
(833) 365-1888  |  info@ccmapd.com

或致電您個人的持有執照之 Medicare 顧問

10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服務時間為每週 7 天，上午 8 時至
晚上 8 時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至
晚上 8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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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ver Care Health Plan, Inc. 是一項與 Medicare 簽有合約的 HMO 
計劃。投保需視合約續約情況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