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 Net Cal MediConnect Plan
(Medicare-Medicaid Plan)
申請對 Medicare 處方藥承保事項予以裁决
本表格可郵寄或傳真給我們：
地址：
Medicare Part D
Prior Authorization Department
P.O. Box 419069
Rancho Cordova, CA 95741

傳真號碼：
1-800-977-8226

您也可以撥打 1-855-464-3571（Los Angeles County）或 1-855-464-3572（San Diego County）
（TTY: 711）或透過我們的網站 healthnet.com/calmediconnect 要求我們對承保事項予以裁決。會
員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早上 8 點至晚上 8 點。非營業時間、週末及假日，您可以留言。我們將會
在下一個工作日回電給您。
誰可以提出申請 ：您的開立處方者可以代表您要求我們對承保事項予以裁决。如果您希望其他人
（例如家人或朋友）代您提出申請，則該人士必須是您的代表。請聯絡我們，以瞭解如何指定您的代
表。
計畫參加者的資訊
計畫參加者的姓名

出生日期

計畫參加者的地址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電話

計畫參加者的會員識別編號

僅當提出此申請的人士不是計畫參加者或開立處方者本人時，才需填妥以下部分：
申請人的姓名
申請人與計畫參加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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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的姓名
地址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電話

非由計畫參加者本人或計畫參加者的開立處方者提出申請的呈情書面紀錄：
請附上可證明代表該計畫參加者的授權書面紀錄（填妥的代表授權表格 CMS-1696 或書面同等文
件）。如需委任代表的更多資訊，請聯絡您的計畫或 1-800-Medicare (1-800-633-4227)
(TTY: 1-877-486-2048)，服務時間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
您申請的處方藥名稱（如已知，包括所申請之每個月的劑量強度與數量）：

承保事項裁决申請的類型
☐ 我需要本計畫承保藥品清單上未列出的藥品（處方一覽表例外處理）。*

☐ 我一直使用之前列於計畫承保藥品清單上的藥品，但在計畫年度中該藥品正從或已從該清單移除
（處方一覽表例外處理）。*

☐ 我要為我的開立處方者已開出的藥品申請事先授權。*

☐ 我要為我必須先嘗試其他藥品之後才能取得我的開立處方者所開藥品的規定，申請例外處理（處
方一覽表例外處理）。*

☐ 我要為我能取得的藥丸數量的計畫上限（數量限制）申請例外處理，以便我能取得我的開立處方
者所開出的藥丸數量（處方一覽表例外處理）。*

☐ 我的藥品計畫對於我的開立處方者所開出的藥品收取比治療我病況的其他藥品更高的共付額，而
我希望支付較低的共付額（層級例外處理）。*

☐ 我一直使用之前列於較低共付額層級的藥品，但該藥品正移往或已移往更高的共付額層級（層級
例外處理）。*

☐ 我的藥品計畫對某項藥品收取了比正常情況更高的共付額。
☐ 我希望我已自費支付的受承保處方藥獲得退款。

*附註：如果您申請處方一覽表或層級例外處理，您的開立處方者必須出具一份聲明以為您的申請提
供佐證。受事先授權（或任何其他利用管理規定）規範的申請可能需要提供佐證資訊。您的開立處
方者可使用隨附的「例外處理申請或事先授權之佐證資訊」來佐證您的申請。
我們應考慮的額外資訊（請附上任何佐證文件）：

重要備註：特急決定
若您或您的開立處方者認為等待 72 小時進行標準決定有可能嚴重損害您的生命、健康或重獲最大機
能的能力時，您可要求進行特急（快速）決定。如果您的開立處方者指出等待 72 小時可能會嚴重損
害您的健康，則我們將會自動在 24 小時內給予您決定。若您未取得您的開立處方者對特急申請的佐
證，我們將決定您的申請是否需要快速決定。如果您要求我們償還您已獲得之藥品的費用，則您不
能要求對承保事項予以特急裁决。

☐ 若您認為您需要在 24 小時內獲得決定，請勾選此方框（若您有來自您的開立處方者的佐證聲明，

請附加在本申請書）。
簽名：

日期：

例外處理申請或事先授權之佐證資訊
處方一覽表和層級例外處理申請必須有開立處方者的佐證聲明方可處理。事先授權申請可能需要提
供佐證資訊。

☐ 申請特急審查：勾選此方框並在下方簽名，即表示我證實採取 72 小時標準審查的時限可能會嚴
重損害計畫參加者的生命或健康或計畫參加者重獲最大機能的能力。
開立處方者的資訊
姓名

開立處方者的資訊
地址
城市

州

辦公室電話

郵遞區號
傳真

開立處方者簽名

日期

診斷與醫療資訊
藥物：

劑量強度和用藥途徑：

頻率：

開始用藥日期：

預期的治療時長：

每 30 天的數量：

身高／體重：

藥品過敏：

☐ 新開始

診斷 – 請列出所有用所申請之藥品治療的疾病診斷和對應的 ICD-10 代碼。

ICD-10 代碼

（如果用所申請之藥品治療的病況是某種症狀，例如厭食症、體重減輕、呼吸短促、胸
痛、噁心等，則請提供引起該症狀的疾病診斷（若已知曉）

ICD-10 代碼

其他相關診斷：

用藥紀錄：（針對需要以所申請之藥品來治療的病症）
試用過的藥品
（如果數量限制會造成問題，則請列

藥品試用日期

先前的藥品試用結果
無效或不耐受（請說明）

出所嘗試的單位劑量／每日總劑量）

對於計畫參加者需要用所申請的藥品來治療之病症，目前使用了哪種用藥方案？

藥品安全

所申請的藥品是否有任何 FDA 註明的禁忌症？

☐是

☐否

在計畫參加者目前的用藥方案中加用所申請的藥品，是否有顧慮這樣做會引起任何藥物交互作用？
☐是

☐否

如果上述任何一個問題的答案為「是」，請 (1) 說明問題、(2) 討論上述顧慮外的效益與潛在風險，以及(3)
擬定監測計畫以確保安全。

老年人用藥的高風險控管
如果計畫參加者年齡超過 65 歲，您是否認為對這位老年患者使用所申請的藥品來治療，其效益會大於潛在的
風險？

☐是

☐否

鴉片類藥物 –（如果所申請的藥品是鴉片類藥物，請回答以下問題）
每日累積嗎啡等效劑量（MED）為多少？
您是否知道此計畫參加者有其他鴉片類藥物開立處方者？
如果知道，請解釋。

所述的每日 MED 劑量是否在醫療上是必要的？
較低的每日 MED 總劑量是否不足以控制計畫參加者的疼痛？

毫克／天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提出申請的理由
☐ 病況對於替代藥品為禁忌症，或之前試用過但有不良結果，例如毒性、過敏或治療無效。如果尚
未在本表格前面的「用藥紀錄」欄目中註明這個情況，請具體說明於下：(1) 試用過的藥品和藥品試用的結

果，(2) 如果發生不良結果，請列出每種藥品和不良結果，(3) 如果治療無效，請列出所試用藥品的最大劑量
和治療時長，(4) 如果存在禁忌症，請列出為何首選藥品／其他處方一覽表藥品禁忌使用的具體原因

☐ 患者對目前的藥品為穩定；藥品改變會有重大的不良臨床結果的高風險。必須具體解釋任何預期的

重大不良臨床結果，以及為何會預期出現重大的不良結果 – 例如：病症一直難以控制（已試過許多藥品、需
要多重藥品來控制病症），患者在先前病症未獲控制時曾發生重大的不良結果（例如住院或經常因急症就
醫、心臟病發作、中風、跌倒、功能狀態重大受限、過度疼痛和痛苦）等

☐ 對於不同劑型和／或較高劑量有醫療上的需求。請具體說明於下：(1) 所試用的劑型和／或劑量以及藥
品試用的結果；(2) 解釋醫療上的理由；(3) 包括為何不宜選用較高強度搭配較不頻繁的用藥 – 如果用了較高
強度

☐ 申請處方一覽表層級例外處理。如果未在本表格前面的「用藥紀錄」欄目中註明，請具體說明於下：

(1) 已試用過的處方一覽表藥品或首選藥品以及藥品試用的結果，(2) 如果發生不良結果，請列出每種藥品和
不良結果，(3) 如果治療無效／未如所申請的藥品一樣有效，請列出已試用藥品的最大劑量和治療時長，
(4) 如果有禁忌症，請列出禁用首選藥品／其他處方一覽表藥品的具體原因

☐ 其他 （請在下方說明）
必要的解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ealth Net Community Solutions, Inc. 是一項與 Medicare 和 Medi-Cal 均簽有合約的健保計畫，同
時為計畫參加者提供此兩項方案的福利。

Nondiscrimination Notice
Health Net Community Solutions, Inc. (Health Net Cal MediConnect Plan (Medicare-Medicaid Plan))
complies with applicable federal civil rights laws and does not discriminate, exclude people or treat them
diferently on the basis of sex, race, color, religion, ancestry, national origin, ethnic group identifcation,
age, mental disability, physical disability, medical condition, genetic information, marital status, gender,
gender identity, or sexual orientation.

Health Net Cal MediConnect:
• Provides free aids and services to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communicate efectively with us, such as qualifed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and written information in other formats (large print,
accessible electronic formats, other formats).
• Provides free language services to people whose primary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such as qualifed interpreters and information written in
other languages.
If you need these services, contact the Health Net Cal MediConnect
Customer Contact Center at 1-855-464-3571 (Los Angeles), 1-855-464-3572
(San Diego) (TTY: 711) from 8 a.m. to 8 p.m., Monday through Friday. After
hours, on weekends, and on holidays, you can leave a message. Your call
will be returned within the next business day. The call is free.
If you believe that Health Net Cal MediConnect has failed to provide these services or discriminated in
another way, you can fle a grievance by calling the number above and telling them you need help fling
a grievance; the Health Net Cal MediConnect Customer Contact Center is available to help you.
You can also fle a civil rights complaint with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ce for Civil Rights, electronically through the Ofce for Civil Rights Complaint Portal, available at
https://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 or by mail or phone at: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Room 509F, HHH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201,
1-800-368-1019 (TDD: 1-800-537-7697) if there is a concern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race, color,
national origin, age, disability, or sex.
Complaint forms are available at http://www.hhs.gov/ocr/ofce/f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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