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護基金申請流程



進入之後，螢幕底部有一個

地球圖標🌐，用於翻譯功能。

如想用英語收聽，請點擊該

圖標並選擇英語。也可隨時

使用地球圖標換用其他語言。

通過電腦獲取翻譯服務

粵語

粵語

語言翻譯



如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

腦上使用 Zoom 應用程式
加入，請找三個點標誌

「更多 (MORE)」，選擇
「語言翻譯 (Language 
Interpretation」，選擇自
己喜用語言，然後點擊

「完成 (DONE)」。在視
訊會議期間可同樣隨時換

用其他語言。

在智慧型手機上使用翻譯服務

語言翻譯

粵語



Si necesita ayuda, 
escriba “APOYO TÉCNICO” en el chat

If you need assistance, 
please write “TECHNICAL SUPPORT” in the chat

如需援助，

請在聊天室留言寫下「技術支持」



認識 CCPU 醫護基金受託人

HORACE TURNER 
主席

YVONNE COTTAGE
秘書

PATRICIA MORAN
受託人

JACQUE GALIYANO
受託人

RIKO MENDEZ
受託人

JOE SKALA
受託人



CCPU 醫護基金

加州托兒服務提供者工會 (CCPU) 
已為合格提供者贏得每年 1 億美元，
以減少或消除其醫護費用：

基金福利補充健保計劃，但不能取代。

新基金可為合格提供者報銷以下費用：

• 醫療共付額和自付額
• 藥房共付額和自付額
• 健保計劃每月保費

$1 億
年度基金



人人都有福利

每個合格提供者都能獲得福利，
無論享有何種健保計劃：

享有下列合格健保計劃的合格提供者福利：

• 加州全保 (Covered California)
• 加州醫療補助 (Medi-Cal)
• 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 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劃 (Advantage)
• Medi-Medi（即同時享有加州醫療補助 (Medi-Cal) 
和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 雇主計劃
• 沒有保險 –本基金可相助找到合適的計劃

每個合格
提供者

提供給



CCPU 醫護基金

福利從 2023 年 1月 1日開始生效，
處理和報銷開始會延遲：

• 現在即可申請！
• 借記卡即將推出。
• 2023 年全年福利
• 只要符合資格，即可從 2023 年 1 月開始報銷承保費用
• 需要參保一項合格健保計劃
• 線上註冊了解最新動態：www.ccpuhealth.org

1月 1日
生效日期：

http://www.ccpuhealth.org/


線上
最快易的申請方式 從網站上下載紙質申請表

印出
要求將郵寄申請表

郵寄

如何申請



是什麼
這是一項報銷計劃，
可補充健保計劃

這不是一項傳統的健保計劃

不是什麼
這不是健康保險，
不可取代健保計劃



何人有資格獲得福利

1如何獲得
福利資格： 付薪工作

加一個
受助幼兒

參保一項
合格健保計劃

2
填寫 CCPU 
基金申請表

3



加州全保 (Covered California) 已發布一個特別參保期，允許提供者
從 2023 年 2 月 1 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參保一項合格健保計劃

• 要從 2023 年 1 月 1 日開始有資格享有 CCPU 醫護基金福利，必須參保一項
合格健保計劃 (QHP)。

• 錯過了參保一項合格健保計劃機會的提供者不必擔心！只要在截止日期前參
保，即有資格享有 CCPU 醫護基金福利！

• 如需幫助參保一項合格健保計劃，請造訪網站獲取更多資源：
www.ccpuhealth.org/help-enrolling。

馬上參保

特別參保期

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

http://www.ccpuhealth.org/help-enrolling


申請流程



線上
最快易的申請方式 從網站上下載紙質申請表

印出
要求將郵寄申請表

郵寄

如何申請



歡迎來到加州托兒服務
提供者工會 (CCPU)！



請加入托兒服務提供者工會！

馬上掃描加入托兒
服務提供者工會！





團結起來 更加強大

馬上掃描加入托兒服務提供者工會，或者造訪
childcareprovidersunited.org/find-your-local-union

https://childcareprovidersunited.org/find-your-local-union/


馬上成為會員！

馬上掃描加入托兒服務提供者工會
或者造訪 childcareprovidersunited.org/find-your-local-union

https://childcareprovidersunited.org/find-your-local-union/


馬上掃描加入托兒服務提供者工會！



提問時間……

STEVE MANGAPIT
執行長

BOBBIE MOORE
大客戶副總裁



常見問答集



• 否。CCPU 醫護基金不提供健康保險，也不是一項健保計劃，而是一項補充健
康保險的報銷計劃。事實上，參保 CCPU 醫護基金要求必須有合格的健保計
劃。如果沒有保險，即需參保一項合格健保計劃。如需援助參保一項合格健

保計劃，請造訪網站：ccpuhealth.org/help-enrolling。

CCPU 醫護基金是否提供醫療保險？

常見問答集

常見問答 1



• CCPU 醫護基金會為合格提供者報銷醫療共付額和自付額、藥房共付額和自
付額以及健保計劃每月保費等。只能為提供者支付這些可報銷的費用，不包

括其他家庭成員的費用。

通過加州全保 (Covered California) 參保家庭計劃的提供者可以報銷哪些費用？

常見問答集

常見問答 2



• 因為能最大限度利用可得費用援助，讓醫護基金能為大多數人提供最豐厚的
福利，銀級計劃

最合算。

CCPU 醫護基金為什麼只承保加州全保 (Covered California) 銀級 HMO 計劃？

常見問答集

常見問答 3



• 目前，CCPU醫療保健基金僅涵蓋每個許可證的一名提供者。如果您的許可證上
列出了多個個人，如上所示，則補貼計劃支付的人將延長福利。

如果一個執照上有多位提供者，該怎麼辦？

(示例：我的執照下有兩個人和一名助手。我和女兒在我的執照上，我還有
一個和我一起工作的助手。誰有資格？)

常見問答集

常見問答 4



• 這個計劃年度沒有牙科和視力福利，但是，CCPU 醫護基金正在探索是否能在
未來計劃年度增強福利。

是否有牙科和視力福利？

常見問答集

常見問答 5



保持聯絡！

www.ccpuhealth.org
support@ccpuhealth.org

(833) 714-6028
週一至週五

太平洋標準時間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

http://www.ccpuhealth.org/


衷心感謝！

最後請記住，雖然在這裡講述了各種 CCPU 醫護基金福利，但最終福利規則將適用，所以，您的福利資格將在參保時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