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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且可負擔的學生健康保險

專為您設計的健康計畫
非營利性加州大學學生健康保險計畫的唯一使命是提供高
品質、可負擔且便利的健康保險。UC SHIP 涵蓋校園內的
醫療護理，也透過 UC 的世界級醫療中心和其他的提供者
提供服務。

您會自動登記加入醫療、藥局、牙科和視力保險服務，時
間最長可達 12 個月，包括暑假和學期中假期。您的配偶 /
同居伴侶和 / 或子女也可以登記加入。您的承保範圍包括
世界各地的醫療服務。

歡迎來到 UC SHIP 家族！探索更多資訊。

針對未來生活的保險服務

Sydney Health 行動應用程式
您可透過 Sydney Health 應用程式，進行以下事項：
•	 存取您的 ID 卡
•	 查找學生健康中心的位置、時間和服務
•	 查看醫療、藥局、牙科和視力保險承保範圍及索賠資訊
•	 接收福利變更和行動項目的通知
從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下載 Sydney Health 應用程式，
或造訪 sydneyhealth.com。需透過您的學生 ID 和電子郵件
來開始使用。

名詞解釋
年度福利最高限額：在承保期間內可支付的最高福利。
Anthem Blue Cross PPO 提供者：在 Anthem Blue Cross Prudent 
Buyer PPO 網路中的提供者 /機構。
共同保險：您有責任支付的最高允許金額百分比。
共付額：您有責任支付的固定金額。
費用表：Delta Dental 支付服務的最高金額（有時稱為計畫
津貼）。
個別福利年度免賠額（年度免賠額）：在 UC SHIP 支付服務
費用前，您需支付的金額。免賠額因服務提供者而異。
自付額費用個別限制：如果您的醫療和處方藥總費用達到此
金額，則在您福利年度剩餘的時間內，UC SHIP 會 100% 支
付您所承保的費用。此包括免賠額、共同保險和共付額。限
額因服務提供者而異。

一律以學生為優先
UC SHIP 專為 UC 學生打造，且由學生積極參與設計。從最初即
採用簡單的指導原則。自始至終，您的健康和健康需求都是首
要考量。
UC SHIP 符合「平價醫療法案」(ACA) 規定。UC SHIP 始終著重
於學生的健康需求和優先順序，包括心理健康。

您已自動登記加入
由於所有 UC 學生都需擁有醫療保險，因此 UC 會自動為所有已
註冊的學生（包括國內和國際學生，以及缺席學生）登記加入 
UC SHIP 醫療、藥局、牙科和視力保險服務。您可在您的註冊
帳單上找到保險費用（保費）。
如您已擁有符合大學健康保險服務規定的健康計畫，則可豁免 
UC SHIP 保險服務。請前往 shc.uci.edu，即可了解如何在您校
區的豁免截止日期前放棄登記加入 UC SHIP。
請注意：每一學年您都必須為放棄保險服務重新申請。

您的配偶、同居伴侶和子女也可納入承保範圍內
如您已加入 UC SHIP，且已婚和 /或有孩子，則可為這些符合資
格的扶養親屬，登記加入和您自己擁有的相同醫療、藥局、牙科
和視力保險服務。如需 UC SHIP 可參加對象的相關資訊，請造訪 
myucship.org。
請注意：每一期都需為您的扶養親屬重新登記加入。

UC SHIP 計畫符合「平價醫療法案」(ACA) 規定
Medicare 和 Medicaid 服務 (CMS) 認可 UC SHIP 為符合 ACA 的最
低基本保險服務 (MEC)。這代表 UC SHIP 會員符合 ACA 的個別
要求。
您也可透過校園學生健康中心 (SHC) 便利取得 UC SHIP。您可
由其開始接受所承保的非緊急醫療護理，並在有需要時轉介給	
專家。
與優先選擇提供者組織 (PPO) 的計畫相比，UC SHIP 所提供的醫
師網路更廣泛，免賠額更低，自付額限額最高。
您可透過	UC SHIP，由 SHC 轉介後選擇到任一提供者處看診。

http://sydneyhealth.com
http://shc.uci.edu
http://myucship.org


取得護理服務
您的醫療護理第一站一律自學生健康中心 
開始
針對例行護理，請從您校園內的學生健康中心 (SHC) 開始。
此為由 UC SHIP 承保提供護理服務的第一站，但急診室的
緊急護理、緊急護理診所就診、兒科護理、產科服務、婦
科護理、視力護理、牙科護理或藥局服務除外。
SHC 是校內門診健康中心，提供一系列的健康服務，從初
級護理到常規檢查、心理健康和物質使用疾患服務，以及
針對喉嚨痛或腳踝腫脹等意外問題的一般性護理。另有一
個全方位服務的藥局和一個實驗室和 X 光服務。
我們有針對青年人健康領域的專家團隊來為您提供護理，
成員包括經委員會認證的醫生、認證執業護士和醫師助理。
SHC 也提供精神科和心理治療服務，包括持續性用藥管理。
獨立於 SHC 的諮商中心為已登記加入/註冊的學生免費提供	
限時諮商服務。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	counseling.uci.edu。

學生健康中心外的醫療護理則「必須」經由
轉介。
SHC 會視需求為您協調和轉介給 SHC 外的其他或專科護
理。無論接受護理處離校園有多遠，您都需要取得 SHC 外
護理轉介。如未經轉介，UC SHIP 將無法提供任何福利。
請與 SHC 提供者約診，以取得轉介。如您的位置距離校園
超過 50 英哩，且需轉介，則可能適用某些轉介要求。請聯
絡 SHC 保險服務以了解更多資訊。
轉介可為您提供校園外選項，包括有：
• UC 醫療中心。五大國家級醫療中心（Davis、Irvine、Los 

Angeles、San Diego 和 San Francisco）任一者，或 UC 附
屬機構、醫生或其他醫療護理提供者。（約診前請務必
先取得轉介。）

• Anthem Blue Cross Prudent Buyer PPO 網路醫生和其他
提供者及機構。
一個包含 5 萬多名醫生和 400 家醫院的全國性網路。您
將先支付免賠額（請見醫療承保範圍圖表），然後 UC 
SHIP 將支付大部分費用，而您則透過共付額或共同保險
來支付剩餘部分（UC SHIP 支付完其分擔費用後您所負
責的金額）。如您被轉介到	SHC 外的服務，請諮詢提供
者的建議。	

在 SHC 關閉的寒假期間，無需轉介即可至 Anthem Blue Cross 臨
床醫生處看診。但如需看專科醫生，請務必先從 Anthem Blue 
Cross Prudent Buyer PPO 網路中的初級保健臨床醫生處取得轉介。

您的承保範圍涵蓋全世界
無論是在國外唸書、旅行或是居住，您和您由	UC SHIP 承保的扶
養親屬都可透過 Blue Cross Blue Shield Global Core 方案取得護
理服務。請造訪 bcbsglobalcore.com 了解更多資訊。

必須經由轉介
如需 SHC 外護理，無論與校園的距離為何，都必須經由 SHC 來轉介，
但以下情況除外：急診室護理和緊急護理診所就診、兒科護理、產
科服務、婦科護理、視力護理、牙科護理和藥局服務。

在 SHC 關閉的寒假期間，無需轉介即可至 Anthem Blue Cross 臨床
醫生處看診。但如需看專科醫生，請務必先從 Anthem Blue Cross 
Prudent Buyer PPO 網路中的初級保健臨床醫生處取得轉介。

請注意：您將透過共付額或共同保險，負責支付免賠額和部分費用
（UC SHIP 支付完其分擔費用後您所負責的金額）。如前往急診室
或緊急護理診所，以及 / 或在寒假期間接受治療，請務必保持向您
的 SHC 初級保健提供者進行複診。

了解更多資訊
如欲了解更多 UC SHIP 福利及承保範圍的相關資訊，請造訪 
myucship.org、撥打電話：(949) 824-2388 聯絡 SHC，或 
聯絡 Anthem Blue Cross（我們的醫療計畫管理員）：	
(866) 940-8306 或 anthem.com/ca。

學生健康中心
(949) 824-2388 

shc.uci.edu

Anthem Blue Cross
(866) 940-8306 
anthem.com/ca

如遇緊急狀況，請撥打 911 或 
前往最近的急診室。 

無需轉介。 
對於所提供的服務是否屬於緊急狀況，Anthem Blue Cross 為唯一和最終決定者。

聯絡方式

醫療護理（非緊急或急診）
學生健康中心 (SHC)
shc.uci.edu/insurance

電話：
•	 主要號碼：	

(949) 824-5301

•	 保險服務：	
(949) 824-2388

•	 牙科診所約診：	
(949) 824-5307  
(949) 824-2574

•	 初級保健、專科護理、精神
科約診：(949) 824-5301

•	 諮商中心：	
(949) 824-6457

親自到場：
•  SHC：（校園地圖第 5 大
樓）East Peltason 和 Pereira 
Drives 轉角處的 501 Student 
Health

• 牙科診所：（校園地圖第 6 
大樓）從 SHC 主樓穿過街	
道， 也 在	East Peltason 和	
Pereira Drives 轉角處

緊急或急診護理
LiveHealth Online
livehealthonline.com

急診護理
請撥打 911 或直接前往最近的
急診室或緊急護理診所。

請造訪 SHC 網站：shc.uci.edu，
並選擇頁面頂部紅色的「緊急
服務和非看診時間護理」連	
結，即可查看距離 UC Irvine 主
校區最近的醫院和緊急護理診
所清單。

SHC 外的醫生、提供者和
機構
UC Irvine Health
(714) 456-7890

Anthem Blue Cross 
anthem.com/ca 
(866) 940-8306

Sydney Health 應用程式	
請從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下載

牙科護理
Delta Dental 
deltadental.com 
(800) 765-6003

視力護理
Anthem Blue View Vision
anthem.com/ca
（選擇「視力」> Blue View 
Vision Insight network） 
(866) 940-8306

校園外藥局和處方藥費用
OptumRx 
optumrx.com 
(844) 265-1879

扶養親屬和未註冊自願學
生適用費率
shc.uci.edu/insurance

豁免 UC SHIP 保險服務
UCI 學生健康中心網站
shc.uci.edu/insurance/waiving-
ship

http://counseling.uci.edu
http://bcbsglobalcore.com
http://myucship.org
http://anthem.com/ca
http://shc.uci.edu
http://anthem.com/ca
http://shc.uci.edu/insurance
http://livehealthonline.com
http://https://shc.uci.edu/insurance
http://anthem.com/ca
http://deltadental.com
http://anthem.com/ca
http://optumrx.com
http://shc.uci.edu/insurance
shc.uci.edu/insurance/ waiving-ship
shc.uci.edu/insurance/ waiving-ship
shc.uci.edu/insurance/ waiving-ship


醫療承保範圍
如要由 UC SHIP 承保，所有護理都必須從 SHC 開始。下表特別說明 UC SHIP 承保部分以及您為服務支付的費用。針對某些服務，您如接受 SHC、UC 醫生或機構外的護理，則需支付免賠額。	
當您符合免賠額後，本計畫將支付部分費用。某些費用和服務未包含在醫療保險範圍內。
SHC 外非緊急護理需要有 SHC 提供者開立的書面轉介。請見「取得護理服務」了解例外項目。
UC 家庭提供者包括 SHC；UC Irvine Health、附屬機構和專業提供者（包括 UC Irvine Medical Center）；以及其他任何 UC 醫療中心及其附屬機構和專業提供者。 

如需詳情，請造訪 myucship.org > Coverage（承保範圍）> Medical（醫療）。

承保範圍 UC 家庭提供者 ANTHEM BLUE CROSS PPO 提供者 網路外 *

個別福利年免賠額 $0 個人：$300 
家庭：$600

個人：$500 
家庭：$1,000

自付額費用個別限制 個人：$2,000 
家庭：$4,000

個人：$3,000 
家庭：$6,000

個人：$6,000 
家庭：$12,000

診間就診
共付額僅涵蓋診間就診：其他服務適用額外收費， 
例如實驗室作業和程序。如需詳情，請造訪 
myucship.org > Resources（資源）> Forms and 
Documents（表格和文件）。

初級保健：$5 共付額
專科護理：$15 共付額

初級保健：$10 共付額、免賠額已豁免
專科護理：$25 共付額、免賠額已豁免

初級和專科護理：40%

例行性體檢 / 學生成人預防保健 $0 $0，免賠額已豁免 未承保

心理健康與物質使用疾患診間就診 $0 $0，免賠額已豁免 40%

住院病患院內護理 5% $500 共付額後 10% $500 共付額後和 25% 罰款後 40% **

緊急護理 $25 共付額 $25，免賠額已豁免
LiveHealth Online：$0，免賠額已豁免

40%

緊急護理（非入院）
如已入院則共付額已豁免

$125 共付額 $125 共付額，免賠額已豁免 $125 共付額，免賠額已豁免

兒科牙科及視力護理
最高年齡為	19	歲可能適用個別免賠額及自付額最高
限額。

不適用 牙科檢查：$0
牙科基本和主要服務：50%
視力檢查、鏡框（處方）和標準鏡片， 
以及隱形眼鏡：$0

牙科檢查：$0
牙科基本和主要服務：50%
視力：$30 檢查津貼、$45 鏡框津貼和 $25 鏡片津貼後 
100%

藥局承保範圍
您可在任何藥局配藥，但如使用 SHC 藥局或 OptumRx 網路藥局，支付的費用會較少。並非所有處方藥都由 UC SHIP 承保。	
如需詳情，請造訪 myucship.org > Coverage（承保範圍）> Prescription Drugs（處方藥）。
您的處方藥分攤費用計入上列年度醫療 /藥局綜合自付額限額，其中有一個例外：您的 SHC 藥局費用計入 SHC 年度自付費用限額，可為您節省其他成本。	
上述醫療承保範圍圖表中有更多關於年度綜合自付額限額的詳情，或請造訪 UC SHIP 網站：myucship.org。

承保範圍 SHC*** OPTUMRX 藥局 *** 網路外

門診病患處方藥 學名藥：$5 共付額，供應 30 天量
品牌名稱處方：$25 共付額，供應 30 天量
品牌名稱非處方：$40 共付額，供應 30 天量

學名藥：$10 共付額，供應 30 天量
品牌名稱處方：$35 共付額，供應 30 天量
品牌名稱非處方：$50 共付額，供應 30 天量

學名藥：$10 共付額，供應 30 天量
品牌名稱處方：$35 共付額，供應 30 天量
品牌名稱非處方：$50 共付額，供應 30 天量

您支付任何超過 OptumRx 最高限額後的金額。

牙科承保範圍
您可選擇任一位您想看診的牙醫，但如前往	Delta Dental PPO 網路內牙醫看診，支付的費用會較少。SHC 的牙科診所在 Delta Dental PPO 網路中。並非所有費用或服務都由 UC SHIP 承保。	
如需詳情，請造訪 myucship.org > Coverage（承保範圍）> Dental（醫療）。下載 Delta Dental 行動應用程式（從 Google Play 或 iTunes），以存取 Delta Dental 費用估算器工具，並即時估算您為牙科作業支付的費用。

承保範圍 DELTA DENTAL PPO 網路 其他 DELTA DENTAL 網路或網路外

年度免賠額 預防和診斷性服務：無
其他服務：$25	每人

預防和診斷性服務：無
其他服務：$50 每人

年度福利最高限額 每位會員 $1,000；總額不超過網路加網路外牙科福利每一福利年度 $1,000 的最高累計
金額

每位會員 $750；總額不超過網路加網路外牙科福利每一福利年度 $1,000 
的最高累計金額

費用表 PPO 提供者同意接受 Delta Dental PPO 最高允許費用表。 您需負擔在 Delta Dental 支付金額與您網路外牙醫帳單金額之間的差額。
請注意：即使他們是網路外提供者，但 Delta Dental Premier 牙醫也適用核准的
費用表，因此您的費用仍低於其他網路外牙醫。

預防和診斷性服務
包括口腔檢查；清潔（每 12 個月兩次）；X 光（12 個月內一次
咬翼片系列）；氟化物治療

$0 20%

基本服務
包含補牙和拔牙；後排牙齒用合成填補劑；牙髓病學（根管）；
牙周病學；口腔手術；防磨牙齒間套

免賠額後 20% 免賠額後 40%

主要服務
包括口腔修復；嵌體 /冠蓋體；牙冠和鑄造修復體；植入物

免賠額後 30% 免賠額後 60%

視力承保範圍
您可前往任一位您想要看診的視力提供者，但如使用 Anthem Blue View Vision Insight 網路提供者進行檢查、接受眼鏡或鏡片服務，支付的費用會較少。在您購買眼鏡或隱形眼鏡前，請先查閱 anthem.com/ca/find-doctor
以了解提供商是否在 Insight 網路中。並非所有費用或服務都由 UC SHIP 承保。如需詳情，請造訪 myucship.org > Coverage（承保範圍）> Vision（視力）。

承保範圍 ANTHEM BLUE VIEW VISION INSIGHT 計畫網路 網路外

例行性眼科檢查（每一福利年度） $10 共付額 $49 檢查津貼後 100%

眼鏡鏡框（每一福利年度） $120 鏡框津貼後 20% $50 鏡框津貼後 100% 

太陽眼鏡鏡片（標準） 單一鏡片：$25 共付額 
雙焦鏡片： $25 共付額	
三焦鏡片：$25 共付額

單一鏡片：$35 鏡片津貼後 100%  
雙焦鏡片：$49 鏡片津貼後 100%
三焦鏡片：$74 鏡片津貼後 100%

隱形眼鏡（每一福利年度）
選取隱形眼鏡（非眼鏡鏡片）供應費用津貼。

傳統鏡片：$120 鏡片津貼後 100%；享有 15% 折扣
拋棄型鏡片：$120 鏡片津貼後 100%

傳統鏡片：$92 鏡片津貼後 100%
拋棄型鏡片：$92 鏡片津貼後 100% 

*其他任何您所選的醫療保健提供者 /機構；但您需負責支付任何超過 Anthem Blue Cross 最高允許金額的費用。
**由網路外醫院提供的服務和用品，會額外收取 25% 的罰款。請參考福利手冊以了解詳情。
***當無法取得相同的學名藥時，則可 100% 承保由 FDA 核准的學名藥處方避孕藥，和有品牌名稱的處方避孕藥。口服避孕藥承保的供應量最長為 180 天。

本手冊提供資訊摘要。如需  UC SHIP 所有福利、條款和條件的詳細資訊，請前往  myucship.org > 資源 > 表格和文件，參閱福利手冊。此處所述內容並不構成對計畫承保範圍或福利的保證。必須符合特定規則和資格要求，才能取得福利。
Anthem Blue Cross 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Company 僅提供行政服務，不承擔任何與索賠相關的財務風險或義務。
Blue Cross of California，使用商業名稱  Anthem Blue Cross	是 Blue Cross of California 的商業名稱。Anthem Blue Cross	和 Anthem Blue Cross 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Company 是  Blue Cross 協會的獨立持照者。ANTHEM 是  Anthem Insurance Companies, Inc. 的註冊商標。	
Blue Cross	名稱和標誌是 Blue Cross Association 的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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