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利簡介  
全新 CareOregon Advantage CareCard 
CareOregon Advantage 很榮幸為我們
的會員提供比其他 Oregon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更完善的福利及更豐
富的選擇。 身為我們的會員之一，您
將可獲得一張預先加值好的 Visa 卡， 
供您透過各種方式消費。
這張免費的福利卡：

 

我如何獲得我的福利卡？ 

在您成為會員之後，我們將會郵寄一張 CareCard 給您。 該卡已預先加值好 $1,500，以
供您在一整年期間用於支付牙科照護。 在每季開始時（1 月 1 日、4 月 1 日、7 月 1 日及 
10 月 1 日）自動加值 $395 以供您購買合格非處方 (OTC) 健康用品及健康食品。 在每個
季度結束時，您卡中所剩餘的任何資金 將會到期，而後下一季的資金才會加值到卡中。 
您因完成合格保健活動而獲得的獎勵將會在您完成活動後的 30 天左右加值到您的卡中。

 使用 CareCard 網站和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您可建立一個線上帳戶或下載我們的行動裝置應用程式，以便您可以輕鬆使用 
CareCard。 您將可查詢餘額、檢視可供購買的合格品項並查找特約零售商店。   
網站及行動裝置應用程式的使用說明將會隨卡片郵寄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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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Card 福利 更多選擇，更優質的照護。 這是我們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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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獲得 $1,580（每季 $395）以用於購買合格非處方  
(Over the Counter, OTC) 健康用品和健康食品。

每年獲得 $1,500 以用於支付牙科照護。 

完成符合資格的保健活動即可獲得高達 $405 的獎勵。

http://careoregonadvantage.org


使用CareCard
全新 CareOregon Advantage CareCard 
每年獲得 $1,580（每季 $395）以用於購買合格非處方  
(Over-the-Counter, OTC) 健康用品和健康食品。

我可以購買哪些用品？
共有超過 90,000 項合格商品屬於承保範圍，例如感冒和流感護理、止痛藥以及如肉類和
農產品等食品雜貨。 當您註冊時，您將會收到一份 CareCard 福利指南，其中包含了完
整的合格商品清單。

我可以在哪些地方使用福利卡？
您可在諸如以下的零售商店以及其他更多商店使用 CareCard： 

在您加入 CareOregon Advantage 後，您可查詢 CareCard 網站  
mybenefitscenter.com 或透過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查看完整的合格零售商店清單。

每年獲得 $1,500 以用於支付牙科照護。
身為 CareOregon Advantage 的會員，您的牙齒檢查、洗牙和假牙是由 Medicaid 保險給
付。 但如果您有 Medicare 或 Medicaid 不承保的其他牙科需求該怎麼辦？

CareOregon Advantage 提供更完善的照護，以協助您支付 Medicare 和 Medicaid 不承
保或僅承保一部分的牙科服務，例如像是：
• 牙冠 
• 根管治療
• 夜間防磨牙套以及其他更多項目

您的新 CareCard 將會預先加值有 $1,500，以供您在一整年期間用於支付由牙科醫療服
務提供者所提供的牙科服務。



獲得獎勵
完成保健活動以獲得獎勵！

只要您花時間照顧自己的健康，您每年便可獲得高達  
$405 的額外資金加值到您的 CareCard 卡中。 
您只需完成符合資格的保健活動（例如年度保健看診和健康篩檢）或參與符合資格的保
健計劃即可。 所有保健活動皆必須在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才有資格獲得獎勵。 在年底之
後，您將有 90 天的時間可以花費您的獎勵。 

我該如何獲得獎勵？
請完成下列其中一項保健活動，我們將會處理剩下的事宜！ 您不需要填寫任何表格，也
不需要致電與我們聯絡。

您的獎勵通常會在您完成醫療保健活動之後的一個月左右加值到您的 CareCard 中。  
您可透過 CareCard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線上帳戶或者致電 833-684-8472  
查詢您的獎勵餘額。

醫療保健活動 

填寫紙本或線上表格，或透過電話與 
CareOregon Advantage 代表一起完 
成健康風險評估

每年 $15
完成由醫療服務提供者所進行的 
年度保健檢查或同等看診 每年 $50
在藥房或透過醫療服務提供者 
接受流感預防針注射 每年 $25

獎勵您的獎勵



CareOregon Advantage Plus 是與 Medicare/Medicaid 均簽有合約的 HMO-POS 特殊需
求計劃 (SNP)。 投保 CareOregon Advantage Plus 需視合約續約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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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活動與獎勵僅適用於符合資格的會員。 會員若符合計劃條件或經由醫療服務提供者建
議，可能可以接受這些篩檢或參與這些活動。 CareOregon Advantage 合作夥伴可能會與
您聯絡以完成特定活動。

保健活動 保健活動 獎勵
完成結腸直腸癌篩檢 持有醫療服務提供者建議的會員 $50 
完成骨質密度篩檢 持有醫療服務提供者建議的會員 $25 
完成乳房攝影 持有醫療服務提供者建議的會員 $50 
完成糖尿病眼睛檢查 持有糖尿病確診證明的會員 $15 
完成糖化血紅蛋白 (A1c) 檢查 持有糖尿病確診證明的會員 $15 
完成腎功能檢查（eGFR 和 uACR） 持有糖尿病確診證明的會員 $15 
向藥劑師諮詢您的糖尿病和／或高
血壓治療藥物

持有糖尿病或高血壓確診證明的會員 $60 
（每個季

度 $15）
向藥劑師諮詢您的心臟病治療藥物 患有特定心臟疾病的會員 $60 

（每個季
度 $15）

接受全面藥物評估 註冊參加藥物治療管理計劃的會員 $25 

有疑問嗎？ 
請致電 503-416-4279 與客戶服務團隊聯絡，或者致電免費電話 888-712-3258  
或聽障專線 711。

營業時間： 從 10 月 1 日起至隔年 3 月 31 日止，服務時間為每週七天， 
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 從 4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 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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