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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條文 

政策 

表示經濟困難、無力付款的所有未投保或保額不足的預約患者將

接受慈善醫療/兒童醫療/Medicaid 資格的初步篩選。看似符合指

引規定的所有患者將轉診至門診接待處 (Outpatient Intake)，進行

預約篩選。 

 
目的 

在預註冊流程對聲稱不具有任何保險的所有患者進行慈善醫療/

兒童醫療/Medicaid 資格的篩選。 

 
管理 

財務部執行副總裁和患者財務服務部副總裁負責管理、維護和隨後修

訂本政策。 

 
程序 

1. 在預註冊流程聲稱不具有保險並需要財務援助的所有患者將

接受以下方面的篩選。請參閱附件 A 瞭解初步篩選定義。 

a. 獲得慈善醫療所需的新澤西州定居證明 

b. 婚姻狀況 

c. 家庭成員人數 

d. 家庭年收入 

e. 家庭資產額度 

f. 患者受僱傭嗎？ 

g. 配偶受僱傭嗎？ 

h. 患者在過去 3 個月工作嗎？ 

i. 配偶在過去 3 個月工作嗎？ 

 
程序 

1. 將根據患者的收入和按家庭成員人數計算的資產標準，對患

者進行初步篩選。有關問題請參閱下文： 

a. 慈善醫療和下調的慈善醫療資格 – 附件 B 
 

b.  Medicaid/兒童醫療– 請參閱：

http://www.njfamilycare.org/default.aspx 
 

http://www.njfamilycare.org/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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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看似符合指引規定的患者將轉診至門診接待處，進行預約篩

選。請參閱「門診接待處轉診記錄」。 

 
d. 請注意，根據 1986 年《急診醫療和活躍產程法案》(EMTALA)，

出現急診病症的人士，不論其是否有能力付款，均將對其進行

篩選並穩定其病症。不得因任何原因推遲、拒絕或以其他方式

限制該等服務，包括但不限於與付款有關的調查。請參閱管理

政策  558-1，患者轉診及《急診醫療和活躍產程法案》

(EMTALA)。 

 
e. 請注意，在醫學中心的醫院設施中提供的各項服務並非全部在

本政策範圍內。請參閱附件 C，瞭解在醫院設施提供急診或其

他醫療必要保健服務的提供者名單（按科室載列）。此附件指

出本政策適用於和不適用於哪些提供者。提供者清單將每季度

審查一次，如有需要將予以更新。 

 
2. 急診或其他醫療必要護理的一般性費用（「AGB」）計算  

a. 依據國稅法 §501(r)(5)，當需要急診或其他醫療必要護理

時，向按照本政策規定有資格獲得財務援助的患者收取的

費用，不得超過向擁有承保該等護理的保險之個人收取的

費用。 

b.  視作有資格獲得財務援助的個人，若需要急診或其他醫療

必要護理，將支付以下費用（以較少者為準）： 

i. 根據上文第 (1)(a)-(b) 條計算的金額；或 

ii. AGB。 

c. AGB 採用回顧法，根據 Medicare 服務費和私營健康保險公

司的費用計算得出。目前的 AGB 百分比如下： 

i. 住院：26% 

ii. 門診：32% 

iii. 門診 ER：22% 
 
 
 
 
 
 
 

3. 申請財務援助的方法  

a. 在醫學中心網站上查看資訊 

i. 網站：個人可在以下網站線上查看財務援助的

相關資訊： 

              http://www.hackensackumc.org/financialassistancepolicy 
   

http://www.hackensackumc.org/financialassistance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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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申請書 

i. 提供的語言服務 

a. 醫學中心的 FAP、申請書和 PLS 以英文

和英語水平有限（「LEP」）人群的主要

語言書寫，這部分人群在醫學中心主要

服務區域內有 1,000 人，或佔人口的 5%

（以較少者為準）。上述文件均可免費

索取。 

ii. 個人可透過填寫紙質的申請書副本來申請財務

援助。紙質申請書可透過以下方式免費索取： 

b. 發送郵件：寫信至以下地址，索取一份

紙質財務援助申請書副本： 

1) 100 First Street - Suite 300 
Hackensack, NJ  07601 

c. 親自前往：親自前往財務援助部（週一

至週五上午 8:00 至下午 4:00），地址位

於： 

1) 100 First Street - Suite 300 
Hackensack, NJ  07601 

d. 撥打電話：您可撥打 (551)-996-4343 聯

絡財務援助部。 
 

iii. 申請時間： 

a. 個人自服務之日起有三百六十五 (365) 天時間

提交慈善醫療申請書。 

b. 未填妥的申請書將不予考慮，但會通知申請

人，以便其提供遺漏的文件/資訊。 
 

iv. 已填妥的申請書： 

a. 請將所有已填妥的申請書寄送至財務援助部

（地址請參閱上文）。 

 
請參閱本政策附件 D：HackensackUMC 患者收款時限，瞭解關於費用/收款流程及遵

守國稅法 §501(r)(6) 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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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初步篩選定義 

 
家庭成員人數 

患者、配偶和任何未成年子女均視為家庭成員。成年人是指任何年滿 18 歲的人士。然而，

如果成年人為全日制學生，則該學生在 22 歲前被視為未成年人。孕婦計為兩 (2) 名家庭成

員。 

 
婚姻狀況  

未婚 – 1 名家庭成員。 

離異 – 1 名家庭成員，除非個人對未成年子女具有監護權。若是如此，則未成年子女計入

家庭成員中。 

分居 – 除非雙方持有法律文件，否則分居夫婦仍為一個兩 (2) 人家庭。 

 
家庭收入  

年內收入總額。 

 
家庭資產額度 

由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擁有的資產計入患者資產。資產為銀行賬戶（支票和儲蓄存款）、現

金、IRA 或其他退休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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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慈善醫療和下調的醫療資格 

 

慈善醫療和下調的慈善醫療資格標準 

生效時間：2015 年 3 月 23 日 

患者必須同時符合收入和資產標準 

 

收入標準：年收入總額在以下範圍時患者支付的費用百分比 

 患者支付費

用的 0% 

患者支付費

用的 20% 

患者支付費

用的 40% 

患者支付費

用的 60% 

患者支付費

用的 80% 

患者支付費

用的 100% 

家庭成員人

數* 

<=200% >200<=225% >225<=250% >250<=275% >275<=300% >300% 

1 $23,540 或

以下 

$23,541 至 

$26,483 

$26,484 至 

$29,425 

$29,426 至 

$32,368 

$32,369 至 

$35,310 

$35,311 或

以上 

2 $31,860 或

以下 

$31,861 至 

$35,843 

$35,844 至 

$39,825 

$39,826 至 

$43,808 

$43,809 至 

$47,790 

$47,791 或

以上 

3 $40,180 或

以下 

$40,181 至 

$45,203 

$45,204 至 

$50,225 

$50,226 至 

$55,248 

$55,249 至 

$60,270 

$60,271 或

以上 

4 $48,500 或

以下 

$48,501 至 

$54,563 

$54,564 至 

$60,625 

$60,626 至 

$66,688 

$66,689 至 

$72,750 

$72,751 或

以上 

5 $56,820 或

以下 

$56,821 至 

$63,923 

$63,924 至 

$71,025 

$71,026 至 

$78,128 

$78,129 至 

$85,230 

$85,231 或

以上 

6 $65,140 $65,141 至 

$73,283 

$73,284 至 

$81,425 

$81,426 至 

$89,568 

$89,569 至 

$97,710 

$97,711 或

以上 

7 $73,460 或

以下 

$73,461 至 

$82,643 

$82,644 至 

$91,825 

$91,826 至 

$101,008 

$101,009 至 

$110,190 

$110,191 或

以上 

8 $81,780 或

以下 

$81,781 至 

$92,003 

$92,004 至 

$102,225 

$102,226 至 

$112,448 

$112,449 至 

$122,670 

$122,671 或

以上 

若家庭成員超過 8 人，每增加一名家庭成員，則在各欄中的最高金額加上下列金額。 

 $8,320 $9,360 $10,400 $11,440 $12,480  

*孕婦計為兩名家庭成員。 

 

若處於 20% 至 80% 可調整費用範圍內的患者須承擔超過其年收入總額 30% 的合格自付醫療開支（即其

他方未支付的賬單），則超出 30% 的金額將視作醫院付款援助（慈善醫療）。 

 
資產標準 

個人資產不得超過 $7,500，而家庭資產不得超過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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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在醫院設施提供急診或其他醫療必要保健服務的提供者名單（按科室載列） 

 

科室/實體/團體 是否受財務援助政策保障？ 

麻醉科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否 

癌症中心部門 (Department of the Cancer Center) 否 

牙科 (Department of Dentistry) 否 

急診科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edicine) 否 

家庭醫療科 (Department of Family Medicine) 否 

內科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否 

神經外科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否 

婦產科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否 

眼科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否 

骨外科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 Surgery) 否 

耳鼻喉科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否 

病理科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否 

兒科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否 

重建整形外科 (Department of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否 

足科 (Department of Podiatry)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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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學與行為醫學科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Medicine) 

否 

放射腫瘤科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否 

放射科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否 

復健科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否 

外科 (Department of Surgery) 否 

泌尿科 (Department of Urology) 否 

醫師 (Hospitalists) 否 

化驗服務 (Laboratory Services)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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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HackensackUMC 患者收款時限（對住院和門診服務而言）  

 
哈肯薩克大學醫學中心在保險公司處理索賠後會為所提供的服務提供結算單。扣除保險後

的結餘包括： 

1. 自費額（未投保患者） 

2. 扣除保險後的自費額（保險公司已支付其應承擔的金額，剩餘款項由患者支付） 

3. HackensackUMC 慈善醫療（人道醫療 – 優惠費用） 

4. 扣除 Medicare 後的自費額（按 Medicare 界定的患者應承擔金額）。 

對於沒有投保的患者，會在出院或服務日期後約五天內寄送結算單。 

 
非 Medicare 結算週期 – 總賬單結賬週期為收取剩餘結款前 62 天。賬單在保險結付其應付

部分後寄予患者。全額付款必須在結算單規定的到期日前完成。如果在到期日前沒有收到

所有逾期付款，則患者將繼續收到後續月結單（最多合共三個月）。如果沒有收到付款，

將向患者寄送最後預收款函，要求在十天內付款。如果仍未收到付款，賬戶將轉介至收款

代理。 

 
Medicare 結算週期 – 總賬單結賬週期為收取剩餘結款前 120 天。賬單在 Medicare 和任何

二級保險已結付後寄予患者。全額付款必須在結算單規定的到期日前完成。如果在到期日

前沒有收到所有逾期付款，則患者將繼續收到後續月結單（最多合共四個月）。如果沒有

收到付款，將向患者寄送最後預收款函，要求在十天內付款。如果仍未收到付款，賬戶將

轉介至收款代理。 

患者付款地址： 

Hackensack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P.O.Box 48027 
Newark NJ 07101-4827  
 
患者如對結餘有疑問，可致電 551-996-3355，聯絡客戶服務部 

賬戶無法支付結餘的患者可致電 551-996-3355，聯絡客戶服務部，瞭解其是否符合付款安

排的資格。無法付款的患者可致電 551-996-4343 聯絡財務援助辦公室，瞭解其是否符合財

務援助資格。 

 
特殊收款措施可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就個人財產設定留置權，止贖個人財產，扣押個
人銀行賬戶或任何其他個人財產，針對個人提起民事訴訟，逮捕個人及扣押個人工資。特

殊收款措施受以下期限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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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知期：醫學中心須在開始任何特殊收款措施前通知個人收款、付款和財務援助政

策，從而獲得付款，及避免至少在患者收到第一份出院後醫療結算單後 120 天內啟

動特殊收款措施。 

2. 申請時間：個人自收到第一份出院後結算單之日起，有 240 天時間提交申請。 

3. 特殊收款措施等候時間：HackensackUMC 須在開始任何特殊收款措施前，至少提前

三十 (30) 天通知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