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援助申请 FINANCIAL ASSISTANCE APPLICATION VMC/OCH/SLRH 病历号 

申請人資料APPLICANT INFORMATION 
1. 您是圣塔克拉拉县居民嗎?

□ 是Yes /  □ 否 No
2. 性別 3. 法定名字（姓氏，名字，中間名） 4. 母亲的娘家姓 5. 配偶/家庭登记伴侣 6. 首选语言? 

7. 地址 邮政编码 8. 电话 
1) 2) 

9. 電子郵件信箱 

10. SSN社会安全码(患者) 11. SSN 社会安全码 (配偶/家庭登记伴侣) 12. 美国公民?
□ 是Y / □ 否 N

13. 永久居留权 (綠卡)? □ 有 Yes / □ 沒有 No 如果有,  
持有多 久  時間?                  年 月

14.美國 退伍軍人? □ 是Y / □ 否 N

家庭状况 FAMILY HOUSEHOLD STATUS 

15. 列出您家庭中所有成员的名字，以及他们与您的关系。 请加上您自己。 如果您在纳税申报表上填报他/她为扶养亲属，请于 (□) 处勾选。
姓名 出生日期 

( 月  / 日 / 年 ) 
关系 姓名 出生日期 

( 月  / 日 / 年 ) 
关系 

(□) (□)
(□) (□)
(□) (□)

最后的雇主和职业MOST RECENT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16. 患者雇主: 17. 联系电话号码 18. 如果是个体经营者，企业名称: 

19. 配偶雇主: 20. 联系电话号码 21. 如果是个体经营者，企业名称: 

22. 雇用开始日: 23. 雇用結止日: 24. 当前是否工作: □ 是Y / □ 否 N 25. 残疾预计是否会持续至少12個月? □ 是Y / □ 否 N

医疗保险信息 INSURANCE COVERAGE INFORMATION 

26. 是否有医疗保险: □ 是Y  / □ 否 N 保险联络电话: 27.您的伤害是由第三方（例如在车祸或滑倒时）造成
的吗）? □ 是Y / □ 否 N

28. 有其他可能适用的保险（例如汽车保险)?

□ 是Y / □ 否 N
保险公司名称: 

当前月收入   CURRENT MONTHLY INCOME 
月收入来源   Monthly Income Sources 患者Patient 配偶Spouse 其他Other 30. 您有初级保健医生 (PCP) 在社区诊所吗?

如果有，初级保健医生 PCP 的名字是?29a) 工资总额(包括税前收入和相关扣除额) $ $ $ 
29b) 营业收入（如有自营） $ $ $ 
29c) 其他收入: $ $ $ 您在VMC有初级保健医生 (PCP)嗎?如果有， 您的 

PCP（初级保健医生）名字是? 
. 

29d) 利息和股息 $ $ $
29e) 來自地产或個人房产 $ $ $ 
29f) 社会安全津贴 $ $ $ For Office Use Only 
29g) 其他 (请注明): $ $ $ Total Income Gross: 
29h) 收到抚养费或赡养费 $ $ $ Frequency 
29i) 将第(29a)行至第(29h)行的金额相加 $ $ $ □ Weekly □ Bi-Weekly
29j) 支付的抚养费或赡养费 $ $ $ □ Semi-Monthly □ Monthly
29k) 第 (29i)行減去第  (29j) 行。这是您当前每月的收入。 $ $ $ Family Size: Final FPL: 
29l) 在第 29k 行加總患者、配偶、其他三欄位後总收入 $ 

签名   SIGNATURE 
本人声明，本人所提供的上述信息均属真实及完整。如有不实，愿接受伪证罪处罚。本人理解，本人必须在60天内或在下一个服务时间点（以较早者为准）通知圣塔克拉拉县卫生系统 (CSCHS) 本人的居

住、财务状况、家庭规模和/或保险覆盖资格的任何变化。本人同意公布本人的健康记录信息，以便与圣塔克拉拉县签订合同的医疗机构以及圣塔克拉拉县社会安全局 (SCCSSA)合作，以确定本人是否符

合白卡Medi-Cal资格，并分享有关本人白卡Medi-Cal状态信息。本人授权圣塔克拉拉县卫生系统在其认为必要时，要求提供信用报告和/或核实上述任何信息。 

签名  日期 



 

 2  Last Updated: February 2023 

 

请记住：如果想符合圣塔克拉拉县卫生系统 (CSCHS) 医疗保健服务计划 (HAP) 下的慈善关怀折
扣或医疗费用折扣资格，您必须尽一切合理努力，在特定护理事件的初始帐单发出日期起的 180 
天内向 CSCHS 提交您的财务援助申请表与所需文件。如果您在 180 天的期限之后才提交，您必
须在下方空白方格处解释延迟申请的原因。您可以提交额外文件来支持您的解释内容。 CSCHS 
也可能会与您联系，请您提供更多信息。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帮助填写申请表格，请拨打 
(866) 967-4677 (TTY: 711) (周一至周五上午 8 点至下午 5 点) 联系 Patient Access 部门，或亲临
该部门位于: 770 S. Bascom Avenue, San José, CA 95128 (周一至周五上午 8 点至下午 4点 30
分)。 
 
 
 

 

 

 

 

 

 

 

 

 

 

 

 

 

 

 

 

本人确认本人上述所提供的内容皆属实无讹。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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