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康星骨科醫院
計費和收費政策
2022 年 1 月 1 日
政策：
威斯康星骨科醫院 (“OHOW”) 政策確保 OHOW 根據經濟援助政策 (FAP) 提供必要醫療護理的社
會公正實踐。計費和收費政策專門為那些需要經濟援助和接受 OHOW 護理的患者提供計費和
收費實踐。
所有計費和收費實踐將反映我們對個人尊嚴和共同利益的承諾和尊重，我們對貧困人口和其
他弱勢群體的特別關心和聲援，以及我們對分配正義和管理工作的承諾。OHOW 員工和代理
人的行為應反映天主教資助機構的政策和價值，包括以尊嚴、尊重和同情的態度對待患者及
其家屬。
該計費和收費政策適用於 OHOW 提供的所有必要的醫療服務。計費和收費政策不適用於選擇
性手術的支付安排。
定義：
“501(r)” - 《國內稅收法》第 501(r) 節及其頒佈的條例。
“申請期” - 可能將 FAP 申請提交給 OHOW 的期限。申請期於 FAP 申請提交之日或提供護理之
日的早些時候開始，並於申請期終止通知中指明的日期結束。
“申請期終止通知” - 一份書面通知，其中說明 OHOW 接受並處理患者針對之前提供的有爭議
的護理提交（或，如果適用，完成）的 FAP 申請的截止日期，書面通知中注明的截止日期不
得早於 (a) 提供書面通知後的三十 (30) 天、(b) 帳戶不再處於活動狀態之後 (c) 本通知規定的申
請經濟援助的合理時間段結束時（如果患者被認為有資格獲得低於 100% 的經濟援助）。申請
期終止通知可能是單獨的書面文件，也可以是發送給患者的另一份書面通知中包含的語言。
“特別收費行為”或 “ECA” - 以下任何受 501(r) 限制的收費行為：
1. 將患者的債務出售給另一方，除非買方受到如下所述的某些限制。
2. 向消費者信貸報告機構或信貸局報告患者的不良資訊。

3. 由於患者拒付 FAP 所涵蓋的先前所提供護理的一張或多張帳單，因此推遲或拒絕提供必要
醫療護理，或要求在護理之前付款。
4. 需要法律或司法程序的行為，但破產或人身傷害訴訟中提出的索賠除外。這些行為包括但
不限於，
4.1. 留置患者財產、
4.2. 取消患者財產的抵押品贖回權、
4.3. 對患者的銀行帳戶或其他個人財產徵稅或以其他方式附上或扣押患者的銀行帳戶或其
他個人財產、
4.4. 對患者提起民事訴訟，並
4.5. 扣押患者工資。
儘管有上述第 4 小節的規定，但在任何情況下，如果留置權將導致取消針對患者個人住所的
抵押品贖回權或強制出售，OHOW 將不會留置患者的主要住所。
ECA 不包括下列任何行為（即使上述 ECA 的標準一般情況下都能夠滿足）：
1. 如果在出售之前，與購買債務的買方簽訂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書面協議
1.1 （根據該協議，買方不得參與任何 ECA 以獲得護理費用的支付），則出售患者的
債務。
1.2. 禁止買方在債務出售時收取超過《國內稅收法》第 6621(a)(2) 節規定之有效利率的債
務利息（或由《國內稅收公告》公佈的通知或其他指南規定的此類其他利率）。
1.3. 在 OHOW 或買方確定患者有資格獲得經濟援助後，OHOW 可將債務退還或撤銷。
1.4. 如果患者被確定有資格獲得經濟援助，且 OHOW 未退還或撤銷債務，則要求買方遵
守該協定中指明的程序，這些程序確保患者不支付，且沒有義務支付給買方和 OHOW
超過根據 FAP，其個人負責支付的金額。
2. 根據州法律，OHOW 有權對因患者的人身傷害（OHOW 針對該傷害提供護理）而對前該患
者的判決、和解或妥協的收益主張任何留置權。
3. 在任何破產程序中提出索賠。
“FAP” - OHOW 的經濟援助政策，該政策向符合資格的未投保患者提供經濟援助，使其在
OHOW 繼續接受治療。
“FAP 申請” - 經濟援助申請。

“經濟援助” - 根據 OHOW 的 FAP，OHOW 可能為患者提供的援助。
“患者” - 接受（或已接受） OHOW 護理的個人以及任何其他經濟上負責此類護理的人員
（包括家庭成員或監護人）。
程序：
OHOW 維持一個有秩序的程序，定期向患者發出帳單，說明所提供的服務，並與患者溝通。
如果患者拒絕支付 OHOW 所提供服務的費用，OHOW 可以採取行動以獲得付款，包括但不
限於，努力透過電話、電子郵件以及當面溝通，並採取一 (1) 項或多項 ECA，須遵守本計費及
收費政策中所載的規定及限制。
根據 501(r)，本計費及收費政策確定 OHOW 在採取特別收費行動 (ECA) 之前必須作出的合理
努力，以確定患者是否符合其 FAP 規定的經濟援助資格。確定後，OHOW 就可以按照本文所
述，進行一項或多項 ECA。
1. FAP 申請處理 - 除下文另有規定外，未投保患者可在申請期間的任何時間提交 FAP 申請。
除非 501(r) 另有特別規定，否則 OHOW 沒有義務在申請期過後接受 FAP 申請。對經濟援助
資格的決定將根據下列一般類別予以處理。
1.1. 完成 FAP 申請 - 如果未參保患者在申請期間提交完整的 FAP 申請，OHOW 應及時中止
任何未獲得護理費用而進行的 ECA，作出資格鑒定，並提供書面通知，如下所述。
1.2. 假定資格決定 - 如果未投保患者被推定有資格獲得的援助少於 FAP 規定的最慷慨援助
（例如，資格的確定是基於提交的有關先前護理的申請），OHOW 將通知患者決定的
依據，並在開始 ECA 前給予患者合理的時間申請更慷慨的援助。
1.3. 未提交申請的通知和處理 - 除非提交完整的 FAP 申請，或根據 FAP 的假定資格標準確
定資格，否則 OHOW 將自從向患者發送第一份出院後護理帳單明細之日起至少
120 天內不啟動 ECA。在有多次護理的情況下，可以匯總這些通知條款，在這種情況
下，其時間框架會基於匯總中包含的最近一次護理。為向尚未提交 FAP 申請的患者收
取護理費用而啟動一 (1) 項或多項 ECA 之前，OHOW 將採取下列行動：
1.3.1.

為患者提供書面通知，說明會為符合條件的患者提供經濟援助，確定為獲得
護理費用而打算採取的 ECA，並規定了一個截止日期，在這之後，可在不早
於提供書面通知之日起的 30 天內開始啟動此類 ECA。

1.3.2.

為患者提供 FAP 的簡明語言摘要。

1.3.3.

作出合理的努力，口頭通知患者 FAP 和 FAP 申請流程。

1.4. 不完整的 FAP 申請 - 如果患者在申請期間提交不完整的 FAP 申請，OHOW 應書面通知
患者如何完成 FAP 申請，並給患者三十 (30) 個日曆日的時間完成申請。任何未決的
ECA 應在此期間暫停，書面通知應 (i) 描述完成申請所需的 FAP 或 FAP 申請中要求的
附加資訊和/或文件，並 (ii) 包括適當的聯繫資訊。
1.5. FAP 申請期終止 - OHOW 可以透過向患者發送書面的申請終止期通知來終止申請期。
2. 延遲或拒絕護理的限制 - 由於患者拒付 FAP 所涵蓋的一項或多項先前提供的護理帳單，
OHOW 打算延遲或拒絕提供必要的醫療護理，或要求在提供護理前支付，在這種情況下，
將向患者提供 FAP 申請和表明符合資格的患者可獲得經濟援助的書面通知。患者還可以獲
得申請期終止通知。
3. 決定通知
3.1. 決定 - 患者帳戶收到完整的 FAP 申請後，OHOW 將評估 FAP 申請，以決定是否符合資
格，並在四十五 (45) 個日曆日內以書面形式通知患者最終決定。通知將決定患者將
在經濟上負責支付的金額。如果 FAP 的申請被拒絕，則我們將發出通知解釋拒絕的
原因。
3.2. 退款 - 如果護理費用超出患者根據 FAP 確定的個人支付金額，則 OHOW 將為病人提供
退款，除非超出的金額低於 5 美元。
3.3. 撤銷 ECA - 根據 FAP，如果患者被確定有資格獲得經濟援助，那麼 OHOW 將採取一切
合理可行的措施，撤銷為獲得護理費用而對患者採取的任何 ECA。此類合理可行的
措施一般包括但不限於，撤銷對患者的任何判決、取消對患者財產的任何徵稅或留置
權，以及從患者的信用報告中刪除向消費者報告機構或信用局報告的任何不良資訊。
4. 收費 - 根據上述程序的總結，OHOW 可根據 OHOW 針對建立、處理和監控患者帳單和支付
計畫的程序中確定的具有拖欠帳戶的未投保和未足額投保的患者實施 ECA。受本協議所述
限制，OHOW 可以利用聲譽良好的外部壞帳催收機構，或其他服務提供者處理壞帳帳戶，
此類機構或服務提供者應遵守適用於第三方的 501(r) 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