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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Christiana Care Health Services 將為所有個人提供醫學必要的醫療保健服務，而無

論其種族、信仰、性別、國籍或支付能力。 為了提供這些服務，機構有必要維持

一個強大的財務狀況。 及時從第三方保險公司和患者催收應收帳款是保持該狀況

的關鍵所在。 然而，建立應收帳款催收標準程序將繼續包括為符合慈善服務資格

的人群提供特殊處理。 
 
目的： 

 
確保公平一致的催收做法。 

 
 
範圍： 

 
所有 Christiana Care Health Services 業務，包括醫院住院、門診和急診室服務，
以及在我們醫院工作的醫師提供的所有手術服務。 

 
程序： 

 
患者獲得緊急醫療服務和選擇性的醫療服務。  
Christiana Care Health Services 工作人員需要遵照適合其各自住院點的既定掛號
和保險驗證程序。 

 
急診： 

 
需要緊急醫療服務的患者將接受 Christiana Care Health Services 的治療，而無論
其支付能力為何。 

 
在患者身體狀況穩定後，將從患者或患者的家人處獲取保險和人口統計資訊。 

 
如果在獲得此服務時沒有可用的保險資訊，或者如果確定沒有涵蓋此服務的保
險，那麼患者仍會獲得治療。 帳戶在掛號/計費系統中作為自費帳戶掛號，並且向
患者寄送帶帳單的說明，解釋自費支付方式（包括可能使用現金現金、支票、信
用卡或匯款單進行支付），以建立支付協議，或者經濟援助申請。 



 
所有自費費用都將獲得折扣，其折扣百分比相當於我們主要託管醫療管理公司獲得
的折扣百分比（目前為無保險人提供 10% 的折扣）。 
 
如果獲得保險資訊，那麼在「醫院資訊系統」中對該帳戶掛號，並註明此保險
範圍。 驗證此保險範圍的過程各不相同，但是在任何情況下，此過程都不會在
提供緊急服務之前完成。 
 
所有產科住院雖然在本質上都是急診，但是只要收到預住院申請就會預掛號，

這通常是在分娩之前數月。 在預期的分娩日期之前，將取得保險資訊，並將符

合所有保險要求。 如果某個產科案例由於未在分娩日期之前提交此資訊而未預

掛號，那麼該案例將與任何其他緊急住院一樣進行處理。 
 
選擇性的住院： 
 
通常，選擇性的住院將進行預住院，並在實際住院之前驗證所有第三方保險範
圍。 
 
如果第三方保險範圍遭到拒絕，那麼住院處將負責聯絡患者，並通知他們其經濟

責任，從而解決帳戶的財務安排。 可以在那時安排支付協議，並進行「經濟援

助」諮詢。 此外，可以評估 Medicaid 資格。 如果沒有保險，那麼該帳戶將應用於

相當我們託管醫療付款方使用的自費折扣，而無論該帳戶是全額支付，還是按月

支付。 
 
如果第三方保險有諸如二次手術意見或預認證等預住院要求或條件，那麼必須滿

足這些要求或條件，否則將被視為無保險住院。 大多數第三方合同會禁止供應商

針對這些遭拒絕的服務向患者計費，除非在提供服務之前，向患者寄送一封非保

險範圍信函。 透過簽名的非保險範圍信函，Christiana Care 瞭解患者已接受此服

務的經濟責任，並接收患者入院。 如果患者繼續接受服務，但是拒絕簽署非保險

範圍通知書，那麼 CCHS 員工將註明並簽署拒絕書。 這支援我們繼續向患者開立

帳單的能力。 
 
 
選擇性的門診服務： 



 
門診外科手術，以及大多數其他計劃門診服務，通常會在服務日期之前預掛號。 
 
如果在患者到達時進行掛號，那麼不會提供門診服務。 患者將被要求在服務日期

提供最新的保險卡。 如果保險資訊不可用，或者如果保險不涵蓋有問題的服務，

那麼患者將在掛號/計費系統中以自費身份掛號，並將收到附帳單的說明，解釋

自費支付方式，包括但不限於按月支付協議和/或在我們經濟援助計劃下的資

格。 
 
 
醫師手術： 
 
患者在獲得服務時，會被要求提供其保險資訊。 服務時未支付的任何共付額，將

在提供服務後向患者開立帳單。 如果獲得服務的患者無保險，他們將被要求全額

支付（使用相當於我們託管醫療計劃折扣的自費折扣），或者將在提供服務後向

他們開立帳單，並要求在 90 天內全額支付。 然而，超過 90 天的既定支付協議也

被認為可接受。 
 
 
 
 
結算單程序： 
 
患者會收到 3 張結算單。 在產生第三張結算單後，該帳戶將被轉給外部催收公
司。 帳戶在由催收公司處理 180 天候，將產生信用污點。 在 2016 年 2 月，這發
生了一次變化。之前是在由催收公司處理 90 天後產生信用污點。 
 
預付款計劃： 
 
通常被認為保險公司不承保的服務往往會提供套餐價格或既定手續費。 此套餐
費需要在提供治療之前進行支付，並且不提供這些服務的按月支付協定或折扣考
慮。 
 
計費過程： 
 
對於所有提供完整保險資訊的患者，Christiana Care Health Services 將向第三方保
險公司開立帳單。 如果保險資訊不完整，或者我們無法確保獲得非簽約保險範圍
的付款，那麼餘額將成為患者的責任。 



 
 
 
 
保險催收過程： 
 
Christiana Care Health Services 的醫院計費部門通常會在患者獲得服務後的 7 天
內，向患者的第三方保險公司申請理賠。 延遲超過七天通常與證明文件需求相
關，延遲必須滿足的醫療記錄編碼或預計費編輯，從而向保險公司提交清晰的索
賠。 
 
所有計費都以標準帳單格式提交，並且在可用後，每天以電子方式透過理賠結算

所傳輸。 計費工作人員執行後續跟進工作，收集這些已傳輸的理賠，並要求付款

方在三十天內付款。 超過三十天未支付的索賠需要集中的付款方互動，包括但不

限於範圍廣泛的試算表後續行動、網站審閱、電話會議和預定會議。 
 
如果保險公司支付部分帳戶款項，或者未在合理的時間範圍內支付索賠，那麼支
付責任將轉給患者，除非保險公司認為 Christiana Care Health Services 對未支付
的餘額負有責任，或者對解決索賠有合約義務，而無需患者參與。 
 
如果在任何時候，患者認為根據 Christiana Care Health Services 的經濟援助政策，
他們有資格接受調整，那麼將向他們提供申請，並遵循經濟援助政策下說明的程
序。 
 
外部催收公司處理： 
 
Christiana Care Health Services 與外部催收公司簽約，從而催收拖欠的帳戶款
項。 催收公司的選擇將基於遵循 Christiana Care Health Services 經營理念的意
願，以及與強有力的催收教育/表現、細緻的報告能力和鮮明的客戶服務重點相
關的經驗/憑據。 
 
雖然帳戶在轉給外部催收公司處理之前通常有一個預確定的時間間隔（在變成患

者責任且不影響任何支付活動之前大約 105 天），但是在催收過程中，如果我們

遇到錯誤郵寄位址或者預期提起訴訟，那麼隨時會轉給外部催收公司進行處理，

因此可能使用逃債追蹤/或聘用律師。 



 
在經患者經濟服務部的催收主管、催收經理、董事/副董事，或者 Sr. 
Management 團隊的任何成員批准後，可以從外部催收公司撤銷對帳戶的處
理。 
 
外部催收公司可在一年內催收帳戶，或者提供證據說明帳戶仍可行。 所有未採
取任何行動的案例會在大約一年後轉給第二個催收公司，並持續催收工作大約六
個月。 在進行緊急援助申請期間，所有委託催收都將停止。 
 
 
催收處理的授權需要： 
 
外部催收公司對所有帳戶的處理都需要授權。 
 
對於 5 美元到 9,999.99 美元的餘額，助理催收工作人員會審閱報告，並確認傳
達給催收公司的總金額。 
 
對於 10,000.00 美元到 25,000 美元的餘額，帳戶記錄為被批准由適當的 
CCHS 管理水準人員進行處理。 
 
對於 25,000 美元到 50,000 美元的餘額，帳戶記錄為被批准由 PFS 的副董事/董事
進行處理。 
 
對於超過 50,000 美元的餘額，帳戶記錄為被批准由收支部的副總裁進行處理。 
 
如果某個帳戶被參與授權過程的某人認為有問題，那麼該帳戶不符合資格參加每
周轉介。 該案例的催收處理會被暫停，直到做出有關批准處理的決定為止。 
 
在未確定患者知道經濟援助計劃的情況下，患者經濟服務部不會參加委託催收活
動。 
 
 
調整餘額： 
 
CCHS 已指定調整餘額的授權水準。 這些水準與適合催收處理的水準相同。 助理
工作人員的水準要求有一些例外情況，部分計費工作人員有線上調整合約的能
力，但是這些例外情況已在付款方的各自計費政策中進行記錄。 
 
 
 
 
慈善服務政策： 



 
慈善服務政策在標題為「經濟援助政策」的政策下獨立說明。 
 
其他調整： 
 
如果非簽約保險公司或自費患者願意加速付款給 Christiana Care，那麼催收經理
可以提供立即付款折扣。 根據這同一公司的過去表現，自帳戶被計費後的時間
長度，帳戶的總收費額，以及可能申請的任何審計活動，可以同意這樣做。 
 
在清算超過 30,000 美元的帳戶時，若有任何特殊要求，需要患者經濟服務部主管

的批准。 申請清算的情況包括但不限於遺產清算、未償付壞帳餘額、訴訟事件、

大額自費餘額結算以及高保額的巨災保險案例。 訴訟帳戶未經清算收入和負債律

師充分披露則不會被清算。 
 
 
運用調整： 
 
已向客戶服務經理和其他醫院計費經理提供指導方針，以便他們每個人都可以針
對其各自財務類別採取行動。 已向工作人員支援員工提供說明，可以根據已審閱
和批准的重複調整情況來調整餘額，而不需要進一步上訴。 
 
 
退款處理： 
 
患者帳戶在超額支付或進行錯誤帳戶調整後，可能產生貸方餘額。 
 
由於超額支付而產生的貸方餘額可以加以調查。可以根據每個付款方制定並同意的

具體貸方餘額指導方針，申請退款支票或提交收回申請。 將透過退款支票處理所

有患者退款，除非患者有其他未結算餘額，而超額支付的金額可以用於該結算，則

不會予以退款。 使用信用卡付款的患者可透過信用卡公司處理超額支付交易。 如
果無法確定超額支付的明確責任，那麼退款將聯合支付給患者/保證人和保險公

司。 退款將郵寄給患者/保證人，並由第三方付款方跟進。 如果  CCHS 無法將資

金退款給超額支付方，那麼將遵循「充公」程序。 



 
每天產生貸方餘額報告。 雖然貸款應儘快處理，但是預計所有貸款會在呈現為
應收帳款後 60 天內，在將收回申請或退款申請提交給應收帳款部後予以處理。 
 
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允許信貸餘額在超過 60 天後仍未進行退款或調整。 付款
方處理錯誤和共付額差異通常導致此處理花費更長時間。 完成所有責任方的所有
計費，並收到所有預期付款後，才會退回帳戶超額支付款項。 
 
CCHS 將嘗試在帳戶達到這一狀態後的 60 天內退回全部超額支付款項的 
95%。 
 
所有先前支付的患者餘額（在經濟援助批准日期的一年內支付）將退回給申請
人。。 
 
退款授權標準如下所示： 
 
$0.01 - $10,000 助理主管/工作人員和經理 
$10,001-$50,000 PFS 副董事/董事 
$50,001-$250,000 財務部副總裁 

超過 $250,000 
CEO、COO、CFO（至少需要兩人同

時批准） 
 
 
催收政策可用性： 
 
本政策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患者掛號區、線上、透過郵寄或透過撥打 
302-623-7440 致電我們以獲取免費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