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寫本文件即授權 Health Net of California, Inc.、Health Net Health Plan of Oregon, Inc.、Managed Health Network, Inc. 和 (或) 
Health Net Life Insurance Company，包括關係企業和子公司 (以上合稱「Health Net」)，按以下規定使用或透露我的受保護
健康資訊 (PHI)。  

第 I 部分：資訊將被透露的個人
姓名： 會員卡號碼： 出生日期：

地址：

第 II 部分：要透露的資訊說明 
我授權 Health Net 透露以下類型的健康資訊。

A. 健康資訊的一般說明 (請選擇所有適用項目)：
■  申請、投保、會籍以及資格紀錄和資訊

■  理賠 / 福利說明 / 承保範圍證明紀錄和資訊

■  藥房紀錄和資訊    
■  保費 / 付款 / 帳單資訊和紀錄 
■  其他資訊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敏感資訊類別的額外說明 (請選擇所有適用項目)： 
您必須填妥此部分以授權公開以下敏感資訊類別的相關資訊和紀錄：

■  藥物或酒精濫用診斷、治療、預後或轉介 
■  HIV/AIDS (包括愛滋病相關症候群 (ARC)) 或性傳染疾病 (STD) 
■  基因檢測 
■  心理或行為健康服務 

第 III 部分：宗旨
我授權 Health Net 基於以下目的透露上述資訊：

■  在我要求時 
■  其他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IV 部分：授權期限
本授權表到期日為 ____________ (月 / 日 / 年)。如果未填寫日期，本授權表將於一年後到期。

透露受保護健康�
資訊授權表

California、Oregon 和 Washington 適用

(接下頁)

Health Net of California, Inc.、Health Net Health Plan of Oregon, Inc.、Managed Health Network、Inc. 和 Health Net Life Insurance 
Company 是 Health Net, Inc. 的子公司。MHN 旗下公司包括 Managed Health Network 和 MHN Services。Health Net 和  
Managed Health Network, Inc. 是 Health Net, Inc. 的註冊服務標章。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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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 部分：接受資訊的個人或實體
我授權下列個人或實體依上述說明透露我的健康資訊：

姓名： 公司 (若適用)：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電話號碼：
(             )

姓名： 公司 (若適用)：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電話號碼：
(             )

第 VI 部分：重要資訊
• �依據本授權表而透露的資訊可能會由接受者再加以透露，還可能不再受聯邦隱私法規 (包括 HIPAA) 保護。  

•  �我可隨時以書面方式撤銷本授權表，將通知寄到 Health Net Privacy Office, Attention Director, Information Privacy,  
PO Box 9103, Van Nuys, CA 91409，如 Health Net 隱私權行使聲明規定。我的撤銷將於 Health Net 收到撤銷要求起開始�
生效，但 Health Net 或其他人已依據本授權表而為之行動則不在撤銷範圍。

• �治療、給付、投保或福利資格並非以我提供或拒絕提供本授權表為前提，除非我尚未投保 Health Net，而 Health Net  
是要取得與我的福利或投保資格判定相關的資訊，或除非 Health Net 要求的資訊是供核保或風險評級之用。  

• 我有權索取本授權表的複本。本表格之複本與正本具同等效力。  

第 VII 部分：確認
我簽署本授權表即表示確認我已閱讀並瞭解以上資訊，且我簽名即授權可透露上述資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個人代表或父母 / 監護人簽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正楷清楚填寫會員、個人代表或父母 / 監護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 說明有權代表會員，若適用) 

如果本授權表是由會員以外的任何其他人簽署，在根據本授權表透露任何 PHI 之前，Health Net 可要求確認該個人有權代
表會員行動。如果本授權表是由未成年會員的父母 / 監護人簽署，在透露任何關於該未成年會員的 PHI 之前，我們可能會
要求提供額外資訊，包括由未成年會員簽署的另一份授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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