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填寫您的訂單：您可用電子支票、支票、匯票或信用卡支付。支票及匯票抬頭請寫付給Express Scripts， 

並在正面寫上您的會員ID號碼。您可在Expess-Scripts.com登記電子支票付款以及查詢藥價，或撥打 ID卡 

上的會員服務電話號碼。  

本訂單寄出的處方張數：

2  病人/醫生資訊：請為每人每張處方填寫一欄。如果某人有多位醫生開出的多張處方，則為每位醫生新填

一欄(背面印有更多空欄可供填寫)。請將所有處方用一個信封寄出。

1  會員資料：請核對或提供下列會員資料。 

會員 ID： 
團體：  

請發送有關所附處方藥及網購訂單進度的電子郵件通知至 
下列郵箱：

@ .  

信用卡支付：  
Visa    MC    

失效日期 
 X 
月  月  年  年 持卡人簽名 

Discover   Amex   Diners  
信用卡號碼

本人授權Express Scripts 從這張信用卡中扣付
本會員資格中任何人士的所有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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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藥上門訂單表

名字：  

街道地址：  
街道地址：

街道地址：

城市、州、郵區號碼：   

日間電話：  

新的送藥地址：  

(Express Scripts將會把這一地址存檔，用於處理該會員的所有訂單， 

直至該會員資格中的任何一個人提供另一個送藥地址為止。)  

晚間電話：  

名 姓  

出生日期(月月/日日/年年年年)        性別  

男 女  

病人與會員的關係  

本人  配偶  受養人   

醫生姓氏 名字縮寫                                             

名 姓  

出生日期(月月/日日/年年年年)        性別  

男 女  

 
醫生電話號碼

病人與會員的關係  

本人  配偶  受養人   

醫生姓氏 名字縮寫                                             醫生電話號碼

支付選擇： 電子支票             付款已附上             信用卡             寄送賬單  

本次送藥上門加急($21，費用可能會改變)。注意：這只會加快送藥上門，但不會加速訂單的處理。 

需要提供街道地址；不能使用郵政信箱。  

郵寄說明見本表格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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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 information: Please verify or provide member information below.

(Express Scripts will keep this address on file for all orders from
this membership until another shipping address is provided by
any person in this membership.)

1

Patient/doctor information: Complete one section for each person with a prescription. If a person has
prescriptions from more than one doctor, complete a new section for each doctor (additional sections are on 
back). Send all prescriptions in one envelope. 

2

Mailing instructions are provided on the back of this form.

FO
LD

 H
ER

E
FO

LD
 H

ER
E

Complete your order: You can pay by e-check, check, money order, or credit card. Make checks and money orders
payable to Express Scripts, and write your member ID number on the front. You can enroll for e-check payments
and price medications at Express-Scripts.com, or call the Member Services phone number found on your ID card. 

3

First name Last name

Doctor’s phone numberDoctor’s last name 1st initial

Patient’s relationship to memberBirth date (MM/DD/YYYY) Sex

Self Spouse   Dependent   M F

First name Last name

Doctor’s phone numberDoctor’s last name 1st initial

Patient’s relationship to memberBirth date (MM/DD/YYYY) Sex

Self Spouse   Dependent   M F

For credit card payments:
Visa  MC  Discover  Amex  Diners

Payment options:  e-check Payment enclosed Credit card Send bill

Number of prescriptions sent with this order:

I authorize Express Scripts to charge this card for
all orders from any person in this membership.

Credit card number

Expiration date

M  M Y Y Cardholder signature
X

STLT1NWB

Evening phone:

Member ID:
Group:
Name:

Street Address:

Street Address:

Street Address:

City, ST, ZIP:

Daytime phone:

*6101*

Rush the mailing of this shipment ($21, cost subject to change). NOTE: This will only rush the shipping,
not the processing of your order. Street address is required; P.O. box is not allowed.

Please send me e-mail notices about the status of the enclosed
prescription(s) and online ordering at:

@ .

New shipping address:

HOME DELIVERY
ORDER FORM 



計劃：<<XXXXXXXXX>>  

重要提醒及其他資訊  

病人/醫生資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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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姓  

出生日期(月月/日日/年年年年)        性別  

男 女  

病人與會員的關係  

本人  配偶  受養人   

醫生姓氏 名字縮寫                                             

名 姓  

出生日期(月月/日日/年年年年)        性別  

男 女  

醫生電話號碼

病人與會員的關係  

本人  配偶  受養人   
醫生姓氏 名字縮寫                                             

檢查您醫生開的處方已達您計劃所允許的最大用藥天數

(不是30天用藥量)，如果適用，再加上最多1年的續配

藥量。另請向醫生或藥劑師查詢有關安全、有效而且較

便宜的非處方藥。

完成填寫健康、過敏及藥物問卷。

對您賬戶上留有的餘額會有限制。如果這份訂單會導致

超出限額，您必須附上付款。使用電子支票或信用卡可

避免延遲處理訂單。(參閱第3部份瞭解詳情。)

如果您是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 B部份受益人並且有 

私人健保，請查閱您的處方藥福利資料，確定獲得聯邦 

醫療保險B部份處方藥及用品的最佳方法。或者請致電

會員服務部，電話號碼在您的ID卡上。要核對聯邦醫療 

保險B部份的處方藥承保，請致電1.800.633.4227給聯

邦醫療保險。

請將您的處方、本表格以及您的付款放入 
信封。請勿使用訂書釘或回形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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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電話號碼

Express Scripts將在依法適當的情況下，盡力以非品牌藥

來替代，除非您或您醫生另有明確指示。

賓夕法尼亞州和得克薩斯州法律允許藥劑師用較便宜

的藥效相同的非品牌藥替代品牌藥，除非您或您醫生另

有指示。如果您不希望用較便宜的品牌藥或非品牌藥，

請在方塊中打勾。

請注意，這僅適用於新的處方藥以及該處方藥的續配。

如果需要其他資訊或協助，請瀏覽Expess-Scripts.com或致

電會員服務部，電話號碼在您的ID卡上。TTY/TDD使用者

應致電1.800.759.1089。

聯邦法律禁止退回已配發的受控藥物。

EXPRESS SCRIPTS 
PO BOX 66566 
ST. LOUIS, MO 63166-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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