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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电 212-AGING-NYC（212-244-6469）并要求提供 HIICAP 

 

 

 

 

 

 

本指導手冊是由紐約市老人局的醫療保險資訊諮詢與協助計畫 (HIICAP) 

製作，以協助紐約市老年人更加瞭解紐約市目前所提供的醫療保險選

項。主題包括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A 部分與 B 部分、聯邦醫療保

險補充保險 (Medigap)、聯邦醫療保險優勢保健計畫、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D 部分、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  (Medicare Savings 

Programs)、聯邦醫療補助 (Medicaid) 及長期照護保險。此文檔中提供

的是列印之時的最新資訊。請善加利用以維持良好健康！ 
 

 

HIICAP 為紐約市老年人提供免費、最新且公正的醫療保險資訊來源。

HIICAP 專線能協助您解答疑問。請致電老人局 Aging Connect 專線：

212-244-6469，並洽詢 HIICAP 與受過專業訓練的輔導人員洽談。 
 

 

HIICAP 輔導員可透過電話與您洽談或在輔導處與您見面。只要致電我們

的專線，請其轉介最接近您所在地點的輔導員即可。 
 

 

請注意，紐約市老人局所提供的信息並不構成為這些計畫的擔保或推

薦。 

 

www.nyc.gov/aging 

https://aging.ny.gov/programs/medicare-and-health-insurance 

 

 
此專案已獲得美國華盛頓特區 20201 的美國社區生活管理局、健康與人類服務部 

之部分撥款支援，款項編號90SAPG0033。 

http://www.nyc.gov/aging
https://aging.ny.gov/programs/medicare-and-health-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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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保險選擇 

 
享受聯邦醫療保險的每個人在其如何獲得保險方面所具有的選擇。 

 
有兩種方式得到您的保險 - 原始聯邦醫療保險或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

下文是決策樹，幫助指導決策。 

 
 
  

補充保險支付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和 B 

部分的一些或全部自付費用。範例包

含：退休人員健康保險、Medigap 及醫

療補助。 

D 部分 - 處方藥計畫 (PDP) 

提供方為私營公司 

 

如果您需要藥物保險，聯邦醫療保險優勢

計畫結合醫療保險 A 部分、B 部分福利

以及 D 部分福利。其提供方為私營公

司。 

  

聯邦醫療保險優勢加入者不能購買 

Medigap 保單或單獨的 D 部分計畫。 

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優勢 

(HMO、PPO、HMO-POS) 

B 部分 

醫療保險 

決定您是否需要 

增加藥物承保範圍 

決定您是否需要 

增加補充保險 

 

 

 

 

結束 

結束 

A 部分 

住院保險 

決定您如何想要得到保險 

原始聯邦醫療保險 

(紅卡、白卡和藍卡)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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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聯邦醫療保險是針對 65 歲或以上老人、某些未達此年齡的殘障人士及腎臟衰竭（末期腎臟疾

病，英文縮寫 ESRD）患者而設的全國性醫療保險計畫。 

 

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的主要部分是： 

 A 部分 - 住院保險  

 B 部分 - 醫療保險 

 D 部分 - 處方藥保險   

 

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可以選擇透過原始聯邦醫療保險，或是透過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

（Medicare Advantage Plan，有時稱為 C 部分）獲得聯邦醫療保險權益。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

畫是由民營公司管理，而且會透過管理式護理提供所有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和 B 部分權益，

以及 D 部分藥物保障。參加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者將經由該項私營計畫取得聯邦醫療保險，

而非透過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請參閱第 3 頁以取得這些選擇的摘要圖表。 

 

誰有資格申請參加聯邦醫療保險？ 

• 年齡:如果您年滿 65 歲或以上，即符合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的資格，並且是 

o 美國公民或  

o 連續居住 5 年的合法永久居民（如未符合社會安全資格）。 

• 65 歲以下的人士可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o 在接受 24 個月的社會安全殘疾保險 (SSDI) 之後。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 之患者在接到 SSDI 的第一個月即符合資

格。 

o 末期腎臟疾病 (ESRD) 患者皆有資格參加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不受年齡

限制。勞工、以及勞工的配偶（包括同性配偶）或子女可能有資格參加聯邦醫療

保險，視勞工的工作記錄而定，若其因永久性腎臟衰竭而持續接受洗腎或曾進行

腎臟移植，即使家庭中無其他成員擁有聯邦醫療保險，亦得以參加。 

 

A 部分與B 部分的資格要求有何不同： 

• 若要在 65 歲時符合免保費 A 部分的資格，您或您的配偶（包含同性配偶）必須透過社會

安全福利進行登記加入（已累積 40 個工作季點）。若尚未取得 40 個工作季點，個人仍

可以藉由在 65 歲時支付 A 部分保費而獲得聯邦醫療保險。 

• 不需取得 40 個工作季點，即可符合 B 部分；必須是美國公民或是連續居住五 (5) 年的

合法永久居民。 
 

若您對聯邦醫療保險的參加資格有疑問，或是有意申請聯邦醫療保險，請致電社會安全局 

1-800-772-1213 (1-800-325-0778 聽障專線)。欲進一步瞭解如何申請聯邦醫療保險，請至網

站 www.socialsecurit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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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有些人會自動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而其他人則必須主動登記加入。重要的是瞭解 A 部分

及 B 部分的登記加入規定，以避免遭罰延遲登記罰金 (LEP) 及/或醫療保障產生缺口。 
 

以下對象在符合資格時即被自動納入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 若您在年滿 65 歲時已開始領取社會安全福利金或鐵道退休福利金，則無需自行申請

聯邦醫療保險。您將自動加入 A 部分和 B 部分，而且您的聯邦醫療保險卡將在您的 

65 歲生日之前 3 個月寄送給您。您必須已登記加入 A 部分，才能領取社會安全福利。

如果您想要拒絕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福利，請遵循連同聯邦醫療保險卡郵寄給您的說

明。 

➢ 若您領取社會安全殘疾保險 (SSDI) 福利，在連續 24 個月領取社會安全殘障福利金

之後，聯邦醫療保險卡將自動寄送給您。您必須已登記加入 A 部分，才能領取社會安

全福利。如果您想要拒絕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福利，請遵循連同聯邦醫療保險卡郵寄

給您的說明。 
 

如果您因為即將年滿 65 歲而未領取社會安全福利，而且您希望在年滿 65 歲時可以領取聯

邦醫療保險福利，重要的是瞭解三個參加期間──首次參加期、特定參加期和一般參加期──詳

列如下。 

 

首次參加期 (IEP)  

若您年滿 65 歲時尚未領取社會安全福利金，而且您希望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則

有 7 個月的首次參加期 (IEP) 可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IEP 是在您年滿 65 歲之前的 3 

個月、您年滿 65 歲當月，以及之後的 3 個月。您 B 部分保障開始的時間取決於您登記加

入 B 部分的時間。 

➢ 若您在生日之前 3 個月登記加入，您的聯邦醫療保險將自您生日所在月份的第一天生

效。 

➢ 若您在生日當月登記加入，您的保險將自下個月的第一天生效。 

➢ 若您在生日之後的 1 個月登記加入，您的保險將於兩個月後生效。 

➢ 若您在生日過兩個或三個月之後登記加入，您的保險將自 3 個月後生效。 

註：對於出生於當月第一天的人，醫療保險資格就從上個月第一天開始。 

 
 
 
 
 
 
 
 

我的 7 個月首次參加期是什麼時候？ 

您 65 歲生日的 

3 個月之前 

您 65 歲生日的 

3 個月之後 

您 65 歲 

生日當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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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參加期 (SEP) 

若您或配偶現為受雇就業並經由該雇主取得有效的醫療保險，當您初次符合資格時，可能無

須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請聯絡雇主或工會查詢他們是否需要登記加入 B 部分。 

 

擁有來自雇主的有效醫療保險，您就有資格在您仍在工作時，或是在您雇主醫療保險停止後 

8 個月內以 SEP 登記加入 B 部分。申請人需要雇主填妥表格 CMS-L564，其中會記載雇主

相關保險。表格可於下列網址取得： https://www.cms.gov/Medicare/CMS-Forms/CMS-

Forms/Downloads/CMS-L564E.pdf. 连同这个表格还需缴交CMS-40B表（联邦医疗保险B部分

注册表格）给社会安全局，表格上要注明预计开始加入B部分保险的年份和月份。. 

 
 

給具有以雇主為基礎之保障人員的提示： 

✓ 如果您登記加入了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您就無法再撥款至健康儲蓄帳戶 (HSA)。請

參閱第 7 頁以取得登記加入 A 部分的資訊。 

✓ COBRA 保障「並不是」透過活躍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險，因此不具在「特定參加期」

登記加入的資格。 

 
 
 

 

 
 
 

 
 

一般參加期 (GEP) 

如果您未在 IEP 期間登記加入，而且同時沒有雇主醫療保險而不符合特定參加期 SEP 的資

格，您就需要等候至一般參加期 (GEP)，才能登記加入 B 部分。GEP 是每年的 1 月 1 日

至 3 月 31 日，但 B 部分保障必須在 7 月 1 日之後才會開始。此外，您可能會被處以延

遲登記罰金。延遲登記罰金是每完整 12 個月保費 10% 的罰金，而您在這段期間沒有聯邦

醫療保險 B 部分或透過現任雇主提供的保險。這代表如果您延遲登記加入 B 部分的時間達 

12 個月，依據目前年度的標準 B 部分保費，您將必須支付 B 部分保費 + 10% 保費附加費

用。 

 

您要聯絡社會安全局申請聯邦醫療保險才能享有福利。您可以致電 1-800-772-1213 或造訪

當地社會安全局辦事處，也可以造訪 www.socialsecurity.gov 線上登記加入。 

  

當您透過雇主獲得保險時 
在您以雇主為基礎的保險結束之後的 8 個月  

或者 

我的特定參加期是什麼時候？ 

https://www.cms.gov/Medicare/CMS-Forms/CMS-Forms/Downloads/CMS-L564E.pdf
https://www.cms.gov/Medicare/CMS-Forms/CMS-Forms/Downloads/CMS-L564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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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比 B 部分更具彈性。65 歲時符合 A 部分免保費資格的個人

可隨時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而且保障可往回追溯最多 6 個月。未透過社會安全局取

得 40 個工作季點的個人可申請 A 部分並支付保費。這些個人只能在首次參加期登記加入，

之後只能在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的一般參加期登記加入，其保障自 7 月 1 日生效。這

些個人可能需繳交延遲登記罰金。 

 
更換聯邦醫療保險卡：聯邦醫療保險卡上標有作為標識碼的社會安全號碼。在 2018 年年底

之前，所有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都應該會收到一張聯邦醫療保險卡，卡片上會有隨機給予的

標識碼，這也稱為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標識碼 (MBI)。MBI 由 11 個字元組成，同時包含大

寫字元及數字。配偶雙方均會獲得各自唯一的 MBI，無論其中一方的聯邦醫療保險是否有賴

於另一方的工作記錄。如果您需要更換聯邦醫療保險卡，請致電 1-800-MEDICARE 或登入 

MyMedicare.gov 帳戶來列印一張卡片。 

 
聯邦醫療保險計畫選擇 

 
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能夠選擇如何接收他們的聯邦醫療保險福利（請參閱第 3 頁以檢視決策

樹）。他們可以享有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 (Original Medicare)，使用紅、白、藍的聯邦醫療

保險卡來支付所有  A 部分與  B 部分涵蓋的服務，或是可透過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 

(Medicare Advantage) 享有福利 - 在此情況下，會由私人公司為其提供所有聯保醫療保險福

利。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的登記加入者無法向聯邦醫療保險提交帳單。以下區域說明聯邦

醫療保險原始計畫如何運作，以及此原始計畫的費用。如需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第 26 頁。 

 
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的保險賠付 

 
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承保住院治療、專業護理設施、居家護理和安寧療護。 

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的參加者是透過該計畫取得 A 部分的保險賠付獲得保障，而非將帳單

遞交聯邦醫療保險。 

 

一般參加期 (GEP) 是什麼時候？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登記加入 B 部分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保障開始日期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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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治療： 

於權益期間在聯邦醫療保險認可的綜合醫院或精神病院接受必要治療，聯邦醫療保險將賠付最

多達 90 天。權益期從您辦理住院開始，算至您連續 60 天未在醫院或專業護理設施接受住院

治療為止。一段權益期結束後，無論何時您再次接受住院治療，即開始另一段權益期。聯邦醫

療保險受益人在每一段權益期的第 90 天之後，都有 60 天終身儲備期 (lifetime reserve 

days)。 

 

對於在精神病院所提供的住院精神病治療，聯邦醫療保險將賠付的終身儲備期最高期限為 

190 天。當終身儲備期 190 天用罄之後，聯邦醫療保險將僅賠付受益人在綜合醫院接受住院

精神病治療。 

 

住院時，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會幫助支付雙人病房、膳食、普通護理服務、康復服務、藥品、

醫療用品、醫療檢驗和 X 光。您還會得到下列承保項目：使用手術室和恢復室、心理健康服

務、加護病房和心臟重症加護病房，以及所有其他的必要醫療服務和醫療用品。 

 

專業護理設施： 

以住院病人身份在醫院住院至少三天（不含出院日），專業護理設施 (SNF) 護理將由聯邦醫

療保險 A 部分賠付。聯邦醫療保險所提供的賠付是權益期內長達 100 天的專業護理設備費

用。 

 

家庭醫療護理：若您返家但因傷病而需要專業護理，由聯邦醫療保險的居家護理機構，在您

家中提供的護理可由聯邦醫療保險支付。A 部分或 B 部分會賠付居家護理的費用，而且 

100% 承保。在住院治療或在專業護理設施中的承保住院最少 3 天之後，A 部分承保最多達 

100 天的居家護理。B 部分會承保其他情況下的居家護理；申請居家護理的條件不需要之前

住院。這些服務可能在部分時間提供或間歇提供，而非全日性的。專業護理可得到保險賠付，

包括專業護理，物理、職能和言語治療。若您是接受專業居家護理，可能也有資格接受其他

服務，例如居家保健助理和醫療社工等居家護理服務。 
 

同時具有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且接受醫療補助的家居護理服務的人士必須登記加入管理

式長期護理 (MLTC) 計畫。請參閱第 48 頁以取得 MLTC 的詳細資訊。 

 
  

觀察情況 

如果當事人被留院觀察超過 24 小時，醫院必須提供醫療補助受益人一份醫療補助出院觀

察注意事項 (Medicare Outpatient Observation Notice，縮寫 MOON)。「觀察」期間醫療

費用由 B 部分承保，非 A 部分，並且不計入最低 3 天的入院日，不受醫療補助 A 部分的

專業護理設施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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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療護：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若患有絕症，可以選擇接受安寧療護，而非一般的聯邦醫療

保險賠付。安寧療護強調提供舒適環境並減輕病痛。安寧療護一般是在家中提供，而且可包

含物理護理、諮詢、處方藥、設備和臨終疾病及相關情況的用品。 

 

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B 部分的保險賠付 
 

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支付範圍廣泛的醫療服務和用品，但最重要的是它能幫助支付醫生費用。

醫療上必要的醫生服務都有承保，不論護理是於住家、醫生的辦公室、診所、療養院或醫院

之中提供。B 部分保障的服務： 

• 醫生服務 

• 醫院門診服務 

• 心理健康護理 

• 最初 3 品脫之後的血液 

• 救護車運送 

• 物理、言語及職能治療 

• 預防性與篩檢檢驗 

• 流感、肺炎、B 型肝炎疫苗和新冠肺炎 

• 注射 

• X 光 

• 實驗室化驗 (100% 承保) 

• 耐久性醫療器材  

• 醫療用品（包含隨附於血糖監測器的試

紙條和採血針） 

• 居家護理（請參見第 8 頁） 

•  

A 部分費用 (2021) 

保費：只要本人或配偶累積至少 40 個社會安全工作季點，多數人都有資格獲得儲蓄計

畫。 

• 如果未取得 40 個社會安全工作季點，可支付月保費以取得 A 部分保險。 

o 若您少於 30 個社會安全工作季點，A 部分保費將是每月 $474。若您累積

了 30 至 39 個社會安全工作季點工作季點，A 部分保費將是每月 $259。 

o QMB 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也能為無資格獲得免保費 A 部分者支付 A 

部分的保費，請參閱第 41 頁。 

 

住院費用： 

自負額：每一段權益期為 $1,484（保障 1-60 天） 

其他費用分攤： 

• 第 61-90 天，每天 $371 

• 終身儲備期：每天 $742（60 天） 

 

專業護理設施費用： 

第 1-20 天：聯邦醫療保險會100%全額賠付  

第 21-100 天：每天 $185.50 

若您在權益期內所需要的醫療護理超過 100 天，從第 101 天開始的全部費用將由您自行

負擔。註：住在專業護理設施並非長期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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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醫療保險不會賠付例行性視力（眼鏡）、助聽器、牙科、例行性年度健康檢查和其他不承

保的服務。 

 

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的參加者是透過該計畫取得 B 部分的保險賠付獲得保障，而非將帳單

遞交聯邦醫療保險。 

 

您在 B 部分需要支付的費用為何？ 

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受益人須支付月保費、年自付額以及大部分服務的共保額。領取社會安全

福利金的受益人的每月保費從他們的支票中扣除。未領取社會安全福利金的人通常需按月繳納

保費。 

 
您是否能獲得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的費用分攤補助？ 

有數種方法有助於獲得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的費用分攤補助，包含： 

• 聯邦醫療保險補充保險 (Medigap) 協助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支付聯邦醫療保險不賠付的

分攤費用部分。這些補充性保險能彌補聯邦醫療保險償款的「差額」，但僅限於依聯邦醫

療保險承保項目所核准的服務。關於醫療補充保險的規定請參見第 19 頁。 

• 退休福利或工會福利可與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搭配使用。諮詢福利管理員，以瞭解保單

內容。 

• 只要您符合醫療補助 (Medicaid) 資格要求，醫療補助可承保聯邦醫療保險費用分攤。詳

情請參見第 45 頁。 

 

醫療業者可就服務項目收取多少費用？ 

醫生與醫療業者可選擇與聯邦醫療保險計畫之間存在不同的關聯。醫療業者的類別會影響您對

其服務所需要支付的款項。醫療業者可以「參與」、「不參與」或「退出」聯邦醫療保險計畫。 
 

  

B 部分費用 (2021) 

標準月度保費為 $148.50。大約 4% 的醫療保險受益人將會支付低於這個金額。 

• 收入較高的個人（個人高於 $88,000；已婚配偶高於 $176,000）將會負責更高的保費，

這稱爲收入相關月度調整額 (IRMAA)。社會安全通過審核前兩年的報稅來判定每個人是否

符合 IRMAA；IRMAA 每年重新評估一次。例如，在 2021 年，SSA 審核您 2019 年的納

稅申報。您可以因爲生活改變事件透過提交  SSA-44 表  (www.ssa.gov/forms/ssa-44-

ext.pdf) 要求 SSA 重新考慮您的 IRMAA 金額。請參閱第 64 頁以取得目前 IRMAA 金

額的詳細資訊。 
 

年自負額：$203 

 
共保額： 20%（聯邦醫療保險會賠付 80% 的聯邦醫療保險核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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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醫療業者「參與」，他們將始終接受聯邦醫療保險所容許的金額作為收取的全額（在您

滿足  B 部分自付額條件之後，聯邦醫療保險支付 80%，受益人支付 20%）。若您想知

道醫療業者是否「參與」，您可以詢問：「醫生是否參與聯邦醫療保險計畫？」最好在作

出預約時詢問，也可以在就診時確認此資訊。 

 

• 「不參與」的醫療業者仍可以與聯邦醫療保險計畫存在關聯；這類醫療業者與「參與」醫

療業者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向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的收費情形。不參與的醫療業者可針對

每項理賠「接受費用安排」或「不接受費用安排」。若您知悉醫療業者不參與計畫，則可

以問：「醫生是否對我的理賠接受費用安排？」 

➢ 若醫療業者接受費用安排，其將接受聯邦醫療保險就特定服務所核准的費用金額，

而且在您滿足 B 部分自付額條件之後，對您的收費不得超過 20% 的共保額 

（就大多數服務而言）。 

➢ 若醫療業者不接受費用安排，則費用將受到「限制收費」的約束，並且是聯邦醫

療保險所核准的金額之外的額外收費。聯邦限制費用為 15%。有些州（包含紐

約州）的限制費用更低。對於在紐約州執行的大多數醫生服務，若醫生不接受安

排，他們收取的費用不得超過聯邦醫療保險允許的 5%，但居家訪視及診所看診

則不在此限，他們對於此類項目可收取高達 15% 的聯邦限制費用。 

o 註：對於不接受費用安排的醫療業者而言，常見的是要求在服務之時全額

付款。醫療業者將會向醫療保險提交索賠，而醫療保險將會為受益人報銷 

80%。 

• 「退出」聯邦醫療保險計畫的醫療業者必須與任何尋求其治療的聯邦醫療保險病患訂立私

人書面契約。醫療業者將為每項服務設定收費，而病人同意支付費用，並且明白聯邦醫療

保險不會付款予醫生或償款予受益人。聯邦醫療保險的補充性保險 (Medigap) 也不會支付

任何這類費用。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接受其他醫療業者所提供的服務時，仍然受到聯邦醫

療保險的保障。 

 

受益人未受保項目事前通知 

原始聯邦醫療保險不需要事先授權。只要聯邦醫療保險認為服務有醫療必要，便會賠付該服

務的費用，但須受費用分攤約束。 

 

若醫療業者不確定聯邦醫療保險會否考慮某種服務「醫療必要性」，因而不核准索賠，該醫

療業者必須為受益人提供「受益人未受保項目事前通知 (ABN)」表，說明聯邦醫療保險可能

不會支付的服務。該通知必須指定有疑問的服務項目；服務日期；該服務不能獲得聯邦醫療

保險賠付的特定原因；並要求受益人簽名以證明他們明白並同意自行付費接受服務。除非受

益人已簽署有效的 ABN，否則其不負責付款。ABN 不適用於聯邦醫療保險從不承保的、一直

由受益人負責的服務項目（如助聽器）。受益人保留申訴權，即使已有簽署 ABN 的亦然。請

參閱第 13 頁以取得範例 A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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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醫療保險摘要通知 

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將於每一季收到郵寄的聯邦醫療保險摘要通知 (MSN)，其 A 部分和/或 

B 部分理賠申請已由接受聯邦醫療保險安排的醫療業者提交。至於未接受聯邦醫療保險安排

之醫療業者的索賠，聯邦醫療保險摘要通知將於理賠申請處理後寄出。若受益人已為該服務

預付費用，受益人將一併收到 80% 之費用的支票償款。 

 

聯邦醫療保險摘要通知還附有說明聯邦醫療保險理賠申請遭駁回時該如何申訴的資訊。 

 

若受益人希望申訴案件能夠盡快獲得處理，則可以致電 1-800-MEDICARE，或是可以只透過

登入 www.mymedicare.gov 來存取其 MSN。申請人可致電 1-800-MEDICARE 以索取西班牙

文版本的 MSN。 

 

欲查看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和 B 部分的聯邦醫療保險摘要通知範例，以及聯邦醫療保險摘

要 通 知 的 閱 讀 說 明 ， 請 造 訪  www.medicare.gov/pubs/pdf/SummaryNoticeA.pdf 和 

www.medicare.gov/pubs/pdf/SummaryNoticeB.pdf。 

 

聯邦醫療保險申訴 

如果您不同意聯邦醫療保險保障或付款決策，您可以向聯邦醫療保險提出申訴。聯邦醫療保

險摘要通知 (MSN) 提供申訴程序的資訊。您可能需要向醫療護理提供者索取其他資訊，以支

持您的個案。請留意提出申訴的時間限制。 

 

若有護理品質投訴或若覺得聯邦醫療保險 A 或 B 部分服務太早結束，以致於讓患者太早出

院，請致電 Livanta：1-877-588-1123 (TTY：1-855- 887-6668)。若是請求 Livanta 立即進

行審查，在收到 Livanta 審查決定的次日中午之前，都無須負擔任何額外的住院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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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知者： 

B. 病人姓名：           C. 身份證號碼： 

 

受益人未受保項目事前通知 (ABN) 

註：如果聯邦醫療保險不賠付下列的 D. ，您可能必須支付費用。 

聯邦醫療保險不會賠付所有的項目，即便是您自己或醫護業者有充分理由認為 

需要某些醫護服務。聯邦醫療保險可能不會賠付下列的 D. 。 

D.          E. 聯邦醫療保險不賠付的理由： F. 估計費用 

    

您需要馬上採取的措施： 

閱讀本通知，才能對自己的醫療護理做出知情決策。 

閱讀完畢後，向我們提出您可能會有的任何問題。 

從下方的選項中選擇是否要接受上述的 D.  。 

註：如果選擇選項 1 或 2，我們可能協助您利用您可能擁有的任何其他保險，但是聯邦

醫療保險不能要求我們這麼做。 

G. 選項：    只能勾選一項。我們不能為您勾選。 

☐ 選項 1。我要接受上述的 D. 。您可以要求馬上付款，但是我也希望聯邦醫療保險能

收到帳單，以便對賠付做出正式決定，並以聯邦醫療保險摘要通知 (MSN) 寄送給我。我理解，如果聯邦

醫療保險不賠付，我要負責支付費用，但是我可以向聯邦醫療保險上訴，只要遵照聯邦醫療保險摘要通知

上的指示即可。如果聯邦醫療保險賠付，我所支付的費用將在扣除共付額或自付額之後被退款。 

☐ 選項 2。我要接受上述的   D. ，但不要向聯邦醫療保險收費。由於我有責任支付費 

用，可以要求我馬上付款。如果未向聯邦醫療保險收費，我不能提出上訴。 

☐ 選項 3。我不想接受上述的 D. 。我理解，這項選擇表示我不必負責支付費用，而且

我不能上訴以試探聯邦醫療保險是否會賠付。 

        H. 其他資訊： 

本通知僅提供我們的看法，並非聯邦醫療保險的正式決定。如果您對本通知或聯邦醫療保險的計費有其他

疑問，請致電 1-800-MEDICARE (1-800-633-4227／聽障專線： 1-877-486-2048)。 

在下方簽名即表示您已收到並理解本通知。您也收到一份副本。 

I. 簽名： J. 日期： 

根據 1995 年減少文書作業法 (Paperwork Reduction Act of 1995)，除非顯示有效的 OMB 管理號碼，否則不必理會資訊收集表。此份資訊收集表的

有效 OMB 管理號碼為 0938-0566。填寫此份資訊收集表所需的時間估計為每份平均 7 分鐘，包括查閱說明、搜尋現有的資料資源、蒐集所需資

料，以及填寫並檢查資訊收集表。如果您對估計時間的正確性有意見，或欲對改進本表格提供建議，請寫信至：CMS, 7500 Security Boulevard, Attn: 

PRA Reports Clearance Officer, Baltimore, Maryland 21244-1850。 

 

 CMS-R-131 表格 (Exp. 06/30/2023)     表格核准 OMB 號碼 0938-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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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醫療保險預防性保健服務 

幾乎全部的預防性保健服務都可以獲得聯邦醫療保險 100% 承保，不受 B 部分自付額和/或 

20% 共保額的限制。聯邦醫療保險承保下列的預防性保健服務： 
 

腹主動脈瘤篩檢 

 

醫療補助提供一次腹主動脈瘤篩檢。如果您家族有腹主動脈瘤病史，或是累計已吸入 

100 根香菸的 65 至 75 歲男性。 

酗酒檢測與 

諮商輔導 

聯邦醫療保險承保每年進行一次酗酒檢測。對於篩檢呈陽性反應者，聯邦醫療保險每

年亦將對最多四次簡短的面對面行為介入輔導提供賠付。 

骨質密度檢查 用以判斷骨質流失或骨質密度的檢查程序，每 24 個月可進行一次。有骨質疏鬆症危

險或正在接受骨質疏鬆症藥物治療的婦女，以及患有脊椎異常的人士，將有資格接受

這類檢查程序。 

乳癌篩檢 

（乳房透視檢查） 

35 歲至 39 歲可進行一次基本乳房透視檢查。擁有聯邦醫療保險的 40 歲以上婦

女，每 12 個月可做一次乳房透視檢查。有乳癌症狀出現時，不論何時所做的診斷性

乳房透視都在承保範圍內。診斷性乳房透視受到 B 部分自付額和 20% 共保額限

制。 

心血管疾病 

（行為治療） 

聯邦醫療保險承保每年進行一次面對面的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門診。該門診會鼓勵使

用阿斯匹靈、進行高血壓篩檢，並且提供行為諮商以提倡膳食健康。 

心血管疾病篩檢 聯邦醫療保險賠付的心血管篩檢包括每 5 年檢查一次膽固醇和其他血脂肪 (lipid) 含

量。 

子宮頸癌及 

陰道癌篩檢 

（子宮頸抹片和 

骨盆腔檢查） 

每 24 個月可進行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骨盆腔檢查和臨床乳房檢查，屬於子宮頸癌

或陰道癌高危險群的婦女可每 12 個月做一次檢查。擁有聯邦醫療保險的所有婦女都

受到保障。 

 

對於年齡介於 30 至 65 歲且無 HPV 症狀的女性，B 部分也承保人類乳突病毒 

(HPV) 檢驗（作為子宮頸抹片檢查的一部分），每 5 年一次。 

大腸癌篩檢 • 糞便潛血檢查：每 12 個月可檢查一次  

• 軟式乙狀結腸鏡檢查：每 48 個月可檢查一次 

• 結腸鏡檢查：若屬於患上結腸癌的高危險群可每 24 個月檢查一次。若非屬於高

危險群則是每 10 年檢查一次，但不得在做過軟式乙狀結腸鏡檢查後的 48 個月

之內進行。 

• 鋇劑灌腸攝影：可用以取代軟式乙狀結腸鏡檢查或結腸鏡檢查；須支付聯邦醫療保

險核准金額之 20%。 

• 多目标粪便 DNA 测试：為下列條件者承保每 3 年一次的測試：50 歲至 85 歲參

與聯邦醫療保險者；並無顯示結直腸疾病的徵兆或症狀；以及處於患結腸直腸癌的

平均風險。 

憂鬱症篩檢 聯邦醫療保險承保由主理醫生所進行的憂鬱症篩檢，每 12 個月可檢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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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篩檢 對於有糖尿病風險的人，聯邦醫療保險承保每年最多 2 次糖尿病篩檢。 

糖尿病的預防 聯邦醫療保險承保一次性健康行為變更計畫，以協助預防符合臨床要求的人，以及從

未確診第 1 型或第 2 型糖尿病或末期腎臟疾病 (ESRD) 的人發展成第2型糖尿病。 

糖尿病自我 

管理訓練 

聯邦醫療保險承保對糖尿病患者的訓練，以教導他們管理自己的症狀和預防發生併發

症。 

青光眼檢查 青光眼高危險人士，包括患有糖尿病或有青光眼家族病史者，每 12 個月可檢查一

次。在扣除 B 部分自付額後，您應支付聯邦醫療保險核准金額之 20%。 

乙肝篩檢 聯邦醫療保險補助提供年度乙肝肝篩檢，針對未施打乙肝肝疫苗的風險族群；聯邦醫

療保險另提供孕婦乙肝篩檢。 

丙肝篩檢 聯邦醫療保險為 1945-1965 年出生的人承保一次丙肝篩檢，並為特定的高風險人士

承保每年一次的複檢。 

愛滋病毒篩檢  任何要求檢測的受益人每 12 個月可進行一次。 

肺癌篩檢 聯邦醫療保險為 55-77 歲的人以及現在還抽煙或在過去 15 年內戒煙的人每 12 個

月承保一次肺癌篩檢。 

营养咨询疗法服务 對於患有糖尿病或腎臟疾病的受益人，聯邦醫療保險的賠付包括第一年 3 小時的一

對一諮詢輔導服務，其後則是每年 2 小時。 

肥胖症篩檢與 

諮商輔導 

身體質量指數若達 30 或以上，膳食評估、密集式行為輔導以及行為治療可獲聯邦醫

療保險賠付。 

體檢 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之後的 12 個月內可進行首次預防性體檢。另外，所有加

入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的人士，每年都可以做一次健康檢查，但在首次體檢後的 12 

個月之內不得進行。 

前列腺癌篩檢 • 手指直腸檢查：50 歲以上男性可以每 12 個月檢查一次。在扣除 B 部分自付額

後，您應支付聯邦醫療保險核准金額之 20%。 

• 前列腺特異抗原 (PSA) 血液檢測：50 歲以上男性可以每 12 個月檢查一次。 

性傳播疾病感染 

(STI) 篩檢與諮詢  

聯邦醫療保險承保對衣原體感染、淋病、梅毒和乙肝的篩檢，以及預防性傳播疾病感

染的高度密集式行為輔導 (HIBC)。聯邦醫療保險承保對衣原體感染、淋病、梅毒和 

B 型肝炎的篩檢，以及預防性傳播疾病感染的高度密集式行為輔導 (HIBC)。對於可

能罹患 STI 的高危險群，每年可以進行最多兩次個別的 20 至 30 分鐘面對面輔

導，前提是此項服務必須由主理醫生轉介，並且是由符合聯邦醫療保險資格的主理醫

生在第一線醫療環境中進行。 

戒烟咨询辅导 輔導協助戒煙。對於吸煙的受益人，聯邦醫療保險將賠付 12 個月之內的 8 次面對

面輔導。 

疫苗/預防針 • 新冠肺炎 

• 流感：每個流感季節可注射一次。 

• 肺炎：通常一生中只需要注射一次。第二針在注射第一針後 12 個月承保。 

• 乙肝：若是處於中高危險狀態可獲賠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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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电 212-AGING-NYC（212-244-6469）并要求提供 HIICAP 

聯邦醫療保險為副保險 
誰先承保付費？ 

 

當個人同時擁有聯邦醫療保險和其他健康保險時，必須瞭解何者是主保險、何者是副保險。主

保險是首先考量理賠的保險，副保險則是在主保險的理賠獲得賠付或遭拒之後再對任何餘額進

行考量。 

 

新參與聯邦醫療保險的人士將收到一封寄来的信函，要求填寫首次註冊問卷 (IEQ)。該問卷調查

您是否透過您的雇主或家人的雇主參與團體健康保險計畫。可使用受益人的 MyMedicare.gov 

賬戶在線填寫 IEQ，或致電 1-855-798-2627 透過電話完成問卷。 

 

如有關於誰先支付的問題，或保險範圍發生變化，請致電聯邦醫療保險賠付協調員及恢復中心 

(BCRC)：1-855-798-2627。 

 

本表顯示在擁有聯邦醫療保險和目前雇主提供保險的情況下，何者先賠付： 

您是... 您的雇主有... 聯邦醫療保險賠付將是... 

65 歲以上，有雇主保險計畫 員工人數不及 20 人 第一順位。雇主保險計畫為第二順位。 

65 歲以上，有雇主保險計畫 員工人數在 20 人或以

上 

第二順位。雇主保險計畫為第一順位。 

65 歲以上，配偶有雇主保險 

計畫 

員工人數不及 20 人 第一順位。雇主保險計畫為第二順位。 

65 歲以上，配偶有雇主保險 

計畫 

員工人數在 20 人或以

上 

第二順位。雇主保險計畫為第一順位。 

65 歲以下的殘障人士，有雇

主保險計畫 

員工人數不及 100 人 第一順位。雇主保險計畫為第二順位。 

65 歲以下的殘障人士，有雇

主保險計畫 

員工人數在 100 人或以

上 

第二順位。雇主保險計畫為第一順位。 

65 歲以下的殘障人士，有其

他家庭成員的保險計畫 

員工人數不及 100 人 第一順位。雇主保險計畫為第二順位。 

65 歲以下的殘障人士，有其

他家庭成員的保險計畫 

員工人數在 100 人或以

上 

第二順位。雇主保險計畫為第一順位。 

患有末期腎臟疾病 (ESRD) 

者，年齡不限，自己有雇主保險 

計畫，或是有其他家庭成員 

的保險計畫 

員工人數不限 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後的首 30 個

月為第二順位。30 個月之後，則以聯

邦醫療保險為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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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團體健康保險 (EGHP) 和聯邦醫療保險：當人們擁有雇主保障和聯邦醫療保險，則聯邦醫

療保險屬於主保險或副保險視雇主的規模而定。 

• 65 歲以後繼續工作──若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或配偶所工作的公司擁有 20 名以上員工，則 

EGHP 為主保險，而聯邦醫療保險為副保險。若公司員工人數不及 20 人，則以聯邦醫療保

險為主保險，而 EGHP 為副保險。有工作並有雇主保險的人士始終可以選擇登記加入聯邦醫

療保險 B 部分。有些雇主要求符合聯邦醫療保險資格者須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和/或 

B 部分；建議洽詢雇主以瞭解此點。 
 

在退休時，該員工需要考慮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因為一旦退休，聯邦醫療保險 B 部

分將成為其主保險。請參閱第 6 頁以取得聯邦醫療保險特定參加期的資訊。 

 

• 殘障及聯邦醫療保險：如果您因為自己、配偶或家庭成員受雇而擁有醫療保險保障，若公司

員工人數在 100 人或以上，則 EGHP 為主保險，而聯邦醫療保險為副保險。若公司員工人

數不及 100 人，則以聯邦醫療保險為主保險，而 EGHP 為副保險。 

 

• 末期腎臟疾病 (ESRD)：有些人符合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保障的資格是因為患有末期腎臟

疾病，並且接受長期洗腎或曾進行腎臟移植。如果是 EGHP（無論是否基於當下的受雇情

況），則在醫療補助合格條件的前 30 個月期間，該保障為主保險。30 個月之後，則以聯

邦醫療保險為主保險。 

 

• 勞工賠償和聯邦醫療保險：在與工作有關的受傷事件中，勞工賠償通常是主保險，並且只賠

付與受傷有關的醫療護理支出。如果勞工賠償保險未能及時賠付，聯邦醫療保險可以進行有

條件賠付；等勞工保險賠付以後再收回。聯邦醫療保險賠付協調員 & 恢復中心 (BCRC) 具

有該項職能。 

 

• 責任保險和聯邦醫療保險：在意外事故或受傷的情況下，醫療支出可能會由其他型態的保險

支付，例如：無過失保險或汽車保險、住宅綜合險或執業過失險。由於許多理賠申請都需要

很長時間才能解決，聯邦醫療保險可以進行有條件賠付，以避免對醫療業者的償款延宕並成

為受益人的欠款負擔。聯邦醫療保險將先進行理賠，日後再尋求從結算金額中收回有條件的

賠付。 

 

退休人士健康保險：一般而言，若是同時擁有聯邦醫療保險和退休人士健康保險，聯邦醫療保

險為主保險，退休人士保險為副保險。對於某些人而言，退休者福利比較類似聯邦醫療保險的

補充保險，但對其他人而言，則比較類似醫療保險優勢計畫的作用。您必須諮詢福利管理員，

以瞭解自己的退休福利如何與聯邦醫療保險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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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員工健康福利 (FEHB)：不同於需要登記加入醫療保險的大多數退休者計畫，若個人沒有

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聯邦員工健康福利 (FEHB) 計畫將會繼續支付爲主保險。FEHB會員應

該登記加入 A 部分，以涵蓋 FEHB 計畫可能會未涵蓋的某些費用。FEHB 會員有三個選擇： 

1. FEHB 且無 B 部分。會員可以繼續進行其 FEHB 保險，不須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這將

會為他們節約每月 B 部分保費的費用。若這些會員後來決定他們想要 B 部分，則需要等待，

直至下一個一般參加期時，才能登記加入 B 部分，而且需以每月較高 B 部分保費的形式繳

交延遲登記罰金。 

2. FEHB 和 B 部分。會員可以繼續進行其 FEHB 保險並登記加入 B 部分。有些 FEHB 計畫可

能會激勵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例如降低付現成本，並放棄 FEHB 計畫共付額、自付額以

及共保額。選擇同時參與聯邦醫療保險和 FEHB 的會員將會需要同時支付 FEHB 和 B 部分

保費。 

3. B 部分且無 FEHB。與大多數退休人員不同，聯邦退休人員能夠暫停（而非取消）其退休人

員保險，以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其中可能具有較低的月度保費或根本沒有增加

保費。選擇這個選項的個人仍將需要登記加入 B 部分，以便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

但是他們將會避免更高費用的 FEHB 保費。另外，他們可能會在下一個 FEHB 開放參加期内

選擇重新恢復 FEHB 保險。 

請 造 訪 美 國 人 事 管 理 局  (OPM) 網 站 以 取 得 醫 療 保 險 及  FEHB 的 詳 細 資 訊 ：

http://www.opm.gov/insure/health/medicare/index.asp ， http://www.opm.gov/healthcare-

insurance/fastfacts/fehbmedicare.pdf 以 及 http://www.opm.gov/healthcare-

insurance/healthcare/medicare/75-12-final.pdf。 

 

  

http://www.opm.gov/insure/health/medicare/index.asp
http://www.opm.gov/healthcare-insurance/fastfacts/fehbmedicare.pdf
http://www.opm.gov/healthcare-insurance/fastfacts/fehbmedicare.pdf
http://www.opm.gov/healthcare-insurance/healthcare/medicare/75-12-final.pdf
http://www.opm.gov/healthcare-insurance/healthcare/medicare/75-12-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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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醫療保險補充保險 (Medigap) 
 
聯邦醫療保險補充保險 (Medigap) 是特別為協助獲得原始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和 B 部分之費

用分攤補助而設計。受到聯邦及各州法令管轄，該類保險只能向私營公司購買。您必須有聯邦

醫療保險的 A 部分和 B 部分，才能購買醫療補充保險。目前銷售的聯邦醫療保險補充保險保

單不包含藥物保險。 

 

為什麼需要醫療補充保險？ 

醫療補充保險償付聯邦醫療保險中受益人必須自己支付的分攤費用。例如，醫療補充保險可賠

付 A 部分的自付額、B 部分核准費用 20% 的門診共保額，以及其他費用。請注意，有些保

險計畫只依百分比賠付這些費用，其他計畫則賠付全額。已加入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的人

士不應再參加醫療補充保險計畫，因為這與他們在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中所獲得的保障是重

複的。 

 

醫療補充保單有那些？ 

有 10 種標準型 Medigap 醫療補充保單可供選擇，並以英文字母「A」至「N」來標示。每個

保單都包含基本福利套件，加上其他福利的組合。1992 年標準化之前的舊式醫療補充保險保單

仍然有效，但不能提供予新加入者。持有舊保單者可以轉換新的標準型保單，但不得再恢復持

有舊保單。自 2010 年 6 月 1 日起，將不會為新的加入者提供 E、H、I 及 J 計畫，持有 E、

H、I 及 J 計畫者可以維持他們的現有承保，但可能希望比較一下賠付與保費成本，以判斷其

計畫是否仍具有成本效益。 

 

在 2020 年 1 月 1 日當日或之後新符合聯邦醫療保險資格的個人，將無法購買醫療補充保險 

C 計畫或 F 計畫，包含高自付額的 F 計畫。 

 

何時可以登記加入醫療補充保險？ 

在紐約州，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之後，隨時都可以購買醫療補充保險。即使年齡在 65 歲以

下，並且是因為殘障而取得聯邦醫療保險，也保證有機會可以購買醫療補充保險。 

 

何時可以轉換醫療補充保險？ 

在紐約州，您隨時可以轉換提供醫療補充保險的公司，以及醫療補充保險的類型。有些公司會

要求您必須在某項計畫內維持一段時間，然後才可以轉換至該公司所提供的不同計畫。然而，

您仍然可以從提供該計畫的另一家公司取得想要的計畫。 

 
  

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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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醫療補充保險保險？ 

由於醫療補充保險計畫都是標準化形式，首先必須決定您所需要的保障級別。一旦確定何種賠

付組合符合您的需要，就可以比較各保險公司的保費、服務和聲譽。大多數醫療補充保險業者

都將其電腦與聯邦醫療保險的電腦連線，因此您的理賠申請無需另外進行紙上作業即可處理

（「電子跨界」）。保險公司可用月繳、季繳或年繳方式收取保費；您可自行選擇以上付款時

間段。 

 

我如何受到保護？ 

現在售出的所有標準型醫療補充保險保單都保證可以續約。保險公司不得拒絕續約，除非您未

繳保費或在申請時資料不實。聯邦法令禁止保險公司或銷售人員賣給您的第二份醫療補充保險

保單是與您已有的保障重複，從而保護您免於購買過多不必要保險的壓力。在您需要不同程度

的保障時，隨時可以轉換醫療補充保險。例如，當您的醫療需求增加時，如果發現 B 計畫的保

障太有限，可以安排購買 G 計畫。新的醫療補充保單將會取代前者。在新保單生效前切勿取消

舊保單。 

 

如何確定保費額度？ 

在紐約州，您受到「社區費率」的保障。保險公司為其一項標準型醫療補充保單所設定的每月

保費必須相同，不得因年齡、性別或健康狀況而有差異。這表示以一家保險公司 C 計畫的保費

而言，72 歲、健康狀況不佳的女性和 81 歲、健康狀況良好的男性將是一樣的。在保險計畫的

說明之後附有 10 種標準型計畫的列表。請參閱第 25 頁，以取得適用於紐約市醫療保險受益

人的保險公司及其保費清單。 

 

若有加入前已經存在的病況，保險將於何時開始？ 

醫療補充保單的保障可因加入前已經存在的病況而遭到拒絕，保險公司可以在保險生效的前六

個月內拒絕理賠投保前就已經存在的疾病醫療費用，但僅限於與該病況直接相關的理賠要求。

加入前已經存在的病況是指在保險生效前的 6 個月內，醫生已針對該病況提供了醫療建議、治

療建議，或已接受醫生治療。對於加入前已經存在的病況，您仍然可以有資格享有立即承保，

條件是：(1) 若您在開放參加期內購買保險，或 (2) 若您之前加入的醫療保險為期至少 6 個月，

且未中斷超過 63 天。若您之前加入醫療保險的時間不到 6 個月，新的醫療補充保單必須按您

有保險的月數提供承保。某些保險公司針對已有疾病的等待期較短。加入前已存在病況等候期

的圖表可參見網上www.dfs.ny.gov/consumers/health_insurance/supplement_plans_rates。 

 

我會從醫療補充保險業公司處收到什麼文件？ 

醫療補充險保險公司必須寄給您賠付說明，以文件證明其支付了您所提出的醫療理賠要求的部

分。加上您從聯邦醫療保險所收到的聯邦醫療保險摘要通知 (MSN)，您將擁有醫療理賠如何處

理的全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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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型醫療補充保險計畫 

以下為 10 種標準型醫療補充保險計畫，計畫 A 至 N，以及每項計畫所提供的賠付： 

 

A 計畫 (基本保單) 含有下列基本賠付： 

• 在每一段聯邦醫療保險權益期內第 61 至 90 天的住院治療，賠付 A 部分共付額 (2021 年

為每天 $371)。 

• 對於聯邦醫療保險不可續延的 60 天住院終身儲備期，每一天都提供 A 部分共保額賠付 

(2021 年為每天 $742)。 

• 在聯邦醫療保險的住院賠付全部用罄之後，對於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的合格住院支出提供 

100% 賠付。在保單持有人的一生中，追加住院治療的賠付上限為 365 天。 

• 對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安寧療護的費用分攤提供賠付。 

• 依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和 B 部分，每一日曆年為最初 3 品脫血液或等量的紅血球濃厚液的

合理費用提供賠付，除非是遵從聯邦規定而更換。 

• 在達到年度自付額（2021 年為 $203）之後，為 B 部分服務的自付額提供賠付（一般為核

准金額之 20%）。 

 

B 計畫包括基本賠付，另加 

• 對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住院治療自付額提供賠付 (2021 年每一段權益期為 $1,484)。 

 

C 計畫1包括基本賠付，另加 

• 對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住院治療自付額提供賠付。 

• 對專業護理設施的共付額提供賠付  (2021 年每一段權益期的第 21 天至 100 天為每天

$185.50) 。 

• 對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自付額提供賠付 (2021 年為每日曆年 $203)。 

• 對在外國接受的必要緊急治療提供 80% 賠付，唯須先扣除自付額 $250，而一生最高賠付上

限為 $50,000。 

 

D 計畫包括基本賠付，另加 

• 對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住院治療自付額提供賠付。 

• 對專業護理設施的每日共付額提供賠付。 

• 對在外國接受的必要緊急治療提供 80% 賠付，唯須先扣除自付額 $250，而一生最高賠付上

限為 $50,000。 

 

  

 
1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後，C、F 及 F+ 計畫僅提供給在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首次符合聯邦醫療保險資格的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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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計畫1包括基本賠付，另加 

• 對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住院治療自付額提供賠付。 

• 對專業護理設施的每日共保額提供賠付。 

• 對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自付額提供賠付。 

• 對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超額費用提供 100% 賠付，也稱為限制收費2。 

• 對在外國接受的必要緊急治療提供 80% 賠付，唯須先扣除自付額 $250，而一生最高賠付上

限為 $50,000。 

 

F+ 計畫1 (高自付額)  

• 賠付與標準 F 計畫相同，但是在該計畫支付任何金額之前，2021 年您將必須支付 

$2,370 自付額。該金額可能每年提高。高自付額保單的保費較低。 

 

G 計畫包括基本賠付，另加 

• 對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住院治療自付額提供賠付。 

• 對專業護理設施的每日共付額提供賠付。 

• 對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超額費用提供 100% 賠付，也稱為限制收費1。 

• 對在外國接受的必要緊急治療提供 80% 賠付，唯須先扣除自付額 $250，而一生最高賠付上

限為 $50,000。 

 

G+ 計畫（高自付額）  

• 賠付與標準 G 計畫相同，但是在該計畫支付任何金額之前，2021 年您將必須支付 $2,370 

自付額。該金額可能每年提高。高自付額保單的保費較低。由於 G 計畫未承保 B 部分自付

額，您對該自付額支付的金額將會計入 G+ 自付額。 

 

自 2010 年 6 月起，醫療補充保險的 E、H、I 和 J 計畫不再售予新的保單持有人。不過，

在 2010 年 6 月之前即擁有 E、H、I 或 J 計畫保單者仍可保有他們的保單。 

 

K 計畫3 包括基本賠付，另加 

• 對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住院治療自付額提供 50% 賠付。 

• 對 B 部分共保額提供 50% 賠付，唯須先支付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的年度自付額；不過，B 

部分預防性醫療服務的共保額可獲得 100% 賠付。 

• 對每一段聯邦醫療保險權益期內住院治療第 61 天至 90 天的 A 部分共付額提供 100% 賠

付。 

• 對於聯邦醫療保險不可續延的 60 天住院終身儲備期，為耗用之每一天的 A 部分共付額提供 

 
2 保險計畫會支付聯邦醫療保險核准之 B 部分服務金額與實際費用（最高可達聯邦醫療保險或州法所設定的收費上

限金額）之間的差額。 
3 K、L、M 和 N 計畫內的基本賠付與 A 至 G 計畫包括的醫療服務相似，但對基本賠付的分攤費用則屬不同級別。

年度自付費用限額可因通貨膨脹而每年調整。 

 

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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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賠付。 

• 在聯邦醫療保險的住院賠付全部用罄之後，對於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的合格住院支出提供 

100% 賠付。在保單持有人的一生中，追加住院治療的賠付上限為 365 天。 

• 對安寧療護的費用分攤提供 50% 賠付。 

• 對符合聯邦醫療保險條件的最初 3 品脫血液費用提供 50% 賠付。 

• 對專業護理設施的每日共付額提供 50% 賠付。 

• 2021 年的年度自付費用限額為 $6,220。 

 

L 計畫3
4包括基本賠付，另加 

• 對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住院治療自付額提供 75% 賠付。 

• 對 B 部分共保額提供 75% 賠付，唯須先支付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的年度自付額；不過，

B 部分預防性醫療服務的共保額可獲得 100% 賠付。 

• 對每一段聯邦醫療保險權益期內住院治療第 61 天至 90 天的 A 部分共付額提供 100% 賠付。 

• 對於聯邦醫療保險不可續延的 60 天住院終身儲備期，為耗用之每一天的 A 部分共付額提供 

100% 賠付。 

• 在聯邦醫療保險的住院賠付全部用罄之後，對於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的合格住院支出提供 

100% 賠付。在保單持有人的一生中，追加住院治療的賠付上限為 365 天。 

• 對安寧療護的費用分攤提供 75% 賠付。 

• 對符合聯邦醫療保險條件的最初 3 品脫血液費用提供 75% 賠付。 

• 對專業護理設施的每日共保額提供 75% 賠付。 

• 2021 年的年度自付費用限額為 $3,110。 

 

M 計畫3包括基本賠付，另加 

• 對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住院治療自付額提供 50% 賠付。 

• 對專業護理設施的每日共付額提供 100% 賠付。 

• 對在外國接受的必要緊急治療提供 80% 賠付，唯須先扣除自付額 $250，而一生最高賠付上

限為 $50,000。 

 

N 計畫3包括基本賠付，另加 

• 對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住院治療自付額提供 100% 賠付。 

• 對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共保額提供 100% 賠付，唯對於至診所就診的共付額最高賠付上限

為 $20，至急診室就診的共付額最高賠付上限為 $50。 

• 對專業護理設施的每日共付額提供 100% 賠付。 

• 對在外國接受的必要緊急治療提供 80% 賠付，唯須先扣除自付額 $250，而一生最高賠付

上限為 $50,000。 

 
 
3 K、L、M 和 N 計畫內的基本賠付與 A 至 G 計畫包括的醫療服務相似，但對基本賠付的分攤費用則屬不同級別。

年度自付費用限額可因通貨膨脹而每年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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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種標準型醫療補充保險計畫所包含的賠付 
 

基本賠付：包含在所有的計畫內 

• 住院治療：A 部分共付額，在聯邦醫療保險賠付終止後另提供 365 天賠付，並對 60 天的終身儲備期共付額提供賠付。 

• 醫療費用：B 部分共保額（一般為聯邦醫療保險核准費用之 20%） 

• 血液：每年的最初 3 品脫血液 

• 安寧療護：A 部分的費用分攤。 
 

A B C D F* G* K L M N 

基本賠付 基本賠付 基本賠付 基本賠付 基本賠付 基本賠付 基本賠付** 基本賠付** 基本賠付 基本賠付** 

  專業護理 

共保額 

專業護理 

共保額 

專業護理 

共保額 

專業護理 

共保額 

專業護理 

共保額 

(50%) 

專業護理 

共保額 

(75%) 

專業護理 

共保額 

專業護理 

共保額 

 A 部分 

自付額 

A 部分 

自付額 

A 部分 

自付額 

A 部分 

自付額 

A 部分 

自付額 

A 部分 

自付額 

(50%) 

A 部分 

自付額 

(75%) 

A 部分 

自付額 

(50%) 

A 部分 

自付額 

  B 部分 

自付額 

 B 部分 

自付額 

     

    B 部分 

超額 

B 部分 

超額 

    

  國外旅行 

緊急就醫 

國外旅行 

緊急就醫 

國外旅行 

緊急就醫 

國外旅行 

緊急就醫 

  國外旅行 

緊急就醫 

國外旅行 

緊急就醫 

      自付費用 

上限 

$6,220 

自付費用 

上限  

$3,110 

  

 

*F 計畫亦提供高自付額選項可供選擇。 

**這些計畫均含基本賠付，但是費用分攤條件互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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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於 2021 年 1 月生效 

聯邦醫療補充保險 
 

 

請直接致電各家公司以瞭解最新每月費率，費率變動恕不另行通知。最新費率表可在紐約州保險局網站查閱，網址為：

https://www.dfs.ny.gov/consumers/health_insurance/supplement_plans_rates。 

*Globe Life Insurance（原為 First United American）保費因郵遞區號而異。使用上述連結來尋找您居住地區的費率。 

** 只有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前符合聯邦醫療保險加入資格的個人，才能購買醫療補充保險 C、F 及 F+計畫。 

計畫 

Aetna 
 
 
 

800- 
345- 
6022 

Bankers 
Conseco 

 
 

800- 
845- 
5512 

Emblem  
(前身为 

GHI公司) 
 

800- 
444- 

2333 

Empire 
Blue Cross 

Blue 
Shield 

 
855- 

306-9355 

Globe Life 
Insurance* 

 
800- 

331- 
2512 

Humana 
 
 
 

800- 
486- 
2620 

Mutual of 
Omaha 

 

800- 
228- 
9999 

TransAmerica 
Financial 

 
800-752-

9797 

United 
Health 

(AARP) 
要登記加入必須 

為 AARP 會員  

(50 歲以上) 

 800-523-5800 
800-523-5800 

A $318.21 $367.70 $194.87 $179 $240/268 $301.72 $333.49 $195 $178.50 

B $362.44 $480.69 $253.28 $241.11 $330/370 $340.60 $512.25 $257 $256.50 

C**   $300.87  $397/444 $412.76 $512.82 $304 $320 

D     $391/438  $503.90 $280  

F** $422.90 $648.95 $530.29 $307.40 $374/419 $421.13 $516.15 $306 $308.25 

F+**  $75.69 $74  $69/77 $93.09    

G $406.26 $597.30 $302 $270.14 $348/390 $376.07 $478.04 $281 $270 

G+  $75.69 $67.69  $69/77 $92.97    

K  $99.74   $138/154 $196.68  $140 $83.50 

L  $286.73   $206/231 $280.85  $208 $173.25 

M  $397.13     $526.10 $256  

N  $390.82  $192.22 $259/290 $266.84  $241 $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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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 

HMO、PPO、HMO-POS、SNP 
 
聯邦醫療保險優勢 (MA) 計畫為受益人提供「原始」聯邦醫療保險之外的選擇。聯邦醫療

保險優勢計畫是由民營公司提供，以提供健康維護組織 (HMO)、優選醫療機構計畫 (PPO)、

健康維護組織+療點服務 (HMO-POS)、特殊需求計畫 (SNP)。提供聯邦醫療保險計畫的公

司會與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 (CMS) 簽訂合約，以向加入者提供聯邦醫療保險

福利。 

 

欲符合參加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的資格，你必须同时拥有联邦医疗保险A部分和B部分；

并住在投保计划的服务地区。联邦医疗保险优势计划不能因为申请人的健康问题拒接受理

保险（或因为已经存在的健康状况要求申请人等待）。 

 

可以選擇加入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每項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都必須提供與聯邦醫療

保險 A 部分和 B 部分所承保之相同的必要醫療服務予其會員，並且可能含有更多服務，

例如處方藥保險、眼科、牙科及聽力醫療服務。若您希望有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處方藥

保險，並且已加入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您必須透過該計畫取得 D 部分藥品保險；您無

法加入個別的 D 部分計畫。所有的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都有權利取得所需的醫療服務、從

醫生處獲得關於治療選擇的充分資訊，並且就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所駁回的任何服務或

償款提出申訴。 

 

如果您加入醫療保險優勢計畫，則不能購買醫療補充保險，因為這可能造成重複保險。 

 

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的每位會員在加入過程中都必須收到一份保險賠付摘要。其中必須

明列關於追加保費、例行程序、緊急醫療服務的取得與通報要求，以及醫療服務的共付額

等重要資訊。該計畫還會提供醫療業者名錄、參與計畫的藥房，以及保險賠付的藥物及費

用計算清單。 

 

所有 MA 計畫都是由醫生、健康中心、醫院、專業護理設施和其他醫療護理提供者構成的

網路。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的網路可以是當地的、全州、甚至全國性的。實際聯絡該計

畫以瞭解醫療業者網路的區域範圍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當您出外旅行而可能會在您居住以

外的地區接受非緊急性的醫療護理時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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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O 要求 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從 HMO 的當地醫生網路中選擇一位主理醫生 (PCP)。您

可以選擇醫生，前提是該醫生願意接受新病人。一些 HMO 要求 PCP 提供轉診至專科醫

師的服務。您必須從醫療服務提供者及醫院的 HMO 網路取得醫療護理。除急診治療外，

對於在非網內所取得的醫療服務不提供賠付；受益人須自行負擔這類服務的全額費用。 

 

PPO 提供由醫療護理業者及醫院所組成的網路，但是並不限制會員尋求非網內的醫療服務。

PPO 有對網內的醫療業者賠付作設定，要求會員支付固定的共付額；對於非網內的醫療業

者所提供的服務，會員則必須支付較高費用。（非網內業者須受到聯邦醫療保險收費限制

的約束，限制業者能向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收取醫療服務費用的金額。）   

 

含健康維護組織療點服務之 HMO (HMO-POS) 與 PPO 計畫類似。與 HMO 相比較，

HMO-POS 更有靈活性，會員可以使用網內及非網內的醫療業者。但是，HMO-POS 計畫並

不包含非網內所有福利。例如，一項計畫可能僅會提供網内住院保險。請聯絡計畫以瞭解

詳情。 

 

特殊需求計畫 (SNP) 是僅提供予擁有聯邦醫療保險之特定族群的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

可能有資格加入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 SNP 的人士包括：同時擁有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

補助的人士、患有某些慢性病症的人士，以及住在療養院之類機構的人士。保障包含由聯

邦醫療保險 A 部分、B 部分以及 D 部分處方藥保險提供賠付的服務。SNP 還可能提供更

多針對某類特定人士所需而設定的服務。符合資格並擁有聯邦醫療保險的人士可以隨時加

入 SNP。 

若在初級保障選擇期間 (ICEP) 第一次符合聯邦醫療保險資格，則可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

險優勢計畫。可透過造訪 www.medicare.gov、撥打 1-800-MEDICARE 或直接聯絡計畫，

即可在線上登記加入。 

• 對於大多數的人而言，ICEP 是您第一次符合聯邦醫療保險之月份的前後 7 個月。您

的計畫將自符合聯邦醫療保險資格的第一個月，或是登記加入當月後一個月生效。 

• 延遲登記加入 B 部分的受益人可延長其 ICEP，以便登記加入 MA 計畫。 

 

第一次符合聯邦醫療保險資格（在其 ICEP 期間）登記加入 MA 計畫的人有開放參加期，

這讓他們自第一次符合聯邦醫療保險資格時有三個月的時間，可以決定要變更為不同的 

MA 計畫，或是回到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無論是否有 D 部分計畫）。 

 

  

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的詳細列表請見美國政府出版物政府出版物「Medicare and You 

Handbook」（聯邦醫療保險與您手冊）。計畫詳情請瀏覽網站 www.medicare.gov 或

致電 1-800-MEDICARE。 

http://www.medicar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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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開放參加期也從年初（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開放給 MA 計畫的所有受益人。

他們可以轉到不同的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或轉回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而自次月首日

開始生效，亦即 2 月 1 日、3 月 1 日或 4 月 1 日。若要進行此項變更，只要登記加

入您想要加入的計畫，這個登記加入行為便會讓您自動退出其他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 

 

SEP65 是適合因為年齡（而非殘疾）而符合聯邦醫療保險資格的人的特定參加期，他們可

以在其初級保障選擇期間 (ICEP)，亦即其 65 歲生日當月份來登記加入 MA 計畫。這讓

他們自 MA 計畫生效起有 12 個月的時間，可以選擇變更為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而非

其他 MA 計畫）。 

 

年度選擇期間 (AEP)：從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7 日，您可以更改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

畫 (MA)，或是回到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變更將從 1 月 1 日起生效。 

 

特定參加期 (SEP)：已登記加入醫療補助、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或額外補助的人士可

以在當年度的前 9 個月（1 月至 3 月；4 月至 6 月；7 月至 9 月）期間每季轉換計畫

一次，而且變更會在下個月 1 日生效。個人可以變更為不同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或是包

含 D 部分計畫的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 

 

 

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申訴  

保險計畫不提供或拒絕賠付醫療服務的決定是由該計畫的理賠部門處理。依據您是否尚未

接受服務、已經接受服務或處方藥遭駁回，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加入者的申訴程序會有

所不同。請留意提出申訴的時間限制。 

 

  

轉換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及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的提示 

➢ 從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變更為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選擇並參與一項 D 部分

計畫，同時此計畫與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相通（這將會促使 MA 計畫的自動退

出）。考慮補充類的保險，例如醫療補充保險。 

➢ 從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變更為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參與大家都想要的聯邦醫

療保險優勢計畫（這將會促使從原本 MA 計畫的自動退出）。 

➢ 從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變更為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參與大家都想要的聯邦醫

療保險優勢計畫（這將會促使您自動退出與原始型互通的 D 部分計畫）。您可能

會希望取消補充類的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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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服務或項目之前，健康服務或項目保障遭到駁回的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加入者不

可要求計畫重新考慮其決定。請依照「醫療保障遭駁回通知」 (Notice of Denial of Medical 

Coverage) 上的步驟，針對此決定提出申訴。 

 

如果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駁回其已經接受的健康服務或項目的保障，您可以選擇提出申

訴，要求您的計畫重新考量其決定。請依照「賠付說明」 (Explanation of Benefits) 或

「拒絕付款通知」 (Notice of Denial of Payment) 上的步驟。 

 

對於始聯邦醫療保險或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的加入者，處方藥保障的申訴程序完全相同。

請參閱第 35 頁以了解 D 部分保障申訴資訊。 

 

若有護理品質投訴或若覺得聯邦醫療保險 A 或 B 部分服務太早結束，以致於讓患者太早

出院，請致電 Livanta：1-877-588-1123 (TTY：1-855- 887-6668)。若是請求 Livanta 立

即進行審查，在收到 Livanta 審查決定的次日中午之前，都無須負擔任何額外的住院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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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的常見問題 

 

在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中的自付費用為何？ 

每項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會設定其各自的保費和費用分攤方案。除了每月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保費之外，您可以用月保費的方式另外直接付予該計畫。所有的費用分攤規定都必

須在您的保險卡上或保險賠付摘要中清楚說明。若有不確定之處，請致電該計畫。保健服

務可能會有共付額、共保額及自付額。確保您理解主理醫生訪視、專科醫生訪視、住院病

人住院、處方藥的不同自付費用以及您可能得支付的其他費用。 
 

對於 A 部分和 B 部分所承保的全部服務，所有的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都需要有每年自

付費用的最高限，對您在每一日曆年所需負擔的自付費用設定限額。2021 年，HMO 計畫

網路內的自付費用最高限 (MOOP) 不得超過 $7,550，而 PPO 計畫結合網內及非網內的

最高限為 $11,300。 
 

對急診服務的保障如何？ 

只要遵照通報規定並獲得核准，緊急醫療護理將能得到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的賠付。您

可能需要先支付費用給醫療機構，然後再向該計畫申請理賠償款。若該計畫判定醫療護理

需求不符合其條件，或是通報不實，則可能拒絕賠付該費用。 

 

我該如何對醫護品質提出投訴？ 

若投訴是關於您所受到的醫護品質應該遵照您的保險計畫的陳情程序。您也可向聯邦醫療

保險品質改善組織 (QIO) ，在紐約州為 Livanta, LLC 提交您的個案，Livanta 的醫生及其

他專業人士會審為聯邦醫療保險病人所提供的醫療護理。可致電 1-866-815-5440 聯絡 

Livanta。 

 

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與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所獲得服務之比較   

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可讓受益人從美國各地的任何聯邦醫療保險機構取得所有必要的醫

療服務。聯邦醫療保險為這些服務設定收費，並且對大部分費用提供 80% 賠付。受益人

須支付餘額。聯邦醫療保險補充保險亦即 Medigap（請見第 19 頁），可為受益人所分攤

的費用提供全額或大部分賠付。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是管理式護理計畫，而且運作方式

有所不同，其本身的成本結構可能包含保費、自付額、共付額及自付費用的最高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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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該如何決定應否加入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及哪項計畫可能適合我？ 

在加入計畫之前，應該先考慮以下方面：您的現任醫生對該計畫的參與、醫院對該計畫的

參與、處方藥物保障、財務狀況以及地理位置。重要的是在年度選擇期間（10 月 15 日至 

12 月 7 日） 內，每年檢視此資訊。 

 

1. 您的醫生對該計畫的參與：查詢您的醫生是參加何種計畫，以及他們是否接受該

特定計畫之下的聯邦醫療保險新病人。即便您原來是至該醫生處就診，仍必須確定

他們將以該特定保險計畫的新病人身份向您提供服務。每年確認醫療服務提供者的

參與情況。 

2. 首選醫院參與該計畫：確保您使用以及您希望造訪的任何醫院參與該計畫、或將

會允許您在網路以外的基礎上對其進行造訪。 

3. 處方藥：使用 Medicare.gov 計畫搜尋工具（請參閱第 34 頁）檢查該計畫將會如

何承保您的處方藥（處方集、限制、費用）。 

4. 財務狀況：經由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取得醫療護理的費用，可能低於透過聯邦

醫療保險原始計畫取得醫療護理。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可能承保聯邦醫療保險

原始計畫所不承保的服務項目，例如：例行的眼科和牙科護理，以及助聽器。重

要的是要在登記加入之前研究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的費用結構（保費、共付額、

自付額、自付費用的最高限等）。 

5. 地理位置：在決定 HMO 計畫是否符合所需時，把旅行計畫列入考慮是很重要的。

由於 HMO 計畫已界定提供服務的地理區域，若是打算在服務區域以外的地點停

留，不論多久時間，HMO 可能都不適合您，因為在該計畫的服務區域以外，僅有

緊急醫護可獲保險賠付。PPO 和 HMO-POS 計畫的服務區域限制較少，但您仍應

留意該計畫的服務區域。 

6. 星級評等：每個計畫都有星級評等，可反映聯邦醫療保險衡量的指標。 

 

未來我是否還需要聯邦醫療保險補充保險？ 

若是加入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將不需要聯邦醫療保險補充保險 (Medigap)，因為補充

保險僅在您使用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時有用。若是決定加入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而

您已經擁有聯邦醫療保險補充保險，則可以將其保留至少 30 天，直到您確定聯邦醫療保

險優勢計畫令人滿意。根據紐約州法律，只要是退出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並回到聯邦醫

療保險原始計畫，隨時都可以購買醫療補充保險，不過若您有保障空窗期，則可能會面臨

一段時間對已有的病症沒有保險。關於醫療補充保險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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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 ─ 處方藥保險 
 

處方藥保險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是透過私營保險公司提供的處方藥保險計畫，以協助支

付處方藥費用。 
 

聯邦醫療保險處方藥計畫適用於所有擁有聯邦醫療保險（A 部分和/或 B 部分）的人士。

D 部分是選擇性並且自動生效的保險賠付；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無須強制加入計畫，不

過延遲登記可能會有處罰措施。 
 

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只能透過私營公司提供，這些計畫會以與聯邦政府訂立契約的形式，

為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提供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處方藥保險。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

服務中心 (CMS) 負責監管保險計畫和承保藥品的類別。每個 D 部分都有自訂的承保藥

品（處方藥）及參與藥房列表，也有自己的作業程序以將新藥納入保險賠付，或是就藥

物的承保提出申訴以滿足您的特殊需要。 

 

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以兩種方式提供： 

1. 單獨的處方藥保險計畫 (PDP)：這些保險計畫會與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合作，而

且只承保處方藥。 

2. 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處方藥計畫 (MAPD)：這些是管理式醫療計畫，例如：HMOs、

PPOs、HMO-POS、或 SNPs，提供綜合賠付套裝計畫，保障涵蓋以下各項：醫院、醫

生、專科醫生、藥房和處方藥。若是已加入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並且希望擁有 D 

部分的承保內容，您必須透過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取得 D 部分保險。 

 

選擇加入 D 部分計畫者將須繳交月保費，並分攤部分處方藥費用。各家藥品保險計畫所

承保的處方藥種類（處方集）、自行付費額度（保費、自付額、共付額）及可以使用的

藥房都有差異。所有的藥品計畫至少都必須提供由聯邦醫療保險所設定的基本保障。然

而，有些計畫會提供升級的保險賠付，並且可能收取較高的月保費。受益人參加藥品計

畫時，選擇能夠符合個人處方藥需求的計畫很重要。 
 

較高收入的受益人（個人收入在 $88,000 以上或夫妻收入在 $176,000 以上）除了繳交

保險計畫的月保費之外，還要為 D 部分支付附加費。附加費從每月 $12.30 至 $77.10 

不等，並且得以用繳交 B 部分保費的相同方式支付，通常是從個人的社會安全福利金支

票中扣除（請見第 64 頁的費率表）。 

 

雖然 D 部分計畫的保險賠付設計各異，但在 2021 年每項計畫都包含下列最起碼的承保

內容： 

 自付額（最高至 $445）。在您的計畫幫助支付藥物費用之前，這就是您自付金

額。有些計畫的自付額較低或無需自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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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級保障。固定共付額為藥費的 25%，總藥費最高為 $4,130。（藥品費用總額包括

自付的藥品費用金額加上該計畫支付的藥品費用金額。） 

 保障缺口。藥品費用總額達到 $4,130 之後，您支付 25% 的原厰品牌藥費用和非原

廠等同藥費用（加上名義藥局調配費），直到您自付費用達到 $6,550 為止。此包括

自付額（如有） 加上即將達到保險缺口時的任何共付額或共保額，在保險缺口期間

購買原廠品牌藥的全部費用，以及在保險缺口期間購買非原廠等同藥的自付費用。 

 重大傷病賠付（自付費用達 $6,550 之後）。受益人須自行負擔以下金額較大者：

5% 的藥品費用，或 $3.70 的非原厰等同藥共付額及 $9.20 的原厰品牌藥共付額。 

 

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 

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處方藥保險需要選擇提供與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合作的 D 部分

計畫  (PDP) 或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處方藥計畫  (MA-PD)。可上網查閱兩者的比較：

www.medicare.gov 或致電 1-800-MEDICARE。您也可以聯絡 HIICAP 尋求協助。 

 

可在 7 個月的首次參加期 (IEP) 期間登記加入 D 部分（請見第 5 頁）。此外，在每年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7 日的年度選擇期 (AEP) 期間，受益人可以加入或更改計畫一次。 

 

受益人也可能獲准在年度協調選擇期之外的特定參加期 (SEP) 登記加入 D 部分計畫或

轉換計畫，此為極有限的例外情況。其中包括以下情況： 

• 已登記加入醫療補助、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或額外補助的人士可以在當年度的

前 9 個月（1 月至 3 月；4 月至 6 月；7 月至 9 月）期間每季轉換計畫一次，

而且變更會在下個月 1 日生效。 

• EPIC 會員在日曆年內可更改 D 部分計畫一次（請參閱第 38 頁）。 

• 在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期間，如果您已登記加入包含 D 部分的聯邦醫療保

險優勢計畫，則可以變更為不同的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或是轉換至包含或不包

含 D 部分藥品保險的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 

• 改變居住的郡縣而得以選擇新的 D 部分計畫。（此特殊參加期也包括在國外居住

後又回到美國者和出獄者。） 

• 入住、居住或離開長期護理設施者，包括專業護理設施。 

• 退出雇主/工會所提供之保險（包括 COBRA），以登記參加 D 部分計畫。 

• 處方藥計畫撤出服務地區。 

 

  

http://www.medicar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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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計畫有幾種方式： 

• 可造訪 www.medicare.gov 或保險計畫的網站。 

• 以電話申請，可致電 1-800-MEDICARE 或直接致電該計畫。 

• 親自申請，於預訂的家庭訪問期間，透過 D 部分計畫的代表申請。 

 

延遲登記罰金 

• 即使擁有聯邦醫療保險者目前很少用到處方藥，他們仍應該考慮購買 D 部分計畫。

若受益人沒有可信的藥品保險（保障至少與標準的聯邦醫療保險處方藥保障相當），

而他們選擇延後加入，則必須支付延遲登記罰金。在首次合格時擁有聯邦醫療保險

者未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處方藥計畫，也沒有可信的保險，其每月罰金相當於

「基本保費」（2021 年為 $33.06）的百分之一 (1%)。只要擁有 D 部分保險就

必須支付此項罰金。若受益人擁有可信的保險，而在該保險終止與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保險開始時的缺口少於 63 天，即無須繳交罰金。領取全額或部分額外補助的

人士也無延遲登記罰金（請參閱第 36 頁）。 

• 凡是在首次參加期 (IEP) 期間登記加入 D 部分計畫者，將不會有延遲登記罰金。

其他擁有可信保險的人士，例如透過前雇主或工會、退伍軍人事務部 (VA) 或軍人

醫療保險 (TRICARE for Life)，將不會因為延後加入而面臨懲罰。 

 

如何選擇 D 部分保險計畫？ 

欲選擇 D 部分保險計畫，最好是前往 www.medicare.gov 使用計畫搜尋工具。您可以使

用聯邦醫療保險帳戶使用者名稱及密碼進行登入，或是在您未輸入識別資訊的地方進行一

般搜尋。 
 

若是已有雇主健康保險，是否需要 D 部分計畫？ 

若透過現在或以前的雇主而擁有可信的藥品保險，可能不需要加入 D 部分計畫。現在或

以前的雇主應該會告知（通常是以信函方式）您的藥品保險是否「可信」，以及您是否應

該加入 D 部分計畫。若未收到此一信函，請聯絡雇主以決定您是否應該登記加入 D 部分

計畫。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登記加入 D 部分可能使透過該雇主所擁有的所有健康福利

失效，並非僅是處方藥保險。 

 

我若是未服用任何藥物，還需要 D 部分計畫嗎？ 

D 部分承保範圍是選擇性的，但很重要的的是必須牢記，大多數人只能在年度協調選擇期 

(AEP) 期間登記加入計畫，此為每年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7 日。建議不妨找出最便宜

的計畫，以備來年的藥物需求有所變動。若未在首次合格時登記加入，可能會面臨延遲加

入的懲罰措施。 

http://www.medicare.gov/
http://www.medicar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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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計畫搜尋工具指示，使您目前正在服用的藥物名稱，或是來年預期將服用的藥物名稱，

以及劑量和總量都正確顯示。在開始此項程序之前，最好先向藥劑師索取一份您的用藥清

單。 
 

過程中會要求您選擇至多三家藥房納入搜尋。在您輸入所有資訊之後，計畫搜尋器便可讓

您選取您想要檢視的計畫──可能是與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搭配的 D 部分計畫，或是聯

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您可以使用各種工具以篩選搜尋結果。仔細看每項計畫的細節以瞭

解有無適用任何限制非常重要。同時也建議您致電該計畫以確認其資訊。 

 

當您選妥適合自己的計畫之後，可以上網登記或是致電聯邦醫療保險 (1-800-MEDICARE) 

或 D 部分計畫。HIICAP 輔導員可協助您使用計畫搜尋工具。 

 

成本利用管理工具 

為了控制成本，聯邦醫療保險處方藥計畫運用下列成本利用管理工具 ─ 藥品分級、事前

授權、循序用藥及數量限制。 

• 藥品分級：大部分的 D 部分計畫都把藥物及費用計算清單（承保的藥品列表）劃

分「等級」，並以不同等級的藥品有不同的共付額或共保額的方式，鼓勵使用較低

等級的承保藥品。與原廠品牌藥之類較高等級的承保藥物相比，非原厰等同藥通常

屬於較低等級且成本較低。 

• 事前授權：雖然保險計畫可能承保其藥物及費用計算清單的藥品，仍可能會要求醫

生與該計畫聯絡，以說明使用該特殊藥物的醫療必要性。 

• 循序用藥：D 部分計畫可能要求受益人先試用較便宜的藥品以治療同一病症之後，

他們才會支付較昂貴的原廠品牌藥。不過，若受益人已經試過較便宜的藥品，他們

應該與醫生討論對該計畫提出破例要求。 

• 數量限制：基於安全與成本因素，保險計畫可能會對在一定期間內賠付的藥品數量

加以限制。例如，保險計畫對於一種藥品的賠付可能一次最多為 30 天用量。 
 

D 部分申訴 

無論您是否有單行的 D 部分 (PDP) 或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 (MA) 的保障，D 部分申訴

的執行程序都相同。如果計畫未承保您認為您有需要的藥物，或是計畫雖然承保該藥物，

但價格卻遠高於您能負擔的價格，您可以： 

➢ 諮詢您的開立處方者，以了解計畫是否承保另一種藥物。 

➢ 請求計畫授予「例外情況」以承保您的藥物，或是以較低費用分攤金額承保藥物。 

➢ 如果您不同意計畫的裁決，您可以依照計畫駁回通知上的指示提出申訴。請留意提

出申訴的時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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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收入有限人士之藥品保險計畫費用的額外補貼 
 
社會安全局 (SSA) 為低收入及資產有限的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提供對 D 部分計畫費用

的補貼。補貼金直接付予 D 部分計畫。該項計畫的名稱為低收入補貼計畫 (LIS)，亦即

額外補助 (Extra Help)。已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及/或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 (MSP) 

的人可自動登記加入全額額外補助；這類人士也能直接透過 SSA 申請額外補助。不必領

取社會安全福利，即可領取額外補助。 

 

全額額外補助適用於月收入在聯邦貧窮線之 135% 以下且資產限制落在以下金額的受益

人。資產包括額外的個人 $1,500 及伴侶 $3,000 之喪葬開支。 

 

全額額外補助的福利： 

• D 部分計畫無每月額外費用，只要選定為基準型計畫，即可享有由全額額外協助

的完整補貼（2021 年每月額外費用最高為 $42.27）。 

• 無自付額。 

• 減免的共付額依收入而定，若受益人收入在聯邦貧窮標線的 100% 以下，非原廠

等同藥共付額將為 $1.30，原廠處方藥共付額則為 $4.00。其他領取全額額外補助

者的共付額限定為非原廠等同藥 $3.70，而原廠處方藥為 $9.20。 

 

部分額外補助適用於月收入在聯邦貧窮線之 150% 以下且資產限制落在以下金額的受益

人。資產包括額外的個人 $1,500 及伴侶 $3,000 之喪葬開支。 

 

部分額外補助之福利： 

• 將根據其收入而繳交遞減的月保費。 

• 自付額減為 $92 以下。 

• 減免的共付額 - 支付藥物費用的 15% 或是計畫的分攤費用。 

 

額外補助收入和資產限制 (2021) 

 個人 已婚夫妻 

 月收入 資產 月收入 資產 

全額額外補助 $1,469 $9,470 $1,980 $14,960 

部分額外補助 $1,630 $14,790 $2,198 $29,520 

 
 

HIICAP 輔導員能協助查核是否具有申請額外補助的資格，社會安全局也能提供協助。若

要申請額外補助，或致電社會安全局 1-800-772-1213 （1-800-325-0778 聽障專線），

或上網申請請至 www.socialsecurity.gov。您可以在今年的任何時間申請額外補助。 

http://www.socialsecurit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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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額外補助者將不會被處以 D 部分延遲登記罰金，領取額外補助的人可以在一年中的

其他時間變更自己的 D 部分計畫。詳情請參見第 34 頁。 
 

有時候某人會自動獲得額外補助，而未登記加入 D 部分計畫。由 Humana 管理的「限

制性收入新條件轉變」 (LINET) 計畫可能會為此提供幫助。在登記加入 D 部分計畫時，

LINET 可幫助您取得追溯性或臨時的處方藥保險。您可能需要您符合額外補助的「最佳

證據」文件，例如醫療補助裁定通知書、MSP 裁定通知書或社會安全補助金 (SSI) 證明。

LINET 的聯絡電話為 1-800-783-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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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老人藥品保險 (EPIC) 計畫 

（老人藥品保險） 

 
老人藥品保險計畫 (EPIC) 是紐約州針對老人實施的處方藥保險計畫。凡是年滿 65 歲以

上，居住在紐約州，單身者收入在 $75,000 以下／已婚夫妻收入在 $100,000 以下，就

有資格申請 EPIC。紐約州大多數的藥局都參與 EPIC 計畫。 

 

您必須參加 D 部分保險 (PDP 或 MA-PD) 以擁有 EPIC，但是若您尚未參加 D 部分而

登記加入 EPIC，您可以隨時選擇 D 部分計畫。擁有全額醫療補助的個人無資格參加 

EPIC（參加醫療補助抵降保費計畫的個人仍有資格參加 EPIC）。 

 

EPIC可作為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的副保險，以降低藥物費用。在藥房按處方配藥時，

EPIC 會員應該出示其 D 部分卡及其 EPIC 卡。在滿足任何 D 部分自付額之後，EPIC 

是副保險。EPIC 也承保核准的 D 部分排除藥物，包括處方維生素和咳嗽與感冒藥。 

 

EPIC 年費計畫和自付額計畫 

EPIC 分為兩種計畫，即年費計畫和自付額計畫。申請人不能決定要參加那一種計畫；

EPIC 會根據個人/夫妻的收入來決定。 

 

EPIC 的年費計畫是針對個人年收入在 $20,000 以下和已婚夫婦年收入在 $26,000 以

下者。欲參加年費計畫，參加者須視其收入繳交年費，以費率計算表設定。年費是根據前

一年的年收入而定，按季繳納。例如：收入為 $16,000 的單身人士須繳交 $110 的年費。

收入為 $24,000 的夫妻則須每人支付 $260 以參加 EPIC 的年費計畫。在支付費用之後，

參與者會依據其 D 部分計畫自付額來支付其藥物的 EPIC 共付額。 

 

EPIC 為年費計畫會員支付 D 部分月保費，2021 年每月最高至 $42.27。此外，取得全

額額外補助（請見第 36 頁）的 EPIC 會員將免繳 EPIC 年費。 

 

EPIC 的自付額計畫是針對年收入介於 $20,001 和 $75,000 的個人，以及年收入介於 

$26,001 和 $100,000 的已婚夫婦。欲參加自付額計畫，參加者須自行支付他們的處方

藥直至達到 EPIC 的自付額為止，該自付額是根據前一年的收入而定。在達到自付額之

後，參加者只須支付 EPIC 共付額。例如，年收入為 $23,000 的單身人士必須達到 

$580 的年度自付額。至於年收入為 $29,000 的已婚夫妻，每個人須達到的年度自付額

為 $700。參加自付額計畫無需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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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 為收入不高於 $23,000 的個人／$29,000 的已婚夫妻自付額計畫會員支付 D 部分

月保費（2021 年每月最高至 $42.27）。收入更高的自付額計畫會員必須支付自身的 D 

部分保費，但其  EPIC 自付額的降幅為基本  D 部分計畫的年度費用（2021 年約 

$507.24）。 

 

依據其共付額，自付額計畫會員達到其自付額後，他們只需要支付承保藥品的 EPIC 共

付額即可。D 部分自付額階段產生的藥品費用不能應用於 EPIC 自付額。 

 

*提示*  

✓ 不享受額外補助的 EPIC 會員可能要看看無自付額的 D 部分計畫；EPIC 不保障 D 

部分計畫自付額期間購買的處方藥。 

✓ EPIC 登記和 EPIC 共付額並不會反映於 www.medicare.gov 計畫搜尋工具之中。 

 

EPIC 如何與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搭配運用？ 

紐約法律要求 EPIC 會員還須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計畫（請見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第 26 頁），若有人因故不能登記加入 D 部分，則其無資格參加 EPIC。 

 

您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時候登記加入 EPIC。即使您在登記加入 EPIC 之時並無 D 部分

計畫，您可在之後登記加入 D 部分計畫。 

 

D 部分保險是主保險，EPIC 保險則永遠是副保險。參加者是根據 D 部分保險計畫支付

後的餘額來支付 EPIC 共付額，因此可以降低參加者的負擔。例如，若您使用 D 部分保

險計畫而應為藥品支付 $20 共付額，而您同時也有 EPIC，則藥品費用以 $20 作計算，

最後您只需支付 $7 的 EPIC 共付額。此外，只要藥品獲得 D 部分計畫的初級承保，在

您達到任何 D 部分自付額後，EPIC 將承保您的用藥（包括初級承保等級、承保缺口期

間、以及重大傷病承保期間）。對於使用 EPIC 加盟郵購藥房的 D 部分計畫會員，即使

郵購藥房不在紐約州，EPIC 亦將做為副保險賠付。（對於 D 部分計畫不承保的藥品，

EPIC 將不會付款給位於他州的藥房。） 

 

EPIC 是紐約州的州藥品協助計畫 (SPAP)。SPAP 會員擁有一個特殊參加期 (SEP)，該期

間允許您每年可再一次登記加入或轉換 D 部分計畫（含 D 部分保險的一項聯邦醫療保

險優勢計畫或 D 部分計畫搭配聯邦保險原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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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 與額外補助 

EPIC 會員的收入若符合資格申請額外補助，則必須填寫另一份名為「索取更多資料」

(RFAI) 的表格，如此 EPIC 即可代為向社會安全局申請額外補助。額外補助申請表也將

轉介至紐約州醫療補助計畫，以評估是否符合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請見第 41 頁）

的資格，而可獲得支付 Medicare B 部分保費的協助。 

 
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和 EPIC 承保  

或核准的 D 部分不承保藥品的共付額： 
 

處方藥費用 

（在提交 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計畫之後） 

EPIC 
共付額 

最多 $15 $ 3 

$15.01 至 $35 $ 7 

$35.01 至 $55 $ 15 

$55 以上 $ 20 

 
 
 

EPIC 與雇主／退休藥品保險 

EPIC 必備條件為加入 D 部分計畫；擁有雇主／退休藥品保險的人士將不能擁有 

EPIC，因為加入 D 部分計畫極可能影響其雇主／退休藥品保險。然而，有時雇主／

退休藥品保險實際上被視為是 D 部分計畫，在這種情況下，個人還可以擁有 EPIC。

請洽詢相關福利管理部門以瞭解藥品保障。 

 
 
申請 EPIC 

• 您可致電 1-800-332-3742（聽障專線：1-800-290-9138）向 EPIC 索取申請表。 

• 請造訪 https://www.health.ny.gov/health_care/epic/ 以取得更多 EPIC 相關資訊，

下載並列印申請表。也可以上網索取，請 EPIC 郵寄一份申請表給您。 

• 將填妥的申請表傳真至 518-452-3576，或將填妥的申請表郵寄至 EPIC, P.O. Box 

15018, Albany, NY 12212-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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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 
 
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 (MSP) 能幫助符合資格的個人支付其聯邦醫療保險保費及其他

與聯邦醫療保險相關的費用。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是由位於紐約市的人力資源管理

局 (HRA) 管理。您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時候申請加入 MSP。MSP 的授權為期 12 個月；

HRA 每年會郵寄續期資料包以評估後續合格條件。 

 

以下為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的資訊，之後則是每項計畫的收入限制及如何適用。 

 

• 合格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計畫 (QMB)：本計畫可支付 Medicare A 部分和/或 B 部

分保費，以及 A 部分和 B 部分的共保額和自付額。個人可能只符合 QMB 的資格，

也可能同時符合 QMB 和醫療補助的資格。擁有 QMB 者若想享有全額醫療賠付而無

須負擔自付費用，就應該去前往同時接受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的醫療業者處就診。 

o 新項：QMB 狀態現在出現於聯邦醫療保險概要通知之中，明確顯示 QMB 受

益人並不負責任何聯邦醫療保險費用分攤。 

o 當 SSI 領取者符合聯邦醫療保險資格、而且應該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A 部

分和 B 部分時，他們應該被自動加入 QMB。 

• 特定低收入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計畫 (SLMB)：本計畫支付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保

費。個人可能只符合 SLMB 的資格，也可能同時符合 SLMB 和醫療補助（抵降保費

計畫）的資格。申請人必須擁有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才能有資格申請 SLMB。 

• 合格個人計畫 (QI)：本計畫支付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保費。個人不能同時符合 QI 

和醫療補助的資格。申請人必須擁有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才能有資格申請 QI。 

 

MSP 月收入及資產上限 – 2020 

 單身 已婚夫妻 

收入 資源 收入 資源 

QMB：100% FPL $1,084 不限 $1,457 不限 

SLMB：120% 聯邦貧窮

線 

$1,296 不限 $1,744 不限 

QI：135% FPL $1,456 不限 $1,960 不限 
 

MSP 月收入及資產上限 - 2021 年預估值 

 單身 已婚夫妻 

收入 資源 收入 資源 

QMB：100% FPL $1,093 不限 $1,472 不限 

SLMB：120% 聯邦貧窮

線 

$1,308 不限 $1,762 不限 

QI：135% FPL $1,469 不限 $1,980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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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 

• 申請人可透過暫委代表，在當地醫療補助辦事處，或透過郵件申請。 

o 暫委代表將協助您填妥申請表並收集所需的必要文件。欲約見 HIICAP 暫委顧問，

請致電  Aging Connect 專線  212-244-6469 並洽詢  HIICAP。您亦可致電 

1-800-333-4114 洽詢聯邦醫療保險權益中心。 

o 請聯絡參保促進者。造訪 

https://www1.nyc.gov/assets/ochia/downloads/pdf/facilitated-enrollers.pdf 或致

電 347-396-4705 以找到您家附近的中心，在那裡您可以得到協助完成該申請。 

o 請將填妥的申請表及所需文件的副本一併寄至：Medical Assistance Program; MSP-

CREP, 5th Floor; P.O.Box 24330; Brooklyn, NY 11202-9801。 

 

使用哪種申請表？ 

• 若您只申請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而非醫療補助及一項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

畫），您可使用簡化的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申請表， DOH-4328 ，網址為 

https://www.health.ny.gov/forms/doh-4328.pdf。 

• 若您同時申請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及醫療補助，您必須使用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

申請表及  Access NY Health Care ， DOH-4220 申請表可在下列網址取得：

https://www.health.ny.gov/forms/doh-4220.pdf。 

 

申請 MSP 時，會將哪些項目計入收入？ 

• 收入包含來自雇主或自雇者的薪資。這也包含每月領取的資金，例如社會安全福利、

年金、退伍軍人福利、失業保險等，以及透過 IRA、401K、403B 或其他退休帳戶固

定分發的福利。 

• 某些收入將不被計入，當決定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 (MSP) 資格時，被計入的金額

會被減少。這可以包含已支付的健康保險保費，例如：聯邦醫療保險補充保險保費、

長期護理保險保費、退休人士健康保險保費，以及牙科保險。 

註：除非您因為從事全職工作而延遲申領社會安全福利金，在申請MSP時，您必須申領

所有符合資格的社會福利金。 

 

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宣導提示： 

• 加入 MSP 的個人自動符合領取全額額外補助的資格，以降低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藥

品費用（請見第 36 頁）。 

• 如果您透過社會安全局 (SSA) 申請額外補助，SSA 將向紐約州轉送您的資訊，以考察

是否符合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的資格條件。 

• 即使您仍在工作，因為勞動所得不被計入，您仍可能符合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的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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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醫療保險的詐騙與濫用 
 
聯邦政府估計，因詐騙、浪費和濫用所造成的損失達數十億美元，約是聯邦醫療保險支

出的 10%。因此鼓勵受益人對於任何可疑的收費保持警覺性並及時通報。 

 

什麼是詐騙？ 

詐騙是指以欺詐的手段取得或企圖取得服務或款項，這些手段是故意的、出於自願的，

並且完全清楚自己的行為。詐騙的例子包括： 

• 回扣、賄賂或退款。 

• 使用他人的聯邦醫療保險卡或號碼取得服務。 

• 計費的項目或服務並未真正提供。 

• 同樣的服務在相同日期或不同日期計費兩次。 

• 計費的服務不在承保範圍內，例如：牙科護理、例行足部護理、聽力服務、例行眼科

檢查等等，但卻假裝是承保的服務。 

• 同時向兩方收取費用，例如：同時向聯邦醫療保險和另一家保險業者收費，或同時向

聯邦醫療保險和病患收費，企圖重複收費。 

 

什麼是濫用？ 

濫用的事件和作為可能並非詐騙，但可能導致聯邦醫療保險計畫的損失。濫用的例子包

括： 

• 過度使用醫療及健康護理服務。 

• 不當的收費行為。 

• 提高對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的收費，但對其他病患的收費不變。 

• 發現錯誤時並未更正帳戶的收費。 

• 常規性地免除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自付額以及 20% 的共同保險。 

 

聯邦醫療保險注意事項 

• 絕對不可以將自己的聯邦醫療保險號碼交給不認識的人。如果您認為某人盜用您的聯

邦醫療保險受益人標識碼 (MBI)，請向聯邦醫療保險回報此事。 

• 特別注意私營健康保險計畫、醫生及相關業者利用電話行銷或上門推銷的方式向您銷

售商品及服務。 

• 持懷疑態度對待自稱是代表聯邦醫療保險的人士。聯邦醫療保險不會打電話給受益 

人，也不會登門造訪。 

• 保持警覺性來面對提供免費禮物以換取聯邦醫療保險號碼的業者。 

• 密切注意居家護理業者提供非醫療性交通服務或家事服務，而列為聯邦醫療保險核准

的服務。 

• 持懷疑態度對待宣稱有辦法讓聯邦醫療保險支付未承保服務的人士。 

• 保存記錄，記載就醫看診的詳情，並在處理帳單時比對聯邦醫療保險摘要通知 (MSN) 

和其他保險項目是否與實際接受的醫療護理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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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狀況須提高警覺： 

• 對同一項服務重複收費。 

• 不記得曾接受過該項服務。 

• 欲收費的服務與您所接受的服務不同。 

• 您已付費予業者而聯邦醫療保險又為該項服務付款。 

 
如何通報聯邦醫療保險的詐騙行為 

若您確信有醫療保險的詐騙或濫用情事，請致電1-800-333-4374。請盡量詳述下列資訊： 

• 醫療業者或公司名稱，以及其姓名旁邊的任何識別號碼。 

• 您的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 

• 服務日期。 

• 所申報的服務類別或項目 

• 聯邦醫療保險所核准並賠付的金額。 

• 聯邦醫療保險摘要通知 (MSN) 的日期。 

• 簡要說明敘述問題。盡可能針對重點明確說明。 

 

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協助聯邦醫療保險計畫找出詐騙或濫用行為，不但是為聯邦醫療保險

省錢—也是為您自己—省錢。 

 
欲通報聯邦醫療保險的詐騙和濫用， 

請致電 SMP（老人醫療保險巡邏計畫），電話為：1-800-333-4374。 

 
欲通報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計畫的詐騙及濫用， 

致電 Medic 請撥打 1-877-7SafeRx。 

 
 

詐騙和濫用是大家的問題， 

大家都能提供協助！ 

身份盜用 

 
聯邦貿易委員會提供關於如何保護身份資料的資訊。請洽詢聯邦貿易委員會，或 

致電 1-877-438-4338 或至 www.consumer.gov/scams 提出投訴。 

 
請保護您的聯邦醫療保險號碼和社會安全號碼，以及您的出生日期和任何其他 

個人資料，例如：銀行或信用卡資料。對於向您索取這些資料者，須小心謹慎並

提出疑問，並且詢問他們需要這些資料的合法性，不要遲疑。做一位掌握資訊且

積極主動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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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65 歲以上老人、盲人或殘障人的醫療補助資格 
非 MAGI 聯邦醫療保險 

 
 醫療補助是聯邦、州及市政府共同為低收入人士而開辦的健康保險計畫。醫療補助是須

「經過經濟情況調查」的計畫，申請人必須證明財務需要才能符合資格。一旦個人被確定

符合醫療補助資格，將發予一張永久性的塑膠製醫療補助卡，只要當事人仍符合資格就一

直有效。除了財務準則以外，必須是美國公民或符合資格的外籍人士才能申請醫療補助。

您必須居住在紐約市，才能在紐約市申請醫療補助。 

 
醫療補助承保的服務 

• 急診及住院服務 • 診斷服務 

• 預防性保健服務 • 職能服務 

• 個人護理服務 • 門診服務 

• 個案管理服務 • 篩檢服務 

• 核准的處方藥 • 復健服務 

• 物理治療 • 安寧療護 

• 言語和聽力復健 • 眼鏡及驗光服務 

• 結核病 (TB) 相關服務 • 牙科服務和假牙 

• 心理健康服務 • 義肢輔具 

• 私人看護 • 交通 

• 助聽器 • 家庭醫療護理 

 
您可以在哪裡及如何申請醫療補助視您的「類別」而定：65 歲以上老人、盲人或殘障人

可透過紐約市人力資源管理局申請；未滿 65 歲及非盲人或非殘障人則可透過紐約州衛

生署申請。本節討論身為 65 歲以上、眼盲或殘障的人士如何申請醫療補助。請參照第 

52 頁，了解未滿 65 歲且未有失明或失聰人士的醫療補助相關資訊。 

 

65 歲以上、眼盲或殘障的人士可能在不同的方面符合醫療補助資格，這視他們正在申請

的服務而定。 

• 社區醫療補助指的是人們使用的醫療補助，其時他們居住在自己家裡並且將醫療補

助作為健康醫療保險。 

• 機構醫療補助指的是醫療補助，提供全系列健康醫療保險並且支付專職護理院全部

時間護理 (這與臨時性、而且為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所承保的專業護理設施的護理

不同)。 

 

社區醫療補助  2021 年規定：月度可計收入上限  (單身人士為  $884/已婚夫妻為 

$1,300）以及資產限制 (單身人士為 $15,900，外加在喪葬基金中的 $1,500)/已婚夫妻

為 $23,400，外加在喪葬基金中的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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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補助計算來自所有來源的收入，包括工資以及社會安全金和年金付款。另有某些可允

許的收入扣除額，因此即使收入超過上述金額，仍歡迎申請。另外，如果您的收入超過這

些金額，您就可能有資格參加醫療補助的超額收益計畫（也稱為醫療補助抵降保費計畫）。

參加保費抵降計畫，您抵降您健康費用的「超過金額」，您超過醫療補助收入限制的金額，

然後您擁有當月剩餘部分的醫療補助全額保險。 

 

資產包括：资产包括现金、银行帐户、IRA 和股票。某些资产不需要计入，包括您的主要

房屋，汽车和个人物品。社区医疗补助（Medicaid）申请人必须填写申请申请当月份的资

产，没有资产回溯期。但是，NYS 纽约州对于具有社区医疗补助（Medicaid）同时申请社

区居家管理式长期护理服务的长者，要求随着时间的流逝，将逐步过渡 30 个月的回溯期。

这项规定原定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申请人必须记录从 2020 年 10 月 1 日或之后

进行的资产转移开始。由于COVID-19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回溯已推迟到2021年4月1日。

该回溯将适用于家庭护理服务的新申请人；那些已经注册的人不会对其资产转移有任何回

溯。 

 

對於醫療補助如何計入收入和資產的完整清單，請造訪醫療補助參考指南：

www.health.ny.gov/health_care/medicaid/reference/mrg/。若是收入和/或資產超過醫療

補助所容許的金額，您可能需要考慮申請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以協助支付聯邦醫療

保險的保費和其他與聯邦醫療保險相關的費用 （請參閱第 41 頁）。 

  

醫療補助申請：申请者完成纽约医疗护理（Access NY Health Care）申请，需要填写表格

DOH 4220 以 及 补 充 A 。 您 可 以 取 得 申 请 表 格 和 说 明 在 以 下 网 址 ：

https://www.health.ny.gov/health_care/medicaid/alternative_forms.htm. 

 

申請表應遞送至何處？ 

您可以選擇遞送醫療補助申請表的地點和方式： 

• 請聯絡您附近的一位加入促進者尋求協助。HIICAP 輔導員能夠將您指引至您所在行政

區的一家機構，您也可以造訪 www1.nyc.gov/assets/ochia/downloads/pdf/facilitated-

enrollers.pdf 以取得完整的加入者清單。 

• 至當地的醫療補助辦事處 ─ 您可在辦事處取得協助以親自填妥申請表，或投遞已填妥

的申請表。請見第 63 頁的醫療補助辦事處一覽表並致電人力資源管理局 311，或造

訪網站：www1.nyc.gov/site/hra/locations/medicaid-locations.page。 

• 郵寄申請表。請將填妥的申請表及所需文件一併寄至： 

Initial Eligibility Unit 
HRA/Medicaid Assistance Program 
P.O.Box 2798 
New York, NY 1011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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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認證：醫療補助獲得為期 12 個月的授權。在大約第 9 個月的保障中，HRA 會郵寄

一個必須填寫完整的重新認證包，以便判定續保資格。 

 

 

醫療補助與聯邦醫療保險如何發揮作用？ 

有可能同時取得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同時參加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的人被稱為「雙重資

格者」。聯邦醫療保險是主保險，而醫療補助是副保險。除了支付醫療補助的費用分攤要

求之外，例如 A 部分自付額和 B 部分自付額及 20% 共保額，紐約州的醫療補助還提供

不在聯邦醫療保險計畫範圍的福利，例如家庭醫療護理以及牙科和視力服務。 

 

就像所有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一樣，雙重資格者可以選擇他們如何收到其醫療保險和醫療

補助福利金。重要的是要與任何保險業者確認保障。以下是雙重資格者可以獲得其醫療保

險和醫療補助福利的不同方式： 

• 聯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紅卡、白卡和藍卡）+ 付服務費的醫療補助 （紐約州福利卡）

+ 醫療保險 D 部分計畫。 

• 專門為雙重資格者設計的特殊需求計畫 - 這些是提供所有醫療保險 A + B + D 福利的 

HMO 以及全系列醫療補助承保的服務。 

• 醫療保險優勢計畫（參加 D 部分）+ 付服務費的醫療補助 （紐約州福利卡）。 

 

醫療補助與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如何交互運作？ 

雙重資格者自動加入全額額外補助（請參閱第 36 頁），而且若他們沒有主動報名參加一

項計畫，將自動參加 D 部分計畫。只要雙重資格者登記參加被分類為「基準」計畫的 D 

部分計畫，其將不支付 D 部分保險的保費。2021 年，具雙重資格者的收入若在聯邦貧窮

線 (FPL) 的 100% 之下，所負擔的共付額為非原廠等同藥 $1.30/原厰品牌藥 $4.00。收

入超過 100% 聯邦貧窮線者的共付額為非原廠等同藥 $3.70/原厰品牌藥 $9.20。 

 

消除針對醫療補助申請人的「抵降」 

殘障人士不論年齡，只要是接受社區型醫療補助服務，包括：居家護理、成人日間照護和

處方藥費用，經由參加補助需求信託，就可以把他們的全部收入用於支付生活支出。設定

補助需求信託消除了當事人需要建構其醫療補助的「盈餘」或「抵降」金錢之需求。此一

集合式收入信託基金是由非營利機構管理，在收到個人的每月收入盈餘之後，會根據其本

人或法律代表的指示為其進行重分配。請洽詢專精老年護理規劃的律師或學識豐富的老人

護理管理人員，以進一步瞭解關於資產規劃和補助需求信託的資訊。 

 

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 Evelyn Frank 法律資源計畫紐約法律援助組：212-613-7310，或

寄送電子郵件至 EFLRP@NYLA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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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法律規定，某些藥品並不在 D 部分的保障內，例如非處方藥物和維他命。如有處方，

這些藥品將繼續由醫療補助承保。 

 

強制性醫療補助管理的長期護理： 

申請個人護理服務、家庭護理服務或私人看護的醫療補助 

需要醫療補助承保的個人案例、家庭護理、或私人看護的具雙重資格者必須首先申請醫療

補助並收到醫療補助核准（有或無抵降），然後再遵循以下步驟： 

 

1. 致電紐約醫療補助選擇熱線 855-222-8350 以申請 CFEEC 預約。CFEEC，即無衝突評

價和登記中心，評價新近需要長期護理服務之人員的家庭護理服務需要。CFEEC 僅判

定一個人是否需要家庭護理。CFEEC 不判定家庭護理的類型或護理的時數。若 CFEEC 

判定客戶需要長期護理服務，定義為一年内 120 天以上的家庭護理，該客戶必須登記

加入一項管理式長期護理計畫，至少使用其家庭護理服務。 

 

2. 如果您獲準參加聯邦醫療保險的長期護理，您需要登記加入聯邦醫療補助管理式長期護

理計畫（Medicaid Managed Long Term Care）。您將收到一個寄自紐約醫療補助選擇

的包裹，告訴您關於您的選擇及如何登記加入。您將有 60 天的時間加入一項計畫。若

您不自行選擇一項計畫，您將自動加入一項管理式長期護理計畫（請參閱下面的第一個

要點）。 
 

既然是管理式長期護理計畫確定他們將會提供護理的類型和時數，該客戶可能會需要與

不止一項計畫會面，以對比不同計畫將會核准之護理的類型及護理時數。 

 

有三種類型的管理式長期護理計畫供從中選擇： 

• 管理式長期護理 (MLTC)：MLTC 計畫提供長期護理服務以及少數其他服務，例如

居家護理改善、非緊急性醫療交通、足部醫療、聽覺病矯治、牙科護理及驗光服務。

這是最靈活的管理式長期護理計畫選項，因爲您可以維持您當前的醫療保險和醫療

補助業者安排。MLTC 加入者將繼續使用其當前的計畫（即您的聯邦醫療保險卡、

醫療補助卡或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卡），獲取所有其他的聯邦醫療保險及醫療補

助服務。不自行加入管理式長期護理計畫者，將自動被加入 MLTC 計畫。 

• 醫療補助加優 (MAPlus)：MAPlus 計畫提供所有的醫療補助及聯邦醫療保險服務，

包括長期護理服務，可從同一計畫獲取服務，且會員必須使用網內的醫療業者。 

• 老人全方位護理計畫 (PACE)：PACE 計畫提供所有的醫療補助及聯邦醫療保險服

務，包括長期護理服務。會員可從同一計畫獲取服務，且會員必須使用網內的醫療

業者。PACE 計畫與 MAPlus 計畫的不同之處在於，加入者必須至少達到 55 歲方

能加入 PACE 計畫，且 PACE 計畫透過特定據點（例如醫療門診或醫院）提供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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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進一步瞭解管理式長期護理計畫類型，請造訪： 

• MLTC、MAP+ 和 PACE：

https://www.health.ny.gov/health_care/medicaid/redesign/docs/mltc_guide_e.pdf  

• 計畫目錄：

https://www.health.ny.gov/health_care/managed_care/mltc/mltcplans.htm 

 

對於急需家庭護理服務的醫療補助申請者，有一個適當程序，可在 7 天之内取得醫療補

助核准以及在 12 天之内取得家庭護理核准。除了提交 DOH-4220 申請、補充 A 和支援

文件之外，他們還必須提交一份 M11-Q 表，經醫生簽署，陳述其具體健康護理要求以及

急需此類護理的證明書。若急需家庭護理獲準，申請者將會收到由紐約醫療補助計畫支付

的服務，而不需要完成CFEEC或登記加入管理式護理計畫。但是，在收到這些服務數月之

後，這個人將會需要轉換到管理式護理，才能繼續接受那些服務。以下是 HRA 醫療補助

警示的連結，說明這個程序：www.wnylc.com/health/afile/203/614/。 

 

管理式長期護理將會如何與醫療補助抵降協作？ 

許多人士藉助醫療補助抵降保費計畫，支付醫療補助承保的居家護理服務。該等人士會在

健康保險計畫中支付醫療補助抵降保費計畫。若會員不支付抵降保費計畫，該計畫可將該

會員除名。 

 

如何選擇計畫？ 

1. 決定最符合您需求的計畫類型（MLTC、MAPlus 或 PACE）。 

2. 諮詢您的醫療業者（家庭護理機構、醫療業者等）他們所加入的計畫，以挑選一個能

繼續使用您醫療業者的計畫。若您希望加入 MAPlus 或 PACE 計畫，亦需透過該計

畫獲取 D 部分處方藥保險；計畫搜尋器 (www.medicare.gov) 應有該等計畫的處方

藥資訊。 

3. 欲加入該計畫，請致電  1-888-401-6582 洽詢紐約醫療補助選擇  (NY Medicaid 

Choice)。 

 

該計畫如何決定我將獲得的居家護理時數？ 

若您正在選擇計畫，您可要求作一次計畫評估，得出有關若您加入該計畫將獲得居家護理

之時數的書面計畫。 

 

若想轉換管理式長期護理計畫怎麼辦？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管理式长期护理计划的申请会有锁定期（lock-in period； 但这个新

规定不适用于申请 MAPlus 或 PACE 计划的申请案件）。申请人在加入一项新的管理式长期

护理计划时，有 90 天的宽限期，这个期间，申请人可以更换新的管理式长期护理计划。但

九十天后，申请人就不能更换，必须锁定加入的计划 9 个月；除非有不得不更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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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cause）。锁定期 9个月后，您可以更换新计划。纽约医疗补助选择（Maximus）处

理登记加入医疗补助（Medicaid）的管理式长期护理计划，同时可以致电 1-888-401-6582

联络。 

 

如何獲得管理式長期護理計畫的幫助？ 

獨立消費者維權網路 (ICAN) 是紐約州調解員計畫，服務對象是透過醫療補助管理式護理

（包括 MLTC、MAPlus、老年人全方位護理計畫 (PACE) 以及主流醫療補助（帶有長期護

理服務））接受長期護理服務的人士。ICAN 的聯絡電話為 1-844-614-8800。 

 

機構護理醫療補助：收入和資產指南嚴格對待機構醫療補助。一般而言，對於搬入護理之

家的患者，其收入的大部分將會歸入護理之家的支出，每月的小額「個人護理」津貼除外，

除非他們預計返家。規則更具靈活性，若他們有配偶仍然居住在家中。 

 

護理設施應該幫助準備和提交機構醫療補助 (Institutional Medicaid) 申請。除了一般的社

區醫療補助 (Community Medicaid) 申請，申請人務必提供過去 5 年的資產文件。這 5 

年「回溯期」允許醫療補助計畫識別為獲得醫療補助資格進行的非補償式轉讓。 

 

若在這個 5 年回溯期之内發現任何此類轉帳，醫療補助將會施加「轉帳罰金」。轉帳罰金

代表醫療補助將不支付護理院入住所轉帳金額成比例的時段。2021 年紐約市的轉帳總金額

將會被除以 $13,037，以判定罰金期的月數。例如，若申請人被發現在申請當月的前 5 年

之内曾將儲蓄帳戶中的 $130,370 轉帳給家庭成員，這個懲罰期將會延長至 10 個月。該

個人將不得不想辦法私人支付在醫療補助保險本將開始之前在護理院入住的 10 個月。轉

帳罰金有某些例外情況；申請者應該諮詢律師，尋求這些事宜的有關建議。 

 

留在家中生活之配偶保障：當夫妻一方進入長期護理設施後，留在家中的配偶因須支付護

理費用而受到財務保障。聯邦和紐約州法律規定，共同生活之配偶准予保有兩人的住宅、

車輛、個人物品和共同資產中的一定款項。根據醫療補助計畫在 2021 年的規定，共同生

活之配偶得以保有 $74,820 以上、$130,380 以下之資產，以及每月 $3,259.50 的收入。

然而，當夫妻兩人都處於居家護理的狀態時，共同生活之配偶保障便不適用。 

 

依照法律，各州必須採行遺產收復措施，此為主張擁有去世者包括其住宅之資產的權利，

以抵付醫療補助計畫為其所支付的居家或老人院護理。此項主張權利的程序在其配偶或

未成年子女在世時不得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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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衛生署／健康保險交易所 
• 針對 65 歲以下、非盲、非殘之個人的醫療補助 

• 基本計畫  

• 合格的保健計畫  

 
健康保險交易所 (Health Insurance Exchange) 是專為購買健康保險而設的市場。在紐約州，

交易所的名稱為「紐約州衛生署：官方健康保險市場」。紐約市健保市場提供眾多健康保

險選項。市場計畫提供全面的健康保險，且具有費用分攤結構，可能包括保費、自付額、

共付額，以及自付費用最高限。透過該健保市場提供保障的所有計畫均為 HMO，這是最具

限制性形式的管理式護理。在紐約市，必須挑選在您所居住的行政區提供服務的計畫。 

 

根據聯邦平價醫療法，不得因已經存在的病症而拒絕提供健康保險，不能對那些患有這類

病症之人增加收費來提供健康保險，並且對於已經存在的病症不可有接受醫療護理的等候

期。上述規定適用於透過健保市場購買或並非在健保市場購買的保險計畫。 

 

紐約州衛生署評估以下健康保險類型的資格條件： 

• 醫療補助：對於那些年齡未滿 65 歲、非盲或非殘障之人，收入不超過 FPL 的 138%。

整年可以申請。沒有資產限制。 

• 基本計畫：對於那些未滿 65 歲的人，收入為 FPL 的 138-200%。整年適用整年可以

申請。沒有資產限制。 

• 「合格的保健計畫」(QHP) - 有或無聯邦補助；沒有資產限制。只能在年度開放參加期

内申請，除非您有符合資格的事件。 

 

如何透過健保市場申請保險： 

• 線上申請：www.nystateofhealth.ny.gov。 

• 透 過 導 引 者 取 得 免 費 申 請 協 助 。 造 訪 

https://info.nystateofhealth.ny.gov/IPANavigatorSiteLocations 以取得紐約的導引者清

單。 

• 致電紐約州客戶保健服務中心電話：1-855-355-5777。 

 

紐約州衛生署將會首先對您進行醫療補助資格評估。如果不符合醫療補助資格，將會對您進

行基本計畫評估。若不符合基本計畫資格，則會對您進行合格的保健計畫 (QHP) 評估。有

些人符合聯邦補助資格以購買 QHP。若您不符合領取補助的資格，您可能須全價購買該計

畫。您必須是居住在紐約的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才可以透過紐約健保市場購買保險計畫。 

 

健保市場計畫與其他保險如何相互作用？ 

• 如果已有醫療補助，便不需要再購買其他健康保險。 

• 如果已有聯邦醫療保險，也不需要透過健保市場購買健康保險。擁有聯邦醫療保險者一

般不能參加健保市場提供的保險計畫。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不能取得聯邦補貼以購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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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計畫。 

• 若是領取社會安全殘障保險 (SSDI) 並正處於聯邦醫療保險承保開始前的 24 個月等

候期內，可能要考慮市場提供的保險計畫。當您符合聯邦醫療保險的資格時，可以取

消健保市場的保險計畫。您需要決定如何獲得聯邦醫療保險福利 – 聯邦醫療保險原始

計畫還是醫療保險優勢計畫。 

 

針對 65 歲以下、非盲、非殘之人員的醫療補助 

對於懷孕婦女、年齡不超過 18 歲之兒童、父母/看護親屬以及年齡介於 19 至 64 歲的無

子女成年人，會依據 MAGI（調整後總收入）預算進行醫療補助資格評估。收入不超過 

FPL 138% 之人士（2021 年，個人每月預估為 $1,481/已婚夫婦每月預估為 $2,003）就

可能符合醫療補助資格。年滿 19 歲之孩童符合醫療補助的較高收入級別資格。沒有資產

限制。他們的醫療補助福利將透過管理式醫療計畫 (HMO) 取得，該計畫應於申請時選擇。

醫療補助需每年進行一次重新認證。您必須回覆郵件，以便接受後續醫療補助福利評估。 

 

經判定為殘障的人士，包括領取社會安全殘障保險但尚未取得聯邦醫療保險者，以及年齡

在 65 歲以上的父母/看護親屬 （即使已有聯邦醫療保險），在 MAGI 水準提高後可能也

有資格獲得醫療補助。 

 

當我由於年滿 65 歲或是因爲身心障礙狀況而符合聯邦醫療保險資格時，我透過健保市場

參加的醫療補助會發生什麼事？ 

透過健保市場參加醫療補助的人士，在他們年滿 65 歲或由於身心障礙取得聯邦醫療保險

時無法維持健保市場的保障，雖然轉換程序會依據您是否因為年齡或殘障而獲得聯邦醫療

保險而有異。例外情況：未成年兒童的父母/看護親屬可以透過紐約州衛生署維持醫療補助，

而且亦可以擁有聯邦醫療保險。從健保市場參加的醫療補助轉換為聯邦醫療保險的所有個

人都能自動領取 D 部分的全額補助（請參閱第 36 頁）。 

 

• 65 歲符合醫療補助的資格：當個人年滿 65 歲時，其醫療補助個案將會轉介至紐約市

人力資源行政部 (HRA)。HRA 將會郵寄待填寫的表格，以評估該個人是否能在更低、

非 MAGI 收入水準的標準下繼續取得醫療補助。若客戶希望進行後續醫療補助合格條

件評估，則應該回應任何 HRA 郵件。在進行評估期間，HRA 將會給予這個人約四個

月的醫療補助資格。在這個時間内，客戶可以使用其紐約州福利卡並從任何接受醫療補

助之業者獲得服務費醫療補助。 

 

領取社會安全福利的個人將在年滿 65 歲時自動被納入聯邦醫療保險。針對年滿 65 歲

之時不領取社會安全福利的個人，推薦在 7 個月內的首次參加期（請參照第 5 頁）申

請聯邦醫療保險，因為超過 65 歲時，申請醫療補助的條件是有聯邦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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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後續醫療補助資格被否決，當事人可能考慮加入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畫，或是在聯

邦醫療保險原始計畫中購買補充險條款。個人將全額獲得當日曆年剩餘時間的額外補助

（請參閱第 36 頁），而紐約州衛生署將會退還個人繼續參加醫療補助保險之期的 B 

部分保費。 

 

如果醫療補助的資格通過，當事人可以決定如何接收他們的聯邦醫療保險以及醫療補助

福利（請參閱第 47 頁，以瞭解聯邦醫療保險及醫療補助如何相互運作）。 

 

• 因殘障而符合醫療保險資格：在領取 24 個月的社會安全殘障保險 (SSDI) 賠付之後，

個人即符合聯邦醫療保險資格，並會自動寄送聯邦醫療保險卡。他們將會維持醫療補助

保障直至其 12 個月醫療補助授權期結束；他們將繼續使用透過健保市場參加的醫療補

助，但將使用他們的醫療補助卡來使用健康服務，而非 HMO 計畫卡。聯邦醫療保險是

其主要健康保險業者，而醫療補助是其副保險。在其 12 個月授權期間結束時，醫療補

助案例會從紐約州衛生署移轉至 HRA。HRA 將會寄發表格，評估醫療補助後續資格。

建議客戶登記參加最能保障其藥物的 D 部分計畫；若客戶未選擇計畫，其將會自動加

入一項計畫。 

 

基本計畫 

基本計畫針對的人員年齡未滿 65 歲，月收入為 FPL 的 138-200%，2021 年預計個人

為每月收入介於 $1,481-$2,147，已婚夫婦為每月收入介於 $2,003-$2,903。參加基本計

畫的人員可以選擇一項要加入其中的基本健保計畫，而且每月支付保費 $0 或 $20。基

本計畫保障包括住院病人和門診病人護理、醫生服務、診斷服務和處方藥物等等。預防

護理，例如常規診所訪視和推薦的篩查都是免費的。 

 

登記加入基本計畫全年進行。 

• 收入為 FPL 的 138-150% (預計 2021 年單身人士收入為 $1,481-$1,610/月，

兩口之家收入為 $2,003-$2,177/月) 的人員為服務支付 $0 保費、$0 自付額以

及最低共付額，年度自付費用最高限為 $200。 

• 收入為 FPL 的 150-200% (預計2021 年單身人士收入為 $1,610-$2,147/月，

兩口之家收入為 $2,177-$2,903/月) 的人員為服務支付 $20 保費、$0 自付額

以及最低共付額，年度自付費用最高限為 $2,000。 
 

符合聯邦醫療保險資格的基本計畫加入者不再符合基本計畫資格。他們將會收到紐約州

衛生署的通知，聲明其登記加入行將結束。這些個人應該在其 7 個月的首次參加期内登

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A、B 和 D（請參閱第 5 頁），並且可能會需要考慮補充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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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保健計畫 

合格的保健計畫可供任何人購買；收入低於聯邦貧窮線的 400%（2021 年單身人士收入

為 $51,520，四口之家收入為 $106,000），便可能有資格獲以稅收抵免的形式取得聯邦

補貼，以幫忙支付保險計畫的費用。 
 

保險計畫區分為四種「金屬」等級 – 銅、銀、黃金、白金。各金屬等級的費用分攤（自

付額、共付額）條件各異；銅計畫的月保費較低而要求的費用分攤較高；白金計畫的月保

費較高而要求的費用分攤較低。 

 

我何時可以登記加入合格的保健計畫？ 

該市場的開放登記時間為每年 11 月 1 日至隔年 1 月 31 日。在 1 月 31 日之後，您

需等到下一年度的開放登記方可加入。某些特定例外狀況容許於年中登記加入，包含喪失

目前的健康保險。 

  

進一步瞭解健保市場計畫的各種途徑： 

• 聯絡「導引者」。導引者屬於社區組織，他們能協助您挑選並登記加入保險計畫。欲

尋 找 附 近 的 導 引 者 ， 請 至 

https://info.nystateofhealth.ny.gov/IPANavigatorSiteLocations 或致電社區健康維護

者 (Community Health Advocates)：1-888-614-5400。 

• 聯絡紐約州衛生署（由 Maximus 運營），電話：1-855-355-5777，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 造訪 nystateofhealth.ny.gov。 

 

一般建議參加合格的保健計畫 (QHP) 且有資格申請聯邦醫療保險的人士一旦符合資格即

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並且至少提前 14 天通知他們的計畫退出 QHP（與開始他們的

聯邦醫療保險福利同步）。這是因為： 

• 具備參加聯邦醫療保險資格後不能繼續領取任何保費補貼或減少費用分攤（以幫助

支付 QHP 保費）。 

• 加入 QHP 並不能延長其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的時間。延遲登記會造成保險無法

銜接以及面臨延遲加入罰金。 
 

受益人須在首次參加期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A、B 與 D 部分（請參閱第 5 頁以取得詳

細資訊），並且須停止 QHP 保險。 

 

可能需要認真考慮 QHP 與聯邦醫療保險的人士有： 

• 不具備加入免保費 A 部分資格的人士。他們可能領取保費補貼或減少 QHP 保險的費用

分攤，但是僅限他們不登記加入 A 或 B 部分的情況。如果他們希望以後才加入聯邦醫

療保險，就會有延遲，並且延遲加入聯邦醫療保險 A 和 B 部分均有延遲登記罰金。 

• 年齡未滿 65 歲且患有末期腎臟疾病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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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軍人的保險福利與軍人醫療保險 (TRICARE FOR LIFE) 

 
欲在由退伍軍人事務部 (VA) 所經營之機構接受醫療護理，退伍軍人必須向退伍軍人事務

部登記。退伍軍人隨時都可以申請保險。可以加入醫療護理計畫的退伍軍人的人數由國會

每年撥付給退伍軍人事務部 (VA) 的金額決定。由於資金有限，VA 根據服務年資和財務狀

況設定了優先小組 (1-8)，以確保某些退伍軍人群體能夠優先加入。 

 

登記加入的退伍軍人不需要提交他們的收入資訊。但是，某些退伍軍人需要填寫一份財務

狀況評估，以判定他們是否有資格享受免費醫療護理、藥物和/或旅行補貼。 

 

從 2015 年起，VA 不再將資產淨值作為健康護理計畫和共付額承受能力的確定因素。VA 

現在只考慮退伍軍人的家庭毛收入和上一年的自付總額。VA 健康護理計畫取消資產淨值

這一考量因素意味著某些低收入、患有非服役造成的疾病的退伍軍人的自付費用會降低。

欲進一步瞭解 VA 全國性收入門檻，並測算適用於您的地區經濟狀況調查 (GMT)，請造

訪 www.va.gov/healthbenefits/apps/explorer/AnnualIncomeLimits/HealthBenefits。 

 

不具免費醫療護理資格的退伍軍人須支付共付額。 

 

共付額類型： 

1. 藥物：共付額分為三個級別，但費用分攤條件互異：1 級，優選非原廠等同藥 – 

$5；2 級，非優選非原廠等同藥 – $8；3 級，原廠品牌藥 – $11。針對優先團體 

2 至 8 號的退伍軍人，因非服役造成的疾病而在門診所獲得的最大供給量為 30 

天維護性藥物，年度共付額上限為 $700，除非另有豁免規定。 

2. 門診病人：普通醫療門診共付額為 $15，專科醫療門診共付額為 $50。 

3. 住院病人：無論何種服務等級，一年 365 天內的每 90 天護理適用標準共付額付

費政策，除此以外，還會評估住院的每日 (每天) 費用。 

4. 長期護理：退伍軍人事務部對長期護理服務的收費視所提供的服務類別和退伍軍人

個人的付款能力而定。基於三個護理等級。住院（老人護理院、臨時看護所、老人

檢查院）；門診 (成人日間健康護理、臨時看護所、老人檢查院）；和退伍軍人收

容所。 

 

退伍軍人事務部不能向聯邦醫療保險收費，因此只擁有聯邦醫療保險且必須為醫療護理負

擔共付額的退伍軍人，將需要為服務支付適當費用。不過，若有補充保險，退伍軍人事務

部將會先向該承保業者收費。 

  

http://www.va.gov/healthbenefits/apps/explorer/AnnualIncomeLimits/Health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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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況下，VA 可以預先授權在非 VA 醫院或其他護理環境中的服務。退伍軍人可能

需要針對非服役造成的護理支付 VA 共付額。如果並非所有服務都由VA 授權獲得保障，

聯邦醫療保險可能會支付您住院期間所需之其他服務的費用。 

 

VA 牙醫保險計畫 (VADIP) 

VA 目前對符合資格的部分退伍軍人提供綜合牙醫保險賠付。不過，有許多退伍軍人因資

格不符而無法取得 VA 牙科服務。VA 已與兩家牙醫保險業者合作展開一項試辦計畫，參

加 VA 健保計畫的退伍軍人和 CHAMPVA 計畫的受益人可以購買牙醫保險。牙醫保險計

畫須支付月保費和共付額。欲取得更多資訊，請至 www.va.gov/healthbenefits/vadip/ 或

致電 Delta Dental：1-855-370-3303 或 MetLife：1-888-310-1681。 

 

VA 福利與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及 B 部分如何交互運作？ 

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及 B 部分與 VA 健康系統會獨立作業。基於此原因，符合參加聯邦

醫療保險資格的人可以登記加入，以使用 VA 健康護理系統以外的醫院及醫療服務提供者。

如果您在首次符合資格時未登記加入聯邦醫療保險，而且您不符合特定參加期的資格，則

可能需要為 B 部分延遲登記罰金負責。 

 

VA 藥品保險與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如何交互運作？ 

VA 處方藥保險被認為是可信的，這表示它不亞於、或更優於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同時

擁有 D 部分計畫及 VA 藥品保險是可行的。若是原先選擇放棄 D 部分計畫，而日後想

要加入 D 部分，將不會有延遲登記罰金。但是，必須等到下一年度的開放參加期（10 月 

15 日 – 12 月7 日）才能加入某項保險計畫（承保從 1 月 1 日開始），除非該個人符

合加入某個特定參加期的資格。 

 

TRICARE 軍人醫療保險為現役軍人及其家屬、因公殉職的軍人家屬、生前配偶、退休人

員及其家屬（不論退伍軍人是否殘障）以及國民衛隊/後備軍人成員提供保險。65 歲以上

（含）且服務 20 年以上的軍方退休人士（及其配偶），目前參加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

和 B 部分計畫者，有資格參加 TRICARE for Life (TFL)。TFL 是免保費的管理式健保計畫，

用以補充聯邦醫療保險之不足，並且包含 TRICARE 快捷藥方藥房計畫。TRICARE 快捷

藥方不保障投保主要商業藥房保險或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保險的受益人。TFL 可用於退

伍軍人事務部的醫療機構，但由於退伍軍人事務部不能向聯邦醫療保險收費，患者有責任

支付帳單中的聯邦醫療保險部分。欲進一步瞭解軍人醫療保險，請致電 1-866-773-0404 

或造訪 www.tricare.mil。TRICARE 的額外福利是其牙科保險。TRICARE 牙科保險包含：

TRICARE 現役牙科計畫 (ADDP) 針對現役服務會員由軍事牙科診所 (MDC) 引薦或住處

距離 MDC 超過 50 英里；TRICARE 牙科計畫 (TDP) 針對 ADSM 家庭，國民衛隊/預備

役軍人及其家庭成員，而 TRICARE 退役人員牙科計畫 (TRDP) 針對退休的 SM 及家庭。 

http://www.tricare.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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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健康醫療計畫 (CHAMPVA) 是為服役期间造成的 100% 永久性完全殘障的退伍軍人

受撫養親屬所設的醫療保險計畫。CHAMPVA 訂有年度自付額，每一日曆年個人為 $50 或

全家為 $100。另外，還有 25% 共保額。CHAMPVA 並無醫療業者一覽表。大部分聯邦醫

療保險和 TRICARE 的醫療業者都會接受 CHAMPVA（但務必先向醫療業者確認）。符合 

TRICARE 資格者不能參加 CHAMPVA。欲進一步瞭解 CHAMPVA，可致電退伍軍人事務部：

1-800-733-8387，或造訪 www.va.gov。 

 

 

欲進一步瞭解健康退伍軍人事務部保險福利，請致電 1-877-222-8387（中部時間上午 7 

時至下午 7 時開通）或造訪 www.va.gov/h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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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居民的其他醫療保險選項 

 
COBRA 

聯邦法令規定，員工人數在 20 人（含）以上之雇主，必須在員工離職後提供 COBRA 

作為雇主健康保險的「延續保障」。在紐約州，大多數人獲得的 COBRA 保障最高可達 

36 個月。COBRA 可銜接缺口，直到您取得聯邦醫療保險或找到提供醫療保險的新工作。

若有下列情況即符合此項保險資格：退休、離職、解雇、工時刪減，或是從事工作的配

偶死亡或離婚。對延續保障的選擇必須在發出  COBRA 權益通知的  60 天內進行。

COBRA 的保費是雇主和員工兩方付予該計畫合計金額的 102%。配偶和受撫養親屬也可

以享有 COBRA 的保險福利。 

 

若在符合聯邦醫療保險資格之前享有 COBRA，當聯邦醫療保險開始生效時，COBRA 一

般即會終止。若是已經符合聯邦醫療保險的資格，並且仍在工作，可在停止工作時選擇 

COBRA。若是同時擁有聯邦醫療保險和 COBRA，聯邦醫療保險為主保險，COBRA 為副

保險。COBRA 保險不允許當事人延後加入 B 部分，延後會產生罰則。 

 

 

健康和醫院機構保險 (HHC Options) 

「健康和醫院機構保險」是由紐約市健康及醫院所提供的計畫，讓中低收入的個人和家

庭能夠透過 HHC 的醫院和醫療設施網絡，按遞減的收費標準來取得醫護服務。參加「健

康和醫院機構保險」無需任何費用；只有使用醫療服務時才要付費。HHC 在進行資格認

定 時 並 不 會 查 看 移 民 身 份 。 如 需 詳 細 資 訊 ， 請 造 訪 

http://www.nychealthandhospitals.org/paying-for-your-health-care/hhc-options 或致電 

1-844-NYC-4NYC。 

 

 

聯邦合格保健中心 

聯邦合格保健中心 (FQHC) 是向所有年齡層次之人士提供普通醫療（健康和疾病門診）、

心理健康及藥物濫用、牙科護理及處方藥物的綜合保健中心。聯邦合格保健中心 (FQHC) 

接納健康保險，且視病患並無按遞減標準收費（病患按照各自收入支付保費）的保險。

對於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FQHC 可免除 B 部分的年度自付額和 20% 的共保額（若合

資格）。若要尋找 FQHC，請造訪 http://findahealthcenter.hrsa.gov/Search_HCC.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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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與自雇 

有些行業提供團體費率的保險。請洽詢您的前任雇主和/或任何您所屬的專業協會。 

以下提供一些資源，可查詢是否有適合您的團體計畫。 

 

小企業服務局  

(Small Business 
Service Bureau) 

小企業員工 
1-800-343-0939 
www.sbsb.com  

平面藝術家協會 

(Graphic Artists Guild) 
平面藝術家 

1-212-791-3400 

graphicartistsguild.org 

全國作家聯盟  

(National Writers Union) 
作家 

1-212-254-0279 
www.nwu.org 

演員工會  

(Screen Actors Guild) 
表演工作者 

1-212-944-1030 
www.sagaftra.org 

自由工作者聯盟 

(Freelancer’s Union) 

金融服務 

非營利事業 

科技媒體 

與廣告藝術、 

文化或娛樂 

家庭托兒業者 

傳統或另類醫療業者 

專業電腦用戶 

www.freelancersunion.org 

 
  

http://www.sbsb.com/
http://www.sbsb.com/
https://graphicartistsguild.org/
https://graphicartistsguild.org/
http://www.nwu.org/
http://www.nwu.org/
http://www.sagaftra.org/
http://www.sagaftra.org/
http://www.freelancersun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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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立醫療指示 
法律所規定的個人醫療護理決定權 

 
您有權利決定自己的醫療護理，包括接受、拒絕或停止何種醫療護理或治療。若是不想

接受某種類型的治療，應該告知您的醫生、醫院或其他醫護業者。您有權利獲知所患疾

病的全部詳情，包括：提議的治療方案、任何替代療法，以及這些過程所含有的風險。 

 

您需要與配偶、家人、密友及醫生討論，以協助您決定是否應預立醫療指示。與他們預

先討論，您對自己的醫療護理會有哪些個人指示。 

 

預立醫療指示是一份文件，記錄您對醫療的選擇。在紐約，有三種預立醫療指示： 

 

1. 醫療護理授權書 (Health Care Proxy) 讓您指定他人在您無法自行做決定時代您做出

醫療決定。您所選擇的「代理人」必須清楚您對治療的期望，需要討論突發性抉擇時

能夠取得連繫，並且同意在任何情況發生時能承擔責任。在一般情況下，您的醫生或

醫院的工作人員不能成為您的「代理人」。 

2. 生前預囑 (Living Will) 讓您能說明自己對醫療護理的期望，並可用於特別說明關於使

用維生設備延長生命、或是在臨終或永久無意識狀態時所希望接受的處理程序。該份

文件必須簽名、註明日期並有人證 (但不得為您的醫生或近親)。 

3.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DNR) 指示讓您能特別指明一旦心臟或呼吸停止時，您不希望施

行心肺復甦術。 

 

預立醫療指示應該在緊急情況時可以取得。切勿把它們放在保險箱內。給您的醫生和可

能成為您的「代理人」的家庭成員每人一份副本。副本和正本的效力是一樣的。這些表

格可在醫院、醫生診所及下列網站上的州辦事處取得：www.ag.ny.gov。表格皆為免費且

不需要律師即可填寫。 

 
 
 
 
 
 
 
  

 

依照最新的家庭醫療決定法，家人或密友能以代理人身份代為做出醫療決定，包括

代表喪失決定能力、且未預先準備醫療指示表明態度的病患決定拒絕或撤除維生設

備。儘管有這項新法令，建議紐約人士還是應該準備醫療護理授權書，讓指定的

「醫療代理人」為失去表達選擇能力者做出醫療決定。代理人必須體察您對經由餵

食管和靜脈注射給予營養與水份的意願。 

 

http://www.ag.ny.gov/
http://www.ag.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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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住院保險 
 

自付額 $1,484 (每一段權益期) 

共付額 
每段權益期的第 61 天至 90 天為每日支付 $371 

每一段「終身儲備期」為每日 $742 

專業護理設施

共付額 
每段權益期的第 21 天至 100 天為每日支付 $185.50 

 

B 部分：醫療保險 

 每月保費 多數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將需要支付 $148.50 的標準保費，除了： 

• 那些其社會安全生活費用調整 (COLA) 沒有增加得足以將其 

B 部分保費提高至 $148.50 水準之人。 

• 收入較高的受益人（個人超過 $88,000/已婚夫妻超過 

$176,000）需支付較高額的保費。 

年自付額  $203 

共保額 大部分服務有 20% 
 

有些 65 歲（含）以上人士因不符合社會安全局的條件而無免保費住院保險（A 部

分）。屬於此一類者，可支付月保費以取得 A 部分。此稱之為「保費型住院保險」。

在 2021 年，若您的社會安全保險少於 30 個工作季點，A 部分保費將是每月 $474。

若您的社會安全保險累積了 30 至 39 個工作季點，A 部分保費將是每月 $259。 

 

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畫（2021 年預估值） 
 月收入限制 

 個人 夫妻 

QMB ─ 合格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計畫 

紐約州為自動符合 A 部分保險計畫資格者支付保費、

自付額和共保額。 
$1,093 $1,472 

SLMB ─ 特定低收入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等級 

紐約州僅支付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保費。 
$1,308 $1,762 

QI ─ 合格個人計畫 

紐約州僅支付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保費。 
$1,469 $1,980 

 
*如果您的所得低於上述範圍，但是無意申請醫療補助，也可以申請 QMB。  



 

 
62 

致电 212-AGING-NYC（212-244-6469）并要求提供 HIICAP 

2021 年醫療補助 
 
標準醫療補助 

失明、殘障或 65 歲 (含) 以上者的收入與資產最高限*： 

 月收入 資產 

個人 $884 $15,900 

夫妻 $1,300 $23,400 

 

*收入的首 $20 可豁免。以上數字尚未扣除 $20。准予擁有的葬儀金津貼為每人 $1,500。 

 

住在老人院的醫療補助 

收入：住在老人院的人士符合領取醫療補助的補貼資格時，除了每個月 $50 的津貼留做

其個人需要之用，所有的收入都歸老人院所有。 

資產：所有的個人資產都必須先用以支付費用（不包括：主要住宅、汽車和個人物品）。 

已婚夫妻：已婚夫妻中之一人符合醫療補助對老人院的補貼時，其配偶（仍居住在家中

者）可以保留部分收入和兩人共有之資產，而醫療補助支付接受住宿照護的配偶。 

 

共同生活之配偶得以保有： 

資產：$74,820 以上；$130,380 以下 收入：每月 $3,259.50 

 

 

欲進一步瞭解醫療補助，請致電人力資源管理局 (HRA) 的醫療補助專線 1-888-692-

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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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醫療補助辦事處 
 

醫療補助申請人可致電醫療補助專線 1-888-692-6116 以查詢距離最近的醫療補助辦事

處、營業時間和前往指示。紐約市居民可以在五個行政區內的任何辦事處申請。办公时间

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时至下午5时，除非另外注明。 

 

全市醫療補助辦事處： 

• * 醫療補助中央辦公室 (Central Medicaid Office), 785 Atlantic Avenue, Brooklyn, NY 

11238 1-929-221-3502 

 

曼哈頓 

• 華埠醫療補助辦事處：115 Chrystie Street, 5 floor。(212) 334-6114 

• * 曼哈頓醫療補助辦事處：520-530 West 135th Street, 1st floor。 

(212) 939-0207 x0208 

 
布朗士區 

• Fordham: 2541-2549 Bainbridge Ave (929) 252-3230 

• Morrisania 診斷和治療中心：1225 Gerard Avenue, Basement。 

(718) 960-2799 

• * Rider 醫療補助辦事處：305 Rider Avenue, 4th Floor。(718) 585-7872 (时间为星期

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时三十分至下午5时) 

 

布鲁克林區 

• * 康尼島醫療補助辦事處：3050 West 21st Street, 3rd Floor。(929) 221-3790 

• 東紐約區醫療補助辦公室：404 Pine Street, 2nd floor。718-221-8204 

• 國王郡醫院 (Kings County Hospital)：441 Clarkson Avenue, “T” Building, Nurses Residence, 

1st Floor。(718) 221-2300 x2301 

• * 布魯克林醫療補助南部辦公室（醫療補助中央辦公室）：785 Atlantic Avenue, 1st Floor。

(929) 221-3502 

 

皇后區 

• * 皇后區社區醫療補助辦事處：32-20 Northern Blvd., 3rd Floor。(718) 784-6729 

• 牙買加社區醫療補助辦事處：165-08 88th Avenue, 8th Floor。(718) 252-3193 

 

史坦登島 

• * 史坦登島醫療補助辦事處：215 Bay Street。(929) 221-8823/8824 

  



 

 
64 

致电 212-AGING-NYC（212-244-6469）并要求提供 HIICAP 

2021 年聯邦醫療保險 B 部分及 D 部分為較高收入 

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之月收入相關調整額 (IRMAA)  
 

2019 年修正調整後 

年總收入 (MAGI) 
B 部分月保費 

D 部分（處方藥） 

月保費 

個人 MAGI 為 $88,000 或以下／ 

已婚夫妻 MAGI 為 $176,000 或以下 

2021 年標準 

保費 = $148.50 
您的保費 

個人 MAGI 為 

$88,000-$111,000/ 
已婚夫妻 MAGI 為 

$176,000-$220,000 

$207.90 
您的保費 

+ $12.30 

個人 MAGI 為 

$111,000-$138,000/ 
已婚夫妻 MAGI 為 

$220,000-$276,000 

$297.00 
您的保費 

+ $31.80 

個人 MAGI 為 

$138,000-$165,000/ 
已婚夫妻 MAGI 為 

$276,000-$330,000 

$386.10 
您的保費 

+ $51.20 

個人 MAGI 為 

$165,000-$500,000/ 
已婚夫妻 MAGI 為 

$330,000-$750,00 

$475.20 
您的保費 

+$70.70 

個人 MAGI  

超過 $500,000/ 

已婚夫妻 MAGI 

超過 $750,000 

$504.90 
您的保費 

$77.10 

已婚但分別保稅 

MAGI 少於 $88,000 
$148.50 您的保費 

已婚但分別保稅  

MAGI 為 $88,000-$412,000 
$475.20 

您的保費 

 +$70.70 

已婚但分別保稅  

MAGI為$412,000 及更多 
$504.90 

您的保費 

$77.10 

➢ 调整后总收入（MAGI）计算方式为总收入+免税利息收入。.  

➢ B 部分保費以及 B 部分及 D 部分的 IRMAA 已從當事人社會安全福利中減免（或是已支

付，如未享有社會安全福利）。 

➢ D 部分附加費用已從當事人的社會安全支票中減免（或是已支付，如未享有社會安全福

利），即便當事人直接向計畫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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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健康保險定義 

 
原廠品牌藥 具有商品名稱並且受專利保護的藥物。只能由擁有專利的公司

進行生產和銷售。 

共保額 必須為醫療護理支付的一筆金額。總護理費用百分比。 

共付額 

 

支付醫療服務的一筆固定金額。 

可信的保險保障 一種與基本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藥物計畫相比一樣好，甚至

更好的處方藥保險。 

自付額 每年必須在保單開始支付之前支付的一筆金額。 

具雙重資格者 同時享有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的某個人。 

聯邦貧窮線 (FPL) 每年由聯邦政府簽發的收入尺度。用於判定某些計畫和福利之

合格條件的數額。 

處方集  處方藥物計畫承保藥物之清單。 

非原廠等同藥 其活性成分配方相同於原廠品牌藥的一種藥物。非原廠等同藥

的費用通常低於原廠品牌藥。 

收入相關醫療保險調整額 

(IRMAA)  

就醫療保險 B 部分和 D 部分而言，收入較高的人源需要支

付較高的保費。 

先前存在的病情 一種在保險保障生效之前就存在的健康問題。 

保費 為保險而支付的金額。不管是否使用任何健保服務，您均應支

付保費。 

事先授權 必須事先取得的核准，以便保險公司給藥物或服務承保。 

數量限制 此種情況下所指的是 D 部分藥物計畫限制處方藥的數量，其

中藥物計畫將會由於安全性和/或費用原因在某個時段給這些

藥物承保。 

循序用藥  D 部分藥物計畫所使用的一種限制，要求您在為那種情況使用

另一種藥物之前首先試用一種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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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支付處方藥的資源 
（每項計畫均有自身的資格要求。如欲獲取更多資格 

要求資訊以及瞭解如何申請，請撥打電話或查看網址。） 
 

ADAP (愛滋病藥物輔助計畫)──為治療 HIV/AIDS 及因免疫系統缺失引起的感染提

供免費藥物。ADAP 計畫能夠為擁有部分保險（包括聯邦醫療保險 D 部分）以及有

醫療補助抵降保費需求的人士提供幫助。致電  (800) 542-2437 或造訪 

www.health.ny.gov/diseases/aids/general/resources/adap/eligibility.htm 以取得詳

細資訊。 

福 利 查 詢  (Benefits Check Up)── 協 助 找 尋 適 用 的 福 利 和 服 務 。 

www.benefitscheckup.org 

BigAppleRx 處方藥折扣卡──是由紐約市政府免費提供的處方藥折扣卡。任何人

都能獲得卡片，無論其年齡、收入、公民權和健康保險狀態為何。原廠品牌藥和非

原廠等同藥都能享有折扣。紐約市民卡 (IDNYC) 可提供和 BigAppleRx 折扣卡相同

的折扣。請造訪 www.BigAppleRx.com 或致電 1-888-454-5602 以取得詳細資訊。 

癌症護理共付額援助基金 (CancerCare Co-Payment Assistance Foundation)──為有

資格條件的人提供共付額援助，以便進行化療和獲取靶向治療藥物。造訪 

www.cancercarecopay.org 或撥打 1-866-552-6729。 

好日子 (Good Days) (原慢性疾病基金)──幫助某些患有慢性疾病的人支付保險共

付額。如欲獲取更多資訊以及符合條件的疾病和藥物名稱列表，請造訪 

www.mygooddays.org 或致電 1-877-968-7233。 

GoodRx──GoodRx 可讓您比較不同藥房的藥物費用。也可讓您列印優惠券。請造

訪 GoodRx.com 以取得詳細資訊。 

健康基金會 (HealthWell Foundation)──為符合條件的人士提供經濟援助以支付

某 些 藥 物 和 治 療 的 共 保 額 、 共 付 額 、 健 康 保 險 和 自 付 額 。 造 訪 

Healthwellfoundation.org 或致電 1-800-675-8416。 

白血病和淋巴瘤學會共付額援助計畫 (Leukemia and Lymphoma Society Co-

Pay Assistance Program)──幫助支付保費（私人或聯邦醫療保險相關保費均可）

和共付額。造訪  https://www.lls.org/support/information-specialists 或致電  1-

800-955-4572。 

藥物協助工具 (Medicine Assistance Tool)──協助取得免費或低價的處方藥。也

提供連結至協助支付共付額的計畫。造訪 www.medicineassistancetool.org。 

美國藥事局全國聯合會  (NABP)──可搜尋經認證為安全經銷商的網上藥房。

www.nabp.pharmacy 

  

http://www.benefitscheckup.org/
http://www.benefitscheckup.org/
http://www.cancercarecopa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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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骨 髓 病 患 者 援 助 計 畫 與 經 濟 援 助 基 金  (National Marrow Patient 

Assistance Program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Fund)──如果保險沒有承保全

部費用，可幫助符合條件的個人支付骨髓或臍帶血移植的費用。造訪 

www.bethematch.org 或致電 1-888-999-6743。 

美國罕見疾病組織 (NORD)──協助患有某些疾病、而沒有保險或保險不足的人士

取得所需的藥物。www.rarediseases.org 或致電 1-800-999-6673 

NeedyMeds.com──提供關於藥物治療與病患計畫的資訊，說明如何申請每一項

計畫。造訪 www.needymeds.org 或致電 1-800-503-6897。 

患者權益基金會共付額援助計劃──幫助符合條件且被診斷某些疾病的人支付處方藥

的共付額。造訪 www.copays.org 或致電 1-866-512-3861。 

患者服務企業 (Patient Services Incorporated, PSI)──可幫助患有某些慢性疾

病的人提供援助，支付健康保險保費和共付額/共同保險，以及差旅費用。造訪 

www.patientservicesinc.org 或致電 1-800-366-7741。 

RX Hope──直接通過該網站申請折扣藥品和免費藥品。造訪此網站：

www.rxhope.com。  

 
其他網上資源 

勞工部──提供關於 COBRA、塵肺症等資訊──www.DOL.gov  

牙醫保險計畫比較──www.dentalplans.com 

健康與人類服務管理局──www.hhs.gov 

HealthFinder.gov──提供不同病症的專門資訊 

美國家庭聯盟 (Families USA)──提供關於健保政策的資訊── www.familiesusa.org 

凱薩家庭基金會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提供關於健保政策的資訊

──www.kff.org  

  

http://www.bethematch.org/
http://www.copays.org/
http://www.rxhope.com/
http://www.rxhope.com/
http://www.dol.gov/
http://www.dentalplans.com/
http://www.hh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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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HIICAP 熱線 ──致電紐約州老人局的 Aging Connect 專線    

並洽詢 HIICAP  --------------------------------------------------------------  

www1.nyc.gov/site/dfta/services/health-insurance-assistance.page 

 
1-212-244-6469 

Aging Connect ──紐約市老人局提供的服務 -----------------------------------  

www.nyc.gov/aging  

1-212-244-6469 

Access-A-Ride 殘障專車 -----------------------------------------------------------  

http://web.mta.info/nyct/paratran/guide.htm  

1-877-337-2017 

宣導、諮商與權益服務方案 (ACES)  --------------------------------------------  1-212-614-5552 

檢察長辦公廳消費者保護局 -------------------------------------------------------  

www.ag.ny.gov   

1-800-771-7755 

BigAppleRx 折扣卡 -----------------------------------------------------------------  

www.BigAppleRx.com   

1-888-454-5602 
聽障專線:1-800-662-1220 

紐約身心障礙人士獨立中心 -------------------------------------------------------  

www.cidny.org  

1-212-674-2300 或 

1-646-442-1520 
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 (CMS)  ------------------------------------  

www.cms.gov  

1-800-MEDICARE 

哥倫比亞大學牙醫學院教學診所 -------------------------------------------------  1-212-305-6100 

www.dental.columbia.edu/teaching-clinics  
社區健康維護者 ---------------------------------------------------------------------  

www.communityhealthadvocates.org   

1-888-614-5400 
 

老年保健指南 ------------------------------------------------------------------------  

www.eldercare.acl.gov  

1-800-677-1116 

老人藥品保險 (EPIC)  -------------------------------------------------------------  

www.health.state.ny.us/health_care/epic/index.htm  

1-800-332-3742 

HEAR NOW（為資產有限人士提供助聽器） -----------------------------------  

https://www.starkeyhearingfoundation.org/ 

1-800-328-8602 

自主能力健康資訊工具（免費及低收費保健和社會服務資源目錄） --------  

www.HiteSite.org  

1-866-370-4483 

健康及醫院總局 (HHC Options)  ------------------------------------------------  

http://www.nychealthandhospitals.org/paying-for-your-health-
care/hhc-options/   

1-844-NYC-4NYC 

人力資源管理局 (HRA) 資訊專線──提供所有 HRA 計畫的資訊，包括食

物劵、公共援助和醫療補助 -------------------------------------------------  

 
1-718-557-1399 

HRA 醫療補助專線 -----------------------------------------------------------------  

美國安寧療護基金會 ---------------------------------------------------------------  

www.hospicefoundation.org  

1-888-692-6116 
1-800-854-3402 

ICAN - 獨立消費者維權網路──醫療補助管理式長期護理調解員 -----------  1-844-614-8800 

LawHelp.org（搜尋法律服務，包括無償服務）  

紐約市法律服務 ---------------------------------------------------------------------  

www.legalservicesnyc.org  

1-917-661-4500 
 

  

http://www.ag.ny.gov/
http://www.bigapplerx.com/
http://www.cidny.org/
http://www.cms.gov/
http://www.communityhealthadvocates.org/
http://www.health.state.ny.us/health_care/epic/index.htm
http://www.hospice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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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有限人士新增資格過渡 (LINET) 計畫 

（由 Humana 管理）--------------------------------------------------------  

 
1-800-783-1307 

Livanta, LLC──品質改善機構向醫院進行出院申訴並對醫護品質提出投訴. 1-866-815-5440 

醫療補助促進的年長、眼盲及殘障加入者（還可以協助聯邦醫療保險免保

費計畫申請） ------------------------------------------------------------------------  

 
1-347-396-4705 

醫療補助詐騙控制單位 (Medicaid Fraud Control Unit)（紐約檢察長） ----  1-800-771-7755 

聯邦醫療保險詐騙熱線（稽核長辦公室，DHHS） ----------------------------  1-800-447-8477 

聯邦醫療保險熱線 ------------------------------------------------------------------  1-800-MEDICARE 

聯邦醫療保險權益中心 www.medicarerights.org--------------------- 1-800-333-4114 

美國老年人理事會：www.ncoa.org   

國家健康資訊中心：www.health.gov/nhic   

紐約聯繫處（長期護理服務與支援；提供家庭訪問服務） -------------------  

布朗克斯（SHOPP 社區）：1-347-862-5200 

1-800-342-9871 

布魯克林 (JASA)：1-718-671-6200  

曼哈頓（紐約老年人基金會）：1-212-962-2720  

皇后區（自助社區服務）：1-718-559-4400  

史坦登島 (CASC)：1-718-489-3954  

紐約法律協助團體 (NYLAG) 的 Evelyn Frank 法律資源計畫 ---------------  

EFLRP@NYLAG.org。 

1-212-613-7310 

紐約州衛生署（健保市場計畫聯絡人） -----------------------------------------  

https://nystateofhealth.ny.gov  

1-855-355-5777 

紐約市衛生局  www.nyc.gov/health --------------------------------------------  311 

紐約州長期護理調解員計畫 -------------------------------------------------------  

https://ltcombudsman.ny.gov/  

1-855-582-6769 

紐約州衛生署──醫療補助及保險市場交易──HMO 投訴專線 ---------------  1-800-206-8125 

紐約州金融服務廳 ------------------------------------------------------------------  

www.dfs.ny.gov  

1-800-342-3736 

紐約州醫療補助專線 ---------------------------------------------------------------  1-800-541-2831 

紐約州老人局老人服務專線 -------------------------------------------------------  

www.aging.ny.gov  

1-800-342-9871 

紐約州犯罪受害者服務辦公室 ----------------------------------------------------  

https://ovs.ny.gov/help-crime-victims   

1-800-247-8035 

紐約州衛生署專業醫療行為辦公室（醫師品質管理投訴） -------------------  1-800-663-6114 

紐約大學牙醫診所 ------------------------------------------------------------------  

www.nyu.edu/dental  

1-212-998-9800 

鐵路職工退休管理委員會  www.rrb.gov ---------------------------------------  1-877-772-5772 

SMP（原老人醫療保險巡邏計畫）用以報告紐約州醫療補助的詐騙和濫用 1-800-333-4374 

社會安全局 --------------------------------------------------------------------------  

www.socialsecurity.gov 

1-800-772-1213 
聽障專線 1-800-325-0778 

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  www.va.gov ---------------------------------------------  

 

1-800-827-1000 

 

http://www.medicarerights.org/
http://www.ncoa.org/
http://www.health.gov/nhic
http://www.aging.ny.gov/
http://www.nyu.edu/dental
http://www.rrb.gov/
http://www.socialsecurity.gov/
http://www.v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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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