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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負擔醫療保險 Affordable Care Act 
 
在2010年3月頒布了一項全面的醫療改革法案。 在支付

得起的醫療法, 也被稱為 ACA。 Affordable Care Act 使
更多人得到有質素, 可負擔保險及醫療照護。「可負擔醫

療保險」是指如果僱主提供醫療保險及其個人保費不超 
過家庭收入的 9.5%。 如果僱主提供保險給家屬, 即使費
用超過家庭收入的 9.5%, 該計劃仍然被認為是可負擔的, 
同時該僱員不符合抵稅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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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補助 (白卡) 對我來說意味著是什麼？ 
醫療補助是一個計劃,提供低收入人仕, 家庭和兒童, 孕婦, 
老年人和殘疾人的醫療保險。 醫療補助計劃必須遵隨聯

邦指南。 

 

如何知道自己是否符合條件？ 
●美國公民或有資格的非公民 
（合法永久居民在美國5年以上） 

●低收入家庭和兒童 
●孕婦不論非公民身份 
● 19歲以下的兒童, 無論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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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你和你的家人是否有資格獲得醫療補助, 可在
以下圖表按照你找到你2015年家庭收預計入和家庭
大小所符合申請的福利。 
 

誰可以受益 
19 – 64 歲沒有醫療保險者  

身份要求 

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
(住滿5年) 美國居民或合法居留簽証者 

可申請醫療補助卡
(Medicaid) 

可在Marketplace購
買商業保險, 可申請
退稅和醫療費補

助。 

可在Marketplace購
買商業保險, 可申
請退稅。 

家庭人數 133%FPL 250%FPL 400%FPL 
1 $1,354.00  $2,394.00  $3,830.00  
2 $1,832.00  $3,231.00  $5,170.00  
3 $2,310.00  $4,069.00  $6,510.00  
4 $2,789.00  $4,906.00  $7,850.00  
5 $3,267.00  $5,744.00  $9,190.00  
6 $3,746.00  $6,581.00  $10,530.00  
7 $4,224.00  $7,419.00  $11,870.00  
8 $4,702.00  $8,256.00  $13,210.00  

每增加一個人,
加收入限額。 $446.00 $838.00 $1,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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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id 涵蓋哪些項目？ 
Medicaid 涵蓋您通常所需的各類醫療保健和疾病預防醫

療服務。 如果您已經加入 Medicaid, 您可享受的保險服

務項目與私人保險計畫大致相同。 

此類保險服務包括： 

• 住院服務, 即需要住院接受的醫療服務。 
• 門診服務, 即在門診部接受的診療檢查等醫療服務。 
• 急診服務, 即在患有突發和嚴重疾病或受傷時接受的
醫療服務。 

• 孕產婦和新生兒護理服務, 即為懷孕婦女及其新生嬰
兒提供的醫療服務。 

• 醫療設備及用具, 即個人醫療狀況所需的護理物品。 
• 精神健康與濫用藥物治療, 即針對治療精神疾病或药
物使用障礙方面提供的醫療服務。 

• 醫師服務, 即醫生問診。 
• 處方藥, 即需要醫生處方才能購買的藥物。 
• 康復服務, 即幫助病人從傷病狀態復原的物理治療, 職
業治療或言語治療服務。 

• 家庭規畫, 即節育和其他生殖保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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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室與 X-Ray 透視服務, 即為了診斷某項疾患接受
的醫療檢查服務。 

• 視力保健, 即眼睛檢查和配置眼鏡服務。 
• 兒科保健, 即兒童定期檢查與防疫接種服務。 
• 兒童牙齒保健服務, 即兒童牙齒定期檢查, 密封劑矯正
及其他相關醫療服務。 

• 成人牙科緊急護理, 即緊急狀況下對成年人進行的有
限牙科護理保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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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聯邦醫療保險 (紅藍白卡)」 
「聯邦醫療保險」是為下列人仕提供的健康保險： 

● 65歲或65歲以上的老人 
● 65歲以下有某些殘疾者 
● 無年齡限制之末期腎病（ESRD）患者（需要透析
或腎移植的永久性腎功能衰竭） 

「聯邦醫療保險」不同部分  
「聯邦醫療保險」的不同部分幫助支付具體的服務： 

「聯邦醫療保險」A 部分（住院保險） 
● 幫助支付在醫院的住院護理費用 
● 還包括實驗室檢查, 手術, 看醫生和家庭健康 
護理 

「聯邦醫療保險」B 部分（醫療保險） 
●幫助支付醫生門診, 門診護理及家居醫療護理 
的費用 

●幫助支付一些預防性的服務以助維護您的健康 
及防止某些疾病的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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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醫療保險」C 部分 
（也稱為「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劃） 

● 提供各種由聯邦醫療保險認可的私營保險公司管
理的健康計劃。「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劃是獲得 
A 部分和 B 部分承保的福利和服務的一種方法, 大
多數「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劃支付「聯邦醫療

保險」的處方藥計劃（D 部分）。 有些「聯邦醫

療保險」優勢計劃還可能包含額外的福利, 但需另
外付費。 

「聯邦醫療保險」D 部分 
（「聯邦醫療保險」處方藥計劃） 
● 幫助支付處方藥的費用 
● 可助降低您的處方藥費用, 並防止未來更高的 
藥物費用 

● 由「聯邦醫療保險」批准的私營保險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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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保險市場 

醫療保險市場是一個網上購物網站, 一個協助個人,  
家庭和小型企業了解醫療保險選擇, 比較醫療保險的費用
和福利, 選擇醫療計劃, 投保及接受APTCs, 幫助中, 低收
入人士支付健保的資源。 有些州經營自己的

Marketplaces, 有些則與聯邦政府共同運作他們的 
Marketplaces。 

 
什麼是市場上的計劃類別？ 

計劃類別是根據你付出多少相比, 您的保險公司支付多少
費用,為您的健康護理服務計劃的不同類別。 這些計劃類

別是銅, 銀, 金和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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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接受醫生診療或者其他醫療保健服務時, 保險公
司會為該服務支付部分費用, 而您自己也只需要支付
部分費用。「實付開支」是需要由您  (而非保險公
司)支付的費用。 此類費用包括： 

 

1) 共付額：是指您每次使用保險時, 個人要承擔的固定
費用。 金額取決於醫保計劃或所使用的醫療服務類

型。 例如, 支付的固定數額款項。 該款項通常在您

接受所述醫療保健服務之時支付。 在您就診時, 您
可能每次需要支付25美元的保險共付款。 在向醫生
獲取處方時您可能每次需要支付15美元的保險共付
款。 然後, 保險公司會支付該醫療保健服務所需的
剩餘款項。 

  

12 
Chinatown Patient Navigation Program 



2) 共保：是一種費用分擔保險方式, 即對於保險公司承
保的某項醫療保健服務（例如實驗室檢測）, 由您支
付一定比例的費用, 剩餘費用由保險公司負擔。在同

一健康保險計畫中, 不同的醫療保健服務項目會有不
同的費用分擔比例。 

 
例如, 如果您的保險計畫規定實驗室檢測服務的共保
比例是20%, 則對於100美元的實驗室檢測費用, 您需
要支付其中的20美元, 剩餘的80美元由保險公司負
擔。 
 

3) 先付額:在醫療保險計劃開始支付承保服務費用前, 受
保人必須先支付醫療和藥物費用。 該金額在購買保

險計劃時就設定, 並有每年的限額。 例如：如果先付

額是1000元, 在一個計劃年內, 保險計劃在受保人未
支付足1000元的承保醫療服務或藥物前, 將不會支付
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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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場提供的各類保險計畫, 包含了當前雇主為職工
通常投保所涵蓋的十大基本保險項目。 若在您的保

險計畫中包含這些基本保險項目, 當您生病或受傷時, 
保險公司便能透過為您提供健康保險解您燃眉之急。 

這些保險項目還透過提供預防類保險服務為您的健

康提供保障, 您無須為此支付額外費用。 按照法律規

定, 透過本市場平臺提供的每一項保險計畫均應涵蓋
以下項目： 

 
• 門診服務, 即在醫護中心或醫生診所接受的非住院診
療檢查或其他醫療服務。 

• 急診服務, 即在您突然或意外患病時, 為防止病情惡化
採取的緊急醫療服務。 

●住院服務, 即需要您住院接受的各類檢查, 手術或其他
醫療服務。 

• 孕產婦和新生兒護理服務, 即在懷孕期間及嬰兒出生
後為您提供的醫療服務, 包括哺乳方面的醫療服務。 

• 精神健康和物質使用障礙服務, 包括治療精神疾患或
矯正物質使用障礙方面的醫療服務。 

• 處方藥, 即需要醫生處方才能購買的藥品。 

14 
Chinatown Patient Navigation Program 



• 適應訓練與康復服務及相關用具, 即為了幫助您恢復
因受傷致殘失去的生活技能, 或者開發和維持您所需
的生活技能而採取的的物理治療手段。 

• 實驗室檢測服務, 即為了對所患疾病或其他健康狀況
進行診斷而接受的實驗室檢測醫療服務。 

• 疾病預防與健康服務以及慢性病治療, 即用以保障您
的身體健康進行的體檢和健康普查服務, 以及為了改
善您的生活品質而提供的預防或降低某些疾病後果的

服務。 此類服務包括對您的治療過程進行監測與 
訓練。 

• 兒科護理, 即向兒童提供的牙科, 眼科及其他方面的醫
療保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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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選擇一個健康計劃或家庭醫生 (PCP) 
 

提示1 
選擇最適合你的計劃： 

•了解您的選擇健康計劃和服務, 你可以從每個計劃獲得
如何在一個健康計劃理註冊登記（成為會員)  
在你選擇的醫療保險計劃。 

 
提示2 
考慮以下問題的答案： 

•你想保持你的醫生或診所, 或你想要一個新的醫生或
診所？ 

•健康計劃是否有你使用的醫生和醫院的專家？ 
•健康計劃有哪些額外的服務？ 
 

提示3 
選擇為每個人： 

•您和你的家人可以選擇同樣的計劃, 或者不同的計
劃。 一樣的家庭醫生 PCP（醫生或診所) 或不同的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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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需攜帶申請 
●一個政府頒發的身份證, 如駕駛執照, 護照或帶有照片

的身份證 

●社會保障卡或符合條件的移民 

●支票尾, W-2表格或對他們的收入等信息 

●雇主的電話號碼 

●從SSA1099社會保障管理局（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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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保險後需要保存的資料 
Please keep this information after you applied 
●用戶帳號User I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密碼Passwo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新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 

New E-mail Address and E-mail Passwo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申請號碼Application ID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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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四個計劃哪種你選擇類別。 

Which categories cost you choose? Select one from 

below. 

Platinum Gold Silver Bronze 

白金 ___  金 ___ 銀 ___ 銅 ___ 

● HMO成員通常有一個家庭保健醫生必須獲得轉介才
可以看專家, 如果你有一個PPO計劃, 你可以訪問任何

醫生不要轉診。  

HMO members usually have a primary care doctor and 

must get referrals to see specialists. If you have a PPO 

plan, you can visit any doctor without a referral.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 (HMOs) _________ 

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s (PPOs) ___________ 

 

●每月支付Monthly Premium Paym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扣除Deductib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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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付額Co-Paym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共保Coinsura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實付開支最高限額Out of Pocket Co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撥打保險公司必須問的問題 
我的名字是 My name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ID號碼是 My ID number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組別號碼是 My group number is 
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生日是 My birthday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地址是 My address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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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一個中文 廣東話 / 普通話 的翻譯員。  
I need a Chinese Cantonese / Mandarin interpreter.  

 

Questions 
1. 見家庭醫生的共付費是多少? 

What is my co-pay to see family doctor? 

2. 見專科醫生的共付費是多少? 

What is my co-pay to see specialist? 

3. 慈愛醫院是在我的網絡裏嗎? 

Is Mercy Hospital (2525 S Michigan Ave, Chicago, IL 
60616) in network? 

4. 一年一次的免費身體檢查包括什麼? 

What is included in the check-up every year for free? 

5. 我有沒有一年一次的免費乳房X光嗎? 
Do I have one free mammogram every year?  

6. 我個人的自付費(墊底費)是多少? 

What is my individual deductible?  

7. 我整個家庭的自付費(墊底費)是多少? 

What is my family deduc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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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個人一年最多要付出的費用是多少? 

What is my individual out-of-pocket maximum? 

9. 我整個家庭一年最多要付出的費用是多少? 

What is my family out-of-pocket maximum? 

10. 化驗室/抽血的費用是多少? 

How much will I have to pay for lab / blood test? 

11. 診斷性檢查/X光的費用是多少? 

How much will I have to pay for diagnostic test (X-Ray)? 

12. 掃描/超聲波的費用是多少? 
How much will I have to pay for Imagining (ultra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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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負擔醫療保險申請中心 

ACA Enrollment Centers 
 

● Midwest Asian Health Association (MAHA) 

美中亞裔洲健康協會 

230 W. Cermak RD. 2/F, Chicago IL 60616 

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唐人街捨麥230路號二樓 

電話: 312-225-6806 (中文) 

 

● A Safe Haven 

2750 W Roosevelt Rd Chicago, IL 60608-1094 

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羅斯福路 

電話 : 773-435-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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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家庭醫生 
Chinatown Family Doctor 
 

1.劉漢平Liu, Larry 
312-328-1055 
2165-B S. China Pl., 2F, Chicago, IL 60616 
 

2.曾欣瑜Zeng, Michelle 
312-808-0880 
234 W Cermak Rd, Chicago, IL 60616 
 

3.黃碩玲Wong, Shirley 
312-808-0900 
2335B S Wentworth Ave.,Chicago, IL 60616 
 

4.王秀容Huang, Xiurong L 
312-225-9012 
222 W 26th St Suite B, Chicago, IL 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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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豪德Choy, Danny 
黃思健Wong, Sze K 
312-842-0100 
2323 S Wentworth Ave #201, Chicago, Illinois 60616 
 

6.梁京水Leong, King S 
312-326-1400 
2142 S. Archer Ave. Chicago, IL 60616 
 

婦科醫生 
1.石岳杭 Shek, Yuhang 

312-842-0100 
2323 S Wentworth Ave #201, Chicago, Illinois 60616 
 

2.薛洋Xue, Yang (Certified Nurse Midwife) 
312-949-2177 
2907 S Wabash Ave, Chicago, IL 60616 
 

3.吳英樹Wu, Daniel Ing-hsu 
312-528-0088 
2154 S. Archer Ave., 2nd Fl, Chicago, IL 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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