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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此小冊經已修訂以提供追收加州醫
療保險服務的新法例, 這些法例適
用於在2017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月1日或之後去世人士. 對在2017年
1月1日前去世的人士,  舊的追收福
利規則將會適用. 此小冊簡述舊的

法例和新法例之適用規則. 

如你在閱讀此指南後有其他問題, 
請聯絡CA NHR辦事處, 電話(80 0) 
474 -1116和一名權益促進工作者交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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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加州醫療保險（Medi- Cal）？

加州醫療保險是Medicaid的加州版本, 由州和聯
邦政府共同資助. 它的設計, 在為低收入或資源有
限的人士提供免費或低費用的醫療協助. 有很多不
同的加州醫療保險計劃, 資格要看不同因素例如年
齡、傷殘情況、收入或資產而定. 

加州全民健保（Covered Cal i forn ia）是加州版的
可負擔護理法之醫療保險交換計劃. 它不是一個
加州醫療保險計劃. 任何通過加州全民健保取得
之免稅或補助, 均不受制於追收加州醫療保險福
利之限. 

什麼是追收加州醫療保險（Medi- Cal 
Recovery）？

當加州醫療保險接受者去世時, 州可就加州醫療
保險支付其的某些服務的費用, 要求付還. 

當加州醫療保險的接受人去世後, 州政府會向繼
承人或未亡人發出一份「追收財產索賠」, 要求代
死者付加州醫療保險所付的福利. 

州政府不會在你的房子置以留置權, 亦不會取走你
的房子. 但是, 州政府嘗試追收福利, 以及如你無
法取得豁免但仍然無法支付時, 州政府將談判一個
「自願留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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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1月1日之前的法例是什麼？

在過去二十多年, 加州法律准予向那些在55歲或以
上收到任何加州醫療保險福利的人士之財產追收
費用, 不論所取得的是什麼醫療服務, 以及接受者
是否住在療養院. 

追收加州醫療保險改革

因SB 33 (Hernandez)和SB 833法案結合入追收
加州醫療保險改革的條款內, 追收加州醫療保險
嚴格限於用在2017年1月1日或以後去世人士身上. 
新的追收法：

• 禁止向未亡人和註冊的家庭伴侶財產索償；

• 追收限於在55歲或以上入住療養院和使用居
家及社區為主服務之人士（參看下面名單）；

• 只限訴追收那些受加州遺囑檢訖限制之資產
（參看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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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州可以向留置權收取之利息額；

• 規定州政府豁免有相當困難之索償額, 當屬
被追收入財產是價值不高的家宅（即其市場
價值是在該家宅所在地房子平均價之百分之
五十或以下者）；和

• 規定州政府為目前或以前的受益人或他們授
權之代表提供一份政府可以追收之加州醫療
保險支出額的副本. 

什麼加州醫療保險受益人會被追收？

在2017年1月1日或以後去世的人士, 追收加州醫療
保險限於：

• 55歲或以上在取得療養院服務、某類居家和
社區為主服務（參看第3頁的名單）和有關醫
院及處方藥物時取得加州醫療保險福利的人
士.  

• 55歲以下的受益人, 如他們是在一家療養設
施、中級護理設施或其他醫療設施「永久住
院」者, 以及在給予聽証通知和機會後決定
他們是無法合理預期會出院及回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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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1月1日後可被追收之加州醫療
保險服務

在2017年1月1日或之後去世的人士, 州政府不可以
就最基本之醫療服務例如往看醫生、處方藥物費
用或管理護理報銷追收福利, 除非服務是和療養
院護理或居家及以社區為主提供之服務有關. 新
的追收條款限制只追收根據聯邦法規定可追收之
服務. 這包括與以下有關之費用：

• 療養院護理

• 傷殘人士中級護理 (ICF/DD)

• 居家或社區為主的服務, 包括協助生活豁
免、多目的之長者服務計劃、以家居和社區為
基礎之另類護理、AIDS、傷健人士家居和社
區服務、In Home Operations, 小兒姑息治
療, 豁免計劃；和

• 在接受療養院服務或居家和社區為主之服務
時提供之有關醫院和處方藥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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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收遺產之豁免項目

未亡人／註冊家庭伴侶：根據目前的法例（2017年
1月1日之前）, 直至未亡人或註冊家庭伴侶去世之
前, 不可有追收行動. 

在2017年1月1日之後, 如加州醫療保險的接受人有
未亡人配偶或註冊家庭伴侶, 禁止和永久禁制索
賠. 但是, 如未亡人配偶或註冊家庭伴侶同時亦取
得可被追收之加州醫療保險服務, 則他／她之財產
在他／她去世之後將可被追收. 

未亡未成年子女／傷殘子女：如加州醫療保險的接
受人有未成年的子女（21歲以下）, 州政府不可以
追收和永久禁止索賠. 如加州醫療保險的接受人
在加州醫療保險發出追收通知日期時有任何年齡
的傷殘子女, 州政府不可以追收和永久禁止索賠. 
子女無須和加州醫療保險接受人一起居住, 或是
其遺產之繼承人. 這是目前的法例, 新法令不作更
改. 

追收遺產限於檢訖遺產

州政府可就加州醫療保險已付之福利額, 或遺產
之價值索賠, 以較少者為準. 根據舊法, 此意指唯
一避免追收的方法, 是加州醫療保險接受者在去
世時未有以其名義留下任何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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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1月1日或以後去世者, 追收限於那些根據
加州法律須檢訖之遺產. 例如, 以在世信託、聯權
共有、倖存人享有權和終身資產轉移之資產, 將不
在追收之列. 預製房子和流動房子亦不在追收之
列, 因為它們在加州不受檢訖限制. 但是, 通過遺
囑而分配的資產, 要看遺產的價值而定, 通常須受
加州檢訖）. 

例子1:

Mindy在2017年1月1日之後去世. 她有一間
房子（合共價值$20 0,0 0 0）, 在遺囑中留給
她的女兒. 加州醫療保險曾付Mindy醫療服
務福利$50,0 0 0.  州可以追收$50,0 0 0.  但是, 
如Mindy已在在世信託、聯權共有或以任何
方式轉移房子而避免檢訖時, 將無追收. 

例子 2 :

Mindy在Mindy Moore Fami ly  Trust留給
家庭她的房子. 因為這是一份在世的信託而
不受加州檢訖管制, 因而無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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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收遺產可豁免什麼財產？

在2017年1月1日或之後去世的人士，以下財產在追
收遺產豁免之列：

• 在去世之前轉移的財產──不再在受益人的
名義以下。

• 不受檢訖的財產，例如，在世信託，聯權共
有，倖存人享有權、終身產權、流動房屋或其
他預製房屋.

• 價值不大的家宅：在死者去世時，房子的市
價，在房子所在地房子平均價格百分之五十
或以下者.（注意：這是一個新的困難豁免，如
申請豁免者能證明「家庭價值不大」，則州政
府須豁免索賠.）

• 人壽保險：在你的人壽保險中指定一或多名
受益人.*

• 退休戶口：在你的退休戶口指定一名受益人.*

*除非遺產是所指的受益人，則它歸還遺產.

有關人壽保險和退休戶口，經常檢查你有指
定一或多名的在世受益人.



我如何可保障我的房子？

• 執行一份授權書, 包括餽贈和不動產轉移條
款. 

• 在你去世時不留有任何遺產. 

那些在2017年1月1日後去世者：

• 除非你沒有有一名豁免者屬未亡人, 而你收
到療養院或某類家居和社區為基礎的服務, 
做好遺產計劃以確保你的遺產不會受檢訖. 

• 考慮轉移財產. 一名加州醫療保險的接受人
可在死亡之前將任何豁免的物業轉給任何人
而不會影響其加州醫療保險的資格. 

因為加州醫療保險法律在2017年1月1日之後
有相當更改, 有多種低風險的遺產計劃機制
供避免追收用. 重要的是在徹底將物業轉移
物業之前, 請先考慮稅務後果和過早地失去
你的房子之利害. 

我如何找出追收遺產額是多少？

一個加州醫療保險受益者最經常有的投訴, 是無
法找到支付了多少福利給他們. 由2017年1月1日起, 
一名可能被追收福利的加州醫療保險受益人,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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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授權代表, 可以提交一份要求, 找出加州醫
療保險索賠額是多少, 每年可做一次, 費用五元. 
新的要求索賠額表格和指示, 可在追收部的網頁
找到： 
http://www. dhcs. ca. gov/services/Pages/TPLRD_ER_cont. aspx

在一名加州醫療保險接受者去世後會
發生什麼？

遺產持有人（配偶、遺產律師、執行人、繼承人或
持有物業的人士）有法律的責任在接受者去世後
的九十天內通知加州醫療保險追收單位. 通知本地
加州醫療保險或社會安全居辦事處並不算做適當
的通知. 

必須通知沙加緬度的追收單位. 

寄出一份短的便條「死亡通知」連同死亡證
往下址：

Director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Estate Recovery Unit, MS-4720 
P. O Box 997425 
Sacramento, CA 95899-7425

提示：取得寄出証明─ ─例如, 證明已寄信或掛號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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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一份加州醫療保險追收問卷通常會在加州
醫療保險接受人去世後發給其繼承人或未亡人. 
此表格要求有關遺產留下的資產的資料. 法律上, 
你並無責任填交此表格. 你只須發出死亡通知（一
份短便條）和死亡証副本. 如遺產有留下物業將
受到檢訖, 遺產代表在填交表格之前, 可以致電
CA NHR, 法律服務或向律師諮詢. 

評審追收遺產索賠

1.  評審細目. 查看某些服務者例如藥房之申報是
否有出入；聯絡提供服務的藥房提出對帳單之
爭議. 

2 .  評審細目. 查看某些服務者例如藥房之申報是
否有出入；聯絡提供服務的藥房提出對帳單之
爭議. 



3.  評審索賠以確保沒有列出以下的項目, 因為它們
是不可以追收的：

• In-Home Support ive Services ( IHSS)（居
家支援服務）

• 為符合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QMB）、特別
低收入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SLMB）、符合
資格個人、符合資格傷殘和工作人士、QMB 
Plus和SLMB Plus. 

如在索賠上列有任何此類項目, 請聯絡追收部門代
表改正錯誤. 

4.  索賠可扣除殯葬費、遺產解決費和律師費. 

如我不符合任何豁免, 我將如何支付？

如繼承人或未亡人或遺產不符合任何上述的豁免
類, 他們應查詢是否符合困難豁免的資格 ─ ─例
如身為照護者或家宅的價值不大. 如繼承人符合標
準, 索賠可予豁免. 

提示:  請來電CA NHR查詢困難豁免詳情, 電話
1-80 0 - 474 -1116. 

如你不符合任何豁免資格和不符合困難豁免資格, 
你必須付索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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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不理會索賠. 如不理會索賠, 州政府會向檢察
部辦事處發出索賠, 提出訴訟. 

如否決困難, 你應和追收單位商量如何支付索賠. 
州政府將就申請人之能力, 用以下一種方法來付
款：

1. 繼承人可借一個低息貸款或物業淨值貸款. 
2 .  如無豁免或困難豁免, 繼承人可要求自願留

置權. 部門除置以留置權外, 需根據繼承人
付款之能力, 要求每月付款. 在過去, 這些「
自願」留置權每年累積利息為7%. 由2017年
一月一日起, 這些留置權的利息以每年Sur-
plus  Money Investment Fund（盈餘資金
投資基金）所訂利息為高限 (http://www. sco. ca. 
gov/ard_yield_rates. html),  約為1. 414%或簡單利
息7%為高限, 以較低者為準. 

記緊：新法適用於在2017年1月1日或之後去
世人士. 如你關愛的人在該日之前去世而他
們的遺產有可能會被追收, 請聯絡一名律師
或CA NHR查詢如何處理追收遺產索賠事
宜, 如你收到索賠, 或就其他人而言, 如何起
先避免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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