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保範圍和資格概念文件
1115 豁免示範
請求摘要
本計劃將通過穩定現有的俄勒岡州健康計劃(OHP)承保範圍、確保符合條件的人參
保，並擴大那些有可能失去保險的人的資格，從而使俄勒岡州更接近全民醫保。

問題和背景
在全州範圍內，俄勒岡州約有 6% 的人在任何時候都沒有醫療保險。一些有色人種
社區未投保的可能性幾乎是接近兩倍（見圖 1）。當人們沒有醫療保險承保時，他
們通常會面臨巨額醫療債務或延遲所需的護理，從而導致更糟糕的健康結果、更高
的成本和更高強度的護理需求。
圖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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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俄勒岡州健康保險調查（2019 年）

COVID-19 大流行既突出又加劇了這些健康不平等。然而，由 CARES 法案啟用的擴
大和簡化的資格流程大大減少了醫療補助（Medicaid）人群的「流失」（人們在兩
年內失去承保和獲得承保）。我們的目標是在這些有效承保政策的成功基礎上再接
再厲。
沒有保險的原因各不相同。許多人可能有資格獲得 OHP 但不知道，而俄勒岡州的一
些未投保居民由於移民身份或有關註冊和重新確定的重大障礙而面臨承保障礙。俄
勒岡州旨在消除阻礙某些居民獲得和維持健康保險的資格、保險或註冊障礙。
數據來源：俄勒岡州健康保險調查（2019 年）
1

OHP 3786B TRADITIONAL CHINESE (06/04/2021)

願景、目標和程序：
願景: 俄勒岡州的未投保率很低，承保範圍沒有種族或族裔的不平等。
目標
• 為有可能失去保險的人提供穩定的承保
• 靈活、簡化的資格流程，可保持跨市場的承保範圍
• 符合條件的人獲得註冊並保持註冊

實現目標的程序和潛在策略
以下步驟概述實現我們目標所需的程序。這個過程將通過豁免和非豁免策略的組合
來實現。
第 1 步. 確保因 COVID-19 大流行而新註冊 OHP 的人員不受干擾地留在適當的
保險範圍內（OHP 或 Marketplace）。
由於專門為此原因而制定的政策，我們已看到在 COVID-19 大流行過程中 OHP 承
保範圍的穩定性有所提高。這些政策簡化了資格和註冊，允許申請人自我證明其收
入，並改變了重新確定的過程。俄勒岡州希望保留有效的方法並在此基礎上再接再
厲，以確保在大流行期間加入 OHP 但收入發生變化的人士繼續獲得保險。在某些
情況下，這可能意味著目前使用 OHP 的人士需要支援以無縫過渡至 Marketplace
提供的醫保計劃。
第 2 步. 確保有資格獲取 OHP 的人獲得並保持註冊。
雖然通過 ONEligibility 系統取得了巨大進步，但當我們考慮到人們在資格確定
和註冊方面面臨的複雜性和障礙時，總會有改善的空間。俄勒岡州健康保險調查顯
示，俄勒岡州約有四分之一的未投保人有資格參加 OHP，但並未積極參加。再次，
存在差異：在西班牙裔或拉丁裔社區中，三分之一符合條件但尚未註冊；在識別為
非白人種族的非西班牙裔人中，大約有 42% 其收入應符合 OHP 的資格。這些數據
點突出針對性的外展機會，可以接觸到符合條件但尚未註冊的人。專注於「符合條
件但尚未註冊」的人群進行額外的外展和參與，將使我們更接近目標以消除承保範
圍的 1 種族不平等。
第 3 步：調整資格以保持連續性。
由於整個健康保險市場的複雜性和拼湊性質，一些人經常循環（或「流失」）進入
和退出資格或承保範圍。俄勒岡州健康保險調查顯示，在 2019 年，35% 沒有保險
的人沒有承保，因為他們「失去了 OHP 承保」。這種中斷是有壓力的，而且可能
會改變生活，因為人們無法獲得護理或與他們信任的提供者建立關係。俄勒岡州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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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兒童和家庭的保險連續性，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擴大目前不符合 OHP 資格的
低收入俄勒岡州人的承保。

提議的豁免策略
可以通過多種潛在策略來確保更容易獲得保障並繼續註冊加入 OHP。在某些情況
下，此工作已經內置到協調護理模式中，只需要加強。以下是潛在政策和戰略的列
表。
為兒童提供 5 年連續資格。
俄勒岡州要求為兒童提供 5 年連續資格，這將取消對兒童的醫療補助
（Medicaid）和 CHIP 資格審查，因爲這樣做可能會破壞他們的護理和發展。俄勒
岡州目前對所有 0-18 歲的兒童行使 12 個月連續資格的聯邦選項，並規定根據聯
邦要求取消年滿 19 歲或搬出該州的兒童的註冊。
持續的資格減少了加入和離開醫療補助（Medicaid）計劃的弱勢兒童的「流失」。
這將提高承保範圍的穩定性和護理的連續性，進而改善醫療保健的可及性和結果。
由於這些兒童中有許多仍然有資格獲得承保，因此消除流失可以減少家庭和州在申
請重新處理方面的行政成本和負擔。此外，擴大持續承保的兒童人數最終將降低每
位成員的承保成本。

這對 OHP 會員意味著什麼？
對於 OHP 的兒童來說，這意味著健康保險承保和使用熟悉的提供者可以在更長的
時間內保持一致，尤其是在關鍵的學齡前和青少年時期。對於使用 OHP 的兒童之
父母和照顧者來說，這意味著重新確定資格的次數會減少，並且不用擔心工作的小
變動是否會導致對兒童的照顧中斷。
允許申請人自我證明收入。
由於 COVID-19 大流行，允許申請人自我證明其收入是一項成功的政策。俄勒岡州
希望保留此政策，以使申請和確定過程順利進行。該政策通過在完全核實收入之前
允許承保，提高了申請人獲得承保和獲得護理的速度。

這對 OHP 會員意味著什麼？
有資格獲得 OHP 的人將能夠與申請助理合作或以其他方式加入 OHP，並通過收入
水平的自我證明來獲得承保，然後將有額外的時間來編制驗證收入所需的文件，包
括可能通過其他機制（例如，最近獲得 SNAP 福利的資格）。在可能的情況下，俄
勒岡州將尋求使用現有數據源進一步減輕對家庭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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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政策，讓家庭在收入變化時保持承保。
俄勒岡州致力於與聯邦政府合作，尋找機會讓家庭繼續註冊 CCO，儘管目前處於
OHP 合格收入水平和 Marketplace 補貼的兒童和成人之間的收入資格門檻存在差
異。該政策有可能需要額外的豁免或方法，以利用在 Marketplace 上個人可獲得
的任何補貼，以註冊 CCO。
研究表明，兒童的健康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其父母的健康和福祉，父母盡可
能體驗連續性保險很重要。此外，當父母被承保並熟悉如何導航系統時，獲得推薦
的預防性服務的兒童就會增加。

這對 OHP 會員意味著什麼？
對於屬於家庭的成員，兒童將獲得更高收入水平的承保，成年成員也可以如此。這
意味著成員不需要為同一家庭的不同成員找出不同的保險福利或使用不同的網絡。
擴大目前不符合條件的低收入俄勒岡人的承保範圍
俄勒岡州一直有興趣支持向目前因移民身份而沒有資格的低收入個人擴大獲得 OHP
的機會的努力。這是通過 2017 年的承保所有孩童（Cover All Kids）計劃為 19
歲以下兒童而實現。俄勒岡州目前為大約 6,500 名處於或低於 300% 聯邦貧困線
(FPL)的兒童（出生至 19 歲）提供由州資助的全面保險，否則他們將因公民身份
而沒有資格獲得醫療補助（Medicaid），並通過公民外國人豁免緊急醫療計劃
(CAWEM)為 42,834 名 FPL 或低於 138% 的移民成年人提供緊急保險。
在大流行期間無法公平地獲得 COVID-19 保護、檢測、治療和疫苗，這表明迫切需
要確保所有俄勒岡人都能獲得醫療保健。為了實現俄勒岡州到 2030 年消除健康不
平等並消除資格、承保或入學障礙的目標，俄勒岡州必須將全面承保的資格擴大到
該州的所有移民。目前正在通過立法會議的兩項法案將為無證成年人提供公民/外
國人豁免緊急醫療(CAWEM)綜合計劃（名為「全民承保」（“Cover All
People”））。
在與「全民承保」（“Cover All People”）法案相關的任何立法行動以及州長的
承諾之後，俄勒岡州打算與聯邦政府合作以尋找機會，利用現有的州和聯邦對該人
口的投資，以建立一個更可持續和包容性計劃。該州剩餘的未投保人口包括一部份
無證人士，幾乎所有人在獲得承保和護理方面都面臨語言、文化或基於恐懼的障
礙。

這對 OHP 會員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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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岡州將努力在可能的情況下增加和擴大承保範圍，使所有低收入個人能夠獲得
醫療保健服務，無論其移民身份為何。
尋求更大的靈活性來利用聯邦平價醫療法案的資金來招募符合條件的人。
為確保有資格獲得醫療補助（Medicaid）的人們能註冊，需要在多個資金層面對外
展和參與進行投資。俄勒岡州的目標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任何可用的聯邦資金來支持
增加符合條件的人的註冊。

這對 OHP 會員意味著什麼？
對於符合條件但未註冊的人，您可能會看到更多的外展和參與來支持您註冊 OHP，
最好是用您的語言或由可信賴的合作夥伴和社區組織提供。

支持此工作的額外（非豁免）政策
• 確保 CCO 繼續提供持續的外展和導航服務，以支持和留住在重新確定日期
之前仍有資格的現有成員
• 探索與消費者和商業事務部(DCBS)合作的機會，以更好地了解為跨 OHP 和
Marketplace 轉移的人員穩定資格的機會
• 與其他現有的州和聯邦擴大或穩定醫療保健承保的努力保持一致，包括普遍
可及性工作組和立法努力以探索基於州的公共選擇

您可以獲取本文件其他語言、大字體、點字或首選格式的版本。請聯絡社區合作夥
伴外展計劃，電郵地址為：community.outreach@dhsoha.state.or.us 或致電 1833-647-3678。我們接聽所有轉駁電話，或者您可以致電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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