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俄勒岡州 1115(a)
豁免延續申請所作出的更改
本文件描述了出版草擬申請以供公眾提出意見（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布）以及最
後提交予 CMS 的申請（2022 年 2 月 18 日）之間，對俄勒岡州 1115(a) 豁免延
續所作出的更改。更改按政策範圍以作組織，以及列出了申請上作出相關更改的環
節。
政策範圍
 透過俄勒岡州健康計劃去充分擴大保障範圍
 透過簡化生活及承保過渡來改善健康結果
 基於價值的整體預算
 獎勵公平護理
 專注公平投資
 其他政策範圍

更改申請（2022 年 2 月）
透過俄勒岡州健康計劃去充分擴大承保範圍
更改的描述

申請環節

OHA 與 CMS 討論後，已決定現時 1115 豁免並非 第 I 部分：計劃描述
合適途徑以透過 SNAP 政策加快申請，並將從豁免 第 II 部分：豁免及支出
申請中剔除。
機關

透過簡化生活及保障轉變來改善健康結果
更改的描述

申請環節

有特殊醫療保健需要的青少年 (Youth with
Special Health Care Needs, YSHCN)
• 釐清伴隨此等人口所提升的收入水平資格，在
視力和牙科上所增加的福利。

第 III 部分：資格
第 IV 部分：福利和成本
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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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簡化生活及保障轉變來改善健康結果
• 已更新以反映就 YSHCN 過渡福利組合資格的
條件較少限制的決定。
傳統醫療工作者
第 I 部分：計劃描述
基於社區的投入和需要移除及時對等交付服務
第 IV 部分：福利和成本
(peer-delivered services, PDS) 的障礙，OHA 正請 分擔
求 PDS 機關在沒有臨床監督或治療計劃以外監督
的情況下交付服務。
青少年司法系統
根據本地和州政府合作夥伴的回饋，包括與俄勒岡
少年管理局 (Oregon Youth Authority, OYA) 的廣泛
對話，OHA 將就 OYA 封閉式拘留所懲教場所的青
少年調整豁免建議，以就限於過渡服務福利組合的
CCO 申請請求有限的 Medicaid 資格。本地青少年
拘留所設施中的青少年福利組合請求將維持不變。
特殊的額外更改如下：
• 已更新以包括 OYA 懲教所及縣青少年兩者，以
及道出差別
• 已更新以針對在 OYA 生活拘留所並同時在
DOC 法律管轄權下的成人有一致的福利保障

第 I 部分：計劃描述
第 III 部分：資格
第 VI 部分：財政和預算
中立性

司法系統和部落監獄
根據部落諮詢和城市印第安人協商的部落請求，已
加入語言以釐清本地和縣監獄的同一政策均適用於
部落監獄。

第 I 部分：計劃描述
第 III 部分：資格
第 IV 部分：福利和成本
分擔

極端氣候事件
根據公眾的意見，以及部落諮詢和城市印第安人協
商的部落請求，OHA 正加入寛頻或其他上網支援
的請求，以助成人和兒童獲取重要的服務，例如教
育或醫療保健，以作為在極端氣候事件下健康過渡
的社會決定因素服務組合的一部分。

第 I 部分：計劃描述
第 IV 部分：福利和成本
分擔

兒童福利之精神科居住式治療服務 (Psychiatric
Residential Treatment Services, PRTS) 產能
降低第 I 部分的資料水平以及將所有資料移至第 V
部分。

第 I 部分：計劃描述
第 V 部分：交付系統和
付款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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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為本人口付款
更改的描述

申請環節

根據公眾提出意見所獲取的回饋，OHA 正剔除其
於最後申請的封閉式處方的請求。

第 I 部分：計劃描述
第 IV 部分：福利和成本
分擔

根據公眾提出意見所獲取的回饋，OHA 正請求
CMS 核准，以容許不包括臨床效能有限或實證不
足藥物的加快核准。已調整建議，以針對公眾意見
所提出的關注事宜。俄勒岡州正尋求核准，以限制
在有限情況下，透過加快途徑核准藥物的涵蓋。在
此建議下，俄勒岡州會利用 FDA 核准信函所定的
時間線，以及覆查同儕評審文獻中或
clinicaltrials.gov 的利益數據確定。應用 FDA 制定
的指引以及時間表，以確保一致的標準，以及臨床
上的可行性和藥物贊助商協議。

第 IV 部分：福利和成本
分擔

獎勵公平護理
更改的描述

申請環節

更改上游指標規模由 3-5 提升至 6，以確保有足夠
的空間專注於健康公平的不同範疇。已謹慎考慮到
指標數目，以確保對公平性有足夠的專注度，同時
不會令提供者百上加斤。

第 I 部分：計劃描述
第 V 部分：交付系統和
付款數目

加入建議的健康公平質素指標委員會 (Health
Equity Quality Metrics Committee, HEQMC) 將有
一個來自行為健康委員會的代表。行為健康委員會
是俄勒岡州健康政策局的一個委員會，其目的為透
過改善的結果、指標和奬勵，提升行為健康服務的
質素，以及革新俄勒岡州的行為健康系統。

第 I 部分：計劃描述
第 V 部分：交付系統和
付款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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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公平投資
更改的描述

申請環節

OHA 將釐清申請，以強調區域性社區投資合作社
(Community Investment Collaboratives, CICs) 的
目標為轉移更多權力和資源至現有的社區為本機
構。

第 I 部分：計劃描述

OHA 亦將釐清按 HB 3353 指示下，CCO 開支中
3% 作為醫療開支的請求。

第 II 部分：豁免和支出
機關

其他議題
更改的描述

申請環節

俄勒岡州不會就兒童的早期預防性篩選、診斷和治
療 (Early Preventive Screening,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PSDT) 尋求延續長期豁免。此決定基
於社區、倡議者、兒童服務機構及其他相關團體的
清晰回饋。俄勒岡州會繼續按健康服務的優先列表
決定 OHP 福利，然而州將安排並為兒童提供
EPSDT 篩選辨識到的病況所需的醫療必需服務以
作治療。

第 I 部分：計劃描述
第 II 部分：豁免和支出
機關

俄勒岡州不會就容許否定回溯性的保障尋求豁免延
續。

第 II 部分：豁免和支出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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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