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保险的重要性 

關於健康保險的五個應知事項 
1.	不同的健康保險單可提供不同福利，其中一些會對您

可使用的醫生、醫院或其他服務提供方做出限制。

2.	在您的保險公司開始為您獲取的保健服務進行支付之
前，您在每個計畫年度都需支付一筆自付額。例如，
我們假設您的自付額為	200	美元。您在急診室接受治
療，共計花費	1250	美元。您首先需要支付	200	美元
的自付額，然後您的保險才開始支付其應付的份額。

3.	在您獲取一項醫療服務時，如醫生隨訪、醫院門診就
診或處方，您可能需要支付費用中屬於您的份額的共
同保險或共付額。共同保險通常按百分比計算（例
如：總費用的	20%）。共付額通常為固定金額（例
如：您在開具處方或醫生隨訪時可能需要支付	10	或	
20	美元）。

4.	健康保險計畫與分佈廣泛的醫院、醫生、藥店和醫療
保健提供方網路訂立合約以為計畫內人群提供保健服
務。根據您購買的保單類型，可能只有當您從計畫網
內的提供方處獲取醫療服務時，才能得到保險支付份
額，否則您可能需要支付較大比例的帳單費用。

5.您可能會遇到看上去和聽起來都像健康保險的產品，
但那些無法為您提供全面健康保險帶來的同等保護。
一些保單僅能覆蓋某些疾病或意外傷害。一些僅能讓
您享受健康服務方面的折扣。不要將類似保險的產品
誤以為充分全面的保險保護。

登錄HealthCare.gov	可獲取關於保險運作的更多資訊。
您還可以撥打	1-800-318-2596	聯繫健康保險市場客服中
心。TTY	用戶應撥打	1-855-889-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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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在您需要醫療護理時可説明支付相關 
費用。
沒人打算生病或受傷，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大多數人都需
要醫療護理。健康保險可以幫助支付這些費用，使您免受高
額費用的困擾。

健康保險是什麼？
健康保險是一份您與保險公司之間訂立的合同。您購買一份
保險計畫，該公司則同意在您生病或受傷的時候為您支付部
分醫療費用。

健康保險還具有其他的重要益處。健康保險市場上提供的計
畫（以及大部分的其他計畫）均可提供免費的預防性護理，
如疫苗和檢查。它們還支付處方藥物的某些費用。

健康保險幫助您支付醫療護理費用
您是否瞭解住院	3	天的平均費用為	30,000	美元？或者治療
腿部骨折的費用高達	7,500	美元？擁有健康保險可幫助您支
付此類高額的意外開支。

您的保單或福利和承保範圍一覽表將會顯示您的計畫包含的
保健、治療和服務類型，包括保險公司在不同情況中將會為
您支付的治療費用數額。

您需要為健康保險支付多少費用 
通常您每月都需為健康保險支付一筆保費，每年在保險公司
開始支付其應付份額前，您可能還需交納自付額。自付額是
您的健康保險或計畫開始支付之前，您應為您的健康保險或
計畫覆蓋的健康保健服務支付的費用。例如，如果您的自付
額為	1000	美元，在您按照自付額支付所覆蓋健康保健服務
需要的	1000	美元自付額前，您的保險計畫不會進行任何支
付。

自付額可能不會適用於所有服務。

您支付的保費和自付額數額取決於您選擇的保險類型。

與保費與自付額同等重要的是您在獲取服務時的應付金額。

例證包括：

•	支付自付額後，所提供服務中哪些需要您自付費用（共負保險
或共同支付）

•	如您患病，您需要支付的總金額（最高自付費用）

保費最低的保單可能無法覆蓋許多的服務或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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