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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國現行醫療救助制度 

 

第一節 前言 

 

美國是一個聯邦國家，由國會訂立聯邦法律。在聯邦法的基礎下，再

委由各州訂立各州的相關法規。規定於社會安全法第十九篇的 Medicaid

亦是如此。即在社會安全法(SSA)的大架構下，授權各州在一定的限度內

立法，造成法律與制度在各州存在差異性。 

 

一般而言，完整的社會政策分析應先對其產生的問題背景、成因意識

型態予以初步探討。再對整個政策做整體特徵之描述，其可以包括
114政策

的目標與目的、給付的形式（給付項目）、受益資格的確認（適用對象）、

行政組織的安排（組織）、財政經費的來源115（財務）。 

 

除此之外，法律學者在探討社會政策時，除以上所論及的項目外，必

然會針對「救濟」部份加以探討。就社會給付部份，決定是否為相關給付，

常須經過行政機關對於身份與情狀作判斷，包括身份資格的認定、給付數

量及額度等，此時即可能作成一行政處分。若當事人對於行政處分不服

時，自應給予救濟手段的提出116，以保障自身的權利。因此，以下將依一、

政策的目標與目的；二、適用對象；三、給付項目；四、財務；五、組織

與救濟五個項目加以分析。 

                                                 
114 謝美娥，從社會問題與社會政策分析觀點比較中美醫療補助方案，經社法制論叢，第 13 期，

1994.1，頁 97。 
115 學者 Richard Titmuss 在 1967 年出版之”Welfare State and welfare society ”一文中以為：分析任

何服務體系（不論是實物補助方案或現今轉移方案）均需包括： 
1. 確認”權利資格”(entitlement)的特質：是由法律上規定、契約約定或依貢獻程度而定？自由心

證決定的或由專家裁決的。 
2. “誰”被賦予權利？根據什麼條件？是個人特質、家庭特質、團體特質、地域特質或社會生理

特質？換言之，此根據是由有特殊條件的依據或可隨行變動的？ 
3. 再決定接近(access)、使用(utilization)、配置(allocation)和給付(payment)時，使用財政上和行

政上的方法？ 
謝美娥，前揭註 114 書，頁 95 
116 例如我國人民如果對於全民健保制度的處分不服時，可先向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

提起審議；若對審議結果不服時，可進一步提起訴願；對於訴願結果仍不服時，可向高等行政法

院提起行政訴訟；若對於高等行政法院的判決結果不服時，則可上訴至最高行政法院，此即我國

全民健保制度的救濟程序（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條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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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醫療救助的目標與目的 

 

醫療救助（Medical Assistance）是對生活窮困者，免費給予診察、

藥劑、治療材料、醫療、住院、看護及病患免費接送的一種制度。這種制

度以貧困為前提，對於貧困的患者才免費提供醫療救助，所以并行資產調

查117。Medicaid聯邦及各州合作推行的制度，亦透過資產調查（means-test）

提供低收入的個人及家庭醫療服務118。 

 

不論在美國或在台灣的救助制度上，醫療救助（補助）為美國社會安

全法及台灣社會救助法規定中的一部份。但單純的現金救助（Cash 

Assistance）與醫療救助（Medical Assistance）在立法目標上並不相同。 

 

醫療救助具有針對特定狀況，進行實物給付（醫療服務）的性質，自

可避免直接給予現金救助的弊病，如現金救助受益人可能獲得現金救助

後，從事賭博、吸毒或浪費等情形。一般而言，雖然現金給付（如：美國

TANF 及我國生活扶助）與醫療救助（補助）都有協助窮人脫離貧窮的積極

意涵，但兩制度間仍有其目標上與運作方式上的不同。 

 

完成目標不同：醫療補助方案傾向改善窮人的健康醫療情形為主，更

重要的是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即當人民無能力負擔其醫療費用，國家應本

保證人民生存權的角色而提供人民適當的醫療，以救助其性命。而現金救

助主要在於提升窮人的經濟狀況，並促使其脫離貧窮。 

 

運作方式不同：醫療救助方案主要是提供醫療服務（Medical Sevice）

給窮人，或建立於一定醫療行為之上，屬於一種實物給付。例如直接提供

醫療服務予受益人，或間接透過健康保險各種費用（包括健保保費和健保

自行負擔部分）的全額補助，促使其可獲得適當的醫療服務。但現金救助

往往無法控制窮人花費在何種商品之上119，例如賭博或吸毒等不良習慣

上，此亦是現金救助制度最為人詬病的一項因素。 

 

一般而言，任何社會政策都具有其特定之目標與目的，而醫療救助的

                                                 
117 台閩地區勞工保險局編印，社會安全概論，1983.10 再版，頁 117。 
118 Ralph Dolgoff and Donald Feldstein, 2007 “Understanding Social Welfare.”7th ed.p240-242。 
119 相關論述亦可以參見：高淑巒、陳瓊莉、黃秀真、潘文文，美國 AFDC 與 Medicaid 政策關係

探討，中國行政評論，第 3 卷第 2 期，1994.3，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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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標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一、 個人部分 

 

(一) 協助個人改善健康，減少醫療支出。 

 

根據調查，貧民的健康狀態通常較差120，自古以來也一直都有「貧病

交迫」的說法存在。不論性別，居住在貧困狀態或較差的社會經濟環境，

暴露在較高的風險中，且往往具有較差的健康狀況，如窮人的嬰兒死亡率

在美國開放的醫療市場結構上，自然較富人為高。 

 

窮人健康狀況較差，主因疾病的風險因素是通常來自於以下原因。在

食物上，窮人較無能力攝取適當的營養食物，造成抵抗力較低，而容易致

病。在居住上，窮人居住地區可能是污染較為嚴重或較為髒亂的地區，容

易遭受細菌或病毒的感染。在心理上，財務上的困擾可能使其心理上負荷

強烈的心理壓力。在觀念上，窮人可能較沒有預防疾病的觀念，使其不能

及早預防或及早治療。在生活形態上，吸煙、酒精及藥物濫用都會戕害窮

人的健康121。基本上，身處於社會底層的人所面對的健康風險，比較高社

會階級的人要來的大122。 

 

生病時必須求助醫療體系的服務。於此同時，個人及家庭將再增加一

筆醫療支出，尤其在美國醫療費用昂貴的情境下，負擔也愈來愈重。對於

所得收入較低的貧民而言，醫療支出佔其生活薪資比例相對於高收入者比

例來的更高。因此，若貧民在其生病時可獲得醫療救助，一方面將有助其

改善健康，另一方面有助於其減少醫療費用支出，降低經濟上的壓力123。 

 

(二) 回復個人生產力，恢復工作，提高收入。 

 

                                                 
120 貧民身體狀況通常都不是很好，按臺閩地區低收入戶最近三個月的患病情形（按款別、地區

別分）中，臺閩地區共計 78,428 戶，其中戶內人口曾患有慢性或重大傷病者占 62.9％，戶內患

病人數一人者占 51.73％，二人者占 8.57％，三人及以上者占 1.79％。 
參見：「低收入戶生活狀況調查摘要分析」，調查時間：民國九十三年六月二十一日至九十三年七

月二十日。http://sowf.moi.gov.tw/stat/Survey/93low-income-family.htm，最後瀏覽日期：2009.06.30。 
121 Charles Zastrow, 2008.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9th ed.p486。 
122 William C. Cockerham, 1995. “Medical Sociology. “Sixth Edi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Press, 
p58。 
123 Jonathan Engel, 2006. "Poor People's Medicine.,"p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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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救助的積極面相在於協助病患恢復健康，使其回復個人生產力。

生病時，通常伴隨著個人生產力的減退，更甚者必須短期或長期請假離開

工作崗位，進行適當的休息或治療過程。若可透過醫療救助的機制使其恢

復健康，將可使其恢復生產力，重新回到工作職場上，賺取工作薪資，獲

得個人成就感，對於個人經濟上及心理上有莫大的助益。 

 

二、 家庭部分 

 

諺語有云：「一人生病，全家受苦。」當家中有人生病時，全家將承

載著巨大的精神壓力，包括焦慮、擔心、煩躁等負面情緒。另一方面，醫

療費用的支出也會造成家庭的經濟負擔124。家中若有親人長期臥病，不但

無法繼續工作，更增添部分的醫療費用及家庭照顧的負擔。當有親人生病

時，家庭內的成員都承受精神上及經濟上的巨大壓力。 

 

貧窮所造成的原因錯綜複雜，有學者利用調查統計，列舉出一些致貧

的原因。學者則提出較為深層的「貧窮文化125（Culture of Poverty）」論

點，認為貧窮會如同文化一般，在其所屬族群（經濟條件較差的族群）代

代相傳。而健康狀況不佳、身體殘障、醫療費用負擔都是造成貧窮的一些

因素126。特別是在美國醫療費用昂貴的情況下，因醫療服務費用而造成經

濟條件的變差更加明顯。因此，醫療救助的投入將有助於貧民獲得醫療服

務，特別是 Medicaid 對於老年人長期照護所為的相關給付。對於長期臥

病患者的家庭經濟負擔，有很大的助益127。 

 

三、 社會部分 

 

生病將造成個人與家庭生產力的降低及工作薪資的減少，相對降低社

會整體生產力。因此，對於低收入病患施予醫療救助，使個人可從疾病中

                                                 
124 按臺閩地區低收入戶形成原因來看：臺閩地區共計 78,428 戶，其中因戶內均無工作能力人口

占 35.33％，戶內無工作能力人口眾多者占 24.22％，久病不癒者占 26.93％，有工作能力者身體

受意外傷害者占 5.4％，因家人傷病花光積蓄者占 6.44％，因天然災害損失者占 0.73％，做生意

失敗破產者占 2.23％。 
參見：「低收入戶生活狀況調查摘要分析」，調查時間：民國九十三年六月二十一日至九十三年七

月二十日。http://sowf.moi.gov.tw/stat/Survey/93low-income-family.htm，最後瀏覽日期：2009.06.30。 
125 關於貧窮文化，可參閱 Lewis Oscar，丘延亮譯，貧窮文化 : 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

錄,2004。 
126 Charles Zastrow, supra note 121, p127。 
127 P. Mark Accettura Esq. and Samuel A. Hurwitz, Esq., 2005. "Medicaid and Long Term Care in 
Mich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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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復，另一方面也是增進與回復整體社會的生產力。除此之外，醫療資源

有限，若放任一個人長期臥病時，除造成家庭長期心理及經濟負擔外，亦

長期消耗社會醫療資源。因此，醫療救助其中一個重要貢獻乃在於將病患

的健康狀況提升，以減少長期社會醫療成本支出。 

 

另一方面，貧窮與多數的社會問題息息相關。倘若窮人的服務無法獲

得解決，將可能引發貧窮問題。此時其他社會問題如犯罪、嬰兒死亡率、

酗酒、輟學等，亦將隨之惡化，造成社會安定的維護成本大幅增加128。 

 

因此，當一個社會的貧民健康得到照顧與恢復，進一步去尋覓適當的

工作時，將逐漸改善與提升其經濟狀況。此外，因貧窮、疾病所產生的社

會問題（如竊盜與搶劫等犯罪）則會隨之減少，減少社會成本的支出。 

 

四、 國家部分 

 

(一) 保障人民生存權 

 

社會救助旨在保障人民最低的生活水準，以保障人民的生存權。生存

權是必須符合「人性尊嚴」的基本生活條件為保障目的129。醫療救助則是

對無能力負擔醫療費用者，在其有醫療需求時給予醫療照顧。因此，雖然

在救助的內涵及目標上有所不同，但都是出自於保障生存權的角度出發，

倘無社會救助，貧民可能無法過活，因此受到饑寒，甚至喪失生命。倘若

沒有醫療救助制度，可能造成貧民生病卻苦無法得到適當醫療的困境，逐

漸造成其生命的流逝，對於生存權的保障強度，在醫療救助時更加顯著。

因為需要醫療救助者通常已陷於某種疾病中，若沒有醫療救助制度的介

入，加上貧民家中較為惡劣的經濟條件與衛生環境，將導致低收入病患更

陷於生命的危機中130。 
                                                 
128 Charles Zastrow, supra note 121, p127。 
129 鍾秉正，社會福利法制與基本人權保障，2004.9，頁 192。 
130 我國醫療救助制度在憲法層級，主要由憲法第十五條、第一五五條及第一五七條分別針對生

存權、社會救助及公醫制度加以建構。 
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五條（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中華民國憲法第一五五條（社會保險與救助之實施）： 
國家為謀社會福利，應實施社會保險制度。人民之老弱殘廢，無力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

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 
中華民國憲法第一五七條（衛生保健事業之推行）：  
國家為增進民族健康，應普遍推行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度。 



 49

 

(二) 基於國家正當性 

 

憲法中有許多關於人民的基本權利，包括自由權、平等權、財產權、

參政權、受益權等。但所有權利的保障都附著一個最基本的內涵--「生

命」。一個人若沒有生命，則所有基本權利的保障都屬空談。當人民喪失

生命時，任何國家的權利保護對已死之人毫無意義可言。 

 

對於個人而言，「國家」概念的存在須經人民的認同而彰顯其正當性，

國家若無法保障人民的生命權時，甚至當人民已面臨生命有無的關鍵時，

若國家無法提供其協助與保障。此時，國家對於個人存在必要性與正當性

就大大削弱。因此，救助福利（包括現金救助、醫療救助與實物救助等）

對於國家而言，除可提升其整體社會的生產力、減少社會醫療成本與降低

犯罪率外，更重要的是保障人民生存權，進而彰顯國家存在的正當性131。 

 

在一九七一年，尼克森總統曾提出健康照護是一種權利的觀點132：「正

如同政府已在部分領域，如教育、工作及投票等，為人民提供相同的機會。

此刻必須努力讓所有公民均能獲得基本的醫療照顧水準。我們必須盡所能

地去排除任何影響公民獲得適當健康保護的障礙（包括任何有關種族、經

濟、社會及地區的理由）。如果缺乏健康的身體，則沒有人能完全地運用

其他權利。」 

 

 

第三節 適用對象 

 

一、 前言—適用對象分佈概況 

 

Medicaid 是美國非常重要的社會安全制度，每年提供美國總人口超過

15％的人醫療服務。以下將就 Medicaid 的概況加以分析133： 

 

(一) 適用對象穩定的成長 

                                                 
131 類似概念可參考：蔡維音，社會國之法理基礎，2001.7，頁 85。 
132 Charles Zastrow, supra note 121, p480。 
133 必須先行敘明的是，Medicaid 是一個必須經過資產調查的制度，包括所得調查及財產調查，

因此通常在一年內成為或移出受益資格的原因，最主要是因為所得(income)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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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id 於一九六五年創立以來，受益人口數以一種緩慢的方式增

加，此狀況直至九０年代方有改變。如前章所述，在八０年代後期對於受

益資格之擴張，造成一九九０年初期，受益人口顯著成長。自一九九二年

受益人口為 3,560 萬人增加至一九九四年的 4,020 萬人，其後則呈現穩定

而緩慢的成長，一九九六年的受益人口為 4,120 萬人，而一九九八年的受

益人口為 4,140 萬人134。以二００五年為例，Medicaid 的受益人口超過

5,000 萬人135。二００七年已有超過 5,500 萬人可獲得 Medicaid，而總支

出（加上行政成本）約為 3,310 億美元136。 

 

(二) 兒童為最大受益族群 

 

據一九九八年137的統計，總數 4,140 萬的 Medicaid 受益人中，未滿十

八歲的兒童計有 2,020 萬人138，佔總受益人數近 50％的比例139。Medicaid

在低收入戶家庭之兒童（特別是年幼的兒童）的健康保障上扮演著相當重

要的角色。每年出生的兒童中，有超過近 1/4 的兒童受 Medicaid 的照顧。

在一九九八年，兒歲以下兒童有 25％是 Medicaid 的受益人，三至五歲的

兒童有 22.5％是 Medicaid 的受益人，十二至十七歲的兒童有 15.5％是

Medicaid 的受益人140。據二００七年統計顯示，十八歲以下的兒童

Medicaid 總受益人數已高達 59％。佔全國兒童總數約 27.6％。 

 

兒童在 Medicaid 扮演最大比例的受益資格類型，特別是因為八０年

代後期的擴張。在一九九０年後，兒童的受益人數呈現大幅的增加141（此

尚不包括殘障的兒童，因殘障兒童被歸類為殘障者的統計類型）。 

 

(三) 同時領有現金救助的人逐漸減少 

 

                                                 
134 HCFA, 2000. A Profile of MEDICAID, USA,p14。 
135 APAA, 2005."Medicaid, Prevention and Public Health:Invest Today for a Healthier 
Tomorrow.",p3。 
136 http://www.statehealthfacts.org/index.jsp，最後瀏覽日期：2009.06.30。 
137 美國會計年度得計算是由當年十月一日至隔年九月三十一日，亦即會計年度一九九八年，即

自一九九八年十月一日至一九九九年九月三十日。 
138 HCFA, supra note 134, p17。 
139 HCFA, supra note 134, p21-22。 
140 HCFA, supra note 134, p19。 
141 HCFA, supra note 134, p13、20。 



 51

早期的 Mediciaid 受益要件幾乎連繫於現金救助制度（如 AFDC 與

SSI）。一九九五年的福利改革使醫療救助與現金救助的要件連繫不再像過

往一般緊密。據統計，同時領有現金救助方案與 Medicaid 者，佔 Medicaid

總受益人數，從一九九二年的 60％降自一九九八年的 43％142。 

 

(四) 女性受益者較多 

 

若依性別區分，據一九九八年針對 Medicaid 的統計顯示」，女性受益

人口占 57％，男性受益人口占 38.8％143。此現象凸顯 Medicaid 在受益類

型上對於女性較為有利，特別是「孕婦」的醫療救助類型，即為所女性獨

享。但另方面，也暗示女性往往在社會為經濟較弱勢者。畢竟，並非具有

孕婦身份即合於 Medicaid 的要件，亦需符合一定的收入與資產的限制。 

 

從以上分析可了解 Medicaid 受益人的分佈概況。以下繼續將分析

Medicaid 的各種受益類型。 

 

二、 適用對象 

 

Medicaid 的受益類型及給付內容，部份是由聯邦所強制指定

（mandatory）。聯邦要求加入 Medicaid 計畫的州必須包含該受益類型與

給付內容。部份類型則由各州選擇決定擴張與否。。 

 

八０年代之前，Medicaid 的受益類型是相當有限的。僅包括失依兒童

家庭(AFDC)、領有補充性社會安全所得(SSI)及「醫療需求者」（Medically 

Needy）。此三種類型即被稱之為 Medicaid 的「傳統受益類型」

(Traditional)。自八０年代開始後，在傳統的 Medicaid 類型外，擴張許

多新的受益類型。如針對稍高所得（相對於貧窮線）的兒童、孕婦、老人

及殘障者進行擴張。此即學者所稱 Medicaid 八０年代的「擴張受益類型」

(Expansion)。 

 

近年來，各州選定將一些疾病類型選入 Medicaid 的受益類型中，即

罹患乳癌及子宮頸癌的婦女、未參加保險卻患有肺結核病人及有工作的殘

                                                 
142 HCFA, supra note 134, p13、23。 
143 HCFA, supra note 134, p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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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者等新類型。 

 

Medicaid 是一個以資產調查(means-test)為前提的制度，申請者的收

入及資產須在一定的限度內，方符合受益要件。而收入及資產限制，對應

於每個受益類型而有所不同，主要是透過聯邦及各州的補充規定而訂出。

受益標準在各州有相當大的差異性。相同類型也因各州而有不同收入或資

產的限制。即使在同一個州裡，不同受益類型也會有不同的限制，至為複

雜。受益對象整理如下表所示： 

 

表四：Medicaid 受益對象一覽表 

 

適用對象 分類群體 

家庭成員、孕婦及

兒童 

依社會安全法第 1931 條，符合先前 AFDC 者 

貧窮的孕婦及兒童類型 

過渡期的醫療救助 

其他 AFDC 相關團體 

低收入之兒童健康保險類型 

老年及殘障者 SSI 受益人  

貧窮老人及殘障者 

受機構給付的群體及受特別收入規則保護的群體 

身心障礙工作者 

Medicare 相關群體 

醫療需求者 醫療需求者受益類型 ： 

其他類型 符合聯邦釋權者  

罹患乳癌及子宮頸癌的女性 

結核病患  

移民 

 

此外，依據社會安全法第 1902(r)(2)條規定，授權各州可選擇增加部

分的受益類型。且允許各州調整收入及資產的限額，或利用特定的計算方

式而為擴充。換句話說，各州可利用社會安全法第 1902(r)(2)條調整的權

力而擴大 Medicaid 的受益類型，使原本因收入或資產稍高而被排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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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id 之外者，得以獲得 Medicaid 之救助144。 

 

(一) 家庭、孕婦及兒童 

 

低收入家庭成員、孕婦及兒童欲獲得 Medicaid 之醫療救助，主要透

過兩種途徑：1、社會安全法第 1931 條的規定，對於原先符合 AFDC 計畫

而領有現金救助的受益家庭，提供 Medicaid 的醫療服務。2、於一九八０

年代，針對貧窮的孕婦及兒童所作的擴張。 

 

此外，對低收入家庭獲得 Medicaid 的醫療服務，主要透過：過渡期

的醫療救助(transitional medical assistance)、其他與 AFDC 相關連的

群體及低收入之兒童健康保險（S-CHIP）類型145 

 

1. 依社會安全法第 1931 條，符合先前 AFDC 者 

 

符合 TANF 的家庭非必然為 Medicaid 受益人。依社會安全法第 1931

條規定，對於在一九九六年七月十六日前，符合 AFDC 要件者，繼續維持

Medicaid 的給付。本條規定主要是為避免低收入家庭，因一九九六年社會

福利改革修正案通過後（以 TANF 取代 AFDC 制度），使得原先領有 AFDC 的

低收入家庭瞬間喪失 Medicaid 的保障146。 

 

依該條規定，各州在定義收入及資產限制時，具有相當大的彈性147： 

（1） 收入的標準可降至一九九六年之規定以下，但不能低於一

九九八年五月一日的標準。 

（2） 一九九六年之後，收入及資產標準可依各州調整而放寬。

但放寬的比率不得高於消費者物價指數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增加的比率。 

（3） 各州在計算收入及資產時，可設較少的限制148（相對於一

                                                 
144 William M. Thomas, 2004. “2004 Green Book.”, p15-32。 
145 William M. Thomas, supra note 144, p15-33。 
146 SSA §1902(a)(10)(A)(i)(I)；SSA §1931(a)。 
147 SSA §1931(b)(2)。 
148 一般對於收入及資產的定義與限制如下： 
1、收入(income)部份包括：A、工作收入(earnings Income)：因工作所或的之報酬。B、非勞力增

得收入(un-earnings Income)：及非因工作工係所或的之收入，例如：銀行存款利息、退休金等。 
2、資產(resource)包括銀行存款、動產不動產等，惟每人可扣除其生活必須的資源，例如：若為

單身時可以扣除一棟自住房及一輛自用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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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六年七月十六日）。如對於資產、收入認定的種類。 

 

但符合以上社會安全法第 1931 條積極要件的成人，若拒絕配合各州

對 TANF 補助時的工作要求，各州可選擇拒絕提供 Medicaid 的相關給付。

惟此時仍須提供兒童及孕婦 Medicaid 的醫療服務。此制度對於消極不工

作者不僅取消 TANF 的扶助，甚至中止 Medicaid 的給付149。 

 

據二００二年的調查，美國已有三十九州運用社會安全法第 1931(b)

條賦予的調整權利，針對工作收入限制的調整。使原先因收入或資產而無

法獲得 Medicaid 醫療服務的家庭，成為 Medicaid 受益人。另外，各州亦

利用該條調整收入及資產的計算方式，使更多的低收入家庭獲得 Medicaid

的醫療救助150。 

 

2. 貧窮的孕婦及兒童 

 

美國國會於一九八六年至一九九一年間，逐步放寬 Medicaid 對於孕

婦及兒童的規定。經過這一連串的修法與擴張，目前各州對於家有孕婦或

育有低於六歲的兒童，其收入低於聯邦貧窮線 (FPL)133%151的家庭，提供

Medicaid 的保障。另外，該孕婦在分娩後六十日內都受有 Medicaid 的保

障，該兒童在六歲以前都可獲得 Medicaid 的醫療服務152。 

 

另自一九九一年七月一日後，聯邦強制各州對育有六至十九歲兒童之

家庭，其收入若低於聯邦貧窮線時，提供 Medicaid 的醫療服務153。該規定

已於二００二年在全國全面實施154。 

                                                 
149 SSA §1931(b)(3)。 
150 William M. Thomas, supra note 144, p15-33。 
151 若以一家四口計算，二００九年的美國聯邦貧窮線(FPL)為 22,050 美元（年度所得）， FPL 的

133％即為 29,326 美元（年度所得）。 
美國的聯邦貧窮線共有三種標準，依其區域不同而有別： 
一、 四十八州及哥倫比亞特區，貧窮線為單人家庭年度所得 10,830 美元，家戶人口每增加一人

則年度收入可增加 3,740 美元。 
二、 阿拉斯加州，貧窮線為單人家庭年度所得 13,530 美元，家戶人口每增加一人則年度收入可

增加 4,680 美元。 
三、 夏威夷州貧窮線為單人家庭年度所得 12,460 美元，家戶人口每增加一人則年度收入可增加

4,300 美元。 
參見：http://aspe.hhs.gov/POVERTY/09poverty.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09.06.30。 
152 SSA §1902(a)(10)(A)(i)(Ⅳ)；§1902(a)(l)(1)(A)；§1902(a)(l)(1)(B)；§1902(a)(l)(2)(A)(ii)(Ⅱ)。 
153 SSA §1902(a)(10)(A)(i)(Ⅶ)；§1902(a)(1)(D)；§1902(a)(2)(C)。 
154 William M. Thomas, supra note 144, p15-33～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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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對於家有孕婦或育有一歲以下的嬰兒，其家庭收入介於聯邦貧

窮線的 133％至 188％，各州可選擇是否提供 Medicaid 的醫療照顧。依二

００二年的統計，計有三十六州（含哥倫比亞特區）)利用此選擇權使部

分或全部的孕婦及嬰兒獲得 Medicaid 的保障155。 

 

表五：貧窮的孕婦及兒童類型示意表 
 

各州辦理狀況 使用對象 適用要件 

1986-1991 逐步放寬 孕婦、育有低於六歲兒童家庭收入低於 133％FPL

孕婦分娩後六十日內、兒

童滿六歲前 

1991.07.01 各州有選擇

權 

六至十九歲兒童（於

2002 年全面實施） 

家庭收入低於 100％FPL

家有孕婦或育有一歲以

下嬰兒。 

家庭收入 133％-188％

FPL 

 

3. 過渡期的醫療救助(Transitional Medical Assistance, 以下簡稱

TMA) 

 

反福利論者批評廢止前的 AFDC 造成其受益人福利依賴的現象。主因

AFDC 受益人提高收入後，除將因收入的提高而喪失 AFDC 的現金救助外，

並且面臨喪失 Medicaid 的保障。加上美國醫療保險費用的昂貴，誘使部

分 AFDC 受益人消極不工作讓自己繼續為 AFDC156的受益人。為解決此道德

危機，美國在一九九六年進行福利改革時，用 TANF 制度取代原有的 AFDC

制度，使具有工作能力者卻領有現金救助者，必須投入工作職場中。 

 

但為減少對原領有 AFDC 家庭的衝擊，避免其遽然喪失 Medicaid 的保

障。對於一九九六年改革前，依社會安全法第一九三一條而獲得 Medicaid

三至六個月照顧的 AFDC 家庭。各州須再多提供六個月的 Medicaid 醫療照

顧157。除此之外，以上類型的受益人或家庭，若因增加工作時數或工作收

                                                 
155 William M. Thomas, supra note 144, p15-33～15-34。 
156 咸信相同的論述亦發生在 SSI 受益人身上。 
157 SSA §19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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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而超過救助標準時，仍可獲得 Medicaid 的保障。 

 

除此之外，對於 TMA 家庭在第一次六個月給付 Medicaid 的期間，若

其家庭收入低於 185％的聯邦貧窮線158，各州必須給付第二次六個月的

Medicaid 保障。 

 

4. 其他 AFDC 相關團體(Other AFDC-related groups) 

 

雖 AFDC 已於一九九六年的福利改革中被 TANF 所取代，但 Medicaid

仍規定部分受益要件繫於 AFDC。AFDC 現金救助的制度雖已廢除，但其重

要性仍因 Medicaid 而持續。各州對社會安全法第四篇規定，低於十八歲

而受收養救助(adoption assistance)與領養照顧(foster care)的兒童提

供 Medicaid 的醫療服務。此於一九九九年放寬各州可選擇放寬年齡的要

件至二十歲，使其可獲得 Medicaid 的保障159。 

 

「Ribicoff 兒童」（Ribiff 是當時提倡該 Medicaid 受益類型的參議

員。）的受益類型，係指年齡低於二十一歲，僅符合 AFDC 中關於所得與

資產的限制，但卻不符合其他 AFDC 規定的兒童。各州對於此類兒童可選

擇是否給付 Medicaid 的醫療照顧。各州在規定這個特殊類型時有很大的

彈性空間。因此，各州常利用此授權來提供 Medicaid 醫療服務的保障予 

（1） 由各州發起而接受收養照顧之兒童或 

（2） 慈善機構內的兒童或 

（3） 在精神醫療機構的住院病人。 

雖然被歸類為「Ribicoff 兒童」的 Medicaid 受益人通常都已符合「與

貧窮相關」(poverty-related group)類型。但「Ribicoff 兒童」受益類

型對部分受收養照顧的青少年仍是獲得 Medicaid 的重要途徑160。換句話

說，即給予各州行政單位多一種可採取的方式。 

 

5. 低收入之兒童健康保險類型(Targeted low-income children 

authorized under the State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158 若以一家四口計算，二００九年的美國聯邦貧窮線(FPL)為 22,050 美元（年度所得）， FPL 的

185％即為 40,792 美元。 
參見：http://aspe.hhs.gov/POVERTY/09poverty.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09.06.30。 
159 William M. Thomas, supra note 144, p15-34。 
160 William M. Thomas, supra note 144, p15-34～p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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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一九九０年初期，有愈來愈多未獲的醫療保險的兒童，美國於一九九

七年通過平衡預算法(the Balanced Budget Act of 1997)。該法第 4911

條增設一個對低收入兒童醫療保障的制度。針對十九歲以下的兒童設立

S-CHIP 制度161。Medicaid 的受益類型中，也隨之增設「低收入兒童健康保

險（S-CHIP）類型」。對於不符合 Medicaid 其他受益要件，未被其他團體

健康方案或健康保險所涵蓋162的兒童，若同住家庭之收入（1）、高於各州

一九九七年六月 Medicaid 規定的資力標準，但低於 200％的聯邦貧窮線，

或（2）一九九七年六月，各州的 Medicaid 收入界限的 200%-250%（但收

入增加幅度必須不超過 Medicaid 收入標準的 50％）。對此，各州可選擇為

低收入兒童建立此受益類型，或將低收入兒童納入其他既存的 Medicaid

的受益類型中163。 

 

S-CHIP 與 Medicaid 搭配運作的狀況至為複雜，在各州有所不同。

S-CHIP 與 Medicaid 分別實施，或結合辦理；甚至 S-CHIP 也可能成為

Medicaid 擴張辦理的一部份。就二０００年的情況，分別辦理的計有十五

的州，擴張 Medicaid 辦理的有二十三州；結合辦理的計有十八州164。各州

對於收入等要件有不同的規定標準，人民須與各州社會安全機構進行確

認。 

 

(二) 老年及殘障者(The Age an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1. SSI 受益人(Person who qualify for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SI) 

 

規定於社會安全法第十六篇的SSI制度乃是一個透過資力調查(means 

-test)的現金救助計畫，給予老人、盲人及殘障者現金救助。即當人民所

得已低於聯邦所訂立每月 SSI 的最大給付額，且資產在一定的限度內，則

國家必須提供生活扶助（現金救助），以保障其生存權。此外，強制各州

                                                 
161 參見社會安全法第二十一篇。 
162 通常的狀況即為：家中撫養的父母收入或資產超過 Medicaid 其他受益類型的標準或父母有工

作但不足以支付私人（商業）健康保險的保費。 
163 SSA §1902(a)(10)(ii)(A)(ⅩⅣ)；SSA §1905(u)(2)(C)。 
164 HCFA, supra note 134, p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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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提供 Medicaid 的醫療服務予 SSI 受益人。身為 SSI 受益人通常可同

時領有 SSI 的現金救助與 Medicaid 醫療服務。 

 

SSI 的受益資格概述如下。身份上須是老人或殘障者、.具有公民身

份。並在美國一定的居住時間。資產的限制，以二００九年為例，個人資

產不得的高於 2,000 美元，夫妻兩人不得高於 3,000 美元。依二００九年

標準。單身所得須低於每個月聯邦 SSI 現金給付最多 674 美元的限制，若

夫妻兩人則為 1,011 美元。 

 

由於成為 SSI 的受益人可同時獲得 Medicaid 的醫療服務。不論 SSI

的實際救助額是多少，一旦成為 SSI 受益人，即使 SSI 的給付額度僅有一

美金，仍可獲得 Medicaid 所提供的醫療照顧。因此，SSI 的受益資格是相

當重要的一種身份，可為其帶來許多的福利照顧。特別是在健康保險費昂

貴的美國，Medicaid 的醫療服務對於貧者更顯重要。 

 

2. SSP 受 益 人 165 (Recipients of State Supplemental Payment 

benefits) 

 

美國有許多州提供由各州財務支付之 SSP 救助計畫（即為前述之一般

救助 GA）。救助的種類包括食物、庇護所、衣服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救助

的數量則依各州之規定而不同。各州可選擇提供 SSP 給所有獲得 SSI 給付

的受益人。亦可選擇提供 SSP 給除所得的條件外，符合 SSI 的其他要件的

人。各州也可能提供 SSP 給特殊群體，如社區獨居老人、獲得居家個人照

顧 救 助 （ in-home personal care assistance) 或 獲 得 送 餐 到 家

(home-delivered meals)的老人。針對以上情況，各州可選擇是否提供

Medicaid 給所有或部份的 SSP 受益人，給付範圍亦由各州決定。換句話說，

對於是否將 SSP 受益人全數列為 Medicaid 的受益人，或僅進行部分擴張，

各州具有決定權。 

 

3. 貧窮老人及殘障者(Poverty-related group for the aged and 

disabled) 

 

美國國會於一九八六年通過綜合預算法(OBRA)賦予各州選擇權。各州

                                                 
165 SSA §1902(a)(10)(A)(ii)(Ⅹ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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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決定是否對所得超過 SSI166或針對符合社會安全法第 209(b)條者167給予

保障。各州得以選擇使所得低於聯邦貧窮線的老人及身心障礙者獲得

Medicaid 的保障168。就二００一年的統計，目前已有二十一州有針對此一

類型辦理。 

 

4. 受機構給付的群體及受特別收入規則保護的群體169(Coverage for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s and related groups under the 

special income rule) 

 

各州可擴張 Medicaid 的保障範圍。對於所得高於 SSI 的標準，但符

合受護理設施(nursing facility)保障或機構照顧(institutional care)

者，提供 Medicaid 的醫療服務。此類的受益者需符合以下要件： 

1. 獲得護理設施或其他醫療機構的照顧，且持續達 30 日以上

者。 

2. 符合各州所定的資產標準。 

3. 所得不超過特定限額。即不高於 SSI 單人最高給付額的三

倍。 

以二００九年為例，特定限額即為 2,022 美元，但各州也可選擇比 SSI

三倍給付額要低的限額。對於上述類型設立與否，各州可自行決定。 

 

5. 身心障礙工作者(Working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身心障礙工作者可能因所得的增加而喪失 Medicaid 的醫療服務。但

身心障礙工作者卻未必有能力繳納附屬於工作的健保保費。對此問題，國

會立法保護身心障礙工作者免於因投入工作後，因所得增加而喪失

Medicaid 的醫療照顧。否則等於變相鼓勵身心障礙者怠於增加所得的情

況。 

 

因此，為使身心障礙者符合 SSI 而獲得 Medicaid，即規定調整 SSI 對

於身心障礙工作者之相關規定。申請者首先須符合衛生與人類服務部之秘

書處(the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166 SSI 對於每個人每個月收入的要件標準訂於聯邦貧窮線的 74％。 
167 即符合 SSA§209(b)。 
168 William M. Thomas, supra note 144, p15-36。SSA §1902(a)(10)(A)(i)(Ⅱ)；SSA §1902(f)。 
169 SSA §1902(a)(10)(A)(ii)(Ⅴ)；SSA §1903(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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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義之身心障礙資格。而這些資格連結到每個人的工作能力或工作所

得，此即「主要有給活動」(Substantial Gainful Activity, SGA)。依

二００九年規定，每個人的 SGA 為 980 美元。若為盲人，則其 SGA 為 1,633

美元。SGA 是由聯邦加以規定，係指從事重要的生理或心理或結合兩者之

有產工作（significant physical or mental, or a combination of both, 

that are productive）。 

 

依社會安全法第 1619(a)條關於 SSI 的規定，允許各州對於 Medicaid

給付 SSI 的範圍加以擴張。即使當他們的工作所得到達 SGA 的程度，但符

合 SSI 其他受益資格的身心障礙者，可繼續獲得 Medicaid。而 SSI 給付

的額度將隨著所得的增加而逐漸減少，即依扣減規則而逐漸減少，直到所

得達到 SSI 的給付標準或所謂的「打平點170」(breakeven point)。此外，

有若為「嚴重減損者」(qualified severely impaired individuals)，

通常為盲人及身心障礙較嚴重者，其所得雖超過 SSI 規定之「打平點」，

仍可獲有 Medicaid 的保障171。 

 

依社會安全法第 1619(b)及 1905(q)條規定 Medicaid 之「特殊 SSI 受

益人」受益類型。雖可能並非事實上獲得 SSI 給付者，但只要符合以下資

格，即為該類 Medicaid 受益人： 

（1） 繼續為盲人或身心障礙者。 

（2） 繼續符合除所得以外的 SSI 受益要件。 

（3） 被嚴格禁止繼續工作因而喪失 Medicaid 的資格。 

（4） 若未受 SSI、SSP、Medicaid 和公共基金的個人照顧

(Publicly funded personal care)，收入不足以提供等同

於其可能獲得之給付。 

 

此外，聯邦給予各州對於身心障礙工作者更大的彈性。一九九七年之

預算平衡法(BBA97)允許各州提供 Medicaid 給身心障礙工作者，但其家庭

淨 所 得 (net income) 低 於 二 點 五 倍 的 聯 邦 貧 窮 線 (FPL) 。 另 依

TWWIIA1999(the Ticket to Work and Work Incentives Improvement Act 

of 1999)提供兩個途徑： 

（1） 允許各州進一步擴張 Medicaid 的對象至十六至六十四歲

                                                 
170 二００九年之數額則為每個月 694 美元。 
171 SSA §1902(a)(10)(A)(i)(Ⅱ)；SSA §190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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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身心障礙工作者。所得及資產由各州規定之。各州可對符

合資格者加徵保費及其他部份負擔的費用。 

（2） 允許各州在特定的情形下，對於因醫療狀況改善而無法符

合 SSI 之身心障礙標準者，提供 Medicaid172。 

 

6. Medicare 相關群體(Qualified Medicare beneficiaries and 

related groups) 

 

低收入的老人或身心障礙者，若具有 SSI 或 Medicare 之被保險人身

份，且符合 Medicaid 的受益要件時。可由 Medicaid 為其給付 Medicare

相關支出173，如保險費與自行負擔部分。符合 Medicare 被保險人及相關群

體的 Medicaid 受益類型，又可分作四種類型如下174： 

 

（1） QMB175(Qualify Medicare Beneficiaries) 

 

QMB 受益類型係指老年及身心障礙者，亦同時為 Medicare 之被保險

人，其收入高於 100％的聯邦貧窮線（FPL），且財產未高於單人 4,000 美

元，夫妻未高於 6,000 美元。各州被要求 Medicaid 提供 QMB 受益類型時，

給付內容須包括 Medicare 的保費與自行負擔之費用。 

 

另外，其他 Medicaid 的服務項目，如護理設施照顧、處方藥和主要

與緊急醫護服務(primary and acute care services)不當然給付給 QMB

受益類型。除非 QMB 受益人仍符合其他的受益類型（如 SSI、Medically 

needy 等），方可獲得其他醫療服務給付。 

 

（2） SLMB176(Special Low-Income Medicare Beneficiaries) 

 

SLMB 類型係指除所得外的其他要件資格都符合 QMB 類型。而 SLMB 類

型的所得限制為 100％至 120％的聯邦貧窮線（FPL）。SLMB 類型只給付每

                                                 
172 William M. Thomas, supra note 144, 2004 p15-37～p15-38。 
173 據一九九七年的統計，同時具有 Medicare 被保險人及 Medicaid 受益人的身份，共計有 640
萬人，占 Medicaid 受益人總數的 19％；另就 Medicaid 的總支出部分，占 Medicaid 總支出的 35
％。HCFA, supra note 134, p43。 
174 William M. Thomas, supra note 144, p15-38～15-39。 
175 SSA §1902(a)(10)(E)；SSA §1905(p)。 
176 SSA §1902(a)(10)(E)(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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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補充性醫療保險（SMI）的保費，並不提供 Medicaid 的醫療服務。除非

SLMB 類型的受益人仍符合其他受益類型。換句話說，SLMB 受益類型僅由

Medicare 所提供之醫療服務加以照顧。 

 

（3） QI-1177(Qualifying Individuals) 

 

QI-1 類型係指所得在 120％至 135％聯邦貧窮線（FPL）之老人及身心

障礙，同時亦為 Medicare 被保險人。各州在聯邦提供專屬配額
178(allotment)用盡前，必須提供該類受益人補充性醫療保險（SMI）的保

費。 

（4） QDWIs179(Qualified Disabled and Working Individuals) 

 

符合下述狀況者稱為 QDWIs 類型的受益人，對於因身心障礙成為

Medicare 的被保險人，但因工作所得的增加而喪失 Medicaid 的受益資格

者，若其身體狀況仍處於身心障礙狀態者，且其收入低於 200％的聯邦貧

窮線，資產又低於二倍的的 SSI 限制額，且未符合其他 Medicaid 的受益

類型。對於該 QDWIs 類型，各州必須提供住院保險（HI）保費的補助180。 

 

Medicaid 給付類型中的「Medicare 相關群體」可分作四種類型，其

收入與財產的限額如下表所列： 

 

表六：Medicare 相關群體分類表 

 

類型 收入（FPL） 財產 給付內容 

QMB 100％以下 單人未高於

4000 美元；

夫妻未高於

6000 美元。

Medicare 的保費與自行負擔之費用。

SLMB 100-120％ 給付每月 SMI 的保費。 

QI-1 120-135％ 各 州 在 聯 邦 提 供 專 屬 配 額

(allotment)用盡前，必須提供該類

受益人 SMI 的保費。 

QDWIs 200％以下 提供住院保險（HI）保費的補助。 

                                                 
177 SSA §1902(a)(10)(E)(iv)；SSA §1933。 
178 Medicaid 的經費主要由聯邦及各州共同負擔，但 QI-1 受益類型則依聯邦自「Part B 信託基金」

(Part B trust fund)給各州的配額程度，全數由聯邦負擔。 
179 SSA §1905(S)。 
180 關於 Medicare 各種投保類型，請參閱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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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醫療需求者181(Medically Needy) 

 

要成為 Medicaid 的受益人必須通過群體類別與個人經濟狀況的檢

驗。通常需先具有一定的身份後，再檢驗其經濟條件，方可判斷是否合於

Medicaid 的受益要件。如前所述，有某些身份類型（如 SSI 受益人）通常

可符合 Medicaid 的受益要件。有論者乃將 Medicaid 的受益類型分作兩大

類：一為類別需求者（Categorically Need），另為醫療需求者（Medically 

Needy）。 

 

醫療需求者受益類型包括以下狀況，關於 Medicaid 受益的類別需求

者，若僅未符合所得及資產限制時，各州可選擇擴張 Medicaid 的受益群

體使其可獲得 Medicaid 的醫療服務，如老年人、身心障礙者、或育有兒

童的家庭等。各州可依此設立各州的「每月醫療需求收入線」(Medical 

Needy monthly income limit)。此限制最高可達 133.3％的最大 AFDC 給

付額（就一九九六年七月十六日而論）。通常此標準比其他 Medicaid 受益

類型之所得標準高。 

 

各州有權決定是否設立醫療需求者的受益類型，並規定其受益要件。

但各州若已提供醫療需求者受益類型時，則強制規定其必須涵蓋 

1、 低於十八歲，符合任一個福利相關類型的群體

(welfare-related groups)、 

2、 分娩後六十日內的孕婦、 

3、 部分一歲以內的嬰兒182、 

4、 部分被保障的盲人 

 

而通常各州所選擇醫療需求類型的人為： 

1、 對於年齡低於二十一歲（或二十、十九歲不等）的全職學生。

但有時各州會再加上一些特定限制，惟此限制必須合理。 

2、 六十五歲以上的老人。 

3、 盲人（依 SSI 或各州訂立之認定標準）。 

4、 失能者（依 SSI 或各州訂立之認定標準） 

                                                 
181 SSA §1902(a)(10)(C)；SSA §1905(a)。 
182 SSA §1902(a)(10)(C)(ii)；SSA §1902(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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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二００五年的調查，有三十四州與哥倫比亞特區已設有醫療需求的

受益類型183，但德州僅有聯邦政府強制各州在設立 Medically Needy 所必

須包含的給付項目。 

 

(四) 其他類型(Other Individuals Covered) 

 

以往常將 Medicaid 受益條件連繫到現金救助（如 SSI 及昔 AFDC）。近

年來，產生一些新的發展，如：透過聯邦釋權而建立的類型、繫於特定「醫

療診斷結果」(diagnoses)的受益類型。在特定限制下，Medicaid 也提供

給移民者(Immigrants)醫療照顧。 

 

1、 符合聯邦釋權者(Individual qualifying under 

demonstration waivers) 

 

「符合聯邦釋權者」係指聯邦授予各州對給付內容有部份的決定權。

而各州利用聯邦的釋權來擴張 Medicaid 的受益類型，於二００五年，共

有三十個州（包括哥倫比亞特區）有利用聯邦釋權的規定加以擴張184。 

 

2、 罹患乳癌及子宮頸癌的女性 

 

美國「衛生及人群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HHS)下轄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對婦女推行大規模的「乳癌及子宮的疾病檢查計畫」

(National Breast and Cervical Cancer Early Detection program, 

NBCCEDP)。各州可選擇對經「乳癌及子宮頸癌早期診斷計畫185」檢查發現

                                                 
183 CMS, 2005."Medicaid At-a-Glance 2005-A Medicaid Information Source.", p2。 
184 CMS, supra note 183, p3。 
185 自一九九０年起，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被授權實施全國性計畫，用以保證每一位婦

女接受定期乳癌與子宮頸癌篩檢，立即追蹤檢查報告異常者，並確保檢驗品質。疾病控制與預防

中心與各州政府、原住民組織和其他全國性組織緊密合作，共同執行許多活動，提供弱勢婦女（如

年老，無收入，無保險，或少數民族）必要的乳癌與子宮頸癌篩檢服務。 
一九九七年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將動用 1.4 億美元擴大篩檢與追蹤服務，增加對婦女與醫療院所

的教育與接觸，並提高乳房攝影(mammography)與子宮頸抹片細胞檢查(Pap smear cytology) 的檢

驗品質。 
目前有五十州、五個行政特區、哥倫比亞特區與十三個印第安／阿拉斯加原住民組織參與全國乳

癌與子宮頸癌早期偵測計畫(NBCCEDP) ，CDC 也和其他聯邦機構、專業的、全國性的、志願

的與消費者組織合作，擔任全國性計畫的領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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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乳癌或子宮頸癌的女性，給予 Medicaid 的醫療服務。而該類型的受

益女性須低於六十五歲、未參加其他健康保險且非為 Medicaid 其他類型

的受益人。給付範圍也僅限於接受乳癌及子宮頸癌治療的相關診療。就二

００五年的統計，已有五十一州（包括哥倫比亞特區）設立此受益類型186。 

 

3、 結核病患187(Persons with tuberculosis) 

 

各州可選擇對患有結核病，但卻無健康保險者提供 Medicaid 的醫療

照顧。但所提供之給付則僅限於治療結核病的相關醫療。就二００五年統

計，已有十一州（包括哥倫比亞特區）訂立此受益類型188。 

 

4、 移民(Immigrants) 

 

若為一九九六年八月二十二日移入美國的移民，須經歷五年等待期

間，即五年內無法成為 Medicaid 的受益人。五年等待期間後，是否仍禁

止移民加入 Medicaid 計畫，由各州決定之189。各州須提供 Medicaid 給付

給在一九九六年八月二十二日已住在美國且獲得給付者，及在一九九六年

八月二十二日前已住在美國，但於後來成為身心障礙者190。此外，各州也

必須提供 Medicaid 的醫療服務給 

（1） 具有永久居留身份且可合法居留美國的外籍人士。 

（2） 被授予難民身份或政治庇護身份的非公民。 

（3） 根據美國移民及國籍法案，被驅逐出美國境內前而被羈押

的非公民。 

（4） 正在美國軍隊中服役或已退伍的外籍人士，及其配偶與遺

屬。 

（5） 依 Color of Law（Permanently Residing Under Color of 

Law , PRUCOL）合法永久居住於美國的外籍人士。 

 

 
                                                                                                                                            
http://www.drugnet.com.hk/health/016-17.htm，最後瀏覽日期：2009.06.30。 
186 CMS, supra note 183, p3。 
187 SSA §1902(a)(10)(Ⅵ)；SA §1902(a)(10)(Ⅶ)。 
188 William M. Thomas, supra note 144, 2004 p15-41。 
189 除猶他州及科羅拉多州以外，各州都有涵蓋此一受益類型。科羅拉多州在二００三年三月取

消此一類型，並且隨之引起科羅拉多州之美國自由公民組織(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of 
Colorado)對該決定之合法性提出挑戰。 
190 William M. Thomas, supra note 144, p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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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給付項目 

 

Medicaid 給付的項目可分作兩類：強制性（mandatory）及選擇性

（optional）給付項目。聯邦強制各州須提供一些特定的給付項目。另一

方面，各州有權決定選擇性給付的項目，且由聯邦提供部分財務補助。聯

邦針對給付項目訂有四大原則，強制及選擇性給付項目都必須符合四大原

則，分別為191： 

 

一、 合理的數量(Amount)、期間(duration)與範圍(scope) 

 

Medicaid 的醫療給付，在數量、期間及範圍上必須足以合理地達到其

醫療目標192。各州不可只因疾病的種類與狀況，任意拒絕或減少給付的數

量、期間或範圍。但各州可因醫療的必要而作合理的限制。 

 

二、 一般性(Comparability) 

 

除法規明文訂定例外條款外，各州提供給 Medicaid 受益者之醫療服

務須在數量、期間及範圍上相等同於其他受益者。以州為範圍，若同為醫

療需求受益者在受服務之數量、期間及範圍上自應相同。 

 

三、 全州性的(Statewide) 

 

一般來說，各州的醫療救助計畫涵蓋範圍須以整個州為其範圍。給付

的數量、期間及範圍在州內必須等同，不得有差別待遇。 

 

四、 選擇自由(Freedom-of-choice) 

 

各州的Medicaid計畫應允許Medicaid受益者有權利在參與Medicaid

醫事單位中自由選擇。而各州通常透過預付安排（如健康維護組織193HMO），
                                                 
191 William M. Thomas, supra note 144, 15-49。 
192 SSA §1902(a)(8)；42 C.F.R.(聯邦行政法典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 CFR) §440.230(a)；42 
C.F.R.§440.230(b)。 
193 健康維護組織（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HMO）是一種美國的醫療保健制度，須經由

政府許可的衛生計畫，提供參加計畫的會員在某特定時段內（月、季、年）完整的醫療機構與醫

事人員醫療服務，會員也會受到管理式醫療與限制使用特定醫療服務提供者的限制。健康維護組

織的特色在於選擇性特約醫療服務提供者，按人按月預付費用。 
HMO 也是一種美國的醫療保險制度，須由政府許可的預付是衛生計畫，將財源或保險與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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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受益人醫療服務。 

 

聯邦強制各州辦理 Medicaid 時，必須提供以下得醫療服務194： 

1、 住院服務（精神疾病的住院服務例外） 

2、 門診服務，包括 FQHC(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 FQHC)

的服務及鄉間衛生所(rural health clinic, RHC)的服務。 

3、 醫療檢驗及 X光服務 

4、 合格的小兒科及家庭護理人員。(certified pediatric and family 

nursing practitioners) 

5、 對於二十一歲以上者之護理設施服務。 

6、 對未滿二十一歲者之早期定期篩選、診斷及治療(EPSDT)。 

7、 內科醫生的服務195 

8、 家庭計畫服務及用品(families planning services and supplies) 

9、 牙醫師的醫療設備及外科手術服務 

10、 接生護士的服務(nurse-midwife services) 

11、 懷孕相關服務（包括治療情形可能複雜化懷孕的情況） 

12、 產後六十日相關的服務196。 

 

Medicaid 同時規定部分可由各州選擇給付的項目，如眼鏡及義肢設備 

、脊椎指壓治療師(chiropractor)及足科醫師(podiatrist)。各州對於選

擇性給付的項目、服務的範圍及計畫內容有相當大的彈性空間。其他選擇

服務類型包括處方藥、低於二十一歲或高於六十五歲之精神病住院服務、

牙醫服務、內科治療檔案管理及其他服務197。 

 

除上述關於強制及選擇性給付的主要內容外，Medicaid 亦針對特定的

                                                                                                                                            
醫療照護服務結合。 
HMOs 依其與醫療服務提供者關係之不同，又可分為四類不同型態的 HMO。 
第一類為 Staff Model：該類組織直接聘僱全職且領薪的醫師提供服務； 
第二類為 Group Model：該類組織與一群醫師簽約以提供醫療服務； 
第三類為 Network Model：該類組織與數群醫師簽約以提供醫療服務； 
第四類為 Individual Practice Association：該類組織與單獨開業醫師簽約以提供醫療服務。 
其中以第四類之 HMO 在美國所佔的比例最高。 
內政部社區發展雜誌，社會工作辭典，2000.08，頁 539-540。 
194 SSA §1905(a)。 
195 據會計年度一九九八年的統計，處方藥（1,930 萬人次）、內科門診（1,850 萬人次）及住院服

務（1,220 萬人次）是 Medicaid 給付類型裡面，最多人使用的類型。 
HCFA, supra note 134, 44。 
196 William M. Thomas, supra note 144, 15-49～15-50。 
197 William M. Thomas, supra note 144,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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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訂有特別的給付規則。 

 

(一) 對未滿二十一歲者之早期定期篩選、診斷及治療(EPSDT) 

 

保障二十一歲以下兒童健康的相關計畫，稱之為「對未滿二十一歲者

之早期定期篩選、診斷及治療(EPSDT)」。EPSDT 涵蓋檢查服務（廣泛的健

康及發展史）、廣泛的身體檢查、適當的免疫預防（依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 所建立的時程）、檢驗測試和領導

毒性檢驗、健康教育、視力服務（包括眼鏡）、牙醫服務、聽力服務、其

他支持健康所必須的服務訂正或改善缺陷、生理及心理的疾病、透過檢驗

服務而得知的狀況等。若透過 EPSDT 而檢查出受益兒童罹患特定疾病，經

醫師判斷必須採取的醫療手段非為各州選擇性給付項目時，各州亦應提供

此醫療給付198。 

 

(二) 懷孕相關服務(Pregnancy-related services) 

 

符合 Medicaid 受益資格的女性可獲得懷孕相關的給付。但若該孕婦

只符合孕婦相關類型時，將只獲得懷孕相關的醫療服務。在期限上，分娩

後的六十日內都可獲得懷孕相關醫療服務199。 

 

(三) 醫療需求者相關給付(Benefits for the medically needy) 

 

若各州設立適用醫療需求者的受益類型時，將適用特別的給付。各州

可決定提供該類受益人的給付內容，但給付內容至少應包括 

1. 孕婦的產前服務 

2. 低於十八歲及符合慈善機構服務者之非臥床服務(ambulatory 

service) 

3. 對符合醫療設施服務者提供家庭健康服務。 

4. 對 智 能 遲 緩 者 提 供 精 神 疾 病醫 療 機 構 及 中 間 照 顧 之 家

（intermediate care facilities）的服務。 

 

(四) 肺結核相關服務(Tuberculosis(TB)-related services) 

                                                 
198 HCFA, supra note 134, p15-50。 
199 詳見前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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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感染結核病之結核病患，各州可選擇給予 Medicaid 的醫療服務。

但結核病患應設有所得及資產限制，且必須未符合其他 Medicaid 的受益

類型。結核病相關給付服務包括處方藥、內科醫師服務、門診服務、診所

服務、FQHC 服務、RHC 服務、檢驗及 X光服務、病例管理及處方所指示的

生機療法等服務200。於二００五年，針對肺結核病患有特別設立一個

Medicaid 受益類型共計有十州（包括哥倫比亞特區）201。 

 

 

第五節 財務 

 

一、 前言 

 

關於 Medicaid 的財務，聯邦政府針對各州的醫療給付依特定的比率

給予補助202。聯邦政府對於各州辦理 Medicaid 補助的總支出並未設有上

限，但聯邦政府補助各州關於辦理 Medicaid 的給付，各州的補助比率有

所不同，且每年都會略作調整。 

 

聯邦補助比（the Federal medical assistance percentage, FMAP）

主要依各州所得稅收入的作調整。就給付部分，聯邦在 Medicaid 給付部

分的支出，補助 50％至 83％的比率203。聯邦對於各州實際的補助比率

（FMAP），以二００六年為例，最高為密西西比州的 76％。最低為底限 50

％，計有加州、科羅拉多州、康乃狄克州、依利諾州、馬里蘭州、麻薩諸

塞州、明尼蘇達州、新罕布夏州、紐澤西州、紐約州、維基尼亞州、華盛

頓州204。至於各州辦理 Medicaid 的行政支出費用，聯邦原則上補助 50％

的比率205，除非一些例外特定的項目才有可能更高206。 

 

而觀察近年來 Medicaid 的財務相關統計，即可發現老人相關給付的

比例最高，Medicaid 的支出持續成長中。 

                                                 
200 HCFA, supra note 134, p15-50～15-51。 
201 CMS, supra note 183, p3 
202 William M. Thomas, supra note 144, p15-54。 
203 SSA §1905(b)。 
204 CMS, supra note 183, p7。 
205 SSA §1903(a)(7)。 
206 Ralph Dolgoff and Donald Feldstein, 2003 “Understanding Social Welfare.”p243。SSA §

1903(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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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老人相關給付支出比例最高 

 

雖在 Medicaid 受益人口中，兒童所占的比例是最高的，成長速度也

算迅速。但將受益人之年齡分佈與經費整體支出合併觀察，發現老年人口

（六十五歲以上）雖占所有 Medicaid 受益人口比例並非最高，但 Medicaid

對於老年相關給付的支出卻是最高，特別是長期照顧部分。 

 

Medicaid 的受益人比例中，六十五歲以上的老年人逐年減少，自一九

七三年的 19％降至一九九八年的 11％207。分析原因，並非六十五歲以上的

受益老人數量減少，而是因為總受益人數的增加的幅度大於老年受益人口

的增加幅度，故老年人口佔 Medicaid 總受益人的比例反而呈現下降的現

象。 

 

據一九八九年至一九九八年的統計，Medicaid 在長期照護(Long-Term 

Care, LTC)的支出上逐年增加。從一九八九年的 227 億美元逐年增加至一

九九八年的 535 億美元。推測此原因在長期照護醫療費用昂貴與老人受益

人口的增加208。若換算成 Medicaid 平均對每位受益老人的支出，於一九九

八年時高達 10,243 美元 

 

因此，雖然老人受益人口佔總體受益人的比例非最高，但其附隨的醫

療照護成本較高的因素下，Medicaid 對老年受益人口的財務支出，占總支

出比例為最高。 

 

三、 財政負擔沈重 

 

Medicaid 的財務是由聯邦與各州政府共同負擔。二００七年聯邦補助

各州辦理 Medicaid 的支出為近 3,200 億美元，若加上行政費用的補助，

則高達 3,310 億美元。各州基金支應 Medicaid 的財務支出近 1,400 億美

元。Medicaid 的財務支出，八０年代以每年 5.9％的成長率增加；九０年

代成長率增加至每年 9.8％209。該狀況源於醫療費用的提高及受益類型擴

張過後，受益人口的大幅增加。而近年來逐漸趨於緩和，二００四至二０

                                                 
207 HCFA, supra note 134, p13、22。 
208 HCFA, supra note 134, p39。 
209 HCFA, supra note 144,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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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七年間的支出成長率約為 3.6％210。 

 

 

第六節 組織與救濟 

 

一、  組織 

 

(一) 醫療救助體系 

 

美國之社會福利體制係以聯邦政府之衛生與人類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HHS）為主要架構，加上社會安全局之

社會保險與公共救助制度，形成美國全體國民生活之安全網211。聯邦政府

之衛生與人類服務部係為美國政府最大、最主要之衛生福利機關，承擔保

護全美之國民健康責任，提供主要之人群服務，尤其對於全國之弱勢族

群。而 Medicaid 是由聯邦與各州共同支付，委託給各州辦理的制度。在

聯邦由衛生與人類服務部下的聯邦醫療保險及醫療救助中心（CMM）監督

各州辦理的狀況。針對 Medicaid 給付內容的部分，由聯邦補助各州 50％

-83％的經費。在行政管理費用的部分，聯邦原則上補助各州一半的行政

費用。 

 

社會福利體制在州政府之層次上係接受聯邦政府衛生暨人類服務部

之政策指揮與撥款支援，但各州尚保持甚大之自主性，尤其是組織部分。

亦即各州對於其州內社會福利體系的編制具有自主性，可依各州的需求自

行編制。聯邦法律規定各州必須由特定的一個機構負責 Medicaid 計畫的

行政事務，一般而言，該機構通常為各州的福利機構、各州健康機構或人

力資源部門。 

 
                                                 
210 http://www.statehealthfacts.org/index.jsp，最後瀏覽日期：2009.06.30。 
211 美國聯邦政府之社會安全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負責指揮全國各地數佰個社會安

全局之地方辦公室接受人民申請社會安全保險給付 (Social Insurance) 以及公共救助金 (Public 
Assistance)。社會保險給付包括了老人退休保險 (Old Age-Retirement)，殘障保險 (Disability 
Insurance)，遺屬保險(Survivor＇s Insurance)，以及聯邦醫療保險 (Medicare)。公共救助則包括了

補充安全收入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SI)，之老人救助 (Old Age Assistance)，殘障救助 
(Aid to Totally Disabled)，與盲人救助 (Aid to the Blind)。對於社會保險與公共救助現金給付之申

請可向全國各地之社會安全辦公室提出申請，審查合格後則由聯邦之社會安全局總部直接寄出支

票或存入申請人之銀行戶頭賬戶。如果申請人需要提出申訴可向地方之社會安全辦公室接洽。 
至於公共救助方案之低收入戶暫時救助方案（TANF）與醫療救助 (Medicaid)主要由各地方政府

之公共社會服務部與兒童家庭服務部處理。 



 72

而各州負責 Medicaid 的行政機構可利用契約，或與其他各州共同授

權其他公共及民間醫療機構執行醫療的服務212。亦即透過 Medicaid 指定的

醫院提供受益人相關的醫療給付。而 Medicaid 的組織，如下圖所示： 

 

 

 

 

 

 

 

 

 

 

 

 

 

 

 

 

 

 

 

 

州政府之社會福利體制或組織系統可依其地理環境及人口密度與分

佈狀況，設立適合其需要之行政體系。因此，在美國五十州之社會福利體

制各有其特色。另一方面，此種權利下放乎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授權各州

負責辦理相關事項，一方面是授權各州去作，可以說是釋權。另方面從技

術上觀察，聯邦政府由於美國領土幅轅廣大及人口眾多的特性，並無法完

全管理或自有其難度，所以委由各州辦理，乃是一種必然的現象，也並非

聯邦政府有意權利下放給各州（特別是各州州長與聯邦總統政黨不同時，

此情形更加顯著）。 

 

(二) 醫療救助行政機構 

                                                 
212 William M. Thomas, supra note 144, p15-61。 

聯邦：DHHS 下之 CMM

各州負責機構 

醫療機構 Medicaid 受益人 

財務補助、監督執行 

訂定契約，提供服務 

報備，符合聯邦要求 

確認要件，發給 Medicaid

請求醫療服務 

圖三：Medicaid 組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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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行政組織部分而言，各州在聯邦的授權之下，依據各州的需求各自

成立屬於各州的福利機構管理體系。以華盛頓州為例，社會福利服務部213是

負責管理醫療救助計畫的州政府機構。其下設有三種形式的社會福利服務

辦事處，州民透過辦事處，辦理相關程序填具相關資料，進而取得醫療救

助服務。三種形式分別為： 

1. 社區服務辦事處（CSO）：在華盛頓州，多數人經由社區服務

辦公室獲得 Medicaid 的服務資格。此外，社區服務辦事處亦

協助家庭獲得醫療服務、食品補助服務、現金救助服務等。 

2. 住家及社區服務辦公室（HCS）：住家及社區服務辦公室主要

幫助老人或失能者獲得長期照護或其他保健相關的服務。因

此，居住在養老院者通常用 HCS 辦公室參加各項補助計畫。 

3. 醫療資格審定服務（MEDS）：MEDS 的服務對象包括已參加基

礎健康（Basic Health）保健計畫的孕婦和兒童、患有乳癌

或子宮頸癌的婦女、有資格參加兒童健康保險（S-CHIP）的

兒童等。 

 

以華盛頓州為例，須持有 Medicaid 卡證明受有 Medicaid 的服務。原

則上，每一張 Medicaid 卡的有效期限為一個月，並且在每個月第一週寄

發，Medicaid 卡上將明列有資格享受由 Medicaid 提供醫療服務的家庭成

員，只要家庭成員的姓名列在醫療證上，就可以獲得醫療服務。而醫生或

醫療服務機構可透過 Medicaid 卡得知受益人為何種類型的受益人，與享

有哪些的的醫療服務，其費用由社會福利服務部補助給付。另一方面，受

益人須在每次看病、接受醫療服務或領取處方藥時，出示其 Medicaid 卡。

除非是緊急狀況214，例外可直接前往最近的急診室就醫。 

 

(三) 各州 Medicaid 醫療計畫 

 

各州的 Medicaid 計畫不盡相同。但各州所提供的 Medicaid 計畫必須

符合聯邦的的基本要求215，亦即各州計畫的通過或修正案都必須經各州醫

                                                 
213 在華盛頓州，社會福利服務部還包括協助處理現金救助、兒童保健、寄養、食品補助及其他

服務。 
214 緊急狀況是指當受益人發生嚴重的健康問題需要立即得到醫療護理。若不立即得到醫療護理

就會死亡或喪失能力，例如：骨折、呼吸困難、胸痛或心臟病發作、昏迷、暈厥或抽筋、中毒或

用藥過量、流產、劇痛或流血、嚴重燒傷、頭部或眼睛受傷、發高燒等。 
215 SSA §1902(a)(1)-(58)；42 C.F.R. §4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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療救助主管機關同意後，上呈至衛生與人類服務部（DHHS）轄下之健康照

護財務署（Health Care Financing Administration, HCFA）核可通過216。

各州 Medicaid 計畫的內容及其變更、組織結構及運作方式的改變，亦需

上報至健康照護財務署217。若健康照護財務署不同意各州所通過的方案或

修正案時，須在九十日內表示反對。若健康照護財務署未於九十日內表

示，則視為各州方案或修正案通過218。對於各州所提出的方案或修正案，

若健康照護財務署以違反聯邦法規而駁回時，各州可以請求舉辦聽證會

（hearing）以為救濟。若對聽證結果不服時，可再向聯邦法院提起上訴219。 

 

各州若不遵守聯邦關於 Medicaid 相關規定時，HHS 可限制各州的補助
220（Federal financial participation, FFP）。換句話說，對於各州違反

Medicaid 法規時，HCFA 可拒絕 FFP 的補助。是否違反聯邦的 Medicaid 相

關法規，則由上訴委員會（Department of Appeal Board, DAB）來判定221。 

 

二、  救濟 

 

各州的 Medicaid 計畫內容關係人民的權益。因此須提供給人民遭受

不利益，如醫療給付請求被拒絕或被不公平對待時，須提供人民救濟的機

會222，如聽證會的舉辦與上訴等救濟手段。 

 

在各州醫療救助行政單位做出對於人民醫療救助請求的相關處分

時，都應向人民說明處分的理由與所依據的法規。並在處分書上提示人民

有權利請求舉辦聽證會。且在處分書上提示在聽證進行程序中，仍可請求

繼續給付223。 

 

若對醫療救助計畫中的醫療給付、醫療服務不滿意或行政處分有所疑

義時，如帳單有問題、醫療服務請求遭受拒絕或受到不公平對待等情形，

可先向醫師或醫療服務機構反應。若無法得到滿意的回覆時，則可透過醫

療救助機構加以協助。若對醫療救助機構所為之行政處分不同意時，則可
                                                 
216 SSA §1116；42 C.F.R.§430.12-430.15。 
217 42 C.F.R. §447.253(b)。 
218 SSA §1116；42 C.F.R. §430.16。 
219 42 U.S.C.A. §1316(a)。 
220 SSA §1904；SSA §1116 (d)。 
221 SSA §1116 (d)；42 C.F.R. §430.42(b)。 
222 SSA §1902(a)(3)。 
223 42 C.F.R. §4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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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會救助機構提起復議，但必須在收到行政處分的通知書之後的六十日

內提起224。提起後，社會安全機構給予人民進行適當的救濟程序。救濟順

序如下圖所示： 

 

 

 

 

 

 

 

 

 

 

 

 

 

 

 

 

 

 

 

 

 

 

 

 

(一) 救濟程序（Appeals and judicial Review） 

 

1、 復議（Reconsideration） 

 

復議的制度乃針對醫療救助機構所為的行政處分重新進行檢視，以判

                                                 
224 決定的通知都假定在發出後的五日內送達收到，除非當事人可以舉出反證，證明實際收到書

面通知的日期。 

收到行政處分書60日內。

復議（Reconsideration）

聽證會（Hearing） 

上訴委員會（Review by 

Appeals Council） 

上訴聯邦法院（Federal 

Court Review） 

圖四：救濟程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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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先前所為之行政處分是否正確無誤。而實施復議的行政人員必須未參與

之前該行政處分的形成，避免有先入為主的概念而無法給予人民適當的訴

訟權保障。 

 

進行復議程序時，負責人員可依初次判斷時的證據資料及之後補充的

資料進行判斷。而大多數復易的案件都僅重新審核文件，本人無須出席，

即原則上僅進行書面審查。但如爭執的標的是有關殘障等因素而必須親見

方可確認時，則可能要求當事人到場說明。 

 

2、 聽證會（Hearing by an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 

 

若不接受復議後所為的決定時，當事人可收到通知書後九十日內請求

舉辦聽證會225。聽證會將由從未參與當初做成行政處分或參與復議決定的

行政法官加以執行226。當事人及其代理人可參加聽證會並親自解釋案情，

亦可查詢相關資料，並提供新的資訊，亦有權對證人或對造進行詰問以探

求真實227。 

 

另外，聽證會上可求助其他證人或鑑定人提供相關的專業資訊，如醫

學或職業上的專家。當事人或其代理人可在聽證會上詢問相關問題。而聽

證會的舉行，亦可透過視訊的方式加以進行。若當事人未出席聽證會，行

政法官可能將會根據案例中的資料，包括新提供的補充資料做出判斷。 

 

至於人民（或受委託實施醫療的服務機構）在聽證會上獲得有利的決

定時，則醫療救助行政機構除仍須為正確的醫療給付外，亦需賠償人民因

此所造成的損失228（損害賠償）。 

 

3、 上訴委員會（Review by Appeals Council） 

 

若當事人不服聽證會所做的決定，可向社會安全局中的上訴委員會提

起上訴。上訴委員會將審核所有的內容並做出判決。若上訴委員會認為聽

證會所為之行政處分為正確無誤時，則駁回上訴，並諭知其理由。相反地，

                                                 
225 42 C.F.R. §431.221。 
226 42 C.F.R. §431.240。 
227 42 C.F.R. §431.245。 
228 42 C.F.R. §43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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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上訴委員會決定重審該案件時，則可自為判決，亦即由上訴委員會直接

審理該案而做出判決；或發回重為處分。 

 

4、 聯邦法院判決（Federal Court Review） 

 

若當事人仍不服上訴委員會所為的判決，或上訴委員會做出上訴駁回

的判決時，當事人可依聯邦法規向聯邦地方法院提起上訴。依社會安全法

第一九八三條規定，聯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可宣告聯邦地方法

院的判決違反聯邦社會安全法規（social Security Laws）。就此觀點而

言，聯邦最高法院所表示的見解即為醫療給付的最終見解229。 

 

(二) 救濟期間申請繼續給付 

 

當事人在上述的救濟期間，可在做出最後決定前，請求社會福利機構

繼續為相關之福利給付，以保障當事人的權利。要求社會福利機構繼續為

給付的情形，主要為下列狀況：（1）正在對因身體狀況不再殘廢而導致社

會安全殘障福利停止的行政處分進行上訴。（2）正在對不再符合領取社會

安全相關給付的條件或減少社會安全給付的類型或數額。 

 

在牽涉到當事人權益損減時，於救濟期間內，可請求行政機關繼續為

給付，但必須在收到行政處分的通知後的十日內，提出申請。但若最後判

決結果為原醫療救助機構決定正確無誤時，亦即當事人不該獲得福利或必

須減損其福利，如上訴被駁回。則當事人必須償還不符合受益要件而仍領

取的福利給付，亦即必須返還醫療費用。 

 

                                                 
229 West Publishing Co. 2000. "Health Law.", p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