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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20日 

 
尊貴會員： 
 
感謝您參與由救援法案和UNITE HERE HEALTH提供了100％的COBRA格蘭特（“FREE COBRA”）。  
在這個困難時期，我們很高興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良好的健康福利。 
 
提醒一下，100% COBRA 獎勵預計將在以下日期到期：2021 年 9 月 30 日 
 
如果您不考慮重返工作崗位，現在是考慮其他潛在健康保險計劃的時候了。  此文件中的信息將告

訴您您的選擇是什麼以及要採取什麼行動。  您的一些選擇可能包括以下內容：  
 

1. 繼續享受 COBRA 基金的保險，每月支付一次（費用等明細列在上面）。 
2. 加入 Medicaid 或 Medicare。  www.uhh.org/govt 上的文件和詳細信息 
3. 在 www.HealthCare.gov 上註冊“市場”保險或致電 1-800-318-2596 

a.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贈款  
4. 通過您的配偶計劃註冊健康保險（如果適用）  

 
如果您選擇自己支付，您可以繼續自行保護資金。 
 

如果您被邀請鍛煉，您可以隨時訪問 www.uhh.org/member 上的會員門戶來檢查您的健康

狀況。 
 
 
還有疑問？ 
撥打 COBRA 獎勵號碼：(855) 321-4373 
 
 
謝謝並小心 
UNITE HERE HEALTH  
 

醫療服務在這裡 

我們有翻譯協助  

FREE COBRA 結束  
2021 年 9 月 30 日 

http://www.uhh.org/govt
http://www.healthcare.gov/
http://www.uhh.org/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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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保費繳付期限屆滿時的注意事項 

[Enter date of notice] 

各位： [Identify the qualified beneficiary(ies), by name or status] 

本通知包含有關終止您在UNITE HERE HEALTH（[計劃或政策]）下繼續接收 COBRA 保
險費的權利以及使用其他健康保險選項的可能性的重要信息，包括Medicaid或健康市場的

覆蓋範圍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1  訪問 www.HealthCare.gov 或致電 1-800-318-2596
（TTY： 1-855-889-4325). 您可以通過Medicaid或獲得保險，價格低於COBRA續保。不再

提供高級支持。在這方面，大多數州使用 www.HealthCare.gov 申請和註冊市場保護；如果您

所Marketplace州有自己的市場，您可以在此處找到聯繫信息：

www.HealthCare.gov/marketplace-in-your-state/.  

在做出決定之前，請認真對待本通知中的信息。  

為什麼我會收到此通知？ 

您收到此通知是因為您的計劃或保單持續承保的保費援助因以下[enter date] 原因被暫停： 

 最長保障期的有效期結束 支付供款的援助結束 

如果我續保COBRA保險，保險會持續多久？ 

您的 COBRA 續保可以延長至 [enter date] [[如果您在完成保費支付後提交以下聲明：[插
入供款結束日期]後，此續保COBRA不包括聯邦供款援助和費用$ XXXX.XX，每月XX美

元]。在某些情況下，延長的承保範圍可能會在該日期之前結束，例如，如果您不支付保

費、與欺詐有關或受其他團體保險單的承保。 

除了使用 COBRA 保險，還有其他保險嗎？ 

是的。現在已繳付保費，您和您的家人可以通過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Medicare
或其他健康保險團體（例如您配偶的計劃）度過所謂的“特殊投保期”。如果您認為自己

符合條件，也可以隨時註冊 Medicaid。其中一些計劃的成本可能低於繼續使用 COBRA 保
險。如果您有資格享受 Medicare，請考慮在承保期內的特殊部分購買保險，以減少 
COBRA 承保結束時的承保缺口和後期保險罰款。 

如果您沒有COBRA保證，請將其他退貨選項與COBRA保證進行比較，然後選擇最適合您

的計劃。例如，如果您使用不同的保險單，您可能需要支付比COBRA續訂保單更多的費

用，因為新保險可能會徵收新的扣除額。 

 
1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  是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註冊商標。 

http://www.healthcare.gov/
https://www.healthcare.gov/
https://www.healthcare.gov/marketplace-in-your-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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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留COBRA保險和其他可能的選項之間謹慎選擇很重要，因為一旦做出選擇，在下一

個開放服務期之前切換到一個可能很困難（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另一個覆蓋選項。 

如果您的COBRA保險到期和/或您協助支Marketplace會員費，您可能有權參加市場保險

註冊的特殊註冊期。您可以通過 Medicaid 或 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 以比 
COBRA 保險更低的價格獲得保險，而無需幫助支付保費。您可以在下面閱讀有關健

Marketplace保險市場的更多信息。  

什麼是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 

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提供“一站式”研究和比較私人個人健康保險選項。在

Marketplace中，您可能有權減少每月保費和費用分攤以減少扣除、共同保險和共同保險成

本，並且您可以選擇查看您的價值補貼保費、您的扣除額及其成本貢獻.你決定寫。在市場

上，您還可以通過Medicaid或Child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CHIP)了解是否可以獲

Marketplace免費或廉價的保險。在該地區，大多數州使用 www.HealthCare.gov 購買和記錄

Marketplace場覆蓋率；如果您所在國家/地區的平台有Marketplace己的市場結構，您可以在此處

找到您所在國家/地區市場的聯繫信息：https://www.healthcare.gov/marketplace-in-your-state/. 

Medicaid或市場份額可能小於COBRA擴展的Marketplace蓋範圍。COBRA 承保範圍不會限

制您是否適合 Medicaid。如果您還提供COBRA保險，因為您認為自己是服務提供商的前

僱員，則保險建議不會Marketplace制市場准入或補貼或稅收優惠的Marketplace利。獎金可

以幫助您支付市場准入成本。  但是，在加入COBRA續保後的一個月內，您將無法享受任

何保費扣除或預付假日稅。所以如果您可以在一定的註冊Marketplace內受益，註冊一個市

場保險，並且您也可以要求預付您想要使用的保費，您就可以取消您的COBRA保險。 '在
加入市Marketplace保險之前。 

如果您目前的雇主提供永久的COBRA擔保和保費援助，您可以加入保險市場，但在您投

保期間，您可能無權獲得保險Marketplace貼或稅收抵免。 COBRA 仍然保證照Marketplace
老人。 

我應該什麼時候註冊Marketplace？ 

符合特殊登記期限條件的，符合條件的公民可以登記Marketplace。如果您的 COBRA 保險

的連續性結束或您的雇主停止向 COBRA 供款，包括 COBRA 保費援助，您有權獲得一定

的註冊期。註冊Marketplace保險。在此期間，從 COBRA 保險延期結束或雇主或通過納稅
人購買 COBRA 保險的最後一天起，符合條件的消費者有 60 天的時間參與 HealthCare.gov 
Marketplace。此外，符合條件的營銷人員可以報告他們的下一次賬單援助或完成 COBRA 
保險的損失，並且可以在活動前 60 天加入新Marketplace劃，該計劃會導致特殊註冊

Marketplace。在雇主報銷 COBRA 續保或通過保費補助後 60 天，甚至在 COBRA 續保結

束後，您的新註冊期已過，您可能無法註冊，因此您可以立即採取行動。在所謂的“開

https://www.healthcare.gov/do-i-qualify-for-medicaid
https://www.healthcare.gov/are-my-children-eligible-for-chip
https://www.healthcare.gov/
https://www.healthcare.gov/marketplace-in-your-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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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註冊”期結Marketplace時，合同受益人可以在 11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的 1 月 1 日期間

申請Marketplace。最後，如果您符合條件，您可以隨時申請並簽署 Medicaid 登記表。 

請注意，由於使用 HealthCare.gov 的 COVID-19 市場大Marketplace行，所有完成新申請或

更新已提交的市場申Marketplace符合條件的人都將有一個特殊的註冊期，該期從 2 月開

始。 2021 年 8 月 15 日至 15 日可在 HealthCare.gov 獲取。有關更多信息，請參閱：

www.HealthCare.gov/sep-list/.  有資格進入不使用 HealthCare.gov 平台的市場的Marketplace
以在他們的市場上查看他們是否有特殊的註冊期。如果您Marketplace的市場平台，以下是

您所在國家/地區的市場詳細信息：https://www.HealthCare.gov/marketplace-in-your-state/. 

根據 ARP，員工和家庭還可以在 2021 年和 2022 年為免稅申請額外的稅收抵免和預付

款，而受益人支付的費用不得超過其家庭的 8.5% 以支付擬議的費用。訂閱或更便宜的訂

閱。 

www.HealthCare.gov/coverage-outside-open-enrollment/special-enrollment-period. 了解更多關

於營銷的信息，包括下一個開放註冊Marketplace時間表以及緩解情況和特殊註冊期。如果您有

自己的市場，您可以在此處Marketplace您所屬市場的詳細聯繫信息：

https://www.HealthCare.gov/marketplace-in-your-state/.  請記住，如果您符合條件，您可以

隨時註冊並加入 Medicaid 保險。 

如果我在完成保費支付協助後決定繼續使用 COBRA 保險，我可以在 60 天特別註冊期結

束後選擇Marketplace保險嗎？如果我在市場上選擇這種類Marketplace保範圍並希望返回 
COBRA 以擴大我的承保範圍怎麼辦？ 

如果您在取消保費援助後保留 COBRA 承保範圍，您將需要在Marketplace保險期或特殊保

險期之後升級到Marketplace計劃。如果您最初決定繼續使用您的COBRA保險，您可以在

您的特殊Marketplace限到期前（即您失去保險後的 60 天）購買市場保險高級幫助

COBRA。如果您在Marketplace保險註冊生效之日完成了您的COBRA保險並符合要求，您

還可能有權獲得稅收抵免，具體取決於您的情況。 

但請記住：如果 COBRA 覆蓋在訂閱期結束之前結束，並且您無法從其他允許您從特殊服

務期中受益的活動中受益，則您將不得Marketplace註冊第一個開放訂閱期。健康保險。 

如果您還使用了續保COBRA，如果您可以在 Marketplace 註冊，即使您的註冊Marketplace放的，

您也可能有權獲得 Marketplace 保險的特殊註冊窗口因您的保險COBRA終止而引起的時間。請訪問 
www.HealthCare.gov/unemployed/cobra-coverage/，了解有關如何確保 COBRA 更新和市場

Marketplace多詳細信息。 

一旦您加入市Marketplace蓋並終止COBRA綜合保單，您將無法返回COBRA綜合保單。 

http://www.healthcare.gov/sep-list/
http://www.healthcare.gov/
https://www.healthcare.gov/unemployed/cobra-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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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註冊另一個團體保險嗎？ 

如果您在最長COBRA續保期結束後 30 天內申請保險，您可能有權從另一個團體健康計劃

（例如您配偶的計劃）獲得保險。 

如果您尚未完成最長 COBRA 保險期限，請聯繫其他團體保險公司以了解您何時符合資

格。  

在取消我的健康保險並避免 COBRA 保險後，我可以加入 Medicare 嗎？ 

一般而言，如果您因為第一次獲得資格時仍在工作而沒有加入Medicare的 A 部分或 B 部
分，則在Medicare的 A 部分或 B 部分的初始註冊期結束後，您可能會2受益，退出特殊訂

閱期為下一個日期起 8 個月的簽名期 

• 下個月下班後；當然 
• 根據當前就業情況，強制醫療保險結束的月份。 

如果您不參加Medicare醫療保險 B 部分併申請繼續 COBRA 承保，您可能需要為延遲參加 
B 部分支付罰款，如果您以後選擇參加 B 部分，則承保範圍不足。如果您申請COBRA續

保保險，然後在COBRA續保保險到期前提出 Medicare A 或 B 部分，[計劃或保單] 可能會

終止您的COBRA續保保險。但是，如果聯邦醫療保險 A 部分或 B 部分在 COBRA 到期日

或之前上市，則 COBRA 承保的連續性不能因聯Medicare療保險權利而中斷。即使您在選

擇COBRA的日期之後註冊了Medicare的第二部分，承保範圍仍然存在。 

如果您投保COBRA和Medicare續保，通常是Medicare先支付（作為主要），然後再支付

COBRA續保費。COBRA續保的某些條款可以作為二級Medicare報銷，即使您不參加

Medicare。 

如需更多信息，請參閱 https://www.medicare.gov/medicare-and-you. 

選擇不同的承保範圍時應考慮哪些標準？ 

如果您正在考慮哪種健康保險計劃最適合您，您可以考慮以下幾點： 

• 獎金：如果您已完成 ARP 保費援助，您的舊計劃或保單可能需要高達總計劃保費

的 102% 來承保COBRA（或以後高達總計劃保費的 150%。如果您選擇，18 個
月），直到符合條件的受益人的殘疾，連續保險期COBRA延長至18個月以上）。

其他選項，例如會員計劃、醫療補助Medicaid劃或市場計劃，目前Marketplace能更

便宜。 

 
2 https://www.medicare.gov/sign-up-change-plans/how-do-i-get-parts-a-b/part-a-part-b-sign-up-periods.對於終末期

腎病 (ESRD) 患者，這些規則會有所不同。 

https://www.medicare.gov/medicare-and-you
https://www.medicare.gov/sign-up-change-plans/how-do-i-get-parts-a-b/part-a-part-b-sign-up-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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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供應商網絡：如果您目前正在接受治療或正在接受特定疾病的治療，您的健康

保險政策的任何變化都可能影響您獲得特定醫療保健提供者的機會。如果您正在考

慮健康保險選項，您需要確保您當前的醫療保健提供者是網絡的一部分，並且您需

要通過其他選項訪問網絡。 
• 藥物形式：如果您目前正在服用藥物，健康保險的變化可能會影響您的藥物費用；

在某些情況下，根據其他計劃或政策，您的藥物可能無法報銷。您可以檢查您當前

的藥物是否在另一家健康保險公司的藥物清單上。 
• 服務區：因此，如果您要搬到該國的新地方，您可能無法申請福利。您應該檢查您

的計劃或保單是否有服務或承保範圍或其他類似限制。 
• 其他費用分攤：除了健康保險費或保費外，您在使用福利時可能需要使用保費、扣

除額、保險或其他金額。您可以查看其他健康保險選項的費用分攤要求。例如，特

定訂閱的每月保費可能要低得多，但扣除和還款要高得多。您還可以檢查您的最大

免賠額或可退還金額是否已在您的 COBRA 保險範圍內花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