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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支付医疗服务的遗产追偿 

 
 

 仅当您住在华盛顿州时才阅读此语。  
 
 您可以在 WashingtonLawHelp.org 网站上找到我们链接到的所有现实

说明文本。  

什麽是遗产追偿？  

如果华盛顿州政府为您的长期护理服务付费，州政府有时会收集（"收回"）您死后

拥有的一些东西（您的"遗产" ），以取回部分或全部费用。  

什么是"遗产"？  

遗产是您在去世时拥有的所有东西。这可以包括： 

• 您的房子（但仅限于您拥有的部分，如果您与他人共同拥有）， 

• 您拥有的任何其他建筑物或土地， 

• 车辆， 

•     银行账户，以及 

•     股票或债券。 



 
www.WashingtonLawHelp.org 

 5172CHS Estate recovery for medical services paid 
for by state (Chinese Simplified) | October 2021 

  

 

p. 2 
 

如果我死后没有拥有任何东西怎么办？  

那么就没有遗产回收。  

什么是长期护理服务？ 

这就包括了来自护理机构、成人家庭住宅、生活辅助社区和您家中的护理和服务。 
只有由医疗补助或其他州计划（而非政府医疗保险或私人保险）所支付的服务才有

资格获得遗产追回。请参阅下面的附录，了解受遗产追偿限制的服务列表。  

我如何知道遗产追偿是否适用于我？  

情况很复杂！ 但有几个因素很重要。 这包括了： 

• 您的年龄; 

• 您什么时候获得长期护理服务;和 

• 您获得的服务类型。  

请参阅下面的附录，了解受遗产追偿限制的服务列表。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是否有例外？ 

有例外。 如果在您死亡时您已经加入了联邦认可的部落并且该财产位于或临近保

留区，则属于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的某些财产可以免除（免除）遗产追

偿。请阅读美洲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拥有财产的遗产追偿豁免以了解更多信

息。  

州政府可以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收集遗产追偿吗？  

也许。如果您住在疗养院并且预计您不会回家，那么政府可能会在您活着的时候

对您的房屋施加留置权。财产的留置权意味着您必须在出售财产之前还清判定的

债务。  

https://www.washingtonlawhelp.org/resource/exemptions-from-estate-recovery-for-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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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您去世之前，政府不会强制执行留置权（例如，取消对您房屋的止赎）。 
并且，如果您确实回家，他们必须取消留置权。  

如果我的家人在我死后还住在我家里，怎么办？  

即使州政府可以对您的房屋设置留置权，但当以下任何人居住在房屋时，政府不会

强制执行留置权（例如，取消抵押品赎回权）： 

• 您的配偶， 

• 您注册了的同居伴侣， 

• 您未满 18 岁的孩子，或者 

• 您所有年龄段的残疾孩子。  

此外，如果以上这些人之一继承了房屋，并且房屋的所有权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则

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房屋。  

您的配偶、同居伴侣、未成年子女或残疾子女应该与律师讨论他们的权利。他们还

应该联系财务恢复办公室（OFR），告诉财务恢复办公室，他们仍住在家里。他们

可以拨打 1-800-562-6114 以联系财务恢复办公室（OFR），或浏览其网站：  

www.dshs.wa.gov/ffa/office-financial-recovery。  

如果我死后有其他人住在我家或使用我的家，怎么办？  

纽约州可能会同意延迟（"推迟"）遗产追偿，如果追偿会对居住或使用您房屋的人

造成"过度困难"，包括在以下情况下：  

• 住在您家的人是您的同居伴侣（未注册）; 

• 住在您家的人从您的财产中获得收入（例如，务农或租金）;或者 

• 住在您家的人收入有限，如果不能住在您家中，就会无家可归。 

http://www.dshs.wa.gov/ffa/office-financial-recovery
http://www.dshs.wa.gov/ffa/office-financial-recovery
http://www.dshs.wa.gov/ffa/office-financial-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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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或使用您房屋或财产的人应该与律师讨论他们的权利。他们还应联系财务恢复

办公室（OFR）以申请困难帮助。他们可以拨打 1-800-562-6114 来联系财务恢复

办公室（OFR），或浏览其网站 www.dshs.wa.gov/ffa/office-financial-recovery。  

我可以避免遗产追偿吗？我想确保我的亲戚和朋友从我这里继承遗

产。  

当心。如果您为了避免遗产追偿而放弃金钱或房屋，您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获

得医疗补助的长期护理服务。这意味着您可能必须优先考虑您的医疗保健，而不是

向朋友和亲戚赠送礼物。  

此规则的一个重要例外是，您可以将您的房屋提供（"转让"）给您的配偶，并且仍

然可以获得医疗补助的长期护理。在极少数情况下，您也可以将您的房屋转让给您

的孩子。在将您的房屋转给孩子之前，您应该与熟悉医疗补助规则的人交谈，例如

律师或其他专业人士，并阅读华盛顿州法规 WAC 182-513-1363（4）（d） 中的

规则。  

 您可以在华盛顿行政法规（WAC）182-527 中找到遗产追偿规则。  

 社保服务部（DSHS）的财务恢复办公室（OFR）负责财产恢复。您可

以拨打电话 360-664-5700 或 1-800-562-6114 来联系财务恢复办公

室（OFR ），或者浏览其网站 www.dshs.wa.gov/ffa/office-financial-
recovery  

  

 

获得法律帮助 

• 通过 CLEAR*Online 在线申请 -  nwjustice.org/apply-online 

http://www.dshs.wa.gov/ffa/office-financial-recovery
http://www.dshs.wa.gov/ffa/office-financial-recovery
http://www.dshs.wa.gov/ffa/office-financial-recovery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13-1363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27
http://www.dshs.wa.gov/ffa/office-financial-recovery
http://www.dshs.wa.gov/ffa/office-financial-recovery
http://www.dshs.wa.gov/ffa/office-financial-recovery
http://www.dshs.wa.gov/ffa/office-financial-recovery
http://www.dshs.wa.gov/ffa/office-financial-recovery
https://nwjustice.org/apply-online
https://nwjustice.org/apply-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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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郡面临法律问题（驱逐或止赎除外）？ 请在工作日上午 8 时至下午 6
时拨打 2-1-1（或免费电话 1-877-211-9274）。他们会将您转介给法律援助

提供商。  

• 在金郡以外面临法律问题（驱逐或止赎除外）？ 请在工作日上午 9 时 15
分至下午 12 时 15 分之间拨打 CLEAR 热线 1-888-201-1014，或者在网站 
nwjustice.org/apply-online 进行在线申请。  

• 面临被驱逐？请致电 1-855-657-8387。  

• 面临止赎？请致电 1-800-606-4819。  

• 在金县以外有法律问题的老年人（60 岁以及 60 岁以上）亦可以拨打

CLEAR*Sr 的 1-888-387-7111 。  

• 耳聋、听力障碍或语言障碍者可以使用您选择的中继服务拨打这些号码中

的任何一个。  

CLEAR 和 2-1-1 将提供口译员。  

 

本出版物提供有关您的权利和责任的一般信息，不能替代特定法律建议。  
 

© 2021  Northwest Justice Project — 1-888-201-1014。  
（公平司法联盟和个人仅允许出于非商业目的进行复制和分发。 ） 

 

https://nwjustice.org/apply-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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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哪些服务需要进行遗产追偿？  

华盛顿州行政法典 WAC 182-527-2742 
 
1987年7月-1994年6月：如果您年满 65岁以及65岁以上，并获得医疗补助服务，

则适用遗产追偿。  
 
1994年7月- 1995年6月：如果您年满55岁以及55岁以上，并且获得以下服务，则

适用遗产追偿： 
（a） 家庭和社区服务; 
（b） 护理设施服务;和 
（c） 在用户接受上述服务的同时，向用户提供的医院和处方药服务。  
 
1995年7月-2004年5月：如果您年满 55岁以及55岁以上，并且获得以下服务，则

适用遗产追偿： 
（a） 成人日间保健服务; 
（b） 家庭和社区服务; 
   (c)   提供个人护理服务的医疗补助; 
（d） 护理设施服务; 
（e） 私人护理服务; 和 
（f） 在用户接受上述服务时，向用户提供的医院和处方药服务。  
 
2004年6月-2009年12月：如果您年满 55 岁以及55岁以上，并获得以下服务，则

适用遗产追偿： 
（a） 医疗补助服务; 
（b） 为同时接受医疗补助的人提供医疗保险费; 
（c） 为同时接受医疗补助的人提供医疗保险储蓄计划（MSP） 的服务;和 
（d） 给管理式医疗机构（MCO）支付保险费。  
 
2010年1月至2013年12月：如果您年满 55 岁以及55岁以上，并且获得以下服

务，则适用遗产追偿： 
（a） 医疗补助服务; 
（b） 给管理式医疗机构（MCO）支付保险费;和 
(c)  用州政府每月向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缴纳的费用中所占的个人比例份

额，来支付有资格获得 医疗保险D部分和医疗补助的个人的门诊处方药承保费用。  
 
2014 年 1 月至今：如果您年满 55 岁以及 55 岁以上并且获得以下服务，则适用

遗产追偿： 
（a） 基本服务加上豁免服务; 
（b） 社区首选（CFC）服务; 
（c） 社区选项计划进入系统（COPES）服务;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2-527-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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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社区保护豁免服务; 
（e） 核心豁免服务; 
（f） 临终关怀服务; 
（g） 在私人社区环境或农村卫生诊所为智障人士提供中级护理设施; 
（h） 个人和家庭服务; 
（i） 医疗补助个人护理服务; 
（j） 新自由消费者导向服务; 
（k） 护理设施服务; 
（l） 根据标题十九（Title XIX）或二十一所资助的个人护理服务; 
(m） 由老龄长期支持管理局（ALTSA）或发育障碍管理局（DDA）提供的私人护理; 
（n） 住宅康复中心服务; 
（o） 住家支持豁免服务; 
（p） 社区生活示范项目服务之路; 
（q） 管理式护理保险费的一部分，用于支付老龄长期支持管理局（ALTSA）授权

的老年人全包护理计划（PACE）下的长期护理服务;和 
（r） 在用户接受上述服务的同时，给用户提供的医院和处方药服务。  
 
2017 年 7 月 1 日 - 例外：根据医疗补助转型项目授权的长期服务和支持，豁免于

遗产回收。豁免服务包括以下提供的服务： 
（a） 华盛顿州行政法典 WAC 182-513-1600 规定的医疗补助替代护理; 
（b） 根据华盛顿州行政法典 WAC 182-513-1610 为老年人自身定制的支持; 
（c） 华盛顿州行政法典 WAC 388-106-1700 至 388-106-1765 下的支持性住房;或
者 
（d） 根据华盛顿州行政法典 WAC 388-106-1800 至 388-106-1865 的就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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