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人
2人
3人

(每月) (每月) (每月) (每月) (每月)65歲以上, 持有 Medi-Care A & B, and D 者

(健康檢查, 預防針)

醫師費, 檢查費, 治療費六
個月處方藥

手術及住院費

$500 / 年 / 個人 $500 / 年 / 個人 $500 / 疾病 / 個人 $1,000 / 疾病 / 個人 $5,000 / 疾病 / 個人

退院後 不超過 90日 
的醫師費, 檢查費

退院後 不超過 90日 
的醫師費, 檢查費

退院後 不超過 90日 
的醫師費, 檢查費

手術及住院費 手術及住院費 手術及住院費 手術及住院費

醫師費, 檢查費, 治療費
六個月處方藥

分擔責任計劃是當一個會員加入 CMM一年之後, 對於發生的疾病, 所支援的醫療費用超過 $150,000 時, 
全體會員對於超額之費用，每三個月一次來分擔的計劃。

每一疾病每一年支援額上限為$100,000, 沒有期限的限制, 透過分擔責任計劃最高可以支援 $1,000,000.

限於醫院住院和手術, 每一疾病每一年支援的上限為 $100,000, 支援期限最多為 10年,
透過分擔責任計劃最高支援額爲 $1,000,000.

加入會員前一年之内, 沒有因高血壓, 糖尿, 膽固醇等原因而接受治療時, 能夠得到限制性支援。
(第一年: $15,000; 第二年: 增加$10,000; 第三年: 增加 $25,000; 四年以後: 增加 $100,000) 共 $150,000.

(第二年: $15,000;第三年: 增加$10,000;第四年: 增加$25,000;五年以後: 增加$100,000) 共$150,000.

加入會員之前, 對於雖有疾病症狀, 但不需要接受治療的疾病（慢性疾病）, 一年後, 予以限制性支援。

爲了予以支援, 確認 1-5年之間的醫療記錄之後, 決定支援與否。

相關疾病, 如: 過敏, 哮喘, 痔瘡, 甲狀腺, 婦科疾患, 乳房切除, 子宮切除, 前列腺相關疾病, 白内障, 腳趾疾病, 
神經系統相關手臂/踝關節疾病, 胃潰瘍, 腎臟, 疝氣, 脊椎異常, 管插入耳疾, 靜脈曲張, 皮膚疣切除。

酗酒, 吸烟, 吸毒, 淫亂的性生活 (同性戀), 不遵守主日的會員之醫療費用
加入會員之前, 已有症狀或接受治療過的醫療費。
加入會員後有效日起, (即申請加入批准之後的下一個月的一日) 九十日内的醫療費用。(意外事故除外)
超過 6個月的處方藥的費用 (加入會員之前, 所服用的處方要, 不予支援)。
牙科, 眼睛檢驗, 脊椎推拿, 中醫(中藥, 針灸)
精神科詢問, 檢查, 治療
選擇性整形
不孕及流產手術費, 人工授精, DNA等特殊檢查及施術
自害, 自殺
救護車使用費 (在救護車内的醫療費予以支援)
未繳會費的狀況下申請醫療費用的支援
申請醫療費用之後, 取消會員的情況 (死亡除外)

醫師費, 檢查費, 
治療費六個月處方藥

$500 / 年 / 個人

Well-being Care

* 加入會員 90日 之後 *

(健康檢查, 預防針)
$500 / 年 / 個人

Well-being Care

* 加入會員 90日 之後 *

分擔責任計劃

自付額

(醫療費用超過
$150,000時)

(1) Gold, Gold Medi 及 Gold Plus

(2) Silver 和 Bronze

慢性宿疾 I

慢性宿疾 II

不支援項目

※ 如果您不需要此指南, 請轉給周圍需要的人。

將此申請表寄至:
基督醫療相助會不是保險公司, 而是聖徒們彼此分擔醫療費用事工的機構。

支援額高達 $150,000 / 疾病

基督醫療相助會



CMM 醫療費用處理程序

會員要於每月10日之前繳交會費

每月會費 (Monthly gift)
美國國内, 甚至國外亦可

約定門診和接受治療的時間
一般治療和住院是在4-5日之前, 

緊急狀況是在48小時之内, 告知本會
爲了治療和恢復, 邀請會員們的代禱

告知預約的接受醫療程序

提交醫療費用明細表和醫療費
用賬單, 審查支援與否

提交醫療費用帳單
除了文件的補充或特定狀況之外, 

會從接受申請之日起, 30-60日之内處理

醫療費用的支援
保持身心靈的强健

醫療費用分擔完成

代禱

醫生門診以及住院治療
（手術和住院。)

接受檢查和治療

基督醫療相助會是不是保險公司 ? 什麽是“對於宿疾的限制性支援？”

是否支援懷孕, 分娩費用呢？

申請醫療費用支援一事是由會員本人去申請嗎？

是否有規定申請醫療費用的期限呢？

已經診斷出或有症狀出現(慢性疾病), 但尚未接受治療的情況下, 
是否仍能得到支援呢？

加入會員的條件是什麽 ?

超過 65 歲也可加入嗎？

子女也要各自付費嗎？

加入會員之後, 何時開始得到醫療費用的支援？

有宿疾的人也可加入會員嗎？

超過$150,000 的醫療費用時, 也能得到支援嗎？

不是。基督醫療相助會是基督徒們以會員的形式加入, 對於在醫療費用上需要幫
助的會員, 以物質來分擔和以禱告來分享, 是一合乎聖經的醫療費用分擔事工的機
構。CMM不是一般在市面的保險公司, 不與會員訂立任何契約

限制性支援是, 在加入會員之前, 即使有特定的疾病(包含徵候, 症狀) 在身, 可以得到醫
療費用的支援。每年能夠支援的醫療費用是已設定的, 最高可支援達 $150,000。

是的。即使出現疾病的徵候或症狀, 甚至已診斷出結果, 但是不需要接受治療的情
況下, 在加入會員一年之後, 能夠得到限制性的支援 (限制性支援 2)。
限制性支援2是在加入會員第二年開始得到支援。
從加入會員日為基準, 能夠得到的支援額如下: 第二年: $15,000, 第三年: $10,000, 
第四年：$25,000, 第五年: $100,000, 總支援額達 $150,000。

是的。如果接受了醫療服務, 爲了順利迅速處理醫療費用的支付, 會員要在近期内
將接受治療的明細帳單(Itemized Bill) 附上, 申請醫療費用的支援。(6 個月以内)
除了特殊狀況之外, 所收到的醫療費用支援申請需要 30-60 天的處理時間。在這期
間, 會員要維持會員資格和計劃。(會員死亡時除外)

是否要向醫生和醫院申請折扣？
是的。當接受治療時, 要申請財務上的折扣或支援。會員如果能夠自發性的取得醫
療費用的折扣時, 就會在自付額上將此折扣額扣除。由於自發性的取得折扣和醫療
費用的調整, 能夠阻止全體會員會費的上漲。因著會員們的互相效力, 自2002年至
今, 會費沒有上漲過。

是的。爲了得到分娩費用的支援, 夫妻必須要在預定產日 300日前，加入 Gold Plus, 
關於懷孕和分娩的相關費用支援額, 最高達 $150,000 (不含DNA等的選擇性檢查）。
關於新生兒的醫療費用, 是透過母親所能得到支援額, 期限是出生至三個月爲止。先
天性疾病的醫療費用支援, 限於 $25,000。

是的。 去醫生門診或醫院看病時, 會員要以 Self-payer 登記。在門診看病前 5 日内, 
將事由告知 CMM, 會員會得到醫院的使用和醫療費用申請方法等的幫助。

主要對象是接受高血壓, 糖尿, 膽固醇, 甚至心臟病治療之後, 目前祇服用阿斯匹靈 
(但, 加入會員一年之内, 沒有接受入院治療的狀況下) 的會員。(限制性支援1)
以加入會員日算起, 醫療費用的支援如下: 第一年: $15,000, 第二年: $10,000, 第三
年: $25,000, 第四年: $100,000。

不要。與父母（或者單親）一起加入的子女, 必須要未滿26歲（在每年報稅時, 包含在裏
面）的子女。不論子女多少, 視爲1人（1 Unit）,會費祇繳1人會費, 而每個人個別能夠得
到醫療費用的支援。（如: 父母與未滿 26 歲的子女 4人時, 會費是以 3 Units來計算）

加入會員生效日期始，經過 90日的等待期間之後, 對於所產生的醫療費用才予以支援。
每一疾病, 支援額達$150,000。對於 Gold Plus 和 Gold Medi 會員, 另外每年支援 $500 作
爲健康檢查費用。

是的。 即使有宿疾, 也可加入會員, 但是正在治療當中的宿疾, 不予以支援。爲了正
確地決定醫療費用的支援, 要審查1-5年的醫療記錄。加入會員時, 必須要提供詳細
正確的健康報告。如果故意性地遺漏或更改健康報告時, 會喪失會員資格。

是的。加入會員一年後, 因疾病而產生的醫療費用超過 $150,000 時, CMM會將這情況
告知所有會員, 共同分擔超過的醫療費用。此稱Burden-Sharing Program, 全體會員
將支付各自的分擔額來支援醫療費用。(自2014年至今,  尚無分擔額事例發生)

要接受耶穌基督爲生命的救主, 規律定期地參加主日崇拜, 按照聖經家庭觀和教導
而活的聖徒。不飲酒, 不吸烟, 不服麻藥毒品，無淫亂性生活, 不使用暴力, 并且要
在美國國内持有地址方可。 

能否得到奧巴馬醫療法案 (合理醫療費用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免罰款 ?

可以。基督醫療相助會是被認定爲 “Health Care Sharing Ministry”的機構, 衹要
持有有效的會員身份就能得到免罰款。報稅時, 遞交 IRS 8965表即可。

是。要持有 Medi-Care A&B, and D者, 方可加入會員。

三萬聖徒來實踐醫療費用的分擔

奧巴馬健保免除罰金認可機構
基督徒的 Health Care Sharing Ministry
三萬基督徒相互支援醫療費用
沒有醫生或醫院的限制 (甚至於在韓國或世界任何地方)
年中隨時可以加入會員
拉摩納小屋(位于CA) 的使用以及免費訂閲基督徒雜誌
華語服務

各地區支部聯絡電話

基督醫療相助會的目的與背景

· 西    南    部  425-741-3600
· 南加州南部  213-605-3433
· 南加州北部  562-756-5421
· 國    際    部  888-756-7549

· 南   部  469-867-0863
· 東   部  917-500-1330
· 東南部  404-399-8494
· 北加州  650-515-2727

基督醫療相助會（Christian Mutual Med-Aid）按照主的命令“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 如此, 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拉太書 6:2）順服
主的旨意, “ 就是要你們的富餘, 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足, 使他們的富餘, 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 這就均平了。” (哥林多後書 8：14) 來實踐基督
醫療保健分擔事工。
本會爲 1976 年在美國聯邦政府登記爲非盈利機構 (501(c)(3)) 的神道宣教會 (Logos Missions) 的下屬組織, 於1996 年開始從事上述事工。在實
施全美醫療保險的狀況下, 本會是合乎奧巴馬健保免除罰金的機構, 其會費自從 2002年至今, 保持一定, 沒有上漲, 而且三萬會員共同支援所有會
員的醫療費用。

得到支援的會員們的分享

南美巴拿馬會員 高OO 宣教士

NJ 會員  李OO 牧師

IL 會員 朴OO

在爲當地印第安部落籌備福音事工當中, 因著心臟異常而帶來的劇痛, 逼不
得已回韓接受手術。出院時, 聽到從天空傳來歌聲,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
字架,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拉太書 2：20
）8 個月後, 在韓國接受了前列腺肥大症手術。當時, 也做了胃鏡和腸鏡檢
查, 但是 15日後, 醫院急速地通知我要接受大腸癌手術。手術後, 回到宣教
地, 繼續服事。在森林裏面, 向印第安土著傳福音建教會。教會漸漸成長, 
但是咳嗽卻不停, 所以就去當地的鄉村醫院照X光, 發現肺部健康, 反而在腎
臟發現了 3公分的腫瘤。這又急忙的回到韓國, 在首爾大學醫院接受了腎
臟癌手術。心想, 在這短短的時間裏面, 怎麽能在一個身體連續接受四次的
手術? 實在難以置信。今年7月, 我在接受手術的醫院做了一次全身精密檢
查, 結果卻是完全得醫治。我不瞭解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要等到去了天國
才能知曉, 但是我衹能感謝神給予我那無限量的恩典, 尤其是感謝基督醫療
相助會。四次的手術費用實在不少, 但是每當申請支援時, 都是很忠實地爲
我們處理。我相信直到主再來的日子, 神會大大地使用基督醫療互助會, 我
會繼續爲此而禱告。

因著前輩校友的勸告, 我們夫妻加入了某醫療保險。個人自付額是 $1,000, 起
先保費是每月 $250左右。因爲有了保險, 所以覺得非常安心。
但是過了一年, 年紀到了 60 歲的時候開始, 每 2~3 個月保費就往上漲, 達 
$650。過後, 有人對我説, 在不過多久, 保費會達到 $1,000。因爲錢額過
高, 負擔過大, 最終還是解約了。後來, 我聯絡基督醫療相助會, 索取了手冊
及説明書。發現其程序和步驟非常簡單明瞭, 會費很低, 每月$260, 讓我感
到輕鬆多了, 但是另一方面, 比起其他醫療保險, 會費過低而感到似乎不妥。
心想此相助會真的會像手冊上所寫, 當收到醫療費用的帳單時, 真的能夠付
出嗎? 會不會找藉口消減支付錢額? 真的蠻擔心的。
幾個月後, 因著心肌埂塞而導致三道心臟血管當中, 兩道阻塞, 需要馬上動
手術。醫院費用是 $55,802.63, 而基督醫療相助會全額付清, 從與醫院的
接觸, 費用的協調到支付, 處理得實在是乾净利落。基督醫療相助會實在是
實踐神的愛的機構。

幾年前, 我去探訪李牧師, 他的身體狀況欠佳。談到健康保險的時候, 得知基督
醫療相助會, 讀了互助會發行的基督新聞雜誌和相助會説明書。有兩位牧師
已是相助會的會員, 推薦我也去加入。當時, 我的健康狀況良好, 衹是想去幫助
他人的層次, 加入了會員, 也深知相助會創會的動機很不錯, 但是, 另一方面, 我
懷疑怎麽能夠一這樣少的會費來支援龐大的醫療費呢? 可是, 沒有一人能夠保
證自己的健康, 真沒想到我本人反而成了受惠者。因著腹部劇痛, 進了急診室, 
住院後, 診斷出膽結石, 然後動手術, 前後住院一星期。在此感謝基督醫療相助
會為我的健康禱告, 並且全額付清住院費, 手術費, 與醫藥費。

IL 會員  徐OO

在 2007年 2月13日, 那天雪下得很大, 下班回家的路上, 因路滑而與反方向的
車正面相撞。我們夫妻被送到急診室, 身體各部位引起劇痛, 但是經過檢查, 並
無異狀, 所以出院了。但是, 不過多久, 因頭痛不止, 主治醫生要我照MRI, 發現
腦腫瘤, 於3月30日, 接受了腦手術。因著這事故, 我經歷了神的愛與帶領, 使我
免於失明。更因著在2000年的時候, 親友的推薦, 加入了基督醫療相助會, 能
夠得到 $71,436.65 醫療費用的支援。也因著這事, 我更願意謙卑默默地幫助
多人, 而從 BRONZE 提升到 GOLD 計劃了。

本社免费電話

基督醫療相助會

原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