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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re 與 Medicaid 服務中心 (CMS) 有時會公佈有關 Medicare 計劃承保範圍的新資訊。發生這
種情況時，CMS 會發佈「全國承保範圍裁決」(NCD)。CMS 要求保健計劃將 NCD 通知其 Medicare 
Advantage 會員。

什麼是 NCD？
NCD 將告訴我們有關 Medicare 承保的新服務或用品或承保範圍的變化。

如何找到新的 NCD？
在一年中，Bright HealthCare™ 會在本網站上發佈關於新的或變更的 NCD 的資訊（參見以下清單）。
您還可以在 CMS 網站上檢視所有 NCD。

如果我對自己的 Medicare 保險有疑問，該怎麼辦？
請致電會員 ID 卡背面的會員服務部電話。

以下是自 2021 年 9 月以來發佈的 NCD 更新。

https://www.cms.gov/medicare-coverage-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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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D 名稱 人工耳蝸

NCD 生效日期 2022 年 9 月 26 日

NCD 摘要 Medicare 與 Medicaid 服務中心 (CMS) 正擴大承保範圍，具體方法是放
寬患者標準，並取消以下要求：對於聽力測試分數 >40% 且 ≤60% 的個
人，只有當醫療服務提供者參與了 FDA 批准的 B 類 IDE 臨床試驗、CMS 
臨床試驗政策下的試驗或 CMS 批准的前瞻性對照比較試驗，並且該患者
也參加了這些試驗時，才能獲得人工耳蝸承保。CMS 的結論是，證據足以
確定，對於表現出擴音裝置對聽力改善程度有限的個人，人工耳蝸可治療雙
側前語言區或後語言區、感覺神經、中度至重度聽力損失。擴音裝置的改善
程度有限是指在最佳輔助聽力條件下，開放式句子認知錄音測試的正確率
低於或等於 60% 的測試分數。患者必須滿足以下所有標準：

•  診斷為雙側中度至重度感音神經性聽力障礙，適當的聽力（或振動觸
覺）輔助設備的改善程度有限。

•  有使用聽覺線索的認知能力，並願意接受長期的康復計劃。
•  無中耳炎，耳蝸腔在結構上適合植入，並且中樞神經系統的聽神經和聽
覺區無損傷；

•  無手術禁忌症；以及
•  必須按照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批准的標籤使用使用該裝置。

對於不符合上述承保標準的受益人，如果是在 FDA 批准的 B 類研究器械豁
免臨床試驗（如 42 CFR 405.201 定義）中進行人工耳蝸植入，CMS 也可
以為其承保人工耳蝸，或作為「國家承保範圍裁決手冊」第 310.1 節「臨床
試驗中的常規費用」項下的臨床試驗常規費用。

瞭解更多資訊 請瀏覽 CMS 網站

https://www.cms.gov/medicare-coverage-database/view/ncacal-decision-memo.aspx?proposed=N&ncaid=306&doctype=all&timeframe=30&sortBy=updated&b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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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D 名稱 家庭使用氧氣

NCD 生效日期 2022 年 7 月 8 日

NCD 摘要 2021 年 9 月 27 日，CMS 為家庭使用氧氣發佈了一份全國承保範圍裁決 
(NCD) (NCD 240.2)。�
CMS 正在修訂 NCD，以使 D 部分與《社會保障法》規定的特定時間段相
一致。D 部分涉及 Medicare 管理簽約方 (MAC) 確定合理和必要的承保
範圍的授權。確切來說，CMS 將這些患者的初始承保階段期從 120 天修
訂為 90 天，目的是與 90 天的法定時間相一致。

瞭解更多資訊 請瀏覽 CMS 網站

NCD 名稱 用於治療阿爾茨海默氏症的抗澱粉樣蛋白單克隆抗體

NCD 生效日期 2022 年 4 月 7 日

NCD 摘要 CMS 承保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DA) 批准的抗澱粉樣蛋白單克隆抗
體，用於治療阿爾茨海默氏症，患者必須符合依實證發展之給付 (CED) 的範
圍標準，且滿足：

•  臨床診斷為阿爾茨海默氏症引起的輕度認知障礙 (MCI) 或輕度阿爾茨海
默氏症癡呆，兩者都要具有與阿爾茨海默氏症相符的 β-澱粉樣蛋白病理
呈現。

瞭解更多資訊 請瀏覽 CMS 網站

https://www.cms.gov/medicare-coverage-database/view/ncacal-decision-memo.aspx?proposed=N&ncaid=307&doctype=all&timeframe=30&sortBy=updated&bc=20
https://www.cms.gov/medicare-coverage-database/view/ncacal-decision-memo.aspx?proposed=N&ncaid=305&doctype=all&timeframe=30&sortBy=updated&b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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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D 名稱 用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 (LDCT) 進行肺癌篩檢

NCD 生效日期 2022 年 2 月 10 日

NCD 摘要 CMS 認為，當滿足以下所有標準時，有充分證據增加接受低劑量電腦層掃描 
(LDCT) 的 Medicare 受益人資格標準。

受益人資格條件：

•  患者年齡為 50 – 77 歲。
•  無症狀（無肺癌徵兆或症狀）。
•  至少 20 包年吸菸史。 
*�注意：1 包年等於在一年時間裡每天吸菸一包；�
一包等於 20 支香菸。 

•  現階段正在吸菸或過去 15 年內戒菸的人。
•  提供者要求用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 (LDCT) 進行肺癌篩檢。

瞭解更多資訊 請瀏覽 CMS 網站

NCD 名稱 經靜脈（導管）肺栓塞切除術

NCD 生效日期 2021 年 10 月 28 日

NCD 摘要 CMS 將取消關於經靜脈（導管）肺栓塞切除術的 NCD (NCD § 240.6)。
根據 NCD 240.6，此手術不在 Medicare 承保範圍內。取消該 NCD 意味
著 Medicare 管理簽約方 (MAC) 和 Medicare Advantage 組織可以根據
「社會保障法」（以下簡稱「法案」）§ 1862(a)(1)(A) 對經靜脈（導管）肺栓塞
切除術的 Medicare 承保範圍作出裁決（基於醫療需要）。  

瞭解更多資訊 請瀏覽 CMS 網站 

https://www.cms.gov/medicare-coverage-database/view/ncacal-decision-memo.aspx?proposed=N&ncaid=304&doctype=all&timeframe=30&sortBy=updated&bc=20
https://www.cms.gov/medicare-coverage-database/view/ncacal-decision-memo.aspx?proposed=N&ncaid=303&doctype=all&timeframe=90&sortBy=updated&b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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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ht HealthCare 和 Bright HealthCare 標誌為 Bright Health Group, Inc. 的商標。

NCD 名稱 用於治療叢發性頭痛的家用氧氣

NCD 生效日期 2021 年 9 月 27 日

NCD 摘要 CMS 將刪除 Medicare NCD 手冊中的 NCD 240.2.2，取消依實證發展
之給付 (CED)，並允許 Medicare 管理簽約方 (MAC) 對用於治療叢集性頭
痛的家用氧氣和氧氣設備的承保範圍作出裁決。

瞭解更多資訊 請瀏覽 CMS 網站 

NCD 名稱 家庭使用氧氣

NCD 生效日期 2021 年 9 月 27 日

NCD 摘要 CMS 將修改 Medicare NCD 手冊中的「NCD 240.2，家庭使用氧氣」，
以增加患者在家中使用氧氣和氧氣設備的機會，並允許簽約方承保家用氧氣
和氧氣設備的使用，用於治療叢集性頭痛和其他急性疾病。 

瞭解更多資訊 請瀏覽 CMS 網站 

注意：該決定的範圍並未包括任何經核准的臨床試驗中家庭使用氧氣，NCD 手冊第 240.2.1 節對此已有說
明。此外，該決定的範圍不包括任何適應症的高壓氧使用，目前在 NCD 手冊第 20.29 節中確定了這一點。

https://www.cms.gov/medicare-coverage-database/view/ncacal-decision-memo.aspx?proposed=N&ncaid=301&doctype=all&timeframe=30&sortBy=updated&bc=20
https://www.cms.gov/medicare-coverage-database/view/ncacal-decision-memo.aspx?proposed=N&ncaid=301&doctype=all&timeframe=30&sortBy=updated&bc=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