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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http://www.wacaresfund.wa.gov/  

 

WA CARES FUND 

确保所有华盛顿州民众都能在需要时获得负担得起的长期照护。 

 

勇敢的一步 

华盛顿州立法机构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工人建立了长期照护保险福利，以解决未来的长期照

护危机。 

 

 为什么重要 

• 解决需求 

o 在超过 65 岁的华盛顿州民众中，十分之七将在其一生中需要长期照护和支

持。 

• 尽量减小家庭负担 

o 离职来照护家人的家庭看护人舍弃了自己的收入、健康和退休福利。  

• 保住您的积蓄 

o 为支付长期照护的费用，许多人必须花光他们的积蓄才能有资格获得财务支

持。 

• 安心 

o 通过在工作期间从每份工资中供一小笔款，便可以在需要时支付长期照护的

费用。 

 

长期照护保险 

根据这项法律，个人将有机会获得终身福利金，如果他们需要，他们可以使用广泛的长期

服务和支持。   

 

详细了解 WA C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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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WA Cares Fund | http://www.wacaresfund.wa.gov/about-the-wa-cares-fund/ 

 

关于 WA CARES FUND 

华盛顿州是美国第一个开发出一种方法，使该州所有工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能负担得起长

期照护的州。 

WA Cares FundSM（WA Cares 基金）是一个新基金，我们在工作时都会为其供款，从而可

以在需要时获得长期照护。

 

有更好的方法。 

• 供款 

o 从 2022 年一月份开始，华盛顿州的工人将从其每 100 美元收入中支付最多

0.58 美元。 

o 每位员工供款 – 雇主不需要。 

o 如果您是自雇业者，可以选择参加信托。 

o 了解归属  

• 福利金 

o 从 2025 年 1 月份开始，每位有资格领取福利金的个人都能获得高达 36,500

美元的服务和支持。  

o 了解福利金 

• 资格条件 

o 要有资格获得福利金，您必须满足特定的资格条件。 

o 了解资格条件 

 

LTSS 信托法案时间表 

• 2019 年 

o 州长 Inslee 将 LTSS 信托法案签署为法律(RCW 50B.04)。 

• 2022 年 

o 有工作的华盛顿州民众开始支付保费 

• 2025 年 

o 开始为有资格的受益人发放福利金。 

 

详细了解福利金。 

打印“为何推出 WA CARES”宣传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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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推出 WA Cares？| http://www.wacaresfund.wa.gov/why-wa-cares/  

 

现状 

长期照护是非常花钱的，它未被纳入 Medicare，而我们大多数人将没有积蓄来支付它。

我们中有十分之七的人将在其一生中需要长期照护，而如今大多数老人最终都依赖家人来

照顾他们，或者使自己陷入贫困，才有资格获得 Medicaid。 

• 我的母亲八十多了，经常在家跌倒。现在她摔断了胳膊。她独居，镇里没有家人来

帮忙。  

• 我不想成为成人子女的负担，他们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但是，我进出浴缸很困

难，害怕自己会摔倒。 

• 我害怕父亲的痴呆症越来越严重。他把塑料的东西放在炉子上，差点把厨房烧了。

他不愿去养老院或是雇人帮忙。  

• 我父亲确实可以在病危去世之前用服药提醒器来控制他的胰岛素剂量，用营养餐配

送来维持他的血压不高。 

当我们中的许多人看着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变老时，我们开始想，“等我老了，谁来照顾

我，我怎么能负担得起？”WA Cares Fund 将为我们提供选择，让我们知道随着我们逐渐变

老，我们希望如何获得照护，以及如何支付照护费用。 

 

WA CARES 可提供帮助。 

详细了解福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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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 Cares 福利金 | http://www.wacaresfund.wa.gov/wa-cares-benefits/  

 

WA CARES 如何为华盛顿州的工人造福 

• 让我们可负担得起 

o WA Cares Fund 是一项面向所有有工作的华盛顿州民众的可负担得起的长期

照护保险计划。 

• 为我们提供选择 

o WA Cares 让我们有能力控制如何及在哪里接受长期照护。 

• 让我们安心 

o 我们不再需要担心在变老时如何支付长期照护费用。 

 

WA CARES 福利金 

从 2025 年 1 月份开始，每位有资格领取福利金的个人都能获得高达 36,500 美元的服务和

支持。 

 

这笔福利金的名义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服务和支持 

这笔福利金将可用于广泛的服务和支持，例如： 

• 在您家里、辅助生活机构、成人之家或养老院提供专业的个人护理 

• 自适应设备和技术，如助听设备和服药提醒设备 

• 居家安全评估 

• 针对提供照护的有偿和无偿家人的培训和支持 

• 家常饭 

• 照护过渡协调 

• 记忆照护 

• 环境改造，如轮椅坡道 

• 个人应急响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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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家庭看护人的替代看护 

• 交通 

• 痴呆症支持 

• 教育和咨询 

 

了解资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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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取您的福利金 | http://www.wacaresfund.wa.gov/earning-your-benefits/  

 

WA Cares 福利金全部由工人保费资助。 

 

供款要求 

要有资格从 WA Cares Fund 获得福利金，您必须曾经工作并为该基金供款： 

• 在您生命中的任何时刻至少十年，且在这十年中没有五年或五年以上的休息，

或者 

• 在您申请福利时的过去六年中的三年，且 

• 这些年中每年至少 500 小时。 

有关 WA Cares Fund 保费的详情，请参阅 RCW 50B.04.080 和 RCW 50B.04.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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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福利金 | http://www.wacaresfund.wa.gov/applying-for-benefits/  

 

需要长期服务和支持的民众可从 2025 年 1 月份开始申请福利金。要有资格获得福利金，

您必须在申请之前已满足 WA Cares 供款要求。您还必须需要获得日常生活活动方面的协

助。 

 

协助需求 

要有资格获得福利金，您必须需要获得至少三项日常生活活动方面的协助，例如：   

• 服药管理 

• 个人卫生 

• 饮食 

• 如厕 

• 认知功能 

• 转移协助 

• 身体护理 

• 洗澡 

• 步行/移动 

• 穿衣 

您必须至少年满 18 岁，且目前居住在华盛顿州，才能获得长期照护福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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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雇业者选择参加 | http://www.wacaresfund.wa.gov/self-employed-opt-in/  

 

是自雇业者？登记获得福利金！  

如果您是自雇业者，您必须选择参加适用于其他华盛顿州工人的同样可负担得起的福利金

来保障您自己。  

 

选择参加获得福利金 

可负担得起 

如果您是自雇业者，WA Cares 是您获得长期照护保险的关键。您的供款和传统工人一样

低。您将支付目前的保费率，即以下金额的 0.58%：   

• 您的净收益。    

• 从您企业实体支付给您的工资总额（如有）。  

对于普通的华盛顿州工人来说，这大约是每年 300 美元，远低于大多数的私人保险。  

福利金  

• 安心：一旦您获得归属，您就可以在一生中获得最高 36,500 美元的长期照护保

险。 

• 财务保障：与 Medicaid 不同，WA Cares 不会让您在保险生效前就把积蓄花光。 

• 选择：您决定如何及在哪里使用您的福利金。 

资格条件  

如果您有符合带薪探亲假和病假条件的工资，它们也将符合 WA Cares 的资格条件。换句

话说，如果您满足以下条件，就有资格：  

• 独资。 

• 合资企业或合伙企业的成员。  

• 有限责任公司(LLC)的成员。  

• 独立承包商。定义。 

• 另外可以是自己做生意。   

 

公司职员不是自雇业者。有关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详情，请参阅“带薪探亲假和病假”的

帮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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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了解  

如何选择参加？  

当 2022 年 1 月份开始申请时，您即可选择参加。  

需要更多信息？ 

发送电子邮件至 wacaresfund@dshs.wa.gov，我们就业保障部的小组成员将会为您回复。 

好消息！我们将在夏末通过电话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将在电话服务可用更新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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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 | http://www.wacaresfund.wa.gov/private-insurance/  

 

如何知道豁免是否适合于您 

已经有长期照护计划？  

在 2021 年 11 月 1 日之前具有现有长期照护保险或购买新的私人保单的工人可以申请 WA 

Cares 保险的豁免。如果获批，您的豁免将意味着您无需支付保费，并将被永久排除在

WA Cares 福利金之外。   

请记住，如果您的豁免申请获批，您将被永久取消 WA Cares 的资格。也就是说，即使您

需要它们，您也可能永远无法重新参加，您将被禁止获得 WA Cares 福利金。 

您的选择是永久的  

不确定是否要放弃 WA Cares 福利金？以下是一些需要考虑的问题： 

• 您只要在有工作时支付 WA Cares Fund 保费 - 不包括退休后。私人长期照护保险

通常需要持续支付。如果您中断支付，您的保单可能会失效并让您失去保险。

豁免获批的个人将永远失去获得 WA Cares 福利金的资格。 

• 类似雇主提供的团体保单很可能无法跟随您转给下一个雇主。只要您在华盛顿

州中工作并退休，WA Cares 将一直为您提供保险。 

• 不论您的年龄或健康状况，WA Cares Fund 都将提供可负担得起的长期照护保

险。目前的保费率仅为您收入的 0.58%。 

• 当您获得完全归属后，即使在您退休 20 年后或更长时间，您的 WA Cares 福利

金都将在您需要时随时可用。详细了解永久归属。 

• 即使您没有获得永久归属，您也可以有资格获得福利金。详细了解暂时归属。 

• 您可随时补充您的 WA Cares 保险。如果您还选择购买私人长期照护保险，您仍

将获得 WA Cares 福利金。 

• WA Cares Fund 将允许您对提供照护的符合资格条件的自家人（包括配偶）给予

补偿。详细了解 WA Cares 福利金。 

 

申请豁免 

要求  

要申请永久豁免，您必须：  

• 已经在 2021 年 11 月 1 日之前购买了一份符合资格条件的私人长期照护保险计

划。要详细了解符合资格条件的计划，请浏览保险部长办公厅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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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年满 18 周岁。  

• 向就业保障部(ESD)提交豁免申请。豁免申请将从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  

ESD 只能接收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提交的申请。  

后续步骤  

ESD 将审核您的申请，然后通知您是否有资格获得 WA Cares 保险豁免。   

如果申请获批 

您将收到 ESD 发送的豁免批准函，此时您将： 

• 从计划中被排除并无法重新参加。  

• 失去在一生中获得 WA Cares 福利金的资格。  

• 需要向所有当前和未来的雇主出示您的豁免批准函。如果您未能出示您的 ESD

批准函，雇主将扣缴 WA Cares 保费且不可退还。  

豁免将从您申请获批后的当季度开始生效。 

 

详细了解  

需要更多信息？ 

发送电子邮件至 wacaresfund@dshs.wa.gov，我们就业保障部的小组成员将会为您回复。  

好消息！我们将在夏末通过电话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将在电话服务可用更新此页面。  

 

雇主信息 | http://www.wacaresfund.wa.gov/employers/  

 

知道将来有钱用于照护，这会让您的员工现在感到安心。WA Cares Fund 可为所有的华盛

顿州工人提供可负担得起的长期照护保险。  

 

雇主责任 

收取保费 

作为华盛顿州中的雇主，您必须每季度报告员工的工资和工时并支付保费，除非您在当季

度没有工资支出。从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您将像现在的带薪休假一样向员工收取保

费。雇主不会为他们的员工支付这些供款的任何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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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工资？无需报告。如果有的季度员工没有工时或工资，您无需报告。  

需要有关报告的更多信息？请浏览“带薪探亲假和病假”的有用的信息。为了方便，WA 

Cares 报告将完全整合。  

追踪员工豁免  

豁免是永久的，即使员工换工作，他们也可能无法再重新选择参加。有些员工仍可能会选

择申请豁免，且他们有责任单独申请。如果获批，他们还有责任通知您并向您提供就业保

障部(ESD)批准函的副本。   

一旦收到通知，雇主不得从已提供 ESD 豁免批准函的工人的工资中扣除 WA Cares 保费。

雇主还必须保留并备案工人批准函的副本。详细了解豁免。 

长期照护保险的续保  

您仍可以选择向员工提供私人长期照护保险，但他们有责任决定是否申请豁免。您不得

代表您的员工申请豁免。 

 

 

详细了解 

查看我们的雇主工具包：  

关于 WA Cares 的内容还有很多，我们努力提供有用的信息和资源来帮助您尽可能轻松地

了解它。  

雇主工具包 

订阅我们的雇主简讯 

应能轻松地获得有关 WA Cares 的信息。因此，我们努力为您提供最新的信息。查看我们

的雇主简讯，定期更新 WA Cares 信息。  

需要更多信息？ 

发送电子邮件至 wacaresfund@dshs.wa.gov，我们就业保障部的小组成员将会为您回复。  

好消息！我们将在夏末通过电话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将在电话服务可用更新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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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我们的邮寄名单 | http://www.wacaresfund.wa.gov/join-our-mailing-list/  

 

要订阅更新或查阅您的订阅用户首选项，请在下方输入您的联络信息。 

1. 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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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了解 | http://www.wacaresfund.wa.gov/learn-more/  

 

现场网络研讨会 

加入现场网络研讨会，详细了解 WA Cares Fund 并解答您的问题。不需要提前报名即可参

加。 

通过访问下列链接并输入后续的会议信息，您可参加任何网络研讨会： 

• 会议 ID：815 0646 1779 

• 密码：547656 

2021 年 7 月 2021 年 8 月 
7 月 8 日 | 12pm-1pm 8 月 5 日 | 12pm-1pm 
7 月 15 日 | 5pm-6pm 8 月 12 日 | 5pm-6pm 
7 月 22 日 | 12pm-1pm 8 月 19 日 | 12pm-1pm 
7 月 29 日 | 5pm-6pm 8 月 26 日 | 5pm-6pm 

 

 

常见问题解答 

提供的福利金和照护需求 

WA Cares Fund 福利金是否有每日限额？ 

WA Cares Fund 是灵活的福利金，您可以用来满足您的照护需求，最高 36,500 美元，没有

每日限额。 

WA Cares Fund 将提供什么服务？ 

WA Cares Fund 将支付您需要的照护服务，不论是在家里还是机构。您可雇用居家照护助

手，向符合资格条件的家人（包括配偶）支付来提供照护。您可灵活地使用资金，例如进

行房屋改造以便您更好地四处走动，或者购买房屋安全评估以便您防止可避免的跌倒，或

者将餐食送到您的门口。您可购买设备、辅助装置、服药提醒器，以及去看医生的交通。

如果您正接受无偿家庭看护人的支持，则可雇佣居家助手来为他们提供休息的时间，或者

让您的家人接受他们需要的培训来让他们感觉获得支持。以上仅是 WA Cares Fund 将提供

的部分服务。其他服务还包括痴呆症支持、记忆照护、照护过渡、个人应急响应系统，等

等。  

36,500 美元通常将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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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州，一年内每周二十小时的居家照护费用约为 32,000 美元。普通的 DSHS 长期照

护客户每个月使用 96 小时。WA Cares Fund 可为那些自掏腰包居家接受全年长期照护的家

庭提供全面的经济救济，并为那些在居住环境中接受照护的个人提供重要的救济。根据

AARP，在需要长期照护的个人当中，仅有 48%需要一年或更短时间。 

该部门将如何决定我是否需要长期照护？ 

DSHS 将询问我有关日常生活活动和所需支持的问题。如果您需要获得至少三项日常生活

活动方面的协助，则有资格获得福利金。这可以基于自我报告，并可能经健康专业人士审

核。DSHS 将会询问您的活动类型包括吃饭、洗澡、走路或坐轮椅四处走动、穿衣、上下

椅子以及在床上移动的能力、使用浴室、管理药物、个人卫生和身体护理。DSHS 还将询

问会影响您日常生活的任何记忆/认知障碍。一旦确定您有资格，您即可灵活地使用终身

36,500 美元的福利金来解决您的需求。 

 

雇主信息 

什么样的长期照护保单有资格获得豁免？ 

针对私人保单必须符合的资格条件，保险部长办公厅(OIC)有定义的标准。 

我如何知道我是否有员工被豁免？ 

员工必须通知您并向您提供就业保障部(ESD)批准函的副本。 

我们的公司为员工提供长期照护保险。我们能否代表员工申请豁免？ 

不能。由员工选择他们是否想要 WA Cares 保险豁免，或是否想要使用 WA Cares 来补充您

已经提供的福利金。如果他们选择申请豁免，则他们必须自己申请。 

我能否为员工支付保费？ 

可以。您可以选择代表员工支付 WA Cares 保费。 

 

我们是否必须向不住在华盛顿州的员工收取保费？ 

企业将需要向那些工作地点位于华盛顿州的员工收取 WA Cares 保费。通常，您将向那些

与支付带薪探亲假和病假保费相同的员工收取 WA Cares 保费。 

 

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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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长期照护保单有资格获得豁免？ 

针对私人保单必须符合的资格条件，保险部长办公厅(OIC)有定义的标准。 

由我的雇主提供的长期照护保险是否将让我有资格获得豁免？ 

有可能。私人保单要符合资格条件，必须满足由保险部长办公厅(OIC)定义的标准。申请

豁免的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就业保障部(ESD)可能会审计您的

申请并要求您提供更多信息。 

注意：您只要在有工作时支付 WA Cares Fund 保费 - 不包括退休后。私人长期照护保险通

常需要持续支付。如果您中断支付，您的保单可能会失效并让您失去保险。豁免获批的个

人将永远失去获得 WA Cares 福利金的资格。 

要符合豁免的资格，我什么时候需要符合资格条件的长期照护保单？ 

您必须已经在 2021 年 11 月 1 日之前购买了一份符合资格条件的长期照护保单。以下是

一些您可能想要考虑的问题。 

我的人寿保单上有长期照护附加条款。这是否会让我有资格获得豁免？ 

有可能。查看保险部长办公厅的网站，详细了解华盛顿州对私人长期照护保险的资格条

件。 

如果我的豁免获准，我是否需要每年重新申请？ 

不需要。一旦获准，不再需要重新申请。但请记住，WA Cares 豁免是终身豁免。您将会

永久地无法获得这项保险和福利金 - 即使您的私人承保商在未来取消您的保单。申请豁免

之前，请确保您的私人保险计划将满足您终身的长期照护需求。 

我什么时候能够申请豁免？ 

豁免申请将从 2021 年 10 月份开始。申请豁免的截止日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如果我错过申请的截止日期，是否还能获得计划豁免？ 

不能。就业保障部(ESD)只能接受从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豁免申请。 

如果我获得豁免，如何让我的雇主知道，以便他们不会从我的工资中扣除保费？ 

您的申请获批后，就业保障部(ESD)将给您发送批准函。您必须将批准函的副本提供给所

有当前和未来的雇主，以免从您的工资中扣除保费。详细了解 

如果我失去私人长期照护保险，我能否重新选择参加 WA Cares？ 

不能。豁免是永久性的。详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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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问题 

如果您从不使用福利金，是否有现金价值？ 

WA Cares Fund 是一项普适的长期照护计划，其运作方式类似于社会保障，所有工人都参

加并在其职业生涯中获得保险。如果您不使用福利金，也无法选择兑现您的供款。    

谁是 WA Cares Fund 的担保人？ 

WA Cares Fund 是一项普适的长期照护计划，其运作方式类似于社会保障，所有工人都参

加并在其职业生涯中获得保险。此计划没有担保，完全由工人的工资和投资华盛顿州的

WA Cares Fund 受益人在需要长期照护时使用。 

法令 W-2 员工是否需要缴纳明年 1 月份开始实施的工资税？ 

RCW 50B.04.010 中对谁为 WA Cares Fund（长期服务与支持或 LTSS）供款的定义引用了

RCW 50A.05.010 中的“带薪探亲假和病假计划(PFML)”定义。这包括(8)中的“就业”定义。如

果不为 PFML 计划评估保费，则不会为 WA Cares Fund 评估保费。 

 

雇主工具包 | http://www.wacaresfund.wa.gov/employer-toolkit/  

 

我们支持您 

关于 WA Cares 的内容还有很多，我们努力提供有用的信息和资源来帮助您尽可能轻松地

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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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的社区分享 WA Cares 

想知道如何向您的社区成员传递 WA Cares 新闻吗？我们已经解决好了。使用您的网络下

载并共享我们的月报。我们每月增加一份新公告。 

打印 WA Cares 资源 

需要可打印的资源？不需要再找了！我们已经把您所有的 WA Cares 最新信息精简到一张

纸上了。查看宣传单。 

订阅我们的雇主简讯 

应能轻松地获得有关 WA Cares 的信息。因此，我们努力为您提供最新的信息及所有可用

的资源。 

订阅 

 

需要更多信息？ 

发送电子邮件至 wacaresfund@dshs.wa.gov ，我们就业保障部的小组成员将会为您回复。  

好消息！我们将在夏末通过电话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将在电话服务可用更新此页面。  

 

 

WA Cares 外联活动实施时间表 

2021 年 

一月 

ESD 雇用 LTSS 

Communications 工作人员 

2022 年 

第 1 季度 第 2 季度 第 3 季度 第 4 季度 

三月 

对分部工作人员启用每

周计划电子邮件 

四月 

启用网站并发布计划和联

络信息 

五月 

启用两月一次的雇主外联电

子邮件 

在网站上发布雇主工具包和

资源 

ESD 开始提供内部计划研讨

会 

六月 

向 Customer Care 推出常

见问题解答和培训语言 

七月 

ESD 雇用 LTSS 客户支持工

作人员 

八月 

发布包含更多功能的新网

站 

九月 

DSHS/ESD 开始向雇主和商

业组织提供网络研讨会 

ESD 为雇主发布视频教程以

便为报告做好准备 

十月 

外联工作成为 DSHS/ESD

的工作重心并持续至年底 

十二月 

ESD 为最终的整合和转换

准备好 SecureAccess 

Washington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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