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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更新就 2023 年諸多事項提供了最新資訊，如 Social Security 稅、福利及費用等。法律規定，一些
數字每年都會自動發生改變，以便跟上物價和薪資的變化。

給工作者的資訊
Social Security 和 Medicare 稅

Social Security 稅 2022 年 2023 年

僱員/僱主（各自） 收入最高達 147,000 美元的 6.2% 收入最高達 160,200 美元的 6.2%
自雇者
* 可用所得稅條款抵銷 收入最高達147,000 美元的 12.4%* 收入最高達 160,200 美元 12.4%*

Medicare 稅 2022 年 2023 年

僱員/僱主（各自） 總收入的 1.45% 總收入的 1.45%
自雇者
* 可用所得稅條款抵銷 總收入的 2.9%* 總收入的 2.9%*

高收入者還需要為一定金額以上的收入額外支付 0.9% 的 Medicare 保險稅。有關詳細資訊，請詢問國稅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工作積分
您在工作時可以賺取 Social Security 的積分。要符合領取 Social Security 福利的條件需有一定積分數，取決
於您的年齡和要申請的福利種類。每年最多可以獲得 4 個積分。大多數人需要 40 個積分，才能取得領取退休
福利資格。

SSA.gov

https://www.ssa.gov
https://www.facebook.com/socialsecurity/
https://twitter.com/socialsecurity
https://www.instagram.com/socialsecurity/
https://www.youtube.com/user/SocialSecurityOnline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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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ecurity 和 Medicare 稅

2022 年 2023 年

每 1,510 美元可賺取一個積分 每 1,640 美元可賺取一個積分

給	Social	Security	福利領取者的資訊
收入限額
聯邦法律規定，只要收入低於以下所示限額，尚未達到全額退休年齡的 Social Security 領取者即有資格領取
所有福利。1943 到 1954 之間出生者的全額退休年齡是 66 歲。全額退休年齡逐年增加，1960 年或以後出生者
為 67 歲。

2022 年 2023 年

全額退休年齡或更大年齡 無收入限額 無收入限額

不到全額退休年齡
19,560 美元
每超出限額 2 美元，將從福利中除 
1 美元。

21,240 美元
每超出限額 2 美元，將從福利中扣除 
1 美元。

達到全額退休年齡的當年
51,960 美元
每超出限額 3 美元，將從福利中除 
1 美元，直到達到全額退休年齡之
月為止。

56,520 美元
每超出限額 3 美元，將從福利中扣除 
1 美元，直到達到全額退休年齡之月
為止。

殘障福利受益者的收入限額：如果您在領取殘障福利的同時還在工作，無論收入多麼少，都必須通知我們。您
有長達 9 個月（不必連續）的工作嚐試期，在此期間沒有收入限額，仍然可以領取全部福利。在您完成 9 個月的
工作嚐試期後，我們將決定您是否仍然有領取殘障福利的資格。您也可能會符合其他工作激勵，從而幫助您重
返工作崗位。

2022 年 2023 年

有足量報酬的工作（未失明） 每月 1,350 美元 每月 1,470 美元
有足量報酬的工作（失明） 每月 2,260 美元 每月 2,460 美元
工作嚐試期 每月 970 美元 每月 1,050 美元

給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SSI）領取者的資訊
每月 SSI 付款（最高額）

2022 年 2023 年

個人 841 美元 914 美元
夫妻 1,261 美元 1,371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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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SSI 付款（最高額）

每月收入限額 2022 年 2023 年

僅有薪資收入的個人 1,767 美元 1,913 美元
有非薪資收入的個人 861 美元 934 美元
僅有薪資收入的夫妻 2,607 美元 2,827 美元
有非薪資收入的夫妻 1,281 美元 1,391 美元
注意：如果您有收入，每月的福利通常會低於最高聯邦 SSI 付款金額。切記，您必須報告所有收入。某些州會在
聯邦 SSI 付款金額基礎上增加金額。如果您居住在這些州之一，則可能有資格獲得更高的金額。您的收入可以
高於以上所示限額，但仍然符合資格。

給	Medicare	領取者的資訊
大多數 Medicare 費用今年都會上升，以跟上醫療保健費用的增加。

2022 年 2023 年

住院保險（A 部分）

住院後頭 60 天，患者自付 1,556 美元 1,600 美元
住院後 61 天至 90 天，患者自付 每天 389 美元 每天 400 美元
住院 90 天以上，患者自付（保險最
多再付 60 天） 每天 778 美元 每天 800 美元 

入住專業護理療養院後頭 20 天，
患者自付 0 美元 0 美元

入住專業護理療養院 21 天至 100 
天，患者自付 每天 194.50 美元 每天 200 美元

A 部分保費額：購買 Medicare A 部分保費的所需金額取決於您已賺取的 Social Security 積分數。如果您有：
40 個積分 0 美元 0 美元
30-39 個積分 每月 274 美元 每月 278 美元
少於 30 個積分 每月 499 美元 每月 506 美元

醫療保險（B 部分）  2022 年 2023 年

保費 每月 170.10 美元** 每月 164.90 美元**
自付額 每年 233 美元 每年 226 美元 

在患者支付自付額後，B 部分支付承保服務費用的 80%。
注意：如果您享有 Medicare 且收入低，您所在的州可能會幫您支付 Medicare 保費，並在某些情況下支付您的
自付額和其他需要自付的醫療費用。請聯絡當地的醫療輔助 (Medicaid) 機構、社會服務或福利辦公室，以瞭解
詳細資訊。
**標準月保費是 164.90 美元。某些高收入者將支付更高的保險費。



4

我們的聯絡方式
您可透過像線上、電話和面對面等幾種方式與我們
聯絡。我們會竭誠回答您的問題，為您服務。在超
過 85 年的時間裡，Social Security 透過為數百萬
人的一生提供福利和財務保護，幫助保障他們的
現在與未來生活 

前往我們的網站
辦理 Social Security 業務的最便利方式是線上辦
理，網址為：www.ssa.gov（提供英文版與西班牙
文版）。您可在此完成許多業務。有些服務僅提供
英文版本。若要獲得辦理 Social Security 業務的
幫助，

• 申請 Extra Help with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plan costs（Medicare 處方藥計畫費用額
外幫助）（僅提供英文版本）。

• 申請大部分類型的福利（僅提供英文版本）。
• 尋找我們的出版品副本（提供多種語言版本）。
• 獲得常見問題的解答（提供英文版與西班牙文

版）。

當您建立了個人 my Social Security 帳戶時（僅提
供英文版本），您將可以使用更多功能。

• 查閱您的 Social Security Statement (社會保障
明細表)。

• 核實您的收入。 
• 預估未來的福利。
• 列印福利認證函。
• 更改您的直接存款資訊。 
• 申請補辦 Medicare 卡。 
• 獲取  SSA-1099/1042S 的補發副本。
• 申請補辦 Social Security 卡（若您沒有任何變

更且您所在的州提供此項業務)。

美國境外使用者的 my Social Security 帳戶存取權
可能會受到限制。

致電給我們
如果您無法使用我們的線上服務，我們可以在您撥
打當地的 Social Security 辦事處或我們的國內免
付費 800 電話時協助您。我們會依要求提供免費
的口譯服務。您可以在我們的辧事處位置網頁上輸
入您的郵遞區號以尋找您當地的辦事處資訊（雖然
辦事處位置僅提供英文版本，但您可以輸入郵遞區
號以找到離您最近的當地辧事處)。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 8:00 到晚上 7:00，您可以
撥打 1-800-772-1213，若您為失聰或重聽者，則
可撥打聽障專線號碼 1-800-325-0778 來聯絡我
們。通常在星期三到星期五或工作日稍晚的時間，
與 Social Security 代表通話的等候時間會較短。
若需免費口譯服務，請在我們的英文語音自動提
示音播放期間不要掛斷並保持靜默，直到 Social 
Security 代表接聽電話為止。Social Security 代
表將聯絡口譯人員以協助接聽您的來電。

我們也會一天 24 小時提供英文版本與西班牙文版
本的多種自動來電服務，因此您不一定要與 Social 
Security 代表對話。

如果您有一些文件需要我們查閱，請記得這些文件
必須為經過開立機構認證的原件或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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