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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安全提示會員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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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健資訊與保健資訊

每年，請務必前往您的主治醫生處審核您的病史，確保您接受了保持健康和

預防未來出現健康問題所需的預防性護理服務。

在健康年檢期間，您的主治醫生將進行以下程序：

• 審核您的病史。

• 對您進行全面體檢。

• 判斷對您身體健康的相關風險。

• 審核所有您正在使用的處方藥和非處方藥。

• 確保您接種了重要的疫苗。

• 審核並開具重要的預防性護理篩檢。

• 進行「認知評估cognitive assessment 」，瞭解是否有阿茲海默症及其他失智

症的跡象，以便在必要時立即採取行動。

• 收集相關資訊，以便您的提供者與任何專科醫生及您護理團隊的其他成員

協調護理。

• 獲得醫療照護事前指示，以便告知您的提供者，在您無法表達自己的意願

時，您希望如何推進自己的醫療護理。

透過健康年檢，您可以為自己的醫療

護理做主。您將與您的提供者一起對

改善健康和保持健康所需採取的措施

作出決定。

您的提供者已採取措施保護就診患者您的提供者已採取措施保護就診患者

的安全，所以別再猶豫不決了！的安全，所以別再猶豫不決了！耽誤

此項重要護理可能會給您的健康帶來

風險，請立即致電您的醫生，安排進

行健康年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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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和實惠的醫療保險優質和實惠的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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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進行健康年檢了是時候進行健康年檢了

康逸健保提供聯邦醫療康逸健保提供聯邦醫療
優勢含處方計劃和管理優勢含處方計劃和管理
式長期醫療健保計劃式長期醫療健保計劃

專為擁有以下計劃的人專為擁有以下計劃的人
士打造的健保計劃選項士打造的健保計劃選項

• Medicare（紅藍卡）

• Medicare（紅藍卡）與 
Medicaid 州醫療補助計
劃（白卡）

• 為需要社區型長期護
理服務和居家支援的
人士提供的  Medicaid 
Advantage Plus (MAP) 計劃

MLTC 康逸長期健保計劃 免費電話：康逸長期健保計劃 免費電話：1-866-586-8044    週一至週五，上午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 至下午至下午  5:00
Medicare 康逸聯邦醫療優勢計劃免費電話：康逸聯邦醫療優勢計劃免費電話：1-866-237-3210   每週每週 7 天，上午天，上午 8:00 至晚上至晚上 8:00
註：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我們可能會在週末和聯邦節假日使用其他電話接聽技術。

聽障聽障//語障專線：語障專線：1-800-662-1220
info@agewellnewyork.com

agewellnewyork.com
         www.facebook.com/AgeWellNewYork               www.twitter.com/AgeWellNY               www.linkedin.com/in/AgeWellNewYork



David Lichtenstein 醫學博士醫學博士
醫療總監醫療總監

• 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吸菸是罹患心

臟病的主要風險因素之一。如果您

吸菸，請聯絡戒菸輔導員制定戒菸計

劃：1-800-QUIT-NOW (1-800-784-8669)。

• 在允許的情況下，每天鍛煉身體。

這將幫助您管理壓力、體重及血

壓，並使您的心臟隨著年齡的增長

正常運作。

• 採用健康均衡的飲食。每餐增添一

些紅色食物。例如，草莓、番茄、

蘋果及紅椒。力爭每天食用 5-7 份水

果和蔬菜。多吃富含精益蛋白質的

食物，延長飽腹感，使血糖保持穩

定，並防止過度飲食。

• 務必控制食物份量。吃多少與吃什

麼同樣重要。

• 減少攝入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鹽

及精製糖含量高的食物。不要吃油

炸食物。這將幫助您降低「壞」膽

固醇水平，提高「好」膽固醇水平。

高血壓和血液中膽固醇水平高是罹患

心臟病的另一個主要風險因素。

• 遵醫囑定期服藥。及時進行預防性

篩檢。這在發現疾病的早期跡象和

症狀方面很重要。按時前往主治醫

生和專科醫生（心內科醫生、內分

泌科醫生、牙科醫生、眼科醫生、

足科醫生及聽力專家）處進行預約

的就診。

• 諮詢醫生使用他汀類藥物的益處，

這種藥物將幫助您降低膽固醇水

平。（Simvastatin、Atorvastatin）。

• 釋放壓力。學會冥想。

• 保證充足的休息和睡眠。

• 如果您或您身邊的人出現以下跡象

和症狀，請立即撥打 911。

- 胸痛或不適，幾分鐘後也沒有消失。

- 顎部、頸部或背部疼痛或不適。

- 虛弱、頭暈目眩、噁心（胃部不

適）或冒冷汗。

- 手臂或肩膀疼痛或不適以及呼吸 

短促。

跟隨您的意願，養成健康好習慣跟隨您的意願，養成健康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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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總監醫療總監 DAVID LICHTENSTEIN 醫學博士的寄語醫學博士的寄語

康逸健保一直致力於為您提供最優質的護理。您的安全、健康及福祉一直是我們的工作重

點。抗擊 COVID-19 疫情的鬥爭震驚了我們所有人，但隨著疫苗的推出，我相信我們很快就

能看到疫情的終結。

人們或許不願意嘗試新的藥物或疫苗，這是可以理解的。你們可能會問自己，「為什麼要冒

險接種這個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研製出來的新疫苗呢？」嚴重感染 COVID-19 的風險很

高，尤其是在 65 至 85 歲年齡段的人群中。Pfizer輝瑞和Moderna莫德納 疫苗的副作用都非常

低，預防 COVID-19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均為 95%。

COVID-19 疫苗須知疫苗須知

致電紐約州 COVID-19 疫苗接種熱線：1-833-NYS-4-VAX 
(1-833-697-4829)，確定您是否符合資格並預約接

種。或者瀏覽 www.covid19vaccine.health.ny.gov，瞭解

紐約州衛生部發佈的最新資訊。COVID-19 仍是一種

威脅。雖然疫苗接種程序正在進行中，但每一位紐

約市民都應該繼續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並避免

聚集。

我們提供以下計劃來檢測疫苗的安全性：

• 您在接種疫苗後需要留下觀察 15 至 20 分鐘。

• V-safe 是一個自願使用的基於智慧型手機的工具，它可以在您

接種 COVID-19 疫苗後追蹤您的情況。

• 您可以瀏覽 www.vaers.hhs.gov，使用 VAERS 線上表格或可下載

的 PDF 報告不良事件。

請考慮您的醫療風險因素。聯絡您的主治醫生，諮詢是否建議您

接種 COVID-19 疫苗。我們關心您的健康與福祉。順祝安康！ 

您的生活方式、年齡及家族病史可能會增加您罹患心臟病的風險，在美國，心

臟病是一種主要死因。當脂肪堆積在動脈中時，就會誘發心臟病。如果發生這

種情況，動脈會逐漸變窄，進而減少流向心臟的血液。若要保持心臟健康並使

其正常運作，則需要供應富含氧氣的血液。請遵循以下提示來管理您的心臟健

康並降低罹患心臟病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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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是保持健康的關鍵預防是保持健康的關鍵

接受保持身體健康和預防疾病發展所需的所有預防性篩檢從未

如此重要。以下快速指南可幫助您充分利用您的醫療服務提供

者就診服務，並確保您獲得保持健康所需的所有預防性護理。

本指南並非包含所有最適合您的篩檢，所以請務必與您的提供本指南並非包含所有最適合您的篩檢，所以請務必與您的提供

者一起審核此清單。者一起審核此清單。

預防性篩檢預防性篩檢 對象對象 原因和頻率原因和頻率
血壓測量 所有人 每年一次每年一次，如果您的提供者告知您的血壓很高，則可能更 

頻繁。

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篩檢和治療高血壓可以大大降低罹患心血

管疾病的風險。

乳腺癌篩檢乳房 X 光照片 50-74 歲的女性 每兩年一次每兩年一次

及早發現乳腺癌使治療更容易，並且可以挽救生命。

老年人護理：

• 事前護理計劃

• 藥物審核

• 機能狀態評估

• 疼痛評估

66 歲及以上的 
所有人

每年一次每年一次

這些簡單的篩檢可向您的醫療護理團隊提供有關如何最好地滿

足您的醫療需求的重要資訊。

結腸癌篩檢 50-75 歲的所有人 結腸癌篩檢有多種類型，包括非侵入性類型。請與您的提供者

討論所有選項，因為每種結腸癌篩檢的頻率不一樣，這取決於

您的個人風險水平。

有些結腸癌篩檢可以防止某些患者未來發生結腸癌。如果發現

結腸癌，及早檢測可增加成功治療的機率。

憂鬱症篩檢 所有人 每年一次每年一次

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期保持精神健康很重要。您的提供者有 

一個簡單的工具，可顯示您是否正在遭受憂鬱症的困擾，他或

她可以幫助您採取措施，讓您感覺好一些。

糖尿病篩檢 所有人 每年一次每年一次

超過 3400 萬美國人患有糖尿病。若不進行診，糖尿病會變得無

法控制，並引發心臟病、血管疾病、腎衰竭、失明或截肢。

眼科檢查 所有人 每年一次每年一次

您的視力很重要，您的眼科醫生會篩檢青光眼及其他眼部疾

病，以保護您的視力。如果您患有糖尿病，篩檢糖尿病性眼病

（視網膜病變）至關重要。

尿失禁 所有人 在出現漏尿的任何時候在出現漏尿的任何時候

如果您出現任何漏尿的情況，請務必告訴您的提供者。 
這樣做可獲得幫助！



管理您的醫療賬單管理您的醫療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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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仍處於冬季冬季，寒冷的天氣可

能對您的安全造成許多威脅。待

在室內或在外出時多穿幾件衣服

來禦寒。這包括厚外套、手套、

帽子、圍巾和厚襪子。在下雪和

結冰天氣裡走路時注意腳下，穿

著適當的鞋子並尋求幫助。

• 俗話說，四月雨，五月花。春天春天

的雨水可能導致草地和人行道變

得濕滑。請使用扶手，穿著防滑

鞋並在必要時使用手杖或助行器

來避免跌倒。如果您或您的家人

要在雨季開車，請務必使用有效

的擋風玻璃雨刷和輪胎胎面。

• 儘管夏天夏天似乎還很遙遠，但制

定計劃是一種很好的準備方

式！在炎熱的月份裡，在室外

您應該穿著輕便的衣物，戴上

帽子，塗抹防曬霜並充分飲

水。請務必檢查確認您的藥物

是否會受到陽光影響，並穿著

防蚊衣/塗上驅蚊劑，以防蚊蟲 

叮咬。

• 在秋天秋天的幾個月裡，您應該避開

落葉堆和濕樹葉，因為這存在跌

倒危險。此時也是進行秋季大掃

除的好時機。讓家裡井井有條可

以減少可能導致絆倒和跌倒的雜

物。由於日照時間變短，請確保

您的室內和室外起居空間有適當

的照明，如果使用了定時器，請

調整時間，因為天黑得更早了。

如果您是康逸健保聯邦醫療優勢含處方計劃的會員，或者擁有其

他 Medicare（紅藍卡）計劃*，則可以免於支付差額費用。這意味

著提供者只能按照計劃中所述的金額向您收費（請參閱我們網站 
agewellnewyork.com 上所載的「承保範圍說明書」）。當您收到提供

者的賬單時，請審核對賬單，確保它反映了您所接受的服務，並且

提供者僅向您收取了共付額、自付扣除額或共同保險（分攤費用）

的費用。*如果您擁有其他提供者的 Medicare（紅藍卡）保險，請查

閱相應的「承保範圍說明書」，瞭解計劃詳情。

如果您對賬單有任何疑問，可以向康逸健保寄送一份副本，以供審

核。請務必自留一份副本。您可以透過郵寄或電子郵件將副本寄送

給康逸健保：1991 Marcus Ave Suite M201, Lake Success, NY 11042 或 
MemberBills@agewellnewyork.com。

如有疑問，您亦可致電 866-586-8044 向我們諮詢。請務必提供對賬

單中的詳細資訊，以便我們進行適當的調查和跟進。我們需要對帳

單上所列的提供者名稱、賬號/發票號、服務日期、費用、指明由

患者承擔的差額費用以及聯絡資訊。

會員安全提示會員安全提示

安全是健康生活、健康變老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個季節都會給老年

人群帶來新的危害。為了避免可能對您的健康造成負面影響的危險

情況，康逸健保提供以下建議，讓您全年保持安全：

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可避免

許多此類危險情況。請記住

要提前規劃，保證自己的 

安全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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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筋動動腦筋

與與 JOYCE 一起下廚一起下廚

食材食材
3 杯帶皮櫛瓜丁

1 個大洋蔥丁

½ 杯帕瑪森乳酪

1 杯切絲莫札瑞拉乳酪

½ 杯植物油

1 杯鬆餅粉

4 個雞蛋，打散

少量香芹和胡椒

做法做法
在大碗中混合所有食材。

在 9x9 烤盤內塗油。

350 度烤 40 分鐘或烤到呈淺金黃色。

櫛瓜餡餅櫛瓜餡餅 (ZUCCHINI PIE) (ZUCCHINI PIE)
吃有營養的食物可促進健康的生
活方式。盡情享用這個康逸健保
員工分享的食譜吧！健康飲食、
好身體,好生活,盡在康逸。

冬季單詞拼詞遊戲冬季單詞拼詞遊戲

gdelsidn ______________

loeshv ______________

wons  ______________

farsc  ______________

ttiemsn ______________

drazzibl ______________

newrit ______________

docl  ______________

woamnns ______________

有多少個正方形？有多少個正方形？

正方形總數：_____________

加入康逸健保社區大使計劃加入康逸健保社區大使計劃
成為社區大使計劃 (CAP) 的成員，您可以幫助康逸健保滿足我們所服務的社區的需求。 

您的意見可以在改善紐約同胞的醫療保健方面發揮作用。該自願性計劃可讓您更好地 

瞭解醫療健保體系，並透過分享您的見解來幫助康逸健保不斷改善服務。

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絡您的醫護經理、健康輔導員或聯絡我們： 
866-586-8044 或 info@agewellnewyork.com。期待您的回覆！



1991 Marcus Avenue, Suite M201
Lake Success, NY 11042-2057 

MLTC康逸長期健保計劃康逸長期健保計劃：1-866-586-8044 
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 至下午 5:00 

Medicare康逸聯邦醫療優勢計劃：康逸聯邦醫療優勢計劃：1-866-237-3210
每週 7 天，上午 8:00 至晚上 8:00 

註：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我們可能會在 
週末和聯邦節假日使用其他電話接聽技術。

聽障/語障專線：1-800-662-1220

    www.facebook.com/AgeWellNewYork

    www.twitter.com/AgeWellNY

    www.linkedin.com/in/AgeWellNew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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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瀏覽 agewellnewyork.com 獲取以下相關資訊：獲取以下相關資訊：
• 健保計劃及福利

• 醫療服務提供者與藥房目錄

• 社區資源

• 最新的健保新聞

• 活動預告資訊

• 健康生活小貼示

• 其他資訊

康逸健保致力於確保所有人都能瀏覽我們的網站。該網站為讀者提供 14 種
語言，並且經過調整可為殘障人士提供無障礙功能。探索如何能在紐約保

持好身體,好生活。

輕鬆獲取康逸健保的健康與保健資訊輕鬆獲取康逸健保的健康與保健資訊

DOH Approved 2/22/21 Traditional Chinese

動動腦筋的答案：動動腦筋的答案：

冬季單詞拼詞冬季單詞拼詞
遊戲遊戲答案答案

sledding
shovel
snow
scarf
mittens
blizzard
winter
cold
snowman

有多少個正方形有多少個正方形
答案答案

小正方形：8
單個正方形：18
2x2 正方形：9
3x3 正方形：4
4x4 正方形：1
正方形總數：40

康逸健保很高興宣佈我們在康逸健保很高興宣佈我們在 Bronx 布朗士區設立了新的辦公地點：布朗士區設立了新的辦公地點：1120 
Morris Park Avenue, Suite 3B, Bronx, NY 10461。我們將繼續為。我們將繼續為 Bronx 布朗士布朗士

區的社區提供便捷服務。區的社區提供便捷服務。

康逸健保每季度會舉行一次 MLTC 參保者顧問委員會 (EAC) 會議，旨在有效徵求參保者/會員及家庭代表的意見回饋，與所

有利益相關者建立合作關係，透過對康逸健保的營運方式保持透明和負責的態度贏取公眾信任。若要參加下一次會議，

請聯絡您的醫護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