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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ANA 承保會員的遠程醫療服務
‘Ohana 非常高興要告訴您，從2017 年 1 月 1 日
起遠程醫療服務 (Telehealth Services) 為已承保
計劃福利。遠程醫療服務的承保方式將如同一
次面對面醫師回診。您和您的服務提供者不受
到您所在位置的限制。
服務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即
 時視訊會議
 安
 全的互動/非互動網路溝通
安
 全轉移您的病歷。您的醫師可以針對您
的照護使用高品質影像及實驗室報告。
不承保的服務包括：
 標
 準電話聯絡、傳真或電子郵件
(併用或分開使用) 不視為遠程醫療服務
 從
 線上取得您的用藥不是遠程醫療服務。
任何需要獲得事先核准的面對面照護，
將同樣需要透過遠程醫療獲得事先核准。

服務提供者將告訴您他們是否提供遠程醫療
服務。服務提供者將會向我們收取這些服務
的費用。
有疑問嗎？
免費電話：1-888-846-4262 (TTY 1-877-247-6272)
早上 7:45 到下午 4:30 Hawai‘i 標準時間 (HST)
www.ohanahealthplan.com

電話號碼須知
（或點擊）！
請致電客戶服務部：
1-888-846-4262
TTY: 1-877-247-6272
週一至週五，
早上 7:45 到下午 4:30
Hawai‘i 標準時間 (HST)

護士諮詢專線：
1-800-919-8807
全天 24 小時/
一週 7 天

或者瀏覽
www.ohanahealthplan.com

健康生活型態計劃
想要過健康的生活型態嗎？這只需要明智的飲食、健身及睡眠習慣。

健康飲食計劃
	集中在蔬菜、水果、全穀物及無脂或低脂乳製品
	包括瘦肉、禽類、魚類、豆類、蛋及堅果
	限制鈉、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添加糖及酒精
	控制份量大小


健康健身計劃
	做出行動以獲得最大的效益：



	健康益處始於微小的每週運動 1 小時



	以每週共 2 ½ 小時的中強度運動，例如快走，
降低多種慢性疾病風險



健康睡眠計劃
	研究顯示睡眠不足與肥胖間存在關聯性



	有一項常見的迷思是您可以學著靠少量的睡眠過活而沒有任
何負面影響



	夜間獲得充足、有品質的睡眠 – 對心理健康、生理健康、
生活品質及安全都是不可或缺的



請和您的醫師討論適合您的健康選擇。
若您需要新的醫師或需要協助約診，請致電客戶服務部。

資料來源：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Treatment,” 取自：https://www.nhlbi.nih.gov/health/health-topics/
topics/obe/treatment#healthylifestylechanges 與 Office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Chapter 2：Physical
Activity Has Many Health Benefits,” 取自：https://health.gov/paguidelines/guidelines/chapter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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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您的用藥記錄
利用免費 App
要追蹤您的用藥記錄可能很難 – 尤其當您一天使用多種
藥物時。但現在有專用的 app！
在 Android 及 Apple設備上找出免費的app。有特別設計的
app，以協助您追蹤您的用藥及監測您的續配處方。

只要開啟您的 App Store 並搜尋
“medication reminders”即可。使用最符
合您需求的一個。就是這麼簡單！

甲狀腺自覺
您可能對您的甲狀腺沒有太多想法 – 直到它對您造成問題。
甲狀腺是一個位於頸部、製造荷爾蒙的小腺體。如果它無法正常
運作，可能導致甲狀腺疾病。
每 100人中就有 5人罹患甲狀腺功能低下症。
這代表您的甲狀腺沒有製造出足夠的荷爾
蒙。可能造成：




體重上升
疲倦
關節疼痛

每 100人中就有1人罹患甲狀腺機能亢進症
這代表您的甲狀腺製造了過多的荷爾蒙。
可能會造成您的下列問題：




骨骼
肌肉
生育能力

大於 60 歲的女性及有此疾病家族史者風險最高。甲狀腺疾病是可以治療的。
與您的醫師談談以了解更多。
資料來源：National Institute of Diabetes and Digestive and Kidney Diseases, “Thyroid Disease,” Apri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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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您的照護
我們希望您獲得您所需的照護。因此我們與您共同努
力，以確保您在下列情況時可獲得照護：


您離開另一項健康計劃且剛開始加入我們



您的服務提供者之一離開我們的網絡



您離開我們的健康計劃而加入另一項計劃



您處於轉換為成人的過渡期，
需要協助以選擇成人的主要照護醫師

若您需要協助轉換您的照護，請致電我們。
我們希望您持續去看您的醫師並取得您所需的藥物。致電我們或致電您的服
務提供者。請善用本時事通訊封面上「電話號碼須知」下列出的聯絡資訊。

使用管理 (UM) 計劃
我們的UM計劃會決定照護內容。
這些決定將取決於：
照護是否適當
服務
 照護是否有承保
我們不會因拒絕承保而給予任何人報酬。UM
決定者不會因做出不使用照護的決定而獲利。



需要其他語言格式？
請致電要求不同格式的資料，
包括：
 其他語言
 大字版本
 錄音版
這項服務是免費的。

您有任何關於UM計劃的問題嗎？
致電我們。我們能協助回答這些關於
承保決定的問題。您也可參閱保戶手
冊中的 UM 計劃章節。

今天就致電我們。
電話號碼列於本時事通訊封面上
「電話號碼須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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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會得到關節炎嗎？
您可能覺得關節炎是一種影響成人的疾病，但其實兒童也可能得到。這稱為幼年型關
節炎 (JA)，可能影響任何兒童。
專家們並不清楚是什麼造成幼年型關節炎 (JA)，但他們認為這可能源自於免疫系統的問題。
若您的孩子患有幼年型關節炎 (JA)，他或她可能有下列症狀如：
 關節疼痛或僵硬
 腫脹
 難以行走或著裝
幼年型關節炎無法治癒。但藉由治療，您的孩子的症狀可以緩解。
與您的孩子的醫師談談以了解更多。
您可能需要去看專科醫師以診斷您孩子的症狀。
資料來源：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ildhood Arthritis,” 取自：
https://www.cdc.gov/arthritis/basics/childhood.htm

自閉症醒覺
您可能曾經聽過自閉症。但它到底是什麼？
自閉症是一種腦部發展問題。它會影響語言及社交能力。
這可能會讓某些人表現得與其他多數人有點不一樣。
患有自閉症的人通常在 3 歲前開始顯現症狀，且將終其一
生伴隨這項疾病。
症狀可能包括：
 缺乏眼神接觸
 與他人互動有障礙
 語言遲緩
 身體晃動或手部拍動

用這些方法管理：
 行為改變
 飲食改變
 藥物

若您對自閉症有疑慮，請與您孩子的醫師討論。
及早治療對您的孩子的發展有幫助。
資料來源：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取自：
https://www.cdc.gov/ncbddd/autism/signs.html 與 https://www.cdc.gov/ncbddd/autism/treat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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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正確地開始一天
媽媽總是說「早餐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 而她是
對的。
專家們說吃早餐的兒童在學校表現較佳。
他們可以專注學習而非感覺飢餓。
您的公立學校可能有提供免費早餐，
所以讓小孩早點到校。
若您計劃在家吃早餐，發揮創意以確保您的孩子
有個健康的開始。在此有一些快速、營養且兒童
會喜歡的早餐選擇：

1

發揮一下創意。
 重新加熱前一晚的剩菜
 用牛奶及水果做混合奶昔
 抓一把堅果及果乾

2

內含蛋白質，讓孩子感覺飽足。
 嘗試雞蛋、堅果、蛋白或優格

3

在前一晚先做好。
 全熟水煮蛋可以做為輕鬆抓了就走的早餐
 切好水果或蔬菜，讓它們能直接加入優格百
匯或歐姆蛋

簡易早餐套餐
這些健康的構想不但好吃且只要花幾分鐘就做好了。
大一點的兒童甚至可以自己做。

玉米餅捲：
在全麥玉米餅上塗抹花生醬，加上水果後捲起。

香蕉棒：
將剝皮的香蕉浸入優格。然後在格蘭諾拉榖片中滾一下。

蔬菜披薩吐司：

？
想要了解
更多？
在下一次約診
時，詢問您孩
子的醫師早餐
的重要性。

在一片全穀物吐司上放一些起司和最愛的切片蔬菜。

資料來源：U.S. 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 “Healthy Breakfasts for Kids: It’s All About Balance,” 取自：
https://www.fda.gov/ForConsumers/ConsumerUpdates/ucm456060.htm

6

會員焦點

您的及時照
護指引
沒有人喜歡等著看醫
師。根據您的情況，
有時候等待過久可能
會相當危險。
醫師必須及時提供您緊
急與常規照護。您何時
能看到醫師取決於您所
需的照護類型。

點選連結
或來電
取得最新藥物承保資訊
您是否希望取得有關我們承保藥物的最新
資訊？請務必造訪我們的網站。您會找到
您的首選藥物目錄 (或簡稱 PDL)。您可以
了解最近新增與移除的藥物。您還可以找
到任何藥物規定或承保限制的變更。請前
往 www.ohanahealthplan.com. 點擊「for
members」、選擇您的計劃並點擊頂端的
「pharmacy」鍵。您也可撥打列於此通訊前
處的號碼，以詢問我們最近期更新。

下方有一些能協助您預約您
的照護的指引：
	緊急照護： 24 小時內
 非緊急兒童疾病回診：
24 小時內
 非緊急成人疾病回診：
72 小時內
 常規照護：3 週內
 常規行為健康照護：
4 週內
 常規專科照護：
4 週內


請務必聯絡
您的醫師
請務必聯絡您的醫師，以便取得適合您
的照護。本資料無法取代醫師建議。其
為根據第三方資料來源。我們僅提供資
訊供您參考。本文件內容不代表 ‘Ohana
承保之福利。此外，‘Ohana 也不保證
任何健康結果。您應檢視自己的承保計
劃，或致電客戶服務部，確認某項服務
是否有承保。
發生健康上的緊急事件時，請立即
致電 911 或您的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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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 Kamokila Blvd., 3rd Floor
Suite 350
Kapolei, HI 96707

‘Ohana Health Plan
ATENCIÓN: Si habla español, tiene a su disposición servicios gratuitos de asistencia lingüística. Llame al 1-866-999-3945
(TTY: 1-877-247-6272).

@OhanaKokua @OhanaHealth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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