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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HPV 疫苗接種
的提醒

請致電客戶服務部。

u

1-888-846-4262
TT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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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1-800-919-8807
全天 24 小時/
一週 7 天
或者瀏覽

www.ohanahealthplan.com
服務協調如何幫助您
疾病管理計劃 (Disease
Management Program)
10 個健康點心主意
糖尿病及使用 Statin
類藥物

壓力管理技巧
請務必聯絡您的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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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目標是

品質

這是我們在 2017 年做到的：
在 ‘Ohana Health
Plan 中，我們持續
不斷尋求做得更好
的方法。事實上，我
們有一項計劃專門
用於找出提供更好
的照護與服務的方
法。這稱為品質提
升 (QI) 計劃。每年
我們 設 定目標，要
給您更好的照護。











我們有新的醫師加入我們的網路











我們協助您了解如何照護您的健康，以及告訴您可
使用的服務及篩檢



我們開始一項會員獎勵計劃， 針對完成健康篩檢
提供獎勵



我們開始遠程醫療 (Telehealth) 服務，作為承保計劃
福利





續見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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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第 3 頁。

在 2018 年，我們
將會：
















您是否有風險？



美國有數以百萬人患有骨質疏鬆或有骨質疏
鬆的風險。這是讓您的骨骼虛弱且更容易斷
裂的疾病。



骨質疏鬆症
預防它：

讓您的骨骼保持強壯及健康。要怎麼做：

想要一份我們的
品質改善計劃說
明 (QI PROGRAM
DESCRIPTION)
副本？
請致電客戶服務部。
1-888-846-4262
(TTY 711)

ü 攝取富含鈣質及維生素D的均衡飲食
ü 規律運動
ü 請別吸菸
風險因子：
此疾病在老年女性最常見。如果您有下列情形，
也可能有風險：

ü 身材瘦小
ü 具有骨質疏鬆的家族史
ü 服用特定藥物
大多數人在發生骨折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患有骨質
疏鬆。透過骨質密度檢測，找出自己是否有風險。

瞭解更多資訊。今日和您的醫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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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Osteoporosis,” 取自：
https://medlineplus.gov/osteoporosis.html

自閉症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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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認為您的孩子有自閉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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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https://www.cdc.gov/ncbddd/autism/treatment.html

將您的

會員 ID 卡
放在隨手可
及的地方

您的會員 ID 卡非常重要。把它當作是您使用健康
照護服務的鑰匙。總是隨身攜帶會員 ID 卡。無論
何時您取得照護時，將會員 ID 卡給您的醫師。
您的卡片上有關於您健康計劃的實用詳細資訊，
像是您的主治醫生的姓名及電話。如果您有下列
情形，請讓我們知道：




變更您的主治醫生
搬家
需要變更您卡片上的任何資訊

請致電客戶服務部，進行變更。
請使用本通訊第 2 頁的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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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提示

懷孕

您所呼吸、進食及飲用的任何事物，都會影響您未出生的寶寶如
當您懷孕時接觸到某些東西，甚至會造成出生缺陷。做出讓您和
健康的選擇。

攝取安全、健康的飲食：

ü
ü
ü
ü
ü
ü

服用葉酸
限制咖啡因
食用各種水果、蔬菜、全穀
物及低脂乳製品飲食
避免生的或未烹煮的餐點
避免冷肉及未滅菌的乾酪
請勿飲酒或吸菸

減少您暴露到毒性物質，
例如：

ü
ü
ü

鉛 (在居家油漆、灰塵及土壤)
輻射，包括 X 光
溶劑，例如油漆稀釋液

與您的醫師談談以
了解更多。

資料來源：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What can I do to promote a healthy pregnancy?” 取自：
https://www.nichd.nih.gov/health/topics/preconceptioncare/conditioninfo/pages/healthy-pregnancy.aspx

產前
檢查

如果您懷孕，請確認到您
的醫師處就診透過定期產
前照護，您的醫師可以治
療及幫助預防健康問題。
那樣即代表更健康的懷孕
及更健康的寶寶。

對您和您的寶寶很重要

資料來源：Office on Women’s Health,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Prenatal Care,” 取自：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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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發展。
和您的寶寶

如果媽媽未取得產前照護時，寶寶會有風險。

3 倍  出生體重過輕的機會 5 倍  死亡的機會
專家建議產前門診
依照下列時程：

ü 第 4–28 週： 每月一次
ü 第 28-36 週： 每月二次
ü 第 36 週至出生： 每週一次

每次就診時，您的醫師將會確認您的寶寶是否正常生長。
當然，如果您有任何疑慮，請聯絡您的醫師。

://www.womenshealth.gov/a-z-topics/prenatal-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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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關於

HPV 疫苗接種
HPV 是指人類乳頭狀瘤病毒
(human papillomavirus) 的縮寫

HPV 病毒
很常見，
每 5 人中
有 4 人 將會受
到感染。

WellCare 可以自豪地表示，我們正在和美國癌症學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合作。我們想要提醒您有關於讓
您的孩子接種疫苗對抗 HPV 有多麼重要。可以幫助孩子
避免得到癌症。
孩子應該在暴露到 HPV 之前，11 或 12 歲時接種疫苗。本疫
苗是以連續注射方式給予。15歲之前開始連續注射的孩
子接受二次注射，二次注射之間隔 6 至 12 個月。15 歲以上
注射的孩子，將需要在 6 個月期間注射 3 次。

請造訪 cancer.org/HPV 瞭解詳細資訊。
美國癌症學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未支持任何服務
或產品。

HPV 疫
苗可以減少
6 種癌症的
風險。
這就是為什麼
所有孩子
應該接種
疫苗。

超越健康照護。更好的自己。

資料來源：American Cancer Society, “What Parents Should Know About the HPV Vaccines,” 取自：https://www.cancer.
org/cancer/cancer-causes/infectious-agents/hpv/what-parents-should-know-about-the-hpv-vacci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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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協調
可以如何幫助您

疾病管理
計劃

服務協調幫助有特殊需求的會員。
如果您符合資格，我們會為您配對
一位註冊護理師 (RN) 或有執照的臨
床社工人員、行為健康臨床醫師或
其他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其可以幫
助您處理像是下列的問題：

我們的疾病管理計劃 (Disease Management
Program) 為有某些健康問題的會員給予協
助。如果您患有以下病症，您便符合此項
計劃程序的資格：





複雜的醫療需求





實體器官與組織移植





有特殊健康照護需求的兒童



鉛中毒

我們樂意為您提供幫助！請和我們
聯 絡，瞭解 有關我們計劃的的詳
細資訊。這項 免費計劃讓您在 週
一到週五的上午 7:45 到下午 4:30
，Hawa‘
i i 標準時間 (HST) 可找到
服務協調人員。

氣喘
糖尿病
充血性心臟衰竭 (CHF)
冠狀動脈疾病 (CAD)






高血壓
心臟疾病
肥胖
戒菸

我們希望能幫助您管理您的健康。如果您
有上述任何狀況或想要加入本計劃，請和
我們聯絡。我們將會寄相關資訊給您。您
甚至可以從註冊護士獲得指導。

請致電我們，以瞭解更多資訊。
1-888-846-4262 (TTY 711)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7:45 到下午 4:30
Hawa‘
i i 標準時間 (H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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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點心主意
想到健康 = 昂貴？再想一下。看一看這 10 個對您有益的
點心，也不傷您的荷包：

1
2
3
4
5
6
7
8
9
10

爆米花：您自己動手做，或選擇平淡、少鹽的。
迷你披薩：在全穀物英式鬆餅上加番茄醬及起司。
蘿蔔棒：只要加入您喜愛的沾醬－嘗試健康的鷹嘴豆泥。
什錦果仁能量棒 (Trail Mix)：綜合花生、椒鹽捲餅及葡萄乾。
酸奶乾酪：上面加新鮮或罐頭水果。
香蕉：最簡單可邊走邊吃的水果。
全熟水煮蛋：自己煮，單吃或加入沙拉中。
蘋果及起司：將蘋果切片，搭配一片或一條低脂起司食用。
芹菜及花生醬：如果想要，可以加一些葡萄乾。
番茄及莫札瑞拉起司：切碎及灑上鹽及胡椒。

糖尿病及使用 STATIN
類藥物
您知道糖尿病會增加您罹患中風及心臟病
發作的風險嗎？因此，許多醫師會針對糖
尿病，開立特定種類的膽固醇藥物，稱為
statin 類藥物。如果定期服用，此類藥物可
以減少您罹患心臟病發作或中風的風險。
請確認您僅依照處方服用您的 statin－即
使您沒有看到或感覺不一樣。這對您的
心臟健康很重要。也要確認吃得健康及
運動。可能有助於預防未來的健康問題。

不確定您是否正在使用 STATIN？這裡是一
些常開立的 statin 名稱：

ü Atorvastatin (Lipitor®)
ü Lovastatin (Mevacor®)
ü Pravastatin (Pravachol®)
ü Rosuvastatin (Crestor®)
ü Simvastatin (Zocor®)

您有糖尿病嗎？ 下次門診時請和您的醫師討論。

詢問 STATIN 是否可能適合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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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

管理 技巧

壓力會影響每個人，會使您感到緊張
或焦慮。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盡量減
少其影響。試試以下提示：
■
■

如果您的壓力太大，
可以立即與您的醫
師聊聊。

■
■
■

避免藥物和酒精
花時間與朋友和家人相處
健康飲食
足夠的睡眠
規律運動

資料來源：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oping with Stress,”
取自：https://www.cdc.gov/features/copingwithstress/index.html

點擊 或 撥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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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撥打列於本通訊第 2 頁的
號碼，以詢問我們最近的更新。

請務必
聯絡您的

醫師

發生健康上的緊急事件時，
請立即 致電 911 或您的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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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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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 Kamokila Blvd., 3rd Floor
Suite 350
Kapolei, HI 96707

BEWELL
(English) Do you need help in another language? We will get you a free interpreter. Call 1-888-846-4262
(TT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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