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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SNY 現已更名為

VNS Health 富康醫療！
現已更名為

 富康醫療！

向護理團隊尋求支持向護理團隊尋求支持

制定好計劃後再出院！  制定好計劃後再出院！  

及早進行乳腺癌篩檢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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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進行乳腺癌篩檢非常重要

阿茲海默症研究與預防
基金會表示，定期鍛煉可以

將阿茲海默症
或失智症的患病風險降低近 50%。。

阿茲海默症研究與預防

勤做運動  勤做運動  
即使面臨體能上的挑戰，也要勤做運動，因為運動
能讓人更健康。

運動有益身心健康。運動

定期鍛煉可以：  

• 幫助您保持健康的體重 

• 改善心臟病和 2 型糖尿病的病程 

• 預防壓力、憂鬱症並改善睡眠質量

• 提高平衡能力並降低跌倒風險

您所需的運動量是多少？  您所需的運動量是多少？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建議 65 歲及以上的人群需要：

• 每週五天，每天進行至少 30 分鐘的鍛鍊，如快
步走。 

• 每週至少有兩天進行肌肉強化鍛煉，如舉重
（重複 8–12 次）。

• 每週三天進行能提高平衡能力提高平衡能力的運動，
如原地踏步（重複 8–12 次）。

哪些鍛煉最適合您？哪些鍛煉最適合您？

• 椅上運動 – 嘗試伸展、簡單的抬腿動作和彎曲
手臂。

• 輕量舉重 –（湯罐頭/水瓶）。 

• 行走。 

請檢視我們的 Events（活動）頁面，瞭解椅上運
動和太極的線上課程 – vnsnychoice.org/events

運動可以幫助您保持更持久的活力。在開始運動
之前，請先諮詢您的醫生。請循序漸進，傾聽身
體發出的訊號，並且在需要休息時停下來休息。

基金會表示，定期鍛煉可以
將阿茲海默症

或失智症的患病風險降低近有益身心健康。

http://vnsnychoice.org/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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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SNY 現已更名為 VNS Health 富康醫療！現已更名為  富康醫療！

您的健保計畫所屬的公司名稱最近已由 紐約探訪護士服務 (Visiting Nurse Service of New York)  
變更為 VNS Health 富康醫療。 富康醫療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我們還將更改 VNSNY CHOICE 和其他的健保計畫名稱，以與 
VNS Health 富康醫療富康醫療保持一致。您的健保計畫將更名為 VNS Health 富康醫療 EasyCare (HMO)
或 VNS Health 富康醫療 EasyCare Plus (HMO D-SNP)。

富康醫療

我們為何要更改名稱？
我們想讓大家瞭解，我們所屬的公司旗下擁有多個不同的機構（包括您的健保計畫），它們均
專注於醫療保險。因此，我們對所有服務進行了整合，以一個名稱體現：VNS Health 富康醫療。 富康醫療

請記住，儘管我們的計劃更名化，但我們的使命一如既往仍是幫助您在家中和社區中保持健康。
如對這些變更有任何疑問，請撥打 1-866-783-1444 (TTY: 711) 與我們聯絡。

向護理團隊尋求支持  向護理團隊尋求支持  

您的 護理團隊可以您意想不到的方式幫助您提高生活品質。我們可以為您協調食物儲存室、
送餐到家服務和住房等資源。密切關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同樣非常重要。我們可以為您對接成人日間中心，
在那裡您可以與他人和充滿愛心的治療師溝通交流，他們可以幫助您保持心理健康。

因此，無論您正在經歷身體上的疼痛，還是對管理日常壓力感到擔憂，我們都希望讓您知道，
我們隨時可以為您提供幫助。

請諮詢您的護理團隊，瞭解適合您的護理方式。

制定好計劃後再出院！制定好計劃後再出院！
在出院之前，請索要一份書面出院計劃，並與醫
務人員共同探討計劃內容。

該計劃應包含以下幾方面的資訊：

✓ 出院後如有疑問或顧慮，可聯絡之人的姓名及
電話號碼。

✓ 藥物清單，其中尤其應包含管理疼痛的藥物和
所有新藥。 

✓ 在出院後七天內安排醫生進行隨訪。

如果您遵循此清單，就可降低再次住院的可能
性。 
如果您遵循此清單，就可降低再次住院的可能

藉助加強型服務，繼續療養恢復  藉助加強型服務，繼續療養恢復  

所有會員在出院時都能獲得相應幫助，以確保他們在
家中更好地恢復。但在某些情況下，您出院後可能會
需要一些其他幫助。如果您罹患多種慢性疾病，並且
需要服用幾種藥物，您的護理團隊會告知您，您是否
有資格獲得加強型服務。加強型服務

探訪護士進行相關評估後，如果確定您符合獲得加強探訪護士進行相關評估後，如果確定您符合獲得加強
型服務的資格，就會在您的家中為您提供個性化護
理。隨訪可能包括藥物審查和由執業護士進行的家
訪。在您療養恢復期間，加強型服務可幫助您避免再
次進入急診室 (ER) 或住院。我們致力於幫助您在家中
保持身心健康！

加強型服務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您的護理團隊。
性

富康醫療

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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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進行乳腺癌
篩檢非常重要
及早進行乳腺癌
篩檢非常重要

進行篩查乳腺癌的乳房 X 光檢查是您保持健康
的重要環節。此外，您還可以透過參加 
Healthy CHOICE Healthy You  
(健康的選擇 健康的您) 獎勵計劃賺取獎勵。

重要須知重要須知

• 2022 年，預計將診斷出約 287,850 例新的侵入性乳腺癌
（已擴散到周圍組織的癌症）病例。

• 在美國，乳腺癌是影響女性健康的第二大癌症（皮膚癌位列第一）。
這意味著每 8 位女性中，就有 1 位會患上乳腺癌。

• 黑人女性比任何其他種族或族裔的女性更有可能死於乳腺癌。

女性指南 – 何時進行乳房 X 光檢查女性指南

• 55 歲以上 – 每兩年進行一次乳房 X 光檢查，您也可以選擇每年進行一次篩檢。

• 75 歲以上 – 諮詢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瞭解多久做一次最好。

• 只要您的整體健康狀況良好，就應該繼續進行篩檢。

如果您有乳腺癌病史，請諮詢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瞭解您應該多久做一次篩檢。

您可透過以下方法降低乳腺癌的患病風險：您可透過以下方法降低乳腺癌的患病風險：

• 保持健康的體重 – 絕經後，肥胖與較高的乳腺癌患病風險息息相關。

• 每天鍛煉 30 分鐘，每週鍛煉四天以上。

• 避免飲酒或限制飲酒，因為飲酒會增加乳腺癌的患病風險，即使是在少量飲酒的情況下。

乳房 X 光檢查可以及早發現乳腺癌，如果能及時加以治療，那麼治療會更簡單，成功率也會更高。
如果您還沒有進行乳房 X 光檢查，請聯絡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進行篩檢預約。
cancer.org/cancer/breast-cancer/

VNSNY CHOICE Health Plans 遵守聯邦民權法規。VNSNY CHOICE Health Plan 不會因種族、宗教、膚色、
原國籍、年齡、殘障、性別、性取向、性別認同或性別表達而將人拒之門外或予以差別對待。

H5549_Summer_2022_C

何時進行乳房 光檢查

http://cancer.org/cancer/breast-cancer/


 
    

VNSNY CHOICE
220 East 42nd Street, 3rd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vnsnychoice.org

CHOICE 護理團隊
1-866-783-1444 (TTY: 711)
每週 7 天，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 

護理團隊

如果您發現任何可疑行為，
請告訴我們。
如果您發現任何可疑行為，

VNSNY CHOICE 致力於發現並阻止
醫療保健計劃中存在的任何欺詐、
浪費或濫用行為。

匿名舉報匿名舉報
VNSNY CHOICE 合規熱線：1-888-634-1558。
提交線上舉報請前往：vnsny.ethicspoint.com。 
瞭解更多資訊請前往：vnsnychoice.org/compliance-program。

美味的漿果果昔美味的漿果果昔 使用美味健康的水果、高蛋白優格、高鈣牛奶和一勺蜂蜜，
製作清爽可口的夏日美食。

製作一到兩份。

食材

• 2 杯冷凍的混合漿果

• 1 杯希臘式草莓味優格

• 1 根香蕉，切片

• 1 杯牛奶（也可以用您喜歡的豆奶、杏仁奶和椰奶等）

• 1 茶匙蜂蜜

做法

將所有食材都放入攪拌機中，蓋上蓋子，攪拌均勻。
倒入玻璃杯中即可享用。

內文... 及早進行乳腺癌篩檢非常重要內文

請告訴我們。

http://vnsnychoice.org
http://vnsny.ethicspoint.com
http://vnsnychoice.org/compliance-program


對健康有利的重要檢查和疫苗對健康有利的重要檢查和疫苗

定期進行篩檢和接種肺炎疫苗是您保持健康的重要環節。
下表提供了您可能需要進行的部分篩檢，以及可能需要接
種的部分疫苗的一般指南。 
請諮詢您的醫生，瞭解適合您的項目。 

檢查或疫苗檢查或疫苗 篩檢詳情/頻率篩檢詳情/頻率 原因原因

牙科牙科

每年兩次每年兩次前往牙醫處，進行口腔
檢查與洗牙。

在家中做好牙齒保健，包括每天
刷牙和使用牙線。 

保持良好的口腔衛生對整體健康
非常重要。

糖尿病和心臟病的早期症狀可能
會表現為口腔病變或牙齦感染。 

視力

每年由驗光師或眼科專家（眼科
醫生）進行綜合眼科檢查。
每年 定期進行眼科檢查可以： 

• 瞭解何時需要配眼鏡 
• 發現青光眼等疾病，這些疾病如
果不加以治療，就可能會損害視
力，甚至導致失明。視力

良好的視力可有助於預防跌倒，
並讓您保持活力和獨立。

聽力聽力

紐約州衛生部建議，每十年應接
受一次由聽力專家進行的聽力篩
檢，50 歲以上的人群則應每兩年
接受一次篩檢。 

每兩年

如果喪失聽力，您可能會難以與
他人交談，聽不到門鈴和報警
器，這可能會讓您感到不安和沮
喪。

肺炎鏈球菌肺炎鏈球菌
疫苗（肺炎
疫苗）

65 歲及以上的人群：
兩種肺炎鏈球菌疫苗（PCV13 和 
PPSV23），以預防肺炎、耳部感
染和鼻竇炎等疾病。

預防肺炎鏈球菌疾病的方法包括
接種疫苗、健康飲食、堅持運動
和戒煙。

肺炎鏈球菌疾病： 
• 是一種可影響肺臟、血液和大腦
功能的細菌性感染疾病。

• 對肺病、心臟病或糖尿病患者尤
為危險。

• 可經由咳嗽或打噴嚏傳播。

©2022 VNSNY CHOICE

疫苗（肺炎
疫苗）



定期進行居家保健並前往診室就診，定期進行居家保健並前往診室就診，
保持牙齒健康

您可以透過適當的護理來保持牙齒健康，無論是在家中還是定期去看牙醫。
此外，預防性護理和常規護理是您的健康計劃所承保的福利。
保持良好的口腔衛生還能改善您的整體健康狀況。 

您的牙科就診可能包括：您的牙科就診可能包括：

• 通常情況下，每六個月一次的定期口腔檢查

• 洗牙

• 常規 X 光檢查

除了前往牙醫診室就診之外，您的日常保健對於
保持牙齒健康也非常重要。

以下是一些保持良好口腔衛生的基本方法：以下是一些保持良好口腔衛生的基本方法：

• 每天至少刷牙兩次—通常是早上和睡前—使用軟毛牙刷和含氟牙膏。

• 每天使用牙線，使用牙線後用漱口水沖掉食物殘渣。

• 咀嚼堅硬的食物時要特別小心，因為這些食物可能會損傷牙齒或導致牙齒碎裂。

• 避免使用菸草產品，因為它們會引發癌症和其他牙科問題。

• 如果您罹患糖尿病，請設法控制您的病情，保持牙齦健康。

千萬不要忽視牙齒健康的重要性。牙科保健問題仍然是美國最棘手的醫療保健難題之一。
如果您今年還沒有去看牙醫，請立即安排您的約診。 

會員服務部若您在查找牙醫方面需要幫助，請致電 Healthplex Dental 會員服務部，電話：1-800-468-9868 
(TTY/TTD:1-800-662-1220)，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早上 8 點至下午 6 點，或者瀏覽此網站：
healthplex.com。

保持牙齒健康  

http://healthpl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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