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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治療管理 (MTM) 計劃 – 協助您

管理您的藥物

協助我們為您提供更好的服務協助我們為您提供更好的服務

心臟健康和他汀類藥物

3
心臟健康和他汀類藥物

歡迎使用歡迎使用 Birdi™ 郵購藥房

冬季預防跌倒指南冬季預防跌倒指南

大多数跌倒意外都發生在家裡，是 65 歲以上老人受

傷的主要原因（全國老齡委員會）。

如果您符合以下情況，則跌倒的機率更高：如果您符合以下情況，則跌倒的機率更高：

• 平衡能力或肌肉力量差

• 患有心臟病或糖尿病等慢性病

• 家中雜亂或照明不足

避免跌倒的方法：避免跌倒的方法：

• 增加照明並移除任何可能會絆倒您的東西，例如：

o 延长電線

o 鬆動的地毯

o 大門口的鞋子、靴子或雨傘

• 穿防滑膠底鞋

• 沿樓梯安裝欄杆，在浴室內安裝安全扶手

• 定期檢查視力和聽力。

未雨綢繆未雨綢繆 – 制定「防跌倒計劃」

• 選擇一位住在附近的人士，確保如果您跌倒了 
可以給他/她打電話求助。記下他/她的電話號碼

並給他/她一把備用鑰匙 

•  隨身攜帶手機或個人緊急應答系統 (PERS)，方便

您快速發出求助訊號。

制定防跌倒計劃可讓您感覺更放心。這樣一來，

您去急診室或住院的機率會降低。

富康醫療來啦！VNS Health 富康醫療來啦！溫馨提示：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您的健保計畫名稱將改為 VNS Health 富康醫療 Total！我們給您 
寄送的郵件將包含新的 VNS Health 富康醫療徽標。

藥物治療管理 計劃 協助您

管理您的藥物

郵購藥房

 – 制定「防跌倒計劃」

富康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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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治療管理

三

藥物行動計劃

協助我們為您提供更好的服務！

藥物治療管理 (MTM) 計劃 – 協助您管理您的藥物

藥物治療管理 (Medication Therapy Management, MTM) 計劃可幫助您記錄服藥時間、副作用及藥物間的

相互作用。如果您患有下列三種或更多慢性病，並且服用至少八種藥物，則可能有資格加入此計劃。

• 慢性心力衰竭

• 糖尿病

• 哮喘

• 高血壓

• 高膽固醇

• 呼吸道疾病 – 慢性阻塞性肺病

如果您符合條件，我們將向您寄送一封信函，邀請您加入免費的 MTM 計劃。

MTM 如何運作？

我們的合作夥伴 MedWise Rx 每年會聯絡您一次，與您進行一次 30 分鐘的談話，討論您的藥物治療情

況。MedWise Rx 是我們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並代表我們致電，因此他們聯絡您時，請您務必接聽電

話。MedWise Rx 的代表會詢問您是否對您的處方藥和非處方藥有疑問或問題。

通話後，您將收到一份該討論的書面摘要，其中包括藥物行動計劃、您所有藥物的清單以及您服用這些

藥物的原因。

運作？

請與您的醫生分享並審閱您的藥物行動計劃和藥物清單。前往醫院或急診室時請帶上藥物清單。

如果您對 MTM 計劃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您的護理團隊，電話：1-866-783-1444 (TTY: 711)。

現在接種流感疫苗還不算太晚！現在接種流感疫苗還不算太晚！

流感季會一直持續到春季。如果您還沒有接種流感疫苗，

建議您現在就去接種疫苗，保護您和家人的健康。

協助我們為您提供更好的服務！

近期您可能需要完成兩項重要的會員滿意度調查。

1.  Island Peer Review Organization (IPRO) – 自 2023 年
1 月起，您可能需要完成 IPRO 調查，我們將代表

紐約州衛生署向您傳送該調查（透過郵件）。這

項調查旨在瞭解您對健保計畫中長期護理部分的

服務滿意度。

2.  醫療服務提供者和系統之消費者評估調查

(Consumer Assessment of Healthcare Provider &
Systems Survey, CAHPS) – 自 2023 年 3 月起，您可

能還需要完成 CAHPS 調查（透過郵件或電話）。

這項調查將由 SPH Analytics 公司代表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CMS) 向您發起。

會員滿意度調查提供的資訊有助於我們為您提供

更好的服務。

並非每個會員都會收到調查，並且這是完全自願

和匿名的。您的回答不會對您的福利產生任何 
影響。

在此提前感謝您參與這些調查。如果您有任何

疑問，請致電諮詢您的護理團隊成員，電話： 
1-866-783-1444 (TTY: 711)，服務時間為每週七天，

早上 8 點至晚上 8 點。

計劃 協助您管理您的藥物

並且 八

如何



心臟健康和他汀類藥物

心臟病

如果您符合以下情況，則罹患心臟病的風險更高：

保護心臟健康的方法：

可在日常心臟健康護理中加入他汀類藥物。

美國預防服務工

作組

他汀類藥物是否安全？

歡迎使用 郵購藥房
心臟健康和他汀類藥物

瞭解心臟病的風險因素以及如何減少這些因素可

以提升健康水平。

如果您符合以下情況，則罹患心臟病的風險更高：

• 患有高血壓或糖尿病

• 體重偏高且運動太少

保護心臟健康的方法：

• 定期前往您的主治醫生處接受檢查，管理糖尿病

和高血壓等慢性病

• 多吃精益蛋白質、水果和蔬菜

• 堅持鍛煉，每天至少 30 分鐘 

• 不吸菸，避免或限制飲酒

可在日常心臟健康護理中加入他汀類藥物。

除了遵循上述的生活習慣之外，美國預防服務工

作組還建議，40 至 75 歲心臟病高危人群應開始服

用他汀類藥物。他汀類藥物有助於降低「壞」膽

固醇水平，進而幫助降低心臟病發作和中風的風

險。即使您的膽固醇水平略高，服用他汀類藥物

也可使您的膽固醇保持在正常水平。

他汀類藥物是否安全？

是的。風險低且潛在好處多。請諮詢您的醫生，

瞭解您是否適合服用他汀類藥物。

hopkinsmedicine.org; 
mayoclinic.org

歡迎使用 Birdi™ 郵購藥房

MedImpact 負責管理您的藥房福利， 
我們很高興地告知您，現在我們的 
首選郵購藥房是 Birdi™。您的藥物 
可以直接送到您家門口，並且您可以獲得長達  
90 天的藥量。 

*如何註冊 Birdi™：

• 透過網站 medimpact.com 線上註冊或在

「MedImpact」行動應用程式註冊。

• 致電免費電話聯絡我們：1-855-873-8739 
（TTY 使用者請撥打 711）。我們可以透過

電話為您註冊或給您寄送註冊表。

如果您決定在線上或在您的行動裝置上註

冊，MedImpact 數位工具可助您：

•  訂購新處方或從零售藥房處轉移處方

•  重配郵購藥物或續配到期的郵購處方藥

•  檢閱上次訂單狀態以及下次重配藥物的 
日期

*請注意，轉至 Birdi 並非強制性要求。

如果您有疑問，請致電 Birdi 免費客戶服務

電話：1-855-873-8739（TTY: 711），服務

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早上 8 點至晚上 8 點；

週六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美國東部標準時

間），或給 Birdi 傳送電子郵件，電子信箱為 
customerservice@birdirx.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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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SNY CHOICE Health Plans 遵守聯邦民權法規。VNSNY CHOICE Health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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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ENCION: si habla español, tiene a su disposicion servicios gratuitos de asistencia linguistica.Llame al 
1-866-783-1444 (TT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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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opkinsmedicine.org
http://mayoclinic.org
http://medimpact.com
mailto:customerservice@birdir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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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nsnychoice.org

護理團隊CHOICE 護理團隊

1-866-783-1444 (TTY: 711)
每週七天，早上 8 點至晚上 8 點 

載送服務提示載送服務提示

如需預約載送服務，請至少提前 48 小時致電 1-877-718-4219 (TTY: 711)， 
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早上 8 點至晚上 8 點。

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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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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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巧克力片簡易食譜黑巧克力片簡易食譜

這款零食製作非常簡單，5 分鐘

即可做出 6 人份！黑巧克力是一

種富含抗氧化劑的營養食品。

食材

• 2  杯黑巧克力碎（也可用

牛奶巧克力、半甜巧克

力或白巧克力碎）

•  1 湯匙植物油

• 各種配料 – 堅果、乾果、

葡萄乾、壓碎的拐杖

糖、椒鹽捲餅、花生醬

巧克力杯等。

步驟

• 在 10 x 15 英寸的平底鍋或烤盤中鋪上蠟

紙或烘焙紙。

• 將巧克力碎放入微波爐碗中。加入植物

油。用中火（50% 強度）加熱，攪拌至

巧克力融化並變得順滑。

• 將巧克力均勻地鋪在準備好的平底鍋上，

然後立即撒上喜歡的配料。

• 放入冰箱中快速冷卻（30 分鐘）或放在

案台上冷卻幾個小時，等待巧克力凝

固。然後掰成片狀。

享用美食！

內文... 心臟健康和他汀類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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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良好開端檢查清單

健康檢查
每年

眼科檢查
每年

牙科檢查

流感疫苗

肺炎疫苗

（ 和 ）

疫苗和加強劑

疫苗

脊髓灰質炎疫苗

白卡 重新認證

聯絡資訊

獲得獎勵

2023 年良好開端檢查清單

保持健康的好習慣 具體內容保持健康的好習慣 具體內容

✓健康檢查
每年前往您的主治醫生處體檢一次，監測您的血壓、體重、用

藥等情況。如果您還未進行健康檢查，建議您即刻預約！

✓眼科檢查
每年進行一次眼科檢查，特別是在您患有糖尿病的情況下，因

為糖尿病會增加您視力下降或失明的風險。

✓牙科檢查 每年每年進行一次牙科檢查和洗牙。

接種疫苗 接種疫苗 時間安排時間安排

✓流感疫苗 每年接種流感疫苗，保護您和家人的健康。

✓肺炎疫苗

（PVC13 和 PPSV23）
•  65 歲及以上從未接種過肺炎疫苗的人群應先接種一劑 PCV13，
然後在一年內接種 PPSV23。 

✓  COVID-19 疫苗和加強劑
COVID-19 疫苗和加強劑可幫助您預防 COVID-19 重症。請瀏覽 
covid19vaccine.health.ny.gov/ 檢視最新資訊。

✓mpox 疫苗（猴痘）
高危人群應接種第一劑和第二劑 MPV 疫苗。如需預約，請前往：

vaccinefinder.nyc.gov/。

✓脊髓灰質炎疫苗
未接種該疫苗的人群均應接種。如要獲取更多資訊，請前往：

nyc.gov/site/doh/health/health-topics/poliomyelitis.page。

及時更新資訊 及時更新資訊 該怎麼做該怎麼做

✓白卡 (Medicaid) 重新認證

在您的白卡快要過期時，我們會給您寄送一封信函（內附已付

郵資的回郵信封），告知您要怎麼做，以便繼續獲得白卡保險

並保留本計劃會員資格。

✓您的聯絡資訊是最新的嗎？
如果您的姓名、電話號碼、地址或電子信箱發生變化，請聯絡

我們更新您的資訊。

✓獲得獎勵 完成合資格活動，透過會員獎賞計劃獲得獎勵。

©2022 VNSNY CHOICE

http://covid19vaccine.health.ny.gov/
http://vaccinefinder.nyc.gov/
http://nyc.gov/site/doh/health/health-topics/poliomyelitis.page


社區外展

歡迎造訪我們的社區中心！

富康醫療宣布開設兩家新的社區中心！

社區中心提供：

我們是充滿關愛的社區資源中心，提供免

費諮詢服務。

布碌侖區日落公園

曼哈頓區唐人街*

我們期待您的到來！

電子信箱：

網址：

社區外展

歡迎造訪我們的社區中心！

VNS Health 富康醫療宣布開設兩家新的社區中心！

皇后區法拉盛皇后區法拉盛

136-52 39th Avenue, Flushing, NY 11354

電話：1-718-321-7695

傳真：1-718-321-7696

布碌侖區日落公園

5521 8th Avenue, Brooklyn, NY 11220

電話：1-718-477-4733

傳真：1-718-477-4736

社區中心提供：

• 每週一次的免費援助小組、鍛煉和健康/保健

課程

• 健康篩檢和疫苗接種

我們是充滿關愛的社區資源中心，提供免

費諮詢服務。

• 解答有關以下方面的問題：

o居家護理或安寧療護

o心理健康服務

• 獲取資訊，瞭解如何在家裡或在社區安全獨立

地生活。

•  獲取免費社區和社會服務。

•  獲取健康和保健資訊。

歡迎造訪我們的中心、來電諮詢，

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vnshealth.org/in-the-community/events/。

請務必造訪我們的曼哈頓社區中心

曼哈頓區唐人街*

7 Mot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3

電話：1-212-619-3072

傳真：1-212-619-3076

我們期待您的到來！

聯絡資訊

電子信箱：communitycenters@vnshealth.org

網址：vnshealth.org

*我們在唐人街的社區中心也是 VNS Health 富康醫療唐人街自然形成的退休

社區 (Neighborhood Naturally Occurring Retirement Community, NNORC)

所在地，這是一項涵蓋 24 個街區的社區計劃，透過向達到退休年齡的唐人街

居民提供重要的保健和社區資源，幫助他們順利地居家養老。請諮詢社區中

心瞭解更多資訊。

聯絡資訊

http://vnshealth.org/in-the-community/events/
mailto:communitycenters@vnshealth.org
http://vnshealth.org

	會員新聞
	VNSNY CHOICE Total (HMO D-SNP) 會員簡報 2022 年冬
	本期內容
	冬季預防跌倒指南
	如果您符合以下情況，則跌倒的機率更高
	避免跌倒的方法
	未雨綢繆 – 制定「防跌倒計劃」
	藥物治療管理 (MTM) 計劃 – 協助您管理您的藥物
	MTM 如何運作？
	協助我們為您提供更好的服務！
	心臟健康和他汀類藥物
	如果您符合以下情況，則罹患心臟病的風險更高
	保護心臟健康的方法
	可在日常心臟健康護理中加入他汀類藥物
	他汀類藥物是否安全？
	歡迎使用 Birdi 郵購藥房
	載送服務提示
	如果您發現任何可疑行為，請告訴我們
	匿名舉報
	黑巧克力片簡易食譜
	食材
	步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