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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接種 COVID 疫苗了嗎？

在上一期的新聞通訊中，我們講到 COVID-19 嚴重併發症在老年人和慢性潛在病症（如心臟或肺病或

糖尿病）患者中更為常見。如果您屬於此類高危人群，保護自己以避免患上 COVID-19 尤為重要。

疫苗是預防 COVID-19 嚴重併發症（包括重病、住院或死亡）最有效的工具之一。現在，任何 Elderplan
（長老計劃）會員均有資格接種 COVID-19 疫苗。如果您尚未接種疫苗，我們鼓勵您儘快接種。

目前有三種可用的疫苗* － 輝瑞、Moderna 和 Johnson & Johnson － 未來可能會推出其他疫苗。關於

這些突破性的疫苗，您需要瞭解以下 3 件事情：

1. 接種疫苗有助於防止您生病。這些疫苗會對 COVID-19 病毒產生免疫反應，這意味著它們會與

您身體的自然防禦系統協同工作，在您接觸到病毒時與該病毒展開鬥爭。這樣可以防止您感染

COVID-19。如果您被感染，它能幫助減輕病情並避免住院或死亡。

2. 疫苗不會讓您感染 COVID-19 病毒。美國使用的疫苗不含會導致 COVID-19 感染的活病毒。疫苗教

會您的免疫系統如何識別和對抗病毒，而不是讓您直接暴露在活病毒中。

3. 即使您以前感染過 COVID-19，CDC 也建議您接種疫苗。由於與 COVID-19 相關的重大健康風

險，以及免疫效果的時間長短因人而異，即使您以前感染過該病毒，仍然建議您接種 COVID-19
疫苗。

COVID-19 的傳播無法預測，也沒有辦法知道它將會如何對人造成影響。有些人會患上輕微的疾病，

而另一些人卻患上重病，甚至可能死亡。一些 COVID-19 感染者沒有表現出任何症狀，但仍可以將該

疾病傳播給其他人。因此，每個人都接種疫苗是重要的，除非您的醫生認為從醫療角度來看對於您並

不適當。

視疫苗供應而定，您可以免預約前往任何國家營運的疫苗接種點接種疫苗。*  以下是找到您附近的
疫苗接種點的方法： 

•  如果您居住在紐約市：請瀏覽 https://vaccinefinder.nyc.gov 或致電 212-COVID19 (268-4319) 以
瞭解關於檢測點的資訊，或致電 877-VAX-4NYC (877-829-4692)

•  如果您居住在紐約市之外：請瀏覽 https://am-i-eligible.covid19vaccine.health.ny.gov/ 或致電
1-833-NYS-4-VAX (1-833-697-4829) 以確定資格情況，服務時間：早上 7 點至晚上 10 點，每週 7 天

• 如果在瀏覽上述網站後，您仍然需要有關 COVID-19 疫苗接種點和時間安排的資訊，請致電
Elderplan（長老計劃）會員服務部，電話：1-800-353-3765（聽障專線：711），服務時間：
早上 8 點至晚上 8 點，每週 7 天

* 截至本新聞通訊印製之時

資料來源：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
https://vaccinefinder.nyc.gov
https://am-i-eligible.covid19vaccine.health.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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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活生
有效的健康計劃

本期內容...
一年多以來，COVID-19 疫情一直佔據著頭條新聞的位置。值得慶幸

的是，頭條新聞現在包括了三種救命疫苗的推出。確保大多數人都

接種疫苗是我們國家恢復相對正常狀態的關鍵。疫苗將有助於阻止 

COVID 的傳播和減輕患者的症狀，更重要的是，使人們遠離醫院。

現在，所有 Elderplan/HomeFirst（長老計劃/第一家）會員均有資格接

種疫苗。因此，除非您的醫生認為從醫療角度來看對於您並不適當，否

則，為了您自己、您的親人、家人、朋友和照護者的安全起見，我們

強烈建議您接種疫苗。本期《All Together Healthy》包含有關如何找到

您附近的疫苗接種點的資訊。當然，我們會隨時為您提供幫助。

作為我們對您身心健康所承諾的一部分，我還想花點時間提醒您前往 

醫生處進行常規篩檢和檢查。在紐約封城期間，許多人錯過了重要的篩

檢。現在是時候恢復正常篩檢了。

Elderplan/HomeFirst（長老計劃/第一家）連同 MJHS 居家護理、MJHS 善終服務與舒緩治療以及 

Menorah 和 Isabella 康復護理中心都是 MJHS 醫療系統引以自豪的一員。在本期中，我們很高興與大

家分享一個關於我們的一位會員如何從中風中康復的故事，而他的康復部分歸功於他從我們整個系統

所獲得的協調護理和支援。

從 COVID-19 到種族不平等，這一年對我們許多人來說充滿了壓力和焦慮。Elderplan/HomeFirst（長老

計劃/第一家）致力於保障您的情感健康，就像我們致力於保障您的身體健康一樣。因此，我們希望隨

附的壓力應對小貼士對您有所幫助。

您能成為我們的會員讓我們倍感榮幸。如果您對接種 COVID-19 疫苗有疑問或需要幫助以維持身心健

康，請記住，只需一通電話，您的 Elderplan/HomeFirst（長老計劃/第一家）團隊隨時為您服務。

謹致， 

David Wagner 
MJHS 保健計劃總裁

醫療系統成員

會員服務部： 
elderplan.org 
1-800-353-3765（聽障專線：711）， 
服務時間：早上 8 點至晚上 8 點，每週 7 天

http://elderpl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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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
您的健康檢查清單

看醫生和完成篩檢的重要性

在 Elderplan（長老計劃），我們知道獲取所需的護理以維持身心健康有多重要。為此，我們想提醒您

前往主治醫生 (PCP) 處進行常規檢查、年度篩檢和跟進就診。所有這些就診都可以使您更健康，並防

止慢性疾病的進展。

年度篩檢

及時參加篩檢，並獲得我們廣受歡迎的健康獎勵計劃的獎勵。

此計劃會為您完成健康篩檢和積極管理自己的健康而提供獎勵。您每完成一次篩檢都有資格獲得一張

價值 $25 的禮品卡。您只需在下次約診時帶上本新聞通訊中隨附的健康表格，若您完成了表上所列的

任何篩檢、疫苗接種或檢查，請讓醫生在表上的相應位置簽名。然後，將填妥的表格放入隨附的預付

郵資回郵信封內寄回。您的醫生簽字認可的服務將需要透過賠付或醫療記錄來確認，因此請等待最長 

12 週的處理時間。

不願意去醫生診所？

某些篩檢，如結腸直腸癌篩檢和糖尿病視網膜檢查，可輕鬆地在家中進行。如果您對參與我們的健康計

劃感興趣，請聯絡健康團隊，電話：718-759-4413，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

與您的醫生保持聯絡

篩檢是保持整體健康的一個重要方法。因此，除了與您的 

PCP 保持聯絡外，請與您的專科醫師和管理您的護理的任何

其他醫生保持聯絡。

我們理解，這段時間您可能不願意前往醫生診所。為此，我們

與 Teladoc 合作，讓您能夠每天24小時,每周7天在自己舒適安

全的家中與醫生取得聯絡，而無需支付任何費用。

他們的醫生可以針對非緊急狀況提供診斷、治療和開立藥物。

使用您的電話、電腦或行動裝置即可獲得醫生針對非緊急狀況

（如流感、支氣管炎、眼部感染、過敏、關節炎等）提供的 

治療。

雖然此服務不可取代主治醫生為您治療，但如果醫生診所或

急症護理中心無法提供服務或未營業，與虛擬醫生約診也是

一個選擇。

如需瞭解更多關於在您的社區中尋找虛擬網絡內提供者的資訊，以及告知我們您是否更換了 PCP 
或是否需要更換 PCP 方面的協助，請致電 Elderplan（長老計劃）會員服務部， 

電話：1-800-353-3765（聽障/語障專線 711），服務時間：早上 8 點至晚上 8 點，每週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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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
保持健康

感到壓力很大？以下是一些幫助您應對壓力的小貼士

COVID-19 疫情已經影響了所有年齡段的人的生活。對一些人來說，這種疾病帶來的恐懼是難以承

受的。感染控制指南使人們感到孤立和孤獨。對老年人來說尤其如此，因為 COVID-19 使他們患重

病的風險更高，所以強烈建議他們限制與家人和朋友的接觸。這種恐懼、孤立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

干擾使許多人感到壓抑、焦慮或沮喪。

這段時期難免有壓力，而且，受到壓力影響的肯定不只是您一個人。為此，我們提供了以下小貼士。

嘗試使用以下小貼士來應對疫情帶來的壓力：

•   如果您認為自己感染了 COVID-19，知道該怎麼辦。如果您感覺不適或者知道自

己接觸了 COVID-19，請聯絡您的醫生。

•   確定從何處及如何獲得幫助。這包括醫療服務，以及諮詢或治療等情感支援 

服務。

•   不要忽視您的健康。如果您先前已有身體或精神健康疾病，繼續接受治療

。如果您發現新的或惡化的症狀，請不要等待，立即致電您的醫療服

務提供者。

•   管理您的心理健康。為了自然地減輕壓力，請嘗試下列建議。 

如果這些建議無法讓您感覺好一些，請向行為健康專業人員尋

求幫助。

✓  想辦法減壓。隨著好天氣的臨近，試著花時間進行您喜歡

的活動。深呼吸、伸展和冥想也是很好的減壓方法。

✓  保持社交聯繫。即使無法相聚，仍可透過電話和視訊聊天

與朋友和親人保持聯繫。

✓  關愛自己的身體。健康的習慣有助於控制壓力。這包括飲

食均衡、經常鍛煉、充足的睡眠和限制藥物/酒精的使用。

✓  休息一下，停止看新聞。雖然瞭解有關 COVID-19 的情況

以保護自己很重要，但盯著新聞看可能會讓您心煩意亂，

也許您應該停下來休息一下。

✓  與社區或基於信仰的組織建立聯繫。如果親自接觸 

不安全，採用虛擬的方式。

資料來源：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daily-life-coping/managing-stress-anxiety.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daily-life-coping/managing-stress-anxie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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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
保持健康

如果壓力持續影響您的日常活動，請聯絡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免費和保密的資源可

以幫助您與您所在地區的訓練有素的專業顧問取得聯繫。

若要尋找醫療服務提供者或針對精神健康問題的治療：

• Elderplan（長老計劃）擁有一個持照治療師網絡，可以為您提供情感支援。如需協助尋找您所在

社區的網絡內提供者，請致電 1-800-353-3765（聽障專線 711），服務時間：早上 8 點至晚上 

8 點，每週 7 天。

•  我們還使您可以更輕鬆地透過 Teladoc 與持照治療師進行電話或視訊交談。如需更多資訊， 

請致電 1-800-TELADOC (835-2362)，服務時間：早上 7 點至晚上 9 點，每週 7 天，或瀏覽 

Teladoc.com 並下載應用程式。

如果需要緊急幫助：

• 撥打 911

•  災難救助熱線：撥打或發送簡訊至  
1-800-985-5990（西班牙語請按 2 ）

• 全國自殺預防生命熱線：  
英語請撥打 1-800-273-TALK (8255)； 
西班牙語請撥打 1-888-628-9454 

•  全國家暴預防熱線： 
撥打 1-800-799-7233 或發送簡訊 LOVEIS 至 22522

•  老年人護理定位器： 
撥打 1-800-677-1116 

• 退伍軍人危機熱線：致電  1-800-273-TALK (8255) 或發簡訊至 8388255

• SAMHSA  全國熱線：1-800-662-HELP (4357) 和聽障專線 1-800-487-4889

Elderplan（長老計劃）是一項與 Medicare 聯邦醫療保險及 Medicaid 醫療補助簽訂合約的 HMO 計
劃。能否在 Elderplan（長老計劃）註冊參保視合約續簽情況而定。

Elderplan 遵守適用的聯邦民權法律規定不因種族、膚色、民族血統、年齡、殘障或性別而歧視
任何人。注意：如果您使用繁體中文，您可以免費獲得語言援助服務。請致電 1-800-353-3765  
（聽障專線 711）。

H3347_EPC17038_C

http://Telado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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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
以會員為先

一位 Elderplan/HomeFirst（長老計劃/第一家）會

員如何有效地從中風中康復，這要歸功於他從整個 
MJHS 醫療系統獲得的協調護理

Bob 於 2015 年成為 Elderplan/HomeFirst（長老計劃/第一家）的會員。當時，他患有多種疾病：心臟

病、糖尿病、阿茲海默症、憂鬱症以及前列腺癌。儘管他有許多健康問題，但在接下來的四年裡，

Bob 的護理管理團隊確保了他能獲得所需的護理，幫助他安全地留在布朗士區的家中。

2019 年，Bob 中風住院。他身體的一側虛弱無力，在沒有協助的情況下無法再行走或進行日常活動。

直接回家居住對他來說並不安全。因此，在他出院的時候，醫院的社工讓他選擇了一個康復中心。

Bob 選擇了 Isabella 中心，因為像 Elderplan（長老計劃）一樣，也是 MJHS 醫療系統旗下的一員。 

Bob 告訴他的 Elderplan（長老計劃）護理經理，知道這兩個組織之間有關係讓他感到更放心。他的護

理經理告訴他，這種關係也會使兩個團隊合作協調他的護理更加輕鬆。

* 為了保護會員隱私，詳細資訊和圖片已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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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
以會員為先

在接下來的 28 天裡，Isabella 中心的護理人員和專業人員與 Bob 密切合作，為 Bob 提供物理治療 (PT)、
職業治療 (OT) 和社工支援，以幫助他恢復體力、調整運動技能並適應可能存在的任何限制。當 Bob
被允許回家的時候，他為自己所取得的重大進步而由衷感到高興。他的身體強壯了很多，能夠用附輪

助行器走動，並能在他人協助下滿足自己的一些個人需要。

Elderplan（長老計劃）過渡期護理團隊的一名成員與 Isabella 的社工、Bob 本人和他的女兒一起為他

的安全出院制定了計劃。由於 Bob 仍然需要經認證的居家護理機構的專業護理服務，他的 Elderplan
（長老計劃）過渡期護理護士與他討論了他的提供者選擇。Bob 選擇了 MJHS 居家護理，因為它也是

MJHS 旗下的一員。他的過渡期護理護士還安排恢復了他的個人護理工作人員 (PCW) 服務，在他完全

康復之前協助他洗澡、穿衣和進食，幫助協調他的藥物並與他的醫生安排必要的跟進就診。

回到家後，MJHS 居家護理團隊在註冊護士的監督下繼續提供 PT 和 OT，同時協助 Bob 瞭解他的新

藥物。而且，為了確保 Bob 的安全和健康，他的 Elderplan（長老計劃）護理管理團隊與 MJHS 居家

護理和他的 PCP 開始協調管理他的多種慢性病。不到六個月，Bob 就恢復了大部分活動能力，能夠

在 PCW 的支援下獨立生活。他先前的疾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他需要的各種藥物也得到了妥善的

管理。

Bob 將他的成功康復歸功於 Elderplan（長老計劃）管理團隊的盡心參與，以及 Elderplan（長老計劃）

過渡期護理團隊、Isabella 中心和 MJHS 居家護理之間富有成效的合作。「信任 MJHS 醫療系統內的

提供者是一個明智的決定。我全程都享受到了無微不至的關懷。」Bob 說。

* 為了保護會員隱私，詳細資訊和圖片已變更

去年秋天，我們很榮幸地與大家分享，Elderplan Plus Long-
Term Care 獲得了 5 星評級，是紐約州唯一的 5 星 MAP 計劃。*

我們要感謝我們的會員繼續投下信任票。我們很高興地與您

分享，我們繼續獲得了 5 星評級，並仍然是紐約州唯一的 5 星 
MAP 計劃。

Elderplan/HomeFirst（長老計劃/第一家）致力於以仁愛、尊

嚴和尊重的方式提供高品質的計劃。我們很高興您對我們的計劃感到滿意，並感謝您抽

出時間回覆您收到的調查問卷。正是您的意見指導了我們的品質改進，並支援我們獲得

並保持最高評級。

*結果公佈在 2020 年 9 月的 DOH 消費者指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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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plan（長老計劃）很高興在 OTC 福利中新增了食品雜貨

Elderplan（長老計劃）很高興現在能為符合資格的會員* 提供食

品雜貨福利，以使用非處方藥 (OTC) 卡購買精選的健康食品，

如牛奶、豆類、大米、水果和蔬菜。當然，這是在您以前購買

的健康相關用品（如牙膏，維他命和繃帶）之外增加的。

參與的藥房和零售商包括 Walmart、CVS 藥房、Family Dollar 和
Walgreens。

* 對於符合資格的會員（患有某些慢性疾病），慢性疾病患者特別

補助金 (Special Supplemental Benefits for the Chronically Ill)（食品雜貨

福利）與 OTC 福利相結合，可承保某些食品雜貨，作為 OTC 每

月補貼的一部分。

http://elderpl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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