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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立即保護自己！
如果您仍未接種 COVID-19 疫苗，現在就是最好的接種時機。具有高傳染性的變異病毒更容易傳播，
進一步增加未接種人群患上重症、住院和死亡的風險。

我為什麼要接種疫苗？

老年人更有可能因 COVID-19 而患上重症。您可能需要住
院、使用呼吸機，甚至可能死亡。如果您已患有某些病

症，也可能會增加您感染的風險。

我是否應該接種加強劑？

截至本文件發佈日期為止，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建議接種 Pfizer 或 Moderna 疫苗的人士在接種第二針至少 6 個月後接種一次加強劑。本指南適
用於所有 18 歲以上有基礎病症的成年人，以及所有 65 歲以上的成年人。對於任何年滿 18 歲或以上，
且接種過 Johnson & Johnson 疫苗的人士（無論健康狀況如何），CDC 建議至少在首次接種 2 個月後
接種一次加強劑。CDC 還指出，接種與首針 COVID-19 疫苗不同品牌的加強劑（稱為「混合接種」和
「匹配接種」）是安全的。

COVID-19 疫苗已獲食品藥物 
管理局 (FDA) 正式批准

這意味著臨床試驗表明，這些 
疫苗在防止出現重症、住院和 

死亡方面安全有效

需要瞭解更多接種疫苗的
原因？

Elderplan（長老計劃）很高興能
為接種 COVID-19 疫苗的會員提
供價值 $25 美元的禮品卡。

請掃描二維碼或
撥打 718-759-4413
聯絡我們的健康
團隊，瞭解更多
資訊。 請查看內頁，瞭解如何透過接種其他疫苗

和進行篩檢獲得禮品卡

資料來源：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 
booster-sho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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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
有效的健康計劃

本期內容...
在 2022 年到來之際，我想藉此機會感謝老會員對我們長期的
支持，並歡迎剛剛加入 Elderplan（長老計劃）的新會員。我們
知道您有很多健康計劃可選，我們很榮幸能在眾多計劃之中被

您選中。

很難相信，自新冠疫情初次爆發以來，時間已經過去將近兩年

了。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生活終於回復到了某種程度的正

常狀態。雖然大家終於可以外出並與家人和朋友見面，但是 
COVID-19 病毒仍然在威脅著大家的安全，尤其是對那些未接
種疫苗的人士來說。

為此，本期的《All Together Healthy》想要與您談談接種 
COVID-19 疫苗的重要性。如果您完成了全部的疫苗接種，本
期內容將建議您何時應接種加強劑。我們還鼓勵您補上您在疫

情期間可能錯過的任何健康檢查或醫生約診，並為您提供有關

如何識別敗血症和避免嚴重感染的重要資訊。 

Elderplan（長老計劃）的服務團隊時刻將您的健康放在首
位。為此，我們還想讓您知道，成為 Elderplan/HomeFirst
（長老計劃/第一家）會員還有另一個好處 － 那就是我們
隸屬於 MJHS。MJHS 是一個成立於 1907 年的非營利醫療系
統，包括 MJHS 居家護理、 MJHS 臨終關懷和舒緩治療服務，
以及 Isabella 和 Menorah 康復護理中心。如果您隨著年歲漸
長需要獲取額外支持，並選擇接受 MJHS 的服務，Elderplan/ 
HomeFirst（長老計劃/第一家）團隊可以與整個系統的同事合
作，更好地協調您的護理，幫助您把一切變得更輕鬆簡單。

感謝您信任 Elderplan/HomeFirst（長老計劃/第一家）為您提供
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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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 7 天，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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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 
您的健康檢查清單

您是否錯過了以下任何重要檢查？

堅持進行預防性檢查是幫助您保持整體健康的一個重要行動。在 COVID-19 疫情期間，特別是紐約封
鎖時期，許多人錯過了常規健康檢查。 

Elderplan（長老計劃）知道幫助您透過獲得必要的護理來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為此，我們想要提醒
您，現在是安排您可能已錯過的檢查的最佳時機。此外，請與您的主治醫生 (PCP) 和任何其他管理您
的健康的醫生保持聯絡。

作為 Elderplan（長老計劃）
的會員，您不需要支付
任何費用，您每完成一次
檢查，就可以獲得一張價值 

$25 的禮品卡。

今天就預約檢查吧！

眼科檢查

年度眼科檢查可以發現健康問題的徵象，幫助您看得更

清楚。如果您患有糖尿病，那麼每年進行一次眼科檢查

十分重要，因為糖尿病患者患上青光眼和白內障等眼科

疾病的風險更高。

這項篩檢可以在您的家中進行，保障您的安全，讓您放

心無憂。

結腸直腸癌篩檢

結腸癌是美國男性和女性的第四大死因。接受結腸直腸

癌篩檢有可能會挽救您的生命。

這項篩檢可以在您的家中進行，保障您的安全，讓您放

心無憂。

乳房 X 光檢查 
乳腺癌是影響美國女性的最常見的癌症。乳房 X 光檢
查是及早發現女性乳腺癌的最佳方法，並可能降低您死

於該疾病的風險。

請撥打 718-759-4413 聯絡我們的健康團隊，瞭解更多有關
上門篩檢的資訊，並進行預約。

資料來源：Keep an Eye on Your Vision Health. (2020, October 1).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ttps://www.cdc.gov/visionhealth/resources/features/keep-eye-on-vision-heal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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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 
保持健康

如果您感到孤獨，您不需要獨自面對

您是否即使被其他人包圍也感到孤獨？

孤獨感是指無論您與別人有多少社交接觸，也會感到孤獨。社交孤立（也就是說與其他人沒有多少接

觸）會引發孤獨感。但有些人即便未處於社交孤立狀態，也會感到孤獨。

老年人面臨社交孤立和孤獨的風險更高，因為他們更有可能面臨獨居、失去家人或朋友、慢性疾病和

聽力損失等問題。這可能讓他們的健康在許多方面受到威脅。最近的研究表明： 

• 社交孤立是一個嚴重的健康問題，與之相關的早逝案例比吸菸、肥胖和缺乏體育鍛煉加起來還
要多。 

• 社交孤立可能會使患上失智症的風險增加約 50%。 

• 不良的社會關係可能會使患上心臟病的風險增加 29%，中風的風險增加 32%。 

• 孤獨感可能會導致人們患上抑鬱症、焦慮症和自殺的機率升高。

您如何面對或克服孤獨感？

如果您發現自己感到孤獨，請牢記 EASE 法則： 

E － Extend Yourself（拓展自己的生活圈）。透過參加志工服 
務來對抗孤獨感。研究表明，花時間服務和支持他人對身體和 
心理健康方面有明顯好處。從小事做起也可以產生很大的影 
響 － 每週只要花兩個小時就可以產生積極的影響。您還可以 
在收容所擔任志工、輔導兒童或到當地的體育隊幫忙。  

A － Action Plan（制定行動計劃）。人可以透過改變自己的 
思想和行為來改變自身處境，認識到這一點可以產生驚人的力 
量。採取行動，與朋友和親人保持聯絡。如果您不能與他人面 
對面地交流，可以透過虛擬拜訪、社交媒體或其他溝通形式保 
持聯絡。相關技術培訓課程可以幫助您進行虛擬交流。  

S － Selection（認真選擇）。關係的品質比數量更為重要。請
選擇讓您感到舒服自在的人和活動。例如，如果您沉默寡言，

那就選擇和一個能接受沉默的人共度時光。選擇讓您有機會與志同道合的人士結交的活動，如鍛鍊身

體或大腦的課程。 

E － Expect the Best（心懷期望）。來自您身上的友好和善意可能也會引起他人的友好和善意。如果
您投之以桃，可能就會看到他們報之以李。為了保持有力的社交連結，在培養現有的關係和愛好的同

時，還要學會尋找新的活動和建立關係的新方式。

資料來源：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Linked to Serious Health Conditions. (n.d.).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 https://www.cdc.gov/aging/publications/features/lonely-older-adults.html4

https://www.cdc.gov/aging/publications/features/lonely-older-adul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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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HQ® 提供的健腦遊
戲:撥味健腦, 
隨時隨地!

思維加速,專注加倍,記憶加深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Elderplan(長老計劃)將為我們的會員提供 BrainHQ®! 

BrainHQ 有一套有趣的線上遊戲和練習，您可以透過電腦或行動裝置，改善您的大腦健康，而無需支
付費用!

數百項科學研究表明，BrainHQ 有以下益處:

• 改善認知能力:注意力、思維速度、記憤力、決策力

• 改善生活品質:自信、掌控情緒、獨立、健康

• 改善日
常活動的表現:平衡感/避免滑倒和摔跤、駕駛、聽力

下面有一個遊戲，可以嘗試一下。還有記住，BrainHQ 的好處之一是它可以根據您的能力調整難度。

任務:找出缺失的圖案

您能找出符合規律的圖案嗎？在這個遊戲
中，您會看到一組圖案，其中少了一個。下
方有五個選項（圖案 A 至圖案 E）。哪一個
圖案符合規律，適合填到空白處呢？

答案:B

想要瞭解更多資訊?請瀏覽 https://elderplan.brainhq.com 。 
或撥打 888-496-1675 聯絡 BrainHQ 請詢任何問題。

Elderplan（長老計劃）是一項與 Medicare 聯邦醫療保險及 Medicaid 醫療補助簽有合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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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Y 711

H3347_EPC17173_C

健康生活
保持健康

https://elderplan.brainhq.com


 

 

 

 

 

 

 

健康生活 
保持健康

什麼是敗血症？

許多人認為敗血症是一種感染，實際上並非如此。它是指免疫系統在對抗體內感染時的一種嚴重反

應。敗血症會引起炎症，如果不迅速治療，可能導致組織損傷、器官衰竭，甚至死亡。

細菌感染是誘發敗血症的主要原因，但它也有可能由病毒感染誘發，如 COVID-19 或流感。從肺部、
尿道、皮膚或胃腸道開始的感染最常導致敗血症。

哪些人面臨風險？

任何人都可能患上敗血症，高風險人群包括 65 歲及以上的人士、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士（如糖尿病、
肺病、癌症和腎病患者），以及免疫系統較弱的人士。您不會將敗血症傳染給他人，但您可能將誘發

敗血症的感染傳染給他人。

預防敗血症

敗血症是指身體由於感染而出現的嚴重反應。敗血症可能威脅生命，
如果不及時治療，會迅速導致器官衰竭和死亡。

預防感染 

• 按照建議完成預防接種，儘可能降低患敗血症的風險 
-流感疫苗，建議每年接種 
-建議任何有慢性疾病或吸菸習慣的成年人接種肺炎疫苗。請諮詢您的
主治醫生 

• 年滿 65 歲的成人均應接種

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  •勤洗手，保持傷口乾淨、乾燥 
•如廁完畢後徹底擦乾淨，從前往後擦拭，以防止尿道感染 (UTI) 

遵醫囑使用抗生素 

• 嚴格遵醫囑使用抗生素，並使用完整的劑量。這對治療感染和防止復發至
關重要。 

• 您的健康對於我們至關重要，為此 Elderplan（長老計劃）會來電提醒您記
得遵醫囑使用抗生素。您的護理管理團隊也會隨時協助您解決任何問題。
請致電 Elderplan（長老計劃）會員服務部，電話：1-800-353-3765，服務
時間為每週 7 天，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如果您有護理經理，請要求與其
通話。

知曉症狀 
• 發熱、發冷或感覺異常寒冷 
• 神志不清和/或定向障礙 
• 呼吸短促

• 心率加快 
• 寒冷、皮膚濕冷 
• 極度疼痛或不適 

立即行動！ 如果您懷疑出現敗血症、感染未好轉或惡化，請立即聯絡您的主治醫生 

資料來源：Sepsis is a medical emergency. ACT FAST. (n.d.).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ttps://www.cdc.gov/sepsis/what-issepsis.html6

https://www.cdc.gov/sepsis/what-is-sepsis.html


 
 

 
 

 
 
 

 

 

 

 

  

 

  

健康生活 
保持健康

雞胸肉 
湯米飯 

這份由低脂雞肉、
菰米和蔬菜
做成的晚餐，
每份約 200 卡路里，
簡單快手。

食材

 1/2 個中等大小的洋蔥，切丁 
6 瓣大蒜，切片 
2 杯切碎的胡蘿蔔 
1 磅無骨去皮雞胸肉，

去除脂肪，切成
1.5 英寸的大塊

4	 杯低鈉雞湯
（如有需要，選擇不含麩質的）

1 茶匙乾百里香 
1/2 磅紅土豆，洗淨，
每顆切四塊

1/3  杯菰米 
2 杯四季豆，摘頭去尾撕豆筋

根據口味加入黑胡椒 

做法

將洋蔥、大蒜、胡蘿蔔、雞肉、雞湯和百里香放入燉鍋，小火燉煮 1 小時。
加入土豆、菰米和四季豆，再燉煮一個半小時。根據口味加入胡椒粉，趁熱食用。 

營養成分

份量：6 人份 每份份量：1 杯 
每份成分：卡路里：209；脂肪：1g；飽和脂肪：0g；膽固醇：44mg；鈉：435mg； 
碳水化合物：26g；纖維：4g；蛋白質：2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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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系統成員

6323 Seventh Avenue 
Brooklyn, NY 11220-4719 

elderplan.org 
1-800-353-3765

非營利組織
美國郵資
已付 

Cleveland, OH  
PERMIT NO.873 

本期內容 
COVID-19 疫苗 重要檢查 克服孤獨感 雞胸肉湯米飯

保健或預防資訊。《All Together Healthy》是 Elderplan Inc. 出版的一份刊物。本新聞通訊內的資訊
僅用作指南，決不應取代您與您的醫護人員之間的談話。© 2022 Elderplan Inc. 著作權所有。© 2022 
Baldwin Publishing 著作權所有。

常見問題：COVID-19 和流感

以下是關於這兩種疾病的常見問題的回答。

流感和 COVID-19 之間有什麼區別？
流感和 COVID-19 都是傳染性呼吸道疾病，但它們是由不同的病毒引起的。COVID-19 更容易傳播，
症狀的潛伏期更長，並且可能誘發某些人群患上更嚴重的長期疾病。因為存在相似的症狀，人們可能

需要進行檢測，以確定是何種病毒引發疾病。

今年冬天會同時出現流感和 COVID-19 嗎？ 
CDC 認為，流感和 COVID-19 病毒很可能會同時傳播。接種流感疫苗是預防流感及其潛在併發症的
最佳保護。接種 COVID-19 疫苗（如果您符合條件，還可以接種加強劑）是預防 COVID-19 的最佳
保護。

如果我患上流感，我感染 COVID-19 的風險會更高嗎？
由於 COVID-19 仍是一種較新的疾病，我們還沒有掌握太多有關流感是否會影響人們感染 COVID-19
的風險的資料。但我們確實瞭解到有人同時患有流感和 COVID-19。同時感染兩種病毒是非常危險
的，會增加您出現重症、住院和死亡的風險。

我可以同時接種兩種疫苗嗎？

是的，可以同時接種流感和 COVID-19 疫苗。您也可以選擇錯開時間接種，這由您自己決定。

關愛每分每秒、每一天

http://elderpl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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