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HG 的 C. Farrell

HealthTALK

2020 年冬季

健康的開始。

您知道嗎？

安排 2020 年度健康檢查。

不只兒童需要健康檢查。 與您的主治醫生 (PCP) 預約門診時間，
開始美好的一年。

家庭的每一個成員每

年都應該安排與 PCP
進行一次健康檢查。

您將可獲得各種所需
的檢查和施打疫苗。

您的 PCP 可針對通常

沒有任何症狀的問題
進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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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的統計， 到 2016 年底， 美國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HIV)
的人數已逾百萬。在這些人當中，
約有 14% 的人並不知道自己已
感染此病毒。

需要新的 PCP？ 我們可以協助您找到最適合的
主治醫生。 請瀏覽 myuhc.com/CommunityPlan

或撥打會員服務部免付費電話
1-888-980-8728， TT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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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協調。

我們的服務協調員可協助您獲得完善的護理， 以管理您的疾病或病

情。 他們都是經驗豐富的護士和社工人員。 他們了解您的醫療問題。
他們會與您和您的主治醫生合作， 協助您獲得所需的照護。
我們的服務協調員可協助您：

尋找主治醫生 (PCP)、 專科醫生或緊急照護機構。
預約掛號。

需要時安排醫療用品和居家照護。
了解如何照顧自己。

尋找社區資源和支援。

提供戒菸的資訊和資源。

協助您取得翻譯成您所知語言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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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此為您提供協助。 要進一步了解

服務協調， 請撥打會員服務部免付費電話
1-888-980-8728， TTY 711。

面對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是指
一系列肺部問題， 包括肺氣腫
和慢性支氣管炎。 COPD 會讓
病患呼吸困難， 名列美國第三
大死因。

改變生活習慣可協助您面對
COPD。 如果您遵循下列建議，
可以舒緩大部分的症狀：

5. 保持健康的體重。均衡飲食，
規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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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要吸菸。 不要讓其他人
在您家吸菸。
2. 避
 免接觸灰塵和煙霧。 空
氣不佳的時候待在室內。
3. 每
 年接種流感疫苗。 詢問
您的醫生， 您是否也需要接
種肺炎疫苗。
4. 遠
 離病菌。 勤洗手。

濫用暴力。

老人虐待是對老人的不當對待。 殘障人士可能
也會遭受同樣的虐待。 這包含身體、 情緒或性
方面的虐待， 也可能涉及忽視或遺棄。 部分施
虐者會竊取受害者的財物。 這種情況會發生在
家裡或照護機構。 施虐者可能是親人， 或受雇
照護受害者的人。
如果您負責照顧老人或殘障人士， 請注意是否
有受虐的跡象。 這些跡象包含：
瘀傷或其他傷害。
情緒變化。
財務狀況突然改變。
褥瘡、 體重減輕或衛生情況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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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協助。 如果您或家人受到虐待， 請立即通報。 我們可以提供協助。 撥打全國
Eldercare Locator 電話 1-800-677-1116， TTY 711。 或前往 ncea.acl.gov 進一

步了解老人虐待。

高枕無憂。
治療感冒和流感症狀。

流感和感冒的季節到了。 這些疾病通常在天氣涼爽的時候

突然發作。

流感會引起咳嗽、 喉嚨痛和鼻塞。 您可能也會發燒並感到
疼痛及疲倦。 有些人會頭痛或胃部不適。

流感沒有特效藥。 不過在痊癒之前， 以下自我照顧可以舒
緩症狀。 嘗試以下秘訣， 早日恢復健康：

服用退燒藥 / 止痛藥。
充分休息。
多喝水。

停止上班或上學， 待在
家裡， 避免把疾病傳染
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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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您的主治醫生。 在生病之前，
先找您的主治醫生 (PCP) 檢查身體。

需要找新的主治醫生嗎？請瀏覽
myuhc.com/CommunityPlan 或撥打會員服
務部免付費電話 1-888-980-8728， TT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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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護腺問題。
男性的重要篩檢。

50 歲以上男性最常發生攝護腺問題。 大多數時候， 攝護腺
問題並非由癌症引起。 然而， 男性最常罹患的癌症， 攝護
腺癌排名第二。

攝護腺癌早期發現通常可以治癒。 因此對 50 歲以上男性而

言， 接受攝護腺檢查並與醫生討論 PSA 篩檢非常重要。 非

裔美國男性以及其父親、 兄弟或兒子罹患攝護腺癌的男性，
應考慮 40 歲開始接受檢查。 詢問您的醫生， 看看攝護腺
癌篩檢是否適合您。

資源區。
會員服務部：以任何語言 ( 免費電話 ) 尋
找醫生、 提出福利問題或投訴。
1-888-980-8728， TTY 711

接受篩檢。 如果您有攝護腺癌的家族病史， 請

諮詢您的醫生以規劃篩檢計劃。 需要找醫生嗎？
我們可為您提供協助。 撥打會員服務部免付費
電話 1-888-980-8728， TTY 711。 或瀏覽我們的會
員網站：myuhc.com/CommunityPlan。

我們的網站：無論身在何處， 都可以找
到醫生、 閱讀您的會員手冊或查看您的
身分證。

myuhc.com/CommunityPlan

NurseLine：從護士那裡獲得健康建議，
每週 7 天， 每天 24 小時 ( 免費 )。
1-888-980-8728， TTY 711

QuitLine：免費協助您戒菸 ( 免費電話 )。
1-800-227-2345， TTY 711
quitnow.net
全國家庭暴力熱線：獲得支援、 資源和建
議， 每週 7 天， 每天 24 小時 ( 免費 )。
1-800-799-SAFE， TTY 1-800-787-3224
想以電子方式接收資訊？
致電會員服務部並告知我們您的電子郵件
地址 ( 免費電話 )。
1-888-980-8728， TT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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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訪視驗證
2019 年 11 月

Medicaid 會員您好，

夏威夷州即將開始使用一個稱為電子訪視驗證 (Electronic Visit Verification, EVV) 的新工具，以符合新
的聯邦規定。 如果您接受特定的居家健康、 個人協助或護理服務， EVV 會確認看護人員開始和結束這
些服務的時間。 這有助於 Medicaid 確認看護人員獲得您所接受之服務的報酬。
您和看護人員可以免費使用 EVV。

EVV 適用於技術性護理、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呼吸治療、社會工作、第一級個人協助 (Personal
Assistance Level I, PA1)、第二級個人協助 (Personal Assistance Level II, PA2)、服務員照護、暫息、
護理 – 私人值班、 護理 – 暫息， 以及護理 – 服務員照護。
來自醫療機構或您在自主計劃中雇用的大部分看護人員都將在他們的智慧型手機上使用 EVV 應用程式。
您的看護人員將在抵達開始服務時使用 EVV 應用程式簽到。
您的看護人員將在完成服務時使用 EVV 應用程式簽退。
EVV 應用程式將用於住宅內外提供的服務。

當智慧型手機無法使用 EVV 時， 將會傳送可透過其他方式記錄看護人員服務開始和停止時間的更多
資訊。
如需詳細資訊， 請瀏覽 www.medquest.hawaii.gov/EVV， 閱讀常見問答集。

如果您有關於 EVV 的問題， 請寄送電子郵件到 EVV-MQD@dhs.hawaii.gov， 也可與您的服務協
調員商談。

特殊計劃資訊

UnitedHealthcare Community Plan complies with applicable Federal civil rights laws and does
not discriminate, exclude people, or treat people differently because of:
• Race
• Disability
• Age
• National Origin
• Color
• Sex

UnitedHealthcare Community Plan provides free aids and services
to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with us, such as:
• Qualified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 Written information in other formats (large print, audio, accessible
electronic formats, other formats)
UnitedHealthcare Community Plan provides free language services
to people whose primary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such as:
• Qualified interpreters
• Information written in other languages
If you need these services, contact us toll-free at 1-888-980-8728,
TTY 711.
If you believe that UnitedHealthcare Community Plan has failed to provide these services or
discriminated in another way, you can file a grievance with:
Civil Rights Coordinator UnitedHealthcare
Civil Rights Grievance
P.O. Box 30608
Salt Lake City, UTAH 84130
UHC_Civil_Rights@uhc.com
You can file a grievance in person or by mail, fax, or email. If you need help filing a grievance,
Civil Rights Coordinator UnitedHealthcare is available to help you.
You can also file a grievance with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electronically through th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Complaint Portal, available at
https://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 or by mail or phone at: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Room 509F, HHH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201
1-800-368-1019, 800-537-7697 (TDD)
Complaint forms are available at http://www.hhs.gov/ocr/office/fi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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