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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提供

最 的

給您

品質是我們的首要目
標。我們希望您得到
最佳照護及所需的健
康資訊。WellCare 每
年都會針對提升健康
照護品質訂定目標。
這是我們品質提升
(QI) 計劃的一部分。

我們已經在 2017 年進行以下步驟：
■
■

■

■

■

瞭解更多資訊
關於我們的

QI PROGRAM
歡迎致電客戶服務部門
索取一份我們的 QI 年
度評估副本。電話號碼
在會員 ID 卡的背面。
當然，我們希望您健康
良好。

■

為所有 D-SNP 會員評估及個體化照護計劃
鼓勵您回診接受乳房放射檢查、糖尿病眼
科檢查、接種疫苗等
開始一項會員獎勵計劃，針對完成某些醫
療服務提供獎勵
檢閱資料，確保服務提供者提供高品質的
照護
確保滿足您的文化語言需求
確保您能夠聯繫到您的醫師，取得即時約
診及找到在您附近的醫師

在 2018 年，WELLCARE 將會：
■
■

■
■

■

檢閱品質結果，確保您獲得高品質的照護
提供協調服務，協助達成您的健康照護
需求
監測您對於 WellCare 及醫師的滿意度
為特定健康照護需求提供居家評估和行
動診所
為所有 D-SNP 會員完成評估及執行個人照
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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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評估、預防及控制
糖尿病

3分 之1

患者 將罹患
糖尿病。其也
是美國第七大
死因。

糖尿病發生於您的血糖高於正常時。若未良好控制，糖尿病會
引起眼部問題、神經損傷或腎臟病。目前無治癒方式，但您可
預防且加以治療。

評估它：

預防它：

控制它：

您是否有風險？

預防糖尿病的
方法：

控制糖尿病的方法：

ü 體重過重
ü 具有糖尿病家
族病史
ü 妊娠糖尿病

ü 多運動
ü 減重
ü 健康飲食

ü 定期向醫生回診
ü 健康飲食
ü 保持活躍

醫師可協助您預防或管理高血糖。請在您下次約診時與醫師討
論您的糖尿病。
資料來源：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Diabetes,” 取自：https://www.cdc.gov/chronicdisease/resources/
publications/aag/diabetes.htm;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Hot Topics,”，取自：http://www.diabetes.org

MEDICARE
糖尿病預防
計劃 (MD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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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4 月 1 日，根據所有 Medicare 的保
健計劃，合資格的 Medicare 保險受益人享有 MDPP
服務。
MDPP是一項結構性健康行為變化介入措施，其為長
期飲食變化、增加身體活動提供了可行的訓練，以
及旨在克服挑戰以維持減重並培養健康生活方式的
解決策略。

做好準備

緊急情況
您已經為緊急狀況做好準備了嗎？
許多人並未做好準備。大約有一半的美國人不知道如果災難侵襲時，他們應該要怎
麼做。為天然災難、恐怖主義或公共衛生危機的情況做好準備。請依照下列提示。

1
2
3

準備一組套組
準備好。保持至少 3 天供應量：
■ 水和食物 (足夠讓您住家中的每個
人使用)
■ 藥物
■ 個人衛生用品，例如肥皂及牙膏

也可以在手邊準備這些物品：
■ 急救箱
■ 重要文件，例如
保險卡及藥物記錄
■ 錢
■ 所在區域的地圖

建立計劃
和您的家人討論，如果有事情發生時您將會做什麼。
■ 製作聯絡表及重要電話號碼
■ 教導孩子如何 撥打 911
■ 針對嚴重氣候狀況，在您的家中指定安全地點
■ 計劃二個可從您住家中每個房間逃出的方式
■ 在您的社區及城鎮外選擇碰面的地點

認識您的鄰里社區

在您需要之前，現在就
依照這些提示。

了解您的所在區域。可能會有怎樣的天然
災難侵襲？每一種災難的警笛聲聽起來像
什麼樣子？當發生緊急情況時：
■ 躲藏
■ 聆聽或觀看新聞
■ 打開天氣廣播

這樣如果有事情發生時，
您已經準備好了。如果發
生災難，請保持冷靜。如
果發生緊急狀況，這些提
示將幫助您保持安全及準
備好。

資料來源：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取自：
https://emergency.cdc.gov/preparedness/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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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有多

測試您的骨質密度
為了避免骨骼虛弱及骨折，請向您的醫師詢問關於骨質密度測試。如果您符合下列情
況，National Osteoporosis Foundation 建議您進行測試：
■ 年齡 65 歲以上的女性
■ 年齡 70 歲以上的男性
■ 年齡 50 歲之後骨折
■ 1 年內您的身高減少達 ½" (含)以上
這項測試將告訴您有關您的骨骼健康狀況。也能夠告訴您是否您患有骨質疏鬆症。

資料來源：National Osteoporosis Foundation, “Bone Density Exam/Testing,” 取
自：https://www.nof.org/patients/diagnosis-information/bone-density-exam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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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之 1

的女性

4 分之 1

的男性

年齡 50 歲以上將
會因為骨質疏鬆症
而骨折
當您開始老化，您的骨骼也跟著老化。這
表示您的骨質密度可能會降低。當您的骨
質密度開始降低時，您的骨折風險隨之增
加。年齡、特定健康狀況及藥物都會讓骨
骼更虛弱。

強化您的骨骼
不論您是骨質密度低或只是想要改善您的骨骼健康，您可以採
取這些步驟。保護您的骨骼：
■ 健康飲食
X 從乳製品及綠葉蔬菜中取獲得鈣質
X 從陽光、強化食品及補充劑中取得維生素 D
■ 規律運動
■ 避免吸菸和限制酒精

目前沒有治療
骨質疏鬆症的方
法。所以為什麼
要取得大量鈣質
及維生素 D。它
們可以幫助您的
骨骼保持強壯。
如果您有風險，
請測試您的骨質
密度。如果您患
有骨質疏鬆症，
您的醫師可能會
建議用藥。請您
在下次就診時與
醫師討論骨密度
檢測。

超越健康照護。更好的自己。 7

進行大腸癌

篩檢
因為我們支持您，WellCare 可以自豪地聲明，我們正在和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合作，提高大家對大腸癌篩檢的認知。
我們合力可以做更多事情，鼓勵進行大腸及結腸癌篩檢，可以幫助預防大腸癌。具有一般
風險的患者應從 50 歲開始進行篩檢。當大腸癌很小時篩檢可以幫助找到大腸癌，而且可
能更容易進行治療。
您可以採取的最重要步驟之一，是和您的醫師討論關於可能適合您的不同篩檢選項及篩檢
計劃。篩檢選項包括 簡單居家測試。當您需要進行篩檢的時間，我們將寄發提醒給您。
用於篩檢大腸癌的測試，您不需要付任何費用。當您完成篩檢時，從 Healthy Rewards program
中，您可能有資格獲得禮卡。請致電 Healthy Rewards program，了解更多資訊。今天就致電，
電話： 1-888-283-8064。TTY 使用者請撥打 711。週一至週五早上 8 點到晚上 10 點，以及星期
六早上 10 點到下午 3 點，您可以撥打電話。
如要了解更多有關大腸癌的資訊，請造訪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網站 cancer.org 或撥打
1-800-227-2345。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未支持任何服務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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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ancer.org, “Colorectal Cancer,” 取自：https://www.cancer.org/cancer/colon-rectal-canc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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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管理
可以如何幫助您
Case Management (個案管理) 幫助
有特殊需求的會員。個案管理為
會員配對一位個案管理師。這些
個案管理師為註冊護理師 (RN) 或
有執照的臨床社工人員，可以幫
助會員處理像是下列的問題：





複雜的醫療需求
實體器官與組織移植
有特殊健康照護需求的兒童
鉛中毒

我們樂意為您提供幫助！請和我
們聯絡，瞭解有關我們計劃的的
詳細資訊。WellCare 工作人員成
員將會告訴相關資訊。這項免費
計劃讓您在週一至週五早上 8 點
到下午 5 點可找到 RN。

疾病管理
計劃 (DISEASE
MANAGEMENT
PROGRAM)
我們的疾病管理計劃為有某些健康問
題的會員給予協助。如果您患有以下病
症，您便符合此項計劃的資格：





氣喘
糖尿病
充血性心臟衰竭
(CHF)
冠狀動脈疾病
(CAD)






高血壓
心臟疾病
肥胖
戒菸

我們希望能幫助您管理您的健康。如果
您有上述任何狀況或想要加入本計劃，
請和我們聯絡。我們將會寄相關資訊給
您。您甚至可以從註冊護士獲得指導。

請
致電我們，以瞭解更多資
訊。
1-877-393-3090 (TTY 711)
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 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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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點心主意
想到健康 = 昂貴？再想一下。看一看這 10 個對您有
益的點心，也不傷您的荷包：

1
2
3
4
5
6
7
8
9
10

爆米花：您自己動手做，或選擇平淡、少鹽的。
迷你披薩：在全穀物英式鬆餅上加番茄醬及起司。
蘿蔔棒：只要加入您喜愛的沾醬－嘗試健康的鷹嘴豆泥。
什錦果仁能量棒 (T
(Trrail Mix)
Mix)：
：綜合花生、椒鹽捲餅及葡萄乾。
酸奶乾酪：上面加新鮮或罐頭水果。
香蕉：最簡單可邊走邊吃的水果。
全熟水煮蛋：自己煮，單吃或加入沙拉中。
蘋果及起司：將蘋果切片，搭配一片或一條低脂起司食用
將蘋果切片，搭配一片或一條低脂起司食用。
。
芹菜及花生醬：如果想要，可以加一些葡萄乾。
番茄及莫札瑞拉起司：切碎及灑上鹽及胡椒。

糖尿病及使用 STATIN 類藥物
您知道糖尿病會增加您罹患中風及心
臟病發作的風險嗎？因此，許多醫師會
針對糖尿病，開立特定種類的膽固醇
藥物，稱為 statin 類藥物。如果定期服
用，此類藥物可以減少您罹患心臟病發
作或中風的風險。
請確認您僅依照處方服用您的 statin－
即使您沒有看到或感覺不一樣。這對您
的心臟健康很重要。也要確認吃得健康
及運動。可能有助於預防未來的健康
問題。

不確定您是否正在使用 STATIN？這裡是一
些常開立的 statin 名稱：

ü Atorvastatin (Lipitor®)
ü Lovastatin (Mevacor®)
ü Pravastatin (Pravachol®)
ü Rosuvastatin (Crestor®)
ü Simvastatin (Zocor®)

您有糖尿病嗎？下次門診時請和您的醫師討論。

詢問 STATIN 是否可能適合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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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或撥
打電話

轉介

取得最新藥物承保資訊

您是否希望取得有關我們承保藥物的最新
資訊？請上我們的網站取得最新處方集。
網站也可協助您：
■ 得知我們最近新增的藥物

■

瞭解有關藥物要求或藥物
承保限制的變更

請注意，處方集內的許多原廠藥已於近期更換為
學名藥。如欲在網站上找到您所屬計劃的處方集，請上
www.easychoicehealthplan.com，並點選「搜尋藥物處方
集」。並在下一頁點選您所屬計劃的「藥物處方集搜尋工
具」連結。您將會前往藥物搜尋頁面。請按照該頁面的指
示操作。您也可使用會員 ID 卡背面的電話號碼來電詢問。

友人

若我們曾協助您，而
之後可能有您認識的
其他人符合 Medicare
資格且可受益於我們
的服務。
如果有這樣的情
形，請他們撥打
電話給我們
1-866-999-3945
(TTY 711)
週一至週日，早上
8 點至晚上 8 點，
討論他們在健康計
劃中的需求。

請務必聯絡您的

醫師
協助專線
致電
視頻重播
1-866-775-2192 1-855-628-7552
我們提供非利益資源，如食品、租金和
水電的援助。

請務必聯絡您的醫師，以便取得適合您
的照護。本資料無法取代醫師建議。其
為根據第三方資料來源。我們僅提供資
訊供您參考。本文件內容不代表 Easy
Choice 承保之福利。此外，Easy Choice
也不保證任何健康結果。您應檢視自己
的計劃，或致電會員服務部門，確認某
項服務是否有承保。
發生健康上的緊急事件時，請立即
致電 911 或您的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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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Box 6025
Cypress, CA 90630

BEWELL
健康和保健或預防資訊
WellCare Health Plans Inc. 是一個 HMO，帶有 Medicare 合約的 PPO 計劃。我們的 D-SNPs 已
與州 Medicaid 計劃簽訂合約。投保我們的計劃取決於續約情況。
本資訊並非福利的完整說明。若要瞭解更多資訊，請聯絡計劃。可能適用限額、共付額
及限制。福利、保費及/或共付額/共同保險金可能會於每年 1 月 1 日變更內容。處方集、
藥房網絡及/或服務提供者網絡可能隨時改變。在必要的時候，您將收到通知。我們的計
劃使用了一個處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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