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意識

2020 年秋季

參與環保！

幫助我們改變世界。您想
通過電子郵件獲得此簡報
和其他重要信息嗎？
請前往 cchealth.org/
green 或掃描二維碼。

流感疫苗和新冠肺炎 (COVID-19)

為什麼現在接種疫
苗比以往更重要
流感和 COVID-19 都可能會
讓您病得很重。兩者都會導致
住院乃至死亡。
CCHP 現在有 FACEBOOK
專頁了！ 請快來加入我們的
社群！請關注我們：facebook.com/
ContraCostaHealthPlan

●  今年秋季接種流感疫苗有助

命。今年接種流感疫苗可能會
於避免因流感住院，繼而「
讓您遠離醫院。疾病管制與預
降低患病率」。
防中心主任 Robert Redfield 醫
●  流感和 COVID-19 的症狀
學博士表示，這樣可以給感染
很相似。保護自己不得到流
COVID-19 的人騰出床位。
感有助於避免將流感病症和
請瀏覽 cdc.gov/flu/season/
COVID-19 症狀混淆的情況。 faq-flu-season-2020-2021.htm
從您可以幫助挽救更多生
以瞭解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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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ristin Burnett, 康特拉科
斯達縣公共衛生部免疫計劃經理
根據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DC)，每個年滿 6 歲以上的
人每年都應接種流感疫苗。

家庭健康

即使在疫情
期間也不可
錯過孩子接
種疫苗的
時間
各個家庭在疫情期間都著重於
保持健康。這是正確的做法。但
健康專家希望給父母一個重要的
提醒。預防 COVID-19 並不意味
著要錯過孩子接種疫苗的時間。
疫苗接種有助於保護各個年齡
層的兒童免受嚴重疾病的侵害。
其中包括百日咳和麻疹等疾病。
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建議兒童在
2 歲以前完成許多疫苗的接種。
儘管如此，疫情期間接種疫苗
的兒童似乎減少了。
安排孩子的疫苗注射
醫生診所都在採取措施，以確保
病人在進行體檢和接種疫苗期間
的安全。

哮喘治療方案
最新重要會員資訊

Contra Costa Health Plan（CCHP）
與公共衛生和地方能效計劃合作，獲
得了哮喘補助。這筆資金將用於提供
哮喘家訪服務。該計劃將每年招收 50
名患有嚴重哮喘的 CCHP 會員。這些
會員將會獲得各種哮喘治療服務。這
些服務包括哮喘和過敏專家的臨床治
療、有關哮喘和可能對哮喘產生影響
的家居環境的患者和家人教育，以及
輕微至中度的家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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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出生至 2
歲）
●  DTaP（白喉、破
傷風和百日咳）。
●  MMR（麻疹、腮
腺炎和風疹）。
●  水痘。
●  肺炎。
●  A 型和 B 型肝炎
●  小兒麻痺症。
學齡前兒童和學齡
兒童（3 至 10 歲）
●  DTaP（白喉、破
傷風和百日咳）。
●  MMR（麻疹、腮
腺炎和風疹）。
●  水痘。
●  小兒麻痺症。
若您覺得孩子接種疫苗的進度
可能錯過了，請與醫生聯繫。醫
生會向您提出孩子接種疫苗的建
議。您可以免費獲得這些預防保
健服務。
不同年齡層的兒童可能需要接種
下列疫苗：

社區衛生工作者將進行哮喘家訪，
其中包括：
●  哮喘教育。
●  討論可能對哮喘產生影響的家居環
境。
●  有關家庭用品（特殊吸塵機過濾器
和清潔用品）的建議。
由於 COVID-19，我們現在無法安
全進行家訪，因此目前將通過視頻進
行家訪。註冊護士會提供醫療個案管
理服務，包括將患者轉介到其他合適
的服務。家居改善將由兩個縣項目執
行。

請打電話給我們 877-661-6230

青少年（11 至 18
歲）
●  HPV（人乳頭狀瘤
病毒）。
●  腦膜炎。
●  Tdap（破傷風、白
喉、百日咳）。

心理健康

在疫情期間保持樂觀的態度
您會戴口罩，在公共場所與他
人保持 2 公尺（6 英尺）距離，
而且您每天都會清潔經常接觸
的表面。
但您為自己的心理健康做了什
麼？
根據美國心臟協會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快樂的人往
往擁有更健康的心臟。他們能
更好地處理壓力。積極的心態
可能會延長壽命。
那麼如何建立積極的人生觀
呢？以下是一些建議。
與朋友和家人保持聯繫。無
論是透過電話、社交媒體、還
是線上視訊聊天，經常和親人
保持聯繫可以向雙方傳遞快
樂。
重新安排您的生活。努力將目
前的情況視為關注自己和家庭
的一次機會。努力每天做一件
有意義的事。這會讓您感覺更
好。
保持您的正常作息。在相同的
時間起床和睡覺。規律飲食。
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換上乾
淨的衣服。保持正常作息會讓
您在疫情過後更容易回歸正常
生活。
保持房間乾淨整潔。讓不確定
止步於門外。保證屋子裡乾淨
整齊、有條不紊。
限制自己觀看和閱讀的新聞
量。要隨時瞭解情況，但不要
沉溺於無休止的媒體報導。
每天專注於可以帶來快樂的小
確幸。當一天結束，回想讓您
愉悅的所有瞬間。您對什麼心
存感激？您可以在日記中寫下
回答，以便再次翻閱。
花一點時間接觸大自然。去公

園散步。坐在池塘邊看鴨子划
水。研究表明，多接觸大自然
可以提高注意力、降低壓力水
平並改善情緒。注意在室外要

維持社交距離，身邊有人時要
戴上口罩。
其他資料出處：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重要會員通知

行為健康服務
我們希望您知道，作
為 Contra Costa Health Plan
(CCHP) 的會員，您的
Medi-Cal（加州醫療補助計劃）
福利計劃包括以下服務。行為
健康福利允許您要求心理學家
或行為學家提供的心理健康服
務。Contra Costa Health Plan 與
Contra Costa Behavioral Health
Services（Contra Costa 行為健康
服務）合作。行為健康服務包
括心理健康服務和支援，包括
但不限於心理健康和藥物濫用
障礙治療，還包括替代療法和
文化特定療法，以及同儕和家
庭支援服務。

CCHP 承保門診精神健康服
務，這些服務包括但不限於以
下各項：
●  精神病諮詢。
●  門診服務，包括化驗室檢
驗、藥物和必需品。
●  評估心理健康狀況的心理測
試。
●  監測藥物治療進展的門診服
務。
此外，我們鼓勵 Medi-Cal
會員撥打行為健康接通專線
888-678-7277。Contra Costa
Health Plan 商業計劃會員請
致電 877-661-6230，並選擇
選項 4。

請造訪我們 contracostahealthpl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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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 (COVID-19)

關於 新冠肺炎 (COVID-19) 的誤解和事實
現在到處流傳著關於 COVID-19
的錯誤資訊。要保持健康，最好
是遵循來自可靠來源的好建議。
事實：各個年齡層的人都有可
能感染 COVID-19。
若感染了這種病毒，任何人都
有可能會病得很重。老年人和
本身有特定健康狀況的人更有
可能出現嚴重的病症。但年輕
人可能會生病或將病毒傳染給
病得很重的人。
誤解：應該用紫外線 (UV) 燈
來消毒皮膚。
不應該用紫外線燈來清潔雙手
或是皮膚的其他部位。紫外線
會刺激皮膚。
誤解：在皮膚上噴灑漂白劑或
氯漂劑或直接飲用可以消滅冠
狀病毒。
不正確。漂白劑和氯漂劑可用
於消毒廚房流理檯等表面。但

是絕對不可以直接飲用或用在
皮膚上。這些物質食入時具有
毒性，還會損壞皮膚。
事實：即使感染了新冠病毒，
也可能不會馬上出現症狀。

醫生重新上門出診！
視訊診療讓您在舒適安全的家中與醫生交談
作者 Will Harper
視訊診療讓您在舒適安全的家
中與醫生交談。
現在您無需前往醫生診所就能
去看您的醫生或護理師。您甚
至不需要離開沙發！
僅需以下物品即可安排視訊診
療：
●  智能手機。
●  平板電腦。
●  配備相機的電腦。
您可以在預約時間與醫生「面
對面」交流。迄今為止，病人
喜愛視訊診療，並認為視訊診
4

療比電話問診更令人滿意。醫
生也喜歡視訊診療，因為他們
可以直觀看到病人的情況。比
起簡單的電話問診，這有助於
他們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
進行視訊診療前：
●  請下載 Zoom 應用程式。
●  會有護士在預約時間前來電，
以確保您已經準備好開始接受
診療！
安排視訊診療 請致電 800-

495-8885。或使用我們的患
者入口網站 MyChart！

請打電話給我們 877-661-6230

被感染的人可能需要 2 到 14
天才會出現症狀。
事實：接種肺炎和流感疫苗不
能預防感染新冠病毒。
這些疫苗不能預防感染新冠病
毒，這確實不假，但他們因為
其他原因，還是很重要。幾乎
每個年滿 6 個月以上的人都需要
每年接種流感疫苗。2 歲以下的
兒童、65 歲以上的成年人、吸
煙者和患有某些疾病的人也需
要接種肺炎疫苗。
誤解：抗生素可以對抗
COVID-19。
抗生素不能抵抗病毒。抗生素
只能對抗細菌。但如果您因為
COVID-19 而住院，醫生可能會
給您開一些抗生素，用以避免
您感染某些類型的肺炎。
資料出處：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最新重要會員資訊

重要藥房福
利變更！
從 2021 年 1 月1 日開始，您
將透過一項名為 Medi-Cal Rx 的
新州計劃獲得 Medi-Cal 承保的
處方藥（不再通過 Contra Costa
Health Plan（CCHP）提供）。
加州醫療保健服務部（DHCS）
現與新的承包商 Magellan
Medicaid Administration Inc.
（Magellan）合作提供 Medi-Cal
Rx 服務。
我是否需要更換藥物？
大多數人不需要更換藥物。
需要事先批准的藥物清單可能
與 CCHP 的清單不同。您的醫
生可能需要獲得批准才能重新
配藥。醫生可能會與您討論改
用不需要事先批准的藥物。
我可以使用現在的藥房嗎？
從 2021 年 1 月 1 日開始，

個案經理

大多數人都可以使用現在的藥
房。您可以撥打 800-541-5555
（聽障人士：800-430-7077）致
電 Medi-Cal 會員幫助熱線，
詢問您的藥房是否接受
Medi-Cal Rx。

您的 Medi-Cal 福利身份識別卡
(BIC) 可能看起來像這兩張卡中
的任何一張。從 2021 年 1 月 1
日開始，您將需要使用 BIC 才
能從藥房獲得 Medi-Cal 承保的
藥物。

有疑問，請聯繫您的醫生或在
週一至週五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
還有什麼不同？
撥打 877-661-6230 聯絡 Contra
從 2021 年 1 月 1 日開始，前
往藥房時，您需要攜帶 Medi-Cal Costa 健康計劃。
如果您對將收到的有關
福利身份識別卡 (BIC)。藥房將
Medi-Cal Rx 的信函有疑問或
使用該卡查詢您的資訊並為您
對 Medi-Cal Rx 有一般問題，
提供藥物。
請在週一至週五上午 8 點至下
如果您沒有收到 BIC，或者
午 5 點撥打 800-541-5555 聯絡
該卡丟失或被盜，可以致電
800-709-8348 向 Contra Costa 縣 Medi-Cal 會員幫助熱線。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後，
就業和人力服務部索取。
請撥打 800-977-2273 致電
Medi-Cal Rx 呼叫中心（每週
如果我有疑問怎麼辦？
7 天，每天 24 小時），或造訪
如果您在 2021 年 1 月 1 日之
www.Medi-CalRx.dhcs.ca.gov。
前對您的藥物或其他藥房服務

個案經理：
●   難以前去就醫、按時按量服藥或好
健康指南
好吃飯。
您需要醫療保健方面的幫助嗎？這正 ●  經常前往急診室（今年超過 3
次）。
是我們個案經理的職責所在。我們是
●  經常去醫院或不得不住院（今年超
由護士和社工人員組成的一支團隊。
過 2 次）。
我們的醫療保健專家可以幫助您獲得
●   難以維持穩定的住所，缺乏前去就
所需的醫護服務。他們會與您、您的
醫的交通工具，缺少食物，或可能
家任和醫生合作，以改善您的健康狀
危害健康的其他情況。
況。另外，他們可以直接為您聯繫當地
●   記憶力、心情、性格或行為改
所需的資源。Contra Costa Health Plan
變。
的會員可免費享有此項服務。我們透
●  需要密切觀察的健康問題。
過電話的方式提供此項服務。
●  關於照顧自己或親人的任何擔憂。
如果出現以下情況，請諮詢

立即來電

與個案經理取
得聯繫。請致
電 925-313-6887。
●  請留言。
●  務必告知我們可
以找到您的時
間。
●  我們會回電給
您。
●  您有權隨時拒絕
或停止這項服
務。

請造訪我們 contracostahealthpl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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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是違法的
Contra Costa Health Plan (CCHP) 遵守適
用的聯邦民權法律規定。CCHP 不因種
族、膚色、民族血統、年齡、殘障或性別
而歧視任何人或以不同的方式對待他們。
CCHP 提供以下服務：
向殘障人士免費提供各種援助和服務，
以幫助他們與我們進行有效溝通，如：
合格的手語翻譯員，以其他格式提供的
書面資訊（大號字體、音訊、無障礙電
子格式、其他格式）；向母語非英語的
人士免費提供各種語言服務，如：合格
的翻譯員，採用其他語言的資訊。如果
您需要此類服務，請聯絡 CCHP，服務
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電話號碼為
1-877-661-6230。或者，如果您在聽或說
方面有障礙，請致電 TTY（聽障專線）號
碼 1-800-735-2929。
如何提出投訴
如果您認為 CCHP 未能提供此類服務或
者因種族、膚色、民族血統、年齡、殘障
或性別而透過其他方式歧視您，您可以向
CCHP 提交投訴。您可以透過電話、書面
形式、親自前往或電子方式提出投訴：
透過電話：聯絡 CCHP，時間為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電話號碼為
1-877-661-6230。或者，如果您在聽或說
方面有障礙，請致電 TTY/TDD（聽障專
線）號碼 1-800-735-2929。

書面形式：填寫投訴表格或寫信，並
寄往：CCHP Member Appeals/Grievance
Resolution Unit, 595 Center Avenue, Suite
100, Martinez, CA 94553，或發送傳真到
1-925-313-6047。
親自前往：前往您的醫生辦公室或
CCHP，說明您要提出投訴。
電子方式：造訪 CCHP 的網站，網址
為：contracostahealthplan.org（轉到：
「Member Services」（會員服務）；按一
下「Grievance Form」（投訴表格）。
民權辦公室
您還可以透過電話、書面形式或電子方
式向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的
Office for Civil Rights（民權辦公室）提交
民權投訴：
透過電話：致電 1-800-368-1019。如果
您在聽或說方面有障礙，請致電 TTY/
TDD（聽障專線）號碼 1-800-537-7697。
書面形式：填寫投訴表格或將信函寄往：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Room 509F, HHH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201
投訴表格可在 http://www.hhs.gov/ocr/
office/file/index.html 獲取。
電子方式：造訪 Office for Civil Rights（民
權辦公室）投訴門戶，網址為：https://
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

Language Assistance/ 語言協助
LANGUAGE
ASSISTANCE/ Asistencia Lingüística
LANGUAGE
English ASSISTANCE/ Asistencia Lingüística

English
English
ATTENTION: If you
speak another language,
language
assistance services,
free of
ATTENTION:
ATTENTION: If
If you
you speak
speak another
another language,
language, language
language assistance
assistance services,
services, free
free of
of charge,
charge, are
are available
available to
to
charge,
are
available
to
you.
Call
1-877-661-6230
(TTY:
1-800-735-2929).
you.
1-800-735-2929).
you.
1-800-735-2929).
Español (Spanish)
Español
Español (Spanish)
(Spanish)
ATENCIÓN:
Si habla español, tiene
a su disposición
servicios gratuitos
de asistencia
ATENCIÓN:
ATENCIÓN: Si
Si habla
habla español,
español, tiene
tiene a
a su
su disposición
disposición servicios
servicios gratuitos
gratuitos de
de asistencia
asistencia lingüística.
lingüística. Llame
Llame al
al
lingüística. Llame al 1-877-661-6230 “2” (TTY: 1-800-735-2929).
1-877-661-6230
1-877-661-6230 “2”
“2” (TTY:
(TTY: 1-800-735-2929).
1-800-735-2929).
Tiếng Việt (Vietnamese)
Tiếng
Tiếng Việt
Việt (Vietnamese)
(Vietnamese)
CHÚcó
Nếu
nóitrợ
Tiếng
có các
trợ Gọi
ngôn
CHÚ
các
dịch
vụ
ngôn
ngữ
phí
dành
cho
số
CHÚ Ý:
Ý: Nếu
Nếu bạn
bạn nói
nói Tiếng
Tiếng Việt,
Việt,
cóÝ:
các
dịchbạn
vụ hỗ
hỗ
trợ
ngônViệt,
ngữ miễn
miễn
phídịch
dànhvụ
chohỗbạn.
bạn.
Gọi
số ngữ miễn phí
1-877-661-6230
(TTY:
1-800-735-2929).
dành
cho
bạn.
Gọi
số
1-877-661-6230
(TTY:
1-800-735-2929).
1-877-661-6230 (TTY: 1-800-735-2929).
Tagalog
Tagalog (Tagalog
(Tagalog ̶̶ Filipino)
Filipino)
PAUNAWA:
PAUNAWA: Kung
Kung nagsasalita
nagsasalita ka
ka ng
ng Tagalog,
Tagalog, maaari
maaari kang
kang gumamit
gumamit ng
ng mga
mga serbisyo
serbisyo ng
ng tulong
tulong sa
sa wika
wika nang
nang
walang
bayad.
Tumawag
sa
1-877-661-6230
(TTY:
1-800-735-2929).
walang bayad. Tumawag sa 1-877-661-6230 (TTY: 1-800-735-2929).
한국어
한국어 (Korean)
(Korean)
주의:
주의: 한국어를
한국어를 사용하시는
사용하시는 경우,
경우, 언어
언어 지원
지원 서비스를
서비스를 무료로
무료로 이용하실
이용하실 수
수 있습니다.
있습니다. 1-877-661-6230
1-877-661-6230
(TTY:
1-800-735-2929)번으로
전화해
주십시오.
(TTY: 1-800-735-2929)번으로 전화해 주십시오.
繁
繁體
體中
中文
文(Chines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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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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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7-661-6230
1-877-661-6230 (TTY:
(TTY: 1-800-735-2929)。
1-800-735-2929)。
Հ
ա
յ
ե
ր
ե
ն
(Armenian)
Հայերեն (Armenian)
ՈՒՇԱԴՐՈՒԹՅՈՒՆ՝
ՈՒՇԱԴՐՈՒԹՅՈՒՆ՝ Եթե
Եթե խոսում
խոսում եք
եք հայերեն,
հայերեն, ապա
ապա ձեզ
ձեզ անվճար
անվճար կարող
կարող են
են տրամադրվել
տրամադրվել լեզվական
լեզվական
աջակցության
ծառայություններ:
Զանգահարեք
1-877-661-6230
(TTY
(հեռատիպ)՝
1-800-735-2929):
աջակցության ծառայություններ: Զանգահարեք 1-877-661-6230 (TTY (հեռատիպ)՝ 1-800-735-2929):

Русский
Русский (Russian)
(Russian)
ВНИМАНИЕ:
ВНИМАНИЕ: Если
Если вы
вы говорите
говорите на
на русск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языке, то
то вам
вам доступны
доступны бесплатные
бесплатные услуги
услуги перевода.
перевода.
Звоните
1-877-661-6230
(телетайп:
1-800-735-2929).
Звоните 1-877-661-6230 (телетайп: 1-800-735-2929).
ﻓﺎرﺳﯽ
( ﻓﺎرﺳﯽFarsi)
(Farsi) 1-877-661-62
ﺑرای ﺷﻣﺎ
راﯾﮕﺎن ﺑرای
ﺑﺻورت راﯾﮕﺎن
زﺑﺎﻧﯽ ﺑﺻورت
ﺗﺳﮭﯾﻼت زﺑﺎﻧﯽ
 ﺗﺳﮭﯾﻼت،ﮐﻧﯾد
،ﻣﯽ ﮐﻧﯾد
ﮔﻔﺗﮕو ﻣﯽ
ﻓﺎرﺳﯽ ﮔﻔﺗﮕو
زﺑﺎن ﻓﺎرﺳﯽ
ﺑﮫ زﺑﺎن
اﮔر ﺑﮫ
 اﮔر:ﺗوﺟﮫ
:ﺗوﺟﮫ
1-877-661-62 ﺷﻣﺎ
TTY:
1-800-735-2929)ﺑﺎ
.ﺑﺎﺷد
ﻣﯽ
ﻓراھم
TTY: 1-800-735-2929) ﺑﺎ.ﻓراھم ﻣﯽ ﺑﺎﺷد
日
日本
本語
語 (Japanese)
(Japanese)
注意事項：日本語を話される場合、無料の言語支援をご利用いただけます。1-877-661-6230
注意事項：日本語を話される場合、無料の言語支援をご利用いただけます。1-877-661-6230 (TTY:
(TTY:
1-800-735-2929
)
まで、お電話にてご連絡ください。
1-800-735-2929 ) まで、お電話にてご連絡ください。
Hmoob
Hmoob (Hmong)
(Hmong)
LUS
CEEV:
LUS CEEV: Yog
Yog tias
tias koj
koj hais
hais lus
lus Hmoob,
Hmoob, cov
cov kev
kev pab
pab txog
txog lus,
lus, muaj
muaj kev
kev pab
pab dawb
dawb rau
rau koj.
koj. Hu
Hu rau
rau
1-877-661-6230
(TTY:
1-800-735-2929
).
1-877-661-6230 (TTY: 1-800-735-2929 ).
ਪੰ
ਪੰ ਜਾਬੀ
ਜਾਬੀ (Punjabi)
(Punjabi)
ਿਧਆਨ
ੰਜ
ਿਧਆਨ ਿਦਓ:
ਿਦਓ: ਜੇ
ਜੇ ਤੁ
ਤੁਸ
ਸ�� ਪ
ਪਜ
ੰ ਾਬੀ
ਾਬੀ ਬੋ
ਬੋਲ
ਲਦੇ
ਦੇ ਹੋ
ਹੋ,, ਤ�
ਤ� ਭਾਸ਼ਾ
ਭਾਸ਼ਾ ਿਵੱ
ਿਵੱ ਚ
ਚ ਸਹਾਇਤਾ
ਸਹਾਇਤਾ ਸੇ
ਸੇਵ
ਵਾਾ ਤੁ
ਤੁਹ
ਹਾਡੇ
ਾਡੇ ਲਈ
ਲਈ ਮੁ
ਮੁਫ
ਫਤ
ਤ ਉਪਲਬਧ
ਉਪਲਬਧ ਹੈ
ਹੈ।। 1-877-661-6230
1-877-661-6230
'ਤੇ
ਕਾਲ
ਕਰੋ
।
(TTY:1-800-735-2929)
(TTY:1-800-735-2929) 'ਤੇ ਕਾਲ ਕਰੋ।
ةﯾﺑرﻋﻼ
( ةﯾﺑرﻋﻼArabic)
(Arabic)
اﻟﺼﻢ
6230 ﺑﺮﻗﻢ
اﺗﺼﻞ ﺑﺮﻗﻢ
 اﺗﺼﻞ.ﺑﺎﻟﻤﺠﺎن
.ﻟﻚ ﺑﺎﻟﻤﺠﺎن
ﺗﺘﻮاﻓﺮ ﻟﻚ
اﻟﻠﻐﻮﯾﺔ ﺗﺘﻮاﻓﺮ
اﻟﻤﺴﺎﻋﺪة اﻟﻠﻐﻮﯾﺔ
ﺧﺪﻣﺎت اﻟﻤﺴﺎﻋﺪة
ﻓﺈن ﺧﺪﻣﺎت
 ﻓﺈن،اﻟﻠﻐﺔ
،اذﻛﺮ اﻟﻠﻐﺔ
ﺗﺘﺤﺪث اذﻛﺮ
ﻛﻨﺖ ﺗﺘﺤﺪث
إذا ﻛﻨﺖ
 إذا:ﻣﻠﺤﻮظﺔ
:ﻣﻠﺤﻮظﺔ
-877-661- 6230
ھﺎﺗﻒ اﻟﺼﻢ
(رﻗﻢ ھﺎﺗﻒ
 (رﻗﻢ1
1 -877-661.([1-800-7352929
:واﻟﺒﻜﻢ
.([1-800-7352929
:واﻟﺒﻜﻢ
�हं
द
�
(Hindi)
�हंद� (Hindi)
ध
यान
द�
:
य�द
आप
�हं
द
�
बोलते
ह�
तो
आपक
े
�लए
मु
त
म�
भाषा
सहायता
से
व
ाएं
उपलबध
ह�
।
1-877-661-6230
धयान द�: य�द आप �हंद� बोलते ह� तो आपके�लए मु त म� भाषा सहायता सेवाएं उपलबध ह�।1-877-661-6230
(TTY:
(TTY: 1-800-735-2929)
1-800-735-2929) पर
पर कॉल
कॉल कर�
कर�।।

ภาษาไทย (Thai)
เรียน: ถ า้ คุณพูดภาษาไทยคุณสามารถใช ้บริการช่ วยเหลือทางภาษาได ้ฟรี โทร 1-877-661-6230 (TTY: 1-800-735-2929).
ែខ�រ (Cambodian)
បយ័ត៖� បេរ ស
� ន
ិ �អ� កនិ�យ ��ែខ�រ, បស�ជំនួយខ�នក�� េ�យមិនគិ ត
�
ល គឺ�ច�នសំ�រ�រ�បេរ អ
� � ក។
ចូ រ ទូរស័ព� 1-877-661-6230 (TTY: 1-800-735-2929)
។ ພາສາລາວ (Lao)
ໂປດຊາບ: ້ຖາວ
່າທ
່ ານເົ ້ວາພາສາ ລາວ, ກາ ນ
ໍ ບິລການຊ
່ ວຍເືຼຫອ ດ
້ ານພາສາ,
ໂດ ່ຍ
ໍ ບເັສຽຄ
່ າ, ແມ
່ ນີມ ້ພອມໃຫ
້ ່ທານ. ໂທຣ 1-877-661-6230 (TTY: 1-800-735-2929)

重要會員通知

火災季節的準備
CCHP 希望我們的會員保持安
全，不僅僅是遵守 COVID-19 疫
情期間的「居家令」；我們還希
望您在火災季節做好準備。以下
是一些建議，可幫助您做好準備
應付火災緊急情況。
注意警告
您知道 Contra Costa 有一個社
區警報系統嗎？這個系統：
●  就即將對生命或安全造成威脅
的情況，向 Contra Costa 縣居
民發出警報。

●  發出警報的方式如下：警報

器、廣播、電視和有線電視、
電話通知／手機短信和電話
(在 cococws.us 註冊）、Twitter
和 Facebook 以及電子郵件。

我該怎麼做？
●  聽清楚信息，除非有危及生命
的情況，不要撥打 911。
疏散
當情況威脅到生命時，當局將
會下達疏散令。該命令將依法執

行。疏散的第一步驟是聽從有關
疏散的建議。
●  準備好您的家。
●  向鄰居問好。
●  尋找您的寵物。
●  預先裝載好您的汽車。遵循
六個 P 原則：people/pets
（人／寵物）、papers（文
件，即電話號碼、重要文
件）、prescriptions（處方）、
pictures（無可替代的照
片）、personal computer
（個人電腦，包括硬盤、
磁盤）、plastic（塑料，
即信用卡、ATM 卡、
現金）。
●  將您的汽車正面朝外停放，以
便於駛出。
●  當被告知要疏散時，請遵照指
示。
有關火災準備的更多信息，請

訪問 plan.readyforwildfire.org

社區諮詢委員會

作為您的健康計劃，我們鼓勵您加入管理式保健委員會
（MCC）的社區諮詢委員會。管理式保健委員會將協助解決
Contra Costa 縣居民的健康問題，以及促進提供者、消費者和社
區在討論和決策中提供反饋。此外，它還會向監事會、縣衛生局
局長和 Contra Costa Health Plan（CCHP）的行政總裁提出意見和
長期規劃建議。成員由監事會任命，任期 3 年，每年通過 Zoom
舉行 4 次會議。我們需要會員加入此委員會，以便您對 CCHP 可
以如何為 Medi-Cal 會員提供服務發表意見。請撥打 925-313-6004
致電 CCHP 行政部門以瞭解詳情。

健康意識

健康意識是專門為 CONTRA COSTA HEALTH PLAN 的會員發行的刊
物，地址為：595 Center Ave., Suite 100, Martinez, CA 94553，電話
號碼為：925-313-6000，網址為：contracostahealthplan.org。
健康意識包含普遍關注的教育健康資訊。發行目的並非提供醫療
建議，任何內容皆不得視為醫療建議。
健康意識也可能包含關於計畫福利的一般資訊。健康計畫福利各
不相同，若要瞭解特定福利計畫的資訊，請參閱您的承保範圍

Contra Costa Health
Plan 健康教育委員會

Contra Costa Health Plan 自豪
地宣佈成立健康教育委員會，作
為我們改善會員健康承諾的一部
分。我們正在改進我們的健康教
育計劃，希望確保我們的會員能
夠免費參加有關營養問題和各種
慢性疾病的課程，如哮喘和糖尿
病。我們希望您能參加這個委員
會。有關更多信息，請致電我們
的主線 925-313-6000。
總編輯
醫療主任
總經理

Elisa L. Hernandez, MPH
Dennis Hsieh, MD
Kevin Drury, MBA, CPHQ

(Evidence of Coverage) 說明書，或致電 877-661-6230 以聯絡
會員服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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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 copy in English, call 877-661-6230 (press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