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約探訪護士服務	
首選 整體計劃 
(VNSNY CHOICE Total) 
(HMO D-SNP)
二合一 紅藍卡 Medicare 與白卡 Medicaid  
計劃專爲需要長期護理的紐約人提供

	

紐約探訪護士服務首選整體計劃 (VNSNY  
CHOICE Total) 是一項與 Medicare 簽有合約的 
HMO D-SNP 計劃。此計劃還是一項與紐約州 
衛生部簽有合約的 Medicaid Advantage Plus 
計劃。能否在紐約探訪護士服務首選整體計劃 
(VNSNY CHOICE Total) 註冊參保視合約續簽情 
況而定。

紐約探訪護士服務首選計劃 (VNSNY CHOICE) 
保健計劃遵守聯邦民權法。紐約探訪護士服務  
首選計劃不會基於種族 、 宗教信仰 、 膚色 、 
原國籍 、 年齡 、 殘障 、 性別 、 性取向 、 
性別認同或性 別表現排除任何人或以不同的 
方式對待任何人。

以下是一些新福利：

�	 每年最多 $1,584 的非處方 (OTC) 用
品和雜貨物品 

�	 每年 $300 的眼鏡
�	 遙距醫療服務

您可從一個您熟悉和信任的機構
獲得所有福利：紐約探訪護士服務

2021 紅藍卡 MEDICARE

紐約州衛生局
 (NY STATE DEPT. OF HEALTH)*

4 星(最高評級為 5 星)

紐約探訪護士服務首選 整體計劃  
(VNSNY CHOICE Total) 被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以及紐約州衛生部評 
為 4 星。* 星數越高意味著醫療計劃效果更好， 
而 5 顆星是最好的。

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致電
CHOICE Total：
1-718-4CHOICE (1-718-424-6423)
(TTY: 711)
10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每週 7 天， 
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週一至週五， 
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

或瀏覽 vnsnychoice.org

您也可致電 CHOICE 服務代表

*《2019 年紐約市管理式長期護理消費者指南》， 
紐約州衛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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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讓您安心的計劃就是

住在您所愛的家裡。

留在您熟悉的社區裡。

這是專為您設計的保健計劃。 

如果您需要幫助以在家中安全生活，紐約探訪
護士服務首選整體計劃 (VNSNY CHOICE Total) 
可以讓您更輕鬆地獲得所需的護理。該二合一
計劃結合 Medicare 和 Medicaid 長期護理計
劃，專門服務日常生活（例如洗澡、烹飪、穿衣
和散步）中需要持續幫助的人們。

福利包括：

� $0 的計劃保費

� $0 的醫療護理共付額

� $0 的不限次數前往醫療約診地點的
載送服務

� $0 的專業護理、個人照護服務、復健
治療等

�	 消費者主導個人援助服務 (CDPAS)

我們還會確保您能繼續獲得您的醫生、專科醫
生和居家保健助理提供的服務！*

2021 年整體計劃 (Total)  
的全新福利
為幫助您在自己家中安全地生活，整體計劃 
(Total) 設立了一些新福利。

以下是紐約探訪護士服務首選整體計劃  
(VNSNY CHOICE Total) 提供的部份福利

月月月月月月 $0**

Medicare A 月月月 B 月月月月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0**

Medicare D 月月月月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0**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OTC) 月月 月月 $1,584/月月月$132/月月月 

月月 $0月月月 30 月月月

月月月月/月月 $0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300/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月月月月月月 $0

月月 $0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月月月月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0

月月月月 <40>月/月月

月月月月月月月 $0

月月月月月月 月月 $50,000/月月月月月月月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2021 年福利概述

月繳計劃保費 $0

Medicare A 部份與 B 部份服務 
（包括醫生、醫院、診所、實驗室）

$0

Medicare D 部份服務 
（品牌和普通處方藥）

$0* 

非處方 (OTC) 用品和雜貨物品 最多 $1,584/每年（$132/每月） 新

針灸 $0，最多 30 次/每年和更多** 新

眼科檢查/眼鏡
$0 的常規眼科檢查，$300/每年的 
眼鏡（鏡框和鏡片）或隱形眼鏡

新

遙距醫療服務 $0 新

牙科 $0 常規和預防保健

載送服務 不限次數載送至醫療約診地點 
（計劃核准的地點）

長期服務與支援（包括䕶理員、 
護士和社工）

$0

物理治療 $0

成人日間護理中心 $0

全球範圍承保
最多 $50,000/每年的緊急醫療 
服務和急症護理服務

*只要提供者在我們的網絡內。 **Medicare 承保的針對慢性下背痛的額外針灸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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