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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本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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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與糖尿病共存如何與糖尿病共存

好消息 – 現在可在線上追蹤

和管理您的健康資料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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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治療管理藥物治療管理 

敬請留意

重要的會員調查問卷

敬請留意

國家老齡委員會的  

數據顯示，每 11 秒

就有一名老年人  

因摔傷而前往急診室

接受治療。

國家老齡委員會的

降低跌倒後嚴重受傷的風險降低跌倒後嚴重受傷的風險 
做好預防措施能讓您免於前往急診室，甚至能挽救您的生命。

盡量做到以下幾點：

做好預防措施能讓您免於前往急診室，甚至能挽救您的生命。

•  隨身攜帶手機或個人緊急應答系統 (PERS)。

•  若有需要請使用手杖或助行器。

•  盡量多運動來保持體魄強健，並保證充足的睡眠。

•  定期對視力和聽力進行評估。

•   與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交談，詢問您服用的藥物是否會導致

您頭暈、睏乏或困惑。

•   穿著帶有防滑橡膠鞋底的低跟鞋履。

•   移除有絆倒危險的雜物並增強家裡的照明。

•  為樓梯安裝扶手，在浴室裝設安全扶手。

跌倒的後果可能會很嚴重。提前制定好一份預防跌倒的計劃，增加可控性，然後將該計劃您的家人和

鄰居分享。給您信任的人一副備用鑰匙，以防發生緊急情況。

參考文獻：nia.nih.gov/health/prevent-falls-and-fra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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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與糖尿病共存如何與糖尿病共存
患有糖尿病並不妨礙您過上健康的生活。一些簡單的生活習慣可助您降低心臟、血管、眼睛、腎臟和

神經發生併發症的風險。

每日膳食指南每日膳食指南 

•  遵循以下膳食原則

o  多吃精益蛋白質和不含澱粉的蔬菜

o  多吃高纖維碳水，如豆類和燕麥片

o  多吃能降低血糖的水果，如葡萄柚和藍莓

o  控制含鹽、油炸和含糖食物的攝入量

運動

盡量一週鍛鍊 5 天，每次持續約 30 分鐘，但是在一週的大部分時間內盡量多運動即可。可以考慮散步、

椅上瑜伽和水中健身操。

留意您的血糖水平

透過檢測血糖值，服用口服藥物和/或注射胰島素（遵醫囑）積極參與您的糖尿病護理事宜。

每年（或按照醫生的建議）糖尿病患者需透過與醫療服務提供者預約就診來控制他們的病情。

到您的主治醫生處就診並討論：

•  您的體重

•   詢問關於藥物、運動、飲食和自我照護方面的問題

•   驗血結果

重視眼睛和足部健康

每年都要讓眼科醫生做糖尿病眼科檢查並接受足科醫生的糖尿病足部檢查。

好消息 – 現在可在線上追蹤和管理您的健康資料

若您使用手機或其他裝置上的健康應用程式來管

理您的藥物或追蹤健康篩檢結果，我們有好消息

與您分享。現在，無需手動添加資料即可進行健

康應用程式的資料更新。 

CHOICE 與  1upHealth 攜手合作，讓您以盡可能安

全和簡單的方式透過應用程式查閱您的 CHOICE 健
康資料。為此，我們建立了一個網頁，幫助您瞭

解如何透過應用程式分享您的 CHOICE
資料，哪些應用程式可以查閱您的資

料，並且當您授權健康應用程式查看您的健康資

料時，需要考慮哪些關於隱私的問題。

請前往 vnsnychoice.org/healthdata，瞭解關於

透過應用程式查閱您的 CHOICE 健康資料的更多

資訊。

流感季到了，您做好防護了嗎？
在流感季，接種流感疫苗是您與家人預防流感的最佳方法。我們推薦您接種流

感疫苗、COVID-19 疫苗以及加強劑，從而獲得最大程度的保護。請立即致電

您的照護團隊，查找離您最近的接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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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留意您的血糖水平

到您的主治醫生處就診並討論： 

重視眼睛和足部健康

流感季到了，您做好防護了嗎？

好消息 – 現在可在線上追蹤和管理您的健康資料

http://vnsnychoice.org/healthdata


  

 

 

 

  

藥物治療管理藥物治療管理

若您患有三種或以上的慢性疾病，您可能正使用

一種或多種藥物。為了幫助您安全用藥，CHOICE 
將致函並邀請您參加我們的藥物治療管理藥物治療管理  (MTM) 
計劃。

您需要瞭解的資訊：您需要瞭解的資訊： 

•  MTM 是一項免費提供的服務。

•   我們將定期審查您的藥物，確保您同時服用幾種

藥物是安全的。

•   如發現問題，我們將與您和您的藥房和/或醫生

聯絡，對您的處方進行調整。

•   每年，我們將向您致電並就您的用藥情況進行約

30 分鐘的交談。

MTM 有助於您瞭解您使用的藥物之間存在何種相

互作用，以及如何安全用藥。儘管您可以選擇不

加入 MTM，但如果您收到邀請，我們鼓勵您加入

計劃。歡迎來電瞭解詳情。

為您下次的面對面醫生就診做好準備為您下次的面對面醫生就診做好準備

前往醫生處就診是您保持健康的重要環節。在醫生

診室接受體檢、進行心臟和肺部的聽診、測量血壓

和接受血液檢查，仍是您獲得照護的最佳方式。

以下建議和提醒可以幫助您更輕鬆地完成下次面對

面就診： 

•   提前安排約診。預約的人很多，所以要約到一個符

合您行程安排的時間，您可能要等久一點。

•   詢問診所指引，如平均等候時間、等待區的人數限

制和 COVID-19 的安全準則。

•   提前寫下您要與醫生討論的問題和擔憂。

•   就診前後記得洗手。

敬請留意重要的會員調查問卷敬請留意重要的會員調查問卷 

2022 年初，我們可能會要求您（透過郵寄或電話）填寫健康照護提供者

及系統之消費者評估調查問卷 (CAHPS)。CAHPS 是一份匿名問卷，旨在

評估您對 VNSNY CHOICE Total 服務的滿意度。填寫這份調查問卷絕不會

影響您的福利。歡迎分享您的觀點，幫助我們為您提供更好的服務！

在此提前感謝您完成該調查問卷，並成為 CHOICE Total 的會員。若您有任何疑問， 

請致電 1-866-783-1444 (TTY: 711)，服務時間為早上 8 點至晚上 8 點，每週 7 天。 

VNSNY CHOICE Health Plans 遵守聯邦民權法規。VNSNY CHOICE Health Plan 不會因種族、宗教、膚色、

原國籍、年齡、殘障、性別、性取向、性別認同或性別表達而將人拒之門外或予以差別對待。 

ATENCIÓN: si habla español, tiene a su disposición servicios gratuitos de asistencia lingüística. Llame al 
1-866-783-1444 (TT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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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6-783-1444  (TT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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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SNY CHOICE 
220 East 42nd Street, 3rd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vnsnychoice.org 

CHOICE Total 照護團隊：照護團隊： 
1-866-783-1444 (TTY: 711)
每週 7 天，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  

載送服務提醒載

如需安排載送服務，請致電 1-877-718-4219 (TTY: 711)，
至少提前  48 小時預約，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

如果您發現任何可疑行為，

請告訴我們。

如果您發現任何可疑行為，

VNSNY CHOICE 致力於發現並阻止醫療保健

計劃中存在的任何欺詐、浪費或濫用行為。

匿名舉報匿名舉報 

VNSNY CHOICE 合規熱線：1-888-634-1558。  
提交線上舉報請前往：vnsny.ethicspoint.com。 
瞭解更多資訊請前往： 

vnsnychoice.org/compliance-program。

健康早餐雞蛋瑪芬健康早餐雞蛋瑪芬

這 個 瑪 芬 杯 早 餐 有 益 心 臟 健

康，也很適合糖尿病患者！您

可按照喜好加入大塊火雞或火

腿來增加蛋白質，或加入其他

蔬菜。製作 12 份。

食材 

• 12 顆大雞蛋

• 1/4 杯脫脂奶

• 1 杯切碎的新鮮菠菜（若無

新鮮菠菜，解凍 10 盎司冷

凍菠菜亦可）

• 3/4 杯切碎的番茄

• 1/2 杯洋蔥粒

•  牛油果切片，莎莎醬，或

乳酪備用

做法 

• 將烤箱預熱至 350°F。用烹飪噴霧油在瑪

芬盤內塗油。

• 將雞蛋打到一起，添加脫脂奶和 1/2 茶匙胡

椒。邊攪拌邊加入菠菜、番茄和洋蔥。

•  倒滿 12 個瑪芬盤杯，放入烤箱烤 20 至

25 分鐘，等雞蛋熟透即可。

•  將瑪芬從烤箱中取出，放置冷卻 5 分鐘。

用小刀讓瑪芬脫模。

• 在瑪芬頂部放上切好的牛油果，厚抹一

層莎莎醬或撒上乳酪。

內文...內文... 如何與糖尿病共存

送服務提醒

  

請告訴我們。 

http://vnsnychoice.org
http://vnsny.ethicspoint.com
http://vnsnychoice.org/compliance-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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