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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是乳腺癌宣傳月
用乳房x光檢查挽救生命！
立即致電您的醫生詢問乳房X光檢查！

THE PULSE

保持聯繫。關注我們！

JAIME CAMIL
加入IEHP的

健康護理
活動
為幫助確保IEHP會員獲
得需要的預防性護理，
包括COVID-19和流感
疫苗，IEHP與LA Care和獲
獎演員Jaime Camil合作。

本期主題

擊倒

COVID-19 和

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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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期The Pulse特刊
中，Jaime Camil分享定
期檢查和健康護理探訪
為何對他本人、他的家人
和拉丁裔社區如此重要 。

免費產婦
陪護計劃
第4頁

IEHP會說

您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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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護理：
來自Jaime Camil的特別訊息

COVID-19疫情讓我們的世界天翻地覆。為了讓我們的
家人保持健康，我們當中有許多人將重要的就診延遲
了很長一段時間—尤其是我們這些拉丁裔社區的人。
我很榮幸加入IEHP，參與這項至關重要的工作，
以重新獲得我們需要的預防保健並恢復健康。
作為父親，我明白照顧好自己就是照顧好家人
的最佳方式之一。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提醒您立即致電您的醫
生以安排健康護理就診。這些年度檢查可
以提供重要的健康檢查和所需的疫苗，
例如COVID-19疫苗、您的年度流感疫
苗、兒童免疫接種等。為每位家人都安
排檢查會更好。— Jaime Camil

您知道嗎？

開發COVID-19疫苗並非「匆促行事」

儘管與過往其他疫苗相比，COVID-19疫苗的發布速度非常快，但它們都經歷了適當
的臨床試驗。在過程中沒有遺漏任何一步。為了應對危險的全球疫情，來自世界各地
的科學家、政府、企業和志願者密切合作，最終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開發出COVID-19
疫苗並獲得緊急使用批准。事實上，已有超過10萬人自願參加臨床試驗，以測試
COVID-19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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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VID疫苗拯救生命

戳！戳！ 2
擊倒COVID和流感

加州所有年滿12歲的人士無論移民或醫
療狀況為何，現在都可以獲得安全、免費
和有效的COVID-19疫苗。

對於想要接種疫苗的會員，IEHP 推薦
My Turn線上工具，網址：myturn.ca.gov。
My Turn線上工具是加州公共衛生局的
網站，屬於簡單的一站式網站，想要接種
COVID-19疫苗的人士可以：
安排第一次或第二次接種就診
安排家庭或團體就診

尋找您周遭的現場掛號診所
安排居家疫苗接種就診
安排交通工具

如果您無法連接網路，致電加州
COVID-19熱線1-833-422-4255.

對抗流感的最佳方式

作為IEHP會員，您知道每年接種流
感疫苗是對抗流感的最佳方式。隨著
COVID-19給我們社區帶來的威脅，
接種疫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表示，所有6個月大及以上的人士都應該
每年接種流感疫苗。流感疫苗是安全的，
不會讓您感染流感，而且副作用很小。以
下它的運作原理：
所有成年IEHP會員都可以在醫生的
診所或當地連鎖藥房（例如CVS或
Walgreens）免費接種流感疫苗。
兒童還可以在他們的IEHP醫生診所
免費接種流感疫苗。

了解更多資訊，請造訪www.iehp.org
並搜尋「fu shot」
（流感疫苗 ）
。

您知道嗎？

您可以同時接種流感疫苗和 COVID疫苗。

CDC現在已批准在接種COVID-19疫苗的同一天（以及彼此相隔14天之內）對兒童、
青少年 和成人（包括孕婦）使用常規疫苗。CDC官員希望這一消息能夠鼓勵人們及
時接種所有需要的疫苗，以及他們在過去一年中錯過的其他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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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給IEHP會員的免費產
婦陪護計劃

您懷孕了嗎？您想在懷孕期間和產後期間獲得免費的生理和情緒支持嗎？此免費產
婦陪護計劃提供給懷孕的IEHP會員。
如要註冊產婦陪護計劃，
請使用您的智慧型手機
掃描二維碼。

了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rchf.org/doulainfo

什麼是產婦陪護？

一位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支持您分娩，幫助應對意外，
可能幫助縮短您的分娩時間，減少恐懼、焦慮等等！

它如何運作？

Riverside Community Health Foundation將與IEHP合作，
為IEHP成員在生產前、生產期間和生產後提供陪護支持。
這是為居住在Riverside縣或San Bernardino縣的IEHP會
員提供的免費服務。
如需更多提供給懷孕會員的免費資源，請造訪
www.iehp.org 並搜尋「pregnant」
（懷孕）
。

您知道嗎？

建議在懷孕期間接種Covid疫苗。

如果您正在備孕或想在未來懷孕，請不要擔心。COVID-19疫苗對
您是安全的。
CDC主任Rochelle Walensky博士表示：
「疫苗是安全有效的，
當我們面臨具備高度傳染性的Delta變體，並在未接種疫苗
的孕婦中看到感染COVID-19的嚴重後果時，讓更多人接
種疫苗已經變得前所未有的緊急。」
CDC建議所有12歲及以上的人士接種COVID-19疫苗，包括
孕婦、哺乳期婦女、以及正在備孕或將來可能懷孕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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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KICK IT

CALIFORNIA戒菸！

想戒掉吸煙、吸電子煙或嚼煙草嗎？Kick it California – 以前被稱為加州吸煙者幫助專線) –
為您提供協助！
您可以透過電話、訊息、線上交談、行動應用程式等方式從Kick it California的專家處獲得免
費戒菸協助。
在循序漸進的幫助下永久戒菸，例如制訂戒菸計劃、處理誘因的技巧和其他支持。
如要開始戒煙，請聯繫Kick it California並提
供推廣代碼84：

致電：

1-800-300-8086（英語）
or 1-800-600-8191（西班牙語）

造訪：
kickitca.org
傳送訊息：「Quit Smoking」或

「Quit Vaping」至66819
「Dejar de Fumar」或
「No Vapear」至66819

如需更多免費資源幫助您戒菸，造訪
www.iehp.org並搜尋「Smoking」
（吸菸）
。

您知道嗎？

吸煙和吸電子煙會增加出現COVID-19併發症的風險。

在COVID疫情期間，無菸和無菸草對您的健康而言，與洗手和遮住口部一樣重要。研究表
明，如果吸煙者和電子煙者感染COVID-19病毒，他們住院或使用呼吸機的風險較高。
這是因為許多吸煙者和電子煙者已經有肺部問題，使他們更容易感染流感、肺炎和支氣
管炎。吸煙還會導致慢性阻塞性肺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和其他健康問題，如心臟病，這些問題可能會促使COVID-19引發嚴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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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資源

根據CDC的數據，自殺是2019年美國第十大死因。自殺對家人和朋友的影響可能是毀
滅性的，並可能產生連鎖反應，將損失和創傷擴大到整個社區。

雖然社交距離和檢疫隔離是幫助減少COVID-19傳播的必要步驟，但它們也會導致人們
感到孤立、孤獨和沮喪。在這樣的壓力時期，有些人甚至會產生自殺的念頭。
好消息是人們可以預防自殺，並且獲得協助。如果您或您所愛的人因有自殺念頭而陷入
危機，請尋求幫助：
• 協助熱線：(951) 686-4347

• 自殺防治: 1-877-727-4747（英語）| 1-877-628-9455（西班牙語）

• 希望熱線：1-800-784-2433

• 全國自殺防治熱線：1-800-273-8255

• 危機訊息專線：發送訊息「HOME」至 741741

了解更多關於自殺防治的資訊，請造訪：
up2riverside.org/support-suicide-prevention-awareness/

您知道嗎？

COVID也會影響心理健康。

過去的一年對很多人來說充滿挑戰。疫情帶來的長期壓力導
致了更多的行為健康問題，尤其是在兒童之間。一些兒童也
可能正在處理被稱為兒童期負面經驗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 的創傷。研究表明，有ACEs的人患有健
康問題的風險要高得多，例如藥物濫用、抑鬱、慢性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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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孩子下次接受健康護理或健康兒童就診時，與孩子的
醫生討論IEHP承保的ACEs篩查。

IEHP會說您

的語言

IEHP為經認可的醫療就診提供免費的口語翻譯。這表
示我們將免費向您醫生的診所派遣一名訓練有素的口
譯員，這樣一來那裡就有人員會使用您和您家人的語
言。我們為大多數語言提供這項服務，包括美國手語。

Hola.

IEHP會員，請不要試圖翻譯醫生向您的家人提供的醫
療詳細資訊。這對他們的健康非常危險。

如果您需要語言翻譯，請您至少在下次就診前5天致
電IEHP會員服務部。要取消您的請求，請您至少在就診
前2天致電取消。電話號碼位於您的IEHP會員卡背面。

您知道嗎？

您可以每週7天、每天24小時獲得醫療建議

想像一下，夜深了，你一個人在家。您感覺不舒服，並且當您有需要
的時候，您不確定該怎麼做或需要去哪裡獲得護理。是COVID-19
嗎？是流感嗎？還是其他疾病呢？您能做什麼呢？您醫生的診所
已經下班了！

致電IEHP的24小時護士諮詢熱線。我們訓練有素的護士可以直
接透過電話提供醫療建議。他們還可以幫助指導您獲得所需的
照顧，無論是您附近的緊急護理中心，還是透過影片或電話交談
與醫生進行另一次通話。
請致電1-888-244-3447。TTY使用者應致電
1-866-577-8355 或者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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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Box 1800
Rancho Cucamonga, CA 91729-1800

有疑問？

致電IEHP會員服務處
1-800-440-IEHP (4347)
1-800-718-IEHP (4347) TTY使用者專線
上午8點 — 下午5點 | 週一至週五
www.iehp.org
IEHP complies with applicable Federal civil rights laws and does not discriminate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r, national origin, age, disability, or sex. ATTENTION: If you speak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language
assistance services, free of charge, are available to you. Call 1-800-440-4347 (TTY: 1-800-718-4347). IEHP cumple con las leyes federales de derechos civiles aplicables y no discrimina por motivos de raza, color,
nacionalidad, edad, discapacidad o sexo. ATENCIÓN: si habla español, tiene a su disposición servicios gratuitos de asistencia lingüística. Llame al 1-800-440-4347 (TTY: 1-800-718-4347). IEHP遵守適用的聯邦民權法
律規定，不因種族、膚色、民族血統、年齡、殘障或性別而歧視任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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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440-4347 (TTY: 1-800-718-4347)。IEHP tuân thủ các luật dân quyền
hiện hành của Liên Bang và không phân biệt đối xử trên cơ sở chủng tộc, màu da, nguồn gốc quốc gia, tuổi tác, tình trạng khuyết tật hay giới tính. LƯU Ý: Nếu quý vị nói một thứ tiếng khác không phải là tiếng Anh, chúng
tôi có sẵn dịch vụ hỗ trợ ngôn ngữ miễn phí cho quý vị. Xin gọi số 1-800-440-4347 (TTY: 1-800-718-4347).
©2021 Inland Empire Health Plan. 保留所有權利。MK-21-228818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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