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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医疗保健为您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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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您需要的保健，最大限度发挥健康
保险的作用。Destination Health 拥有
各种工具、掌握着大量信息，帮助您从
健康保险和医疗保健中获益。

请阅读此宣传册或瀏覽我们的网站了
解：

 | 您为医疗保健支付了哪些费用

 | 您购买的健康保险包括哪些服务

 | 如何享受医疗保健

 | 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获取正确
的保健的重要性

您还可瀏覽  
www.DestinationHealth.me  
观看视频、获取其他资源

关于 Destination Health



2 让医疗保健为您造福 

您可以在生病时使用健康保险享受保健，然而，通过保健让
您保持健康更加重要。

通过定期体检、牙科检查和视力检查，您有机会询问有关健
康方面的问题、了解您患某些疾病的风险并检查出容易忽视
的症状。定期体检有助于查出问题并在其发展严重之前进行
治疗。

您的健康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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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预防性服务

预防性保健非常重要，这些服务每年提供一次，不需
要另外付费。这意味着您无需支付挂号费或个人承担
部分。即使您未达到当您的免赔额度也是如此。 

 | 计划生育
 | 血压检查
 | 乳腺癌检查（乳房 X 光检查） 
 | 胆固醇检查
 | 结肠直肠癌检查
 | 抑郁症检查 
 | 糖尿病检查 
 | 吸毒、饮酒和吸烟咨询
 | 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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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购买了健康保险，您一定要享受您需要的保健，最大
限度发挥健康保险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您的最佳选
择是前往社区的医生办公室、门诊部或急诊部。通常，您
在医生办公室或门诊部支付的治疗费用较低、无需花时间
在候诊室等待。

何时去急诊室 (ER)

如果出现真正紧急的情况，请
前往急诊室。如果您没有时间
打电话，并且情况十分紧急，
您应前往急诊室。另外，如果
您不确定去哪里治疗，请致电
医疗服务人员或您保险公司的
咨询护士询问。 

如何享受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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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医疗保健的步骤如下：

1. 确定您需要哪种医疗服务人员。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医疗

服务人员。有些是致力于某些类型疾病的医生（专家）

，有些是针对一般问题的医生，有些是医师助理或护师

士（他们不是医生，但是的确受过许多训练，可以提供

非常好的医疗保健服务）。

不同种类的主治医师

 | 普通全科

 | 家庭全科

 | 内科

 | 產科/婦科（仅妇女保健） 

 | 老年病科（老年人） 

 | 儿科（儿童） 

 | 护师

 | 医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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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您的各种需求，选择您希望的一类人员作为您的主治
医师 — 或主要医疗服务人员。另外还要考虑其他一些问
题，例如您希望您医师的办公室位于何处？您是否需要夜
间或周末服务时间？您是否希望您的医师会讲某种语言？
您是否希望您的医师与您性别相同？ 

2. 找出接受您保险的医师。其次，找出符合您的要求并接
受您的健康保险的医疗服务人员。您可致电保险卡上的
会员服务号码或瀏覽保险公司网站找到这些内容。列出
候选名单并按顺序排列。您可对他们进行研究，阅读评
论、与朋友和家人进行讨论征集建议，找出您最喜欢的
人选。

3. 选择医师并进行预约。不要等到生病时再预约；立即致
电医师办公室进行预约。如果您是新病人，有可能需要
等待一两周才能见到医师。当您致电安排预约时，告知
对方您是新病人，并确认他们接受您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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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赴约。为您选择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类型的医疗服务人员
并熟悉此人，从而自然地找他或她满足您的医疗保健需
求。为您的首次约会做好准备，考虑您的健康目标以及
您的个人和家庭健康史。您的约会可能很短暂。赴约前
准备好您的问题和关注点，充分利用与医疗服务人员见
面的时间。如果您不喜欢此医师，可重复步骤 2 和 3 更
换医师。

5. 至少每年体检一次，确保您保持健康并及早发现任何问
题。请记住，年度体检不会产生任何额外费用。

您应选择一名主要医疗服务人员或主治医师，但是，您也可
以在其他地点获取健康服务。查阅本宣传册后面的页面，了
解您和您的家庭在何处获取治疗。

如需观看有关本主题的视频，您可瀏覽 
www.DestinationHealth.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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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购买了健康保险，您就消除了后顾之忧。如果您需要
急救或需要去医院时，您的花费就会降低。您需要就医时花
费也会较低。您买药时花费也会降低。但是，一定要了解您
的健康保险计划的优点以及它包括的服务内容，因为各个保
险计划的内容各有不相同。

在马里兰州，所有私人保险计划必须支付某些基本服务；它
们也称作基本健康福利。

健康保险：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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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健康福利

 | 就医

 | 住院

 | 急救

 | 产科护理与新生儿护理

 | 儿科护理（儿童） 

 | 儿童牙医就诊

 | 儿童视力护理

 | 处方药 

 | 实验室检测

 | 精神医疗保健

 | 物质滥用治疗

 | 预防性保健/体检（不另外收费） 

 | 疾病管理（不另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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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基本福利范围内，有一些限制条件。例如，许多处方
药都非常相似。一家保险公司有可能包括一种药品，而不包
括另一种。因此，医生开药时，一定要确保这种药品在您的
保险支付的药品清单中（所谓的处方一览表清单）。

另一个例子是检测。所有保险都包括实验室检测，但是，您
的保险公司有可能每年对某些检测只支付一次。

您如何知道您的保险会支付哪些治疗？要了解保险包括哪些
治疗、检测和药品，请致电您保险卡上的会员服务号码。这
是进行任何重要或昂贵治疗之前必须采取的重要步骤。

您如何知道每一次治疗过程会花费多少？在马里兰州，所
有住院治疗过程的费用均由州政府机构规定。您的治疗过程
花费多少取决于您保险计划中的挂号费和个人承担部分以及
是否超过免赔额度。如需观看有关本主题的视频，请瀏覽 
www.DestinationHealth.me，您也可阅读下一部分：用金
钱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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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险非常复杂，但也非常有价值。
您为健康保险和医疗保健所支付的费用
有助于您对它有一个初步认识。您通常
有三种基本支付方式。

保险费：这是您必须定期向您的保险公
司支付的金额。它类似于会员费。每月
按时支付这项费用非常重要。如果漏
付，您将失去保险。

挂号费：这是您在获取健康服务时支付
的金额。健康服务可以包罗万有，包括
就医到取处方药的整个范围。挂号费为
固定金额，具体取决于服务的类型：看
主治医师、看专科、药品、急诊或住院
等。一般号费在 $5 至 $30 之间，因服
务不同而异。急诊和住院挂号费非常昂
贵。它们有可能高达 $300。保险卡上
列出了挂号费的金额，如果您不了解挂
号费的数额，可致电会员服务号码寻求
帮助。

用金钱衡量：您为医疗保健支付了哪
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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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承担部分：这也是您在获取健康服务时支付的金额。它
是服务总费用的一部分，数额不固定。总费用的其余部分将
由您的健康保险负担，但是，只有在您要支付的部分超过免
赔额度之后，保险公司才会支付这些费用。如果您的健康保
险不承担某项服务，该费用将由您承担。

免赔额度：在您的保险公司开始支付之前，这是您每年必须
支付的金额。接受健康服务时，您要支付挂号费。该服务的
总费用减去挂号费金额，然后由您的保险公司负担。如果您
当年的付款已经超过免赔额度，保险公司支付其余部分，整
个过程结束。如果您的付款未达到免赔额度，您的保险公司
不会支付其余部分，您的医疗服务人员将向您收取这部分费
用。您的保险公司会跟踪这些金额，因此，他们知道您何时
达到免赔额度、他们何时开始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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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赔额度 $300

服务 1:  
就医
挂号费
由保险公司支付的余额

 
$   75 
$ - 10
$   65

 
 

$ - 10
$ 290

服务 2:  
X 光 
个人承担部分 (20 %) 
由保险公司支付的余额

 
$ 290 
$ - 58
$ 232

 
 

 
 

$   - 58
$ - 232
$       0

服务 3:  
理疗 
个人承担部分 (20 %)
由保险公司支付的余额 

 
$ 250 
$ - 50
$ 200

 
$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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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免赔额度

保险公司拒绝支付。由您支付。 您的付款已到达您的
免赔额度。

保险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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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月度保险费较低的保险计划具有较高的免赔额度，您
每年的付款必须达到此额度，然后保险公司才开始付款。保
险费较高的计划具有较低的免赔额度。

挂号费与个人承担部分：

您为健康服务支付的挂号费比您为健康服务支付的
个人承担部分更容易了解。对于挂号费，您支付固
定金额，与服务的费用无关、与是否达到免赔额度
无关。对于个人承担部分，您支付总费用的一个百
分比。 

请记住，您的保险卡是您获取保健的门票。务必随身携带保
险卡，从而方便您在需要健康服务时使用。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观看有关本主题的视频，您可瀏覽  
www.DestinationHealth.me.



 www.DestinationHealth.me    15

定期体检有助于查出问题并在其发展严
重之前进行治疗。体检通常称作预防性
保健，因为体检有助于防止您生病或在
健康问题发展严重之前得到解决

下面是您可采取的几个简单步骤，方便您
从体检中获取最大好处： 

1. 考虑您的个人医疗保健目标。您

希望通过医疗保健就医达到什么目

的？ 

2. 列出问题清单或您希望在约会中讨

论的事项清单。

3. 找出您的个人健康史资料。

 | 过敏

 | 现有疾病

 | 接种记录

 | 童年时期的疾病

为体检做好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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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术 

 | 个人习惯（例如，运动习惯、饮食习惯、吸烟和饮
酒）

4. 找出您的家庭健康史资料。例如，您的任何近亲是否患

过：

 | 癌症 
 | 心脏病
 | 中风
 | 糖尿病

5. 做好笔记，这有助于您记住您与医疗服务人员的讨论内

容。

6. 请记住，这是您自己的约会。您可随意询问任何问题，

并在不理解时要求您的医疗服务人员重复说明。

无论是体检还是就医，您都有可能需要在事后前往实验室进
行检测或服药等。约会结束之前，确保您已经了解下一步要
做什么。如果您不确定，不要担心，尽管提问即可。

如需观看有关本主题的视频，您可瀏覽 
www.DestinationHealth.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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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选择一名主要医疗服务人员或主治医师，但是，您也可
以在其他地点获取健康服务。许多医生办公室和门诊部都会
要求您去其他地点取药、进行实验室检测和检查。您也可以
去特殊疾病治疗专家处就医。

使用本表格，记录您和您的家庭在何处获取治疗。

医师姓名：
就医地点（例如门诊部名称）：

地址： 
        街道 城市 州 邮编

电话：
接听电话服务：
营业时间：

我
的

医
师

医师姓名：
就医地点（例如门诊部名称）：

地址： 
        街道 城市 州 邮编

电话：
接听电话服务：
营业时间：

配
偶

/伴
侣

的
医

师
我的医疗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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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姓名：
就医地点（例如门诊部名称）：
地址： 
        街道 城市 州 邮编 

电话：
接听电话服务：
营业时间：子

女
的

医
师

（
儿

科
医

师
）

药店名称 (例如, CVS, RiteAid, Giant)  

药剂师：
地址： 
        街道 城市 州 邮编

电话：
营业时间： 

药
店

专长：
谁的医师：（哪位家庭成员找此专家就医） )  

医师姓名：
就医地点（例如门诊部名称）
地址： 
        街道 城市 州 邮编

电话： 
接听电话服务：
营业时间：

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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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长：
谁的医师：（哪位家庭成员找此专家就医） )  

医师姓名：
就医地点（例如门诊部名称）
地址： 
        街道 城市 州 邮编

电话： 
接听电话服务：
营业时间：

专
家

专长：
谁的医师：（哪位家庭成员找此专家就医） )  

医师姓名：
就医地点（例如门诊部名称）
地址： 
        街道 城市 州 邮编

电话： 
接听电话服务：
营业时间：

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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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长：
谁的医师：（哪位家庭成员找此专家就医） )  

医师姓名：
就医地点（例如门诊部名称）
地址： 
        街道 城市 州 邮编

电话： 
接听电话服务：
营业时间：

专
家

专长：
谁的医师：（哪位家庭成员找此专家就医） )  

医师姓名：
就医地点（例如门诊部名称）
地址： 
        街道 城市 州 邮编

电话： 
接听电话服务：
营业时间：

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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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名称：
地址： 
        街道 城市 州 邮编 

营业时间： 

医
院

专长：
谁的医师：（哪位家庭成员找此专家就医） )  

医师姓名：
就医地点（例如门诊部名称）
地址： 
        街道 城市 州 邮编

电话： 
接听电话服务：
营业时间：

专
家

专长：
谁的医师：（哪位家庭成员找此专家就医） )  

医师姓名：
就医地点（例如门诊部名称）
地址： 
        街道 城市 州 邮编

电话： 
接听电话服务：
营业时间：

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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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和您的医疗服务人员应了解您和您近亲家庭成员的健康
史，这非常重要。

过敏

您对什么过敏？ 会出现什么情况？（症状/反映）

其他疾病

疾病 家庭中哪位成员患有此疾病（自
己/父母/兄妹）

哮喘
癌症（类型）： _______________

糖尿病（类型）：______________

心脏病

高血压

高胆固醇

中风

抑郁症

其他

个人与家庭健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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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表格中记录您使用的药品以及您的医疗服务人员所做的
任何变更。  

药品名称 为什么使

用？

使用多

少？（剂

量）

如何使用？

（口服或注

射） 

何时使用？ 何时开始

使用？

备注

甲状腺素 甲状腺癌 1.25mcg 口服 上午 2002 年

我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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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名称 为什么使

用？

使用多

少？（剂

量）

如何使

用？

（口服或

注射） 

何时使

用？

何时开始使

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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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 Health 

Destination Health 与蒙哥马利社区媒体 (Montgomery 
Community Media)、马里兰州妇女医疗保健改革联盟 
(Maryland Women’s Coalition for Health Care Reform)  
和首府地区对接部 (Capital Region Connector) 合作发起了
初级保健联盟 (Primary Care Coalition)。本文档未经蒙哥马利
健康与人类服务部门 (Montgomery Count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HHS) 审核或审批。

接种（请写明最后一次的日期：

流感（流感疫苗）：
 

破伤风疫苗：

肺炎疫苗： 
 

带状疱疹疫苗

其他疫苗：
 

初级保健联盟 (Primary Care Coalition) 为非营利机构。初级保健联盟 
(Primary Care Coalition) (PCC) 与门诊部、医院、医疗服务人员以及其
他社区合作伙伴合作，协调健康服务，服务于具有医疗和社交综合生活问
题的社区弱势群体。 www.PrimaryCare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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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Primary Care Coalition

8757 Georgia Avenue, 10th Floor
Silver Spring, MD 20910
(301) 628-3405
www.PrimaryCareCoalition.org
www.DestinationHealth.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