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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查看 Kaiser Permanente指南 
歡迎查看設施資訊資源、健康資源及其他更多內容。在醫療保健中心，您可以充分利用 

Kaiser Permanente提供的所有服務。請繼續閱讀，查看此手冊為您提供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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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名錄 

區域地點 
Bonita Medical Offices ............................. 4 

3955 Bonita Rd. 

Bonita, CA 91902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Bostonia Medical Offices ......................... 5 

1630 E. Main St.  

El Cajon, CA 92021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Carlsbad Medical Offices ......................... 6 

6860 Avenida Encinas 

Carlsbad, CA 92011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Carmel Valley Medical Offices................. 7  

3851 Shaw Ridge Rd.  

San Diego, CA 92130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Clairemont Mesa Medical Offices ........... 8 

7060 Clairemont Mesa Blvd. 

San Diego, CA 92111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El Cajon Medical Offices .......................... 9  

250 Travelodge Dr.  

El Cajon, CA 92020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Escondido Medical Offices ...................... 10 

732 N. Broadway 

Escondido, CA 92025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Garfield Specialty Center ........................ 11 

5893 Copley Dr. 

San Diego, CA 92111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Kaiser Permanente  

San Diego Medical Center ....................... 12 

急診 

9455 Clairemont Mesa Blvd. 

San Diego, CA 92123 

Kaiser Permanente  

Zion Medical Center ................................. 13  

急診  

4647 Zion Ave.  

San Diego, CA 92120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Kearny Mesa Rehabilitation Center ........ 15 

4510 Viewridge Ave. 

San Diego, CA 92123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La Mesa Medical Offices ......................... 16 

緊急醫護 

8080 Parkway Dr. 

La Mesa, CA 91942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Oceanside Medical Offices ...................... 17  

1302 Rocky Point Dr.  

Oceanside, CA 92056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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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ay Mesa Medical Offices ...................... 18 

緊急醫護 
4650及4660 Palm Ave. 

San Diego, CA 92154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Palomar Medical Center ........................... 20 

急診  
2185 Citracado Pkwy.  

Escondido, CA 92029 

Point Loma Medical Offices..................... 20  

3250 Fordham St.  
3420 Kenyon St.  

San Diego, CA 92110 

 DHCS調查結果：  

3250 Fordham St., 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3240 Kenyon St., 基本設施和通行 
（P、E、EB、IB、R、T） 

Positive Choice Integrative ..................... 22  
Wellness Center  

7035 Convoy Ct. 
San Diego, CA 92111 

Rancho Bernardo Medical Offices .......... 22  
Excel Centre  

17140 Bernardo Center Dr.  
San Diego, CA 92128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Rancho San Diego Medical Offices ........ 23 
3875 Avocado Blvd. 

La Mesa, CA 91941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San Diego Mission Road ......................... 23  

10990 San Diego Mission Rd.  
San Diego, CA 92108 

San Marcos Medical Offices .................... 24  
緊急醫護  

400 Craven Rd.  
San Marcos, CA 92078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Scripps Medical Office ............................ 26 

HM Poole Building 
9834 Genesee Ave., Ste. 114 

San Diego, CA 92037 

Target Clinic, 醫護服務提供方： 

Kaiser Permanente 
Chula Vista ............................................... 27 

無急診服務  
1240 Broadway 

Chula Vista, CA 91911 

Target Clinic, 醫護服務提供方： 

Kaiser Permanente  
San Diego Mission Valley ........................ 27 

無急診服務 
1288 Camino Del Rio N. 

San Diego, CA 92108 

Target Clinic, 醫護服務提供方： 

Kaiser Permanente 
Santee ....................................................... 27 

無急診服務 
9846 Mission Gorge Rd. 

Santee, CA 92071 

Target Clinic, 醫護服務提供方： 

Kaiser Permanente  
Vista .......................................................... 27 

無急診服務 
1751 University Dr. 

Vista, CA 92083  

Vandever Medical Offices........................ 28  

4405 Vandever Ave.  
San Diego, CA 92120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Viewridge Medical Offices 1 .................... 29 
5251 Viewridge Court 

San Diego, CA 92123 

Vista Medical Offices ............................... 30 

780 Shadowridge Dr. 
Vista, CA 92083 

 DHCS調查結果：基本設施和醫療設備通行
（P、E、EB、IB、R、T） 

 

DHCS調查結果圖例： 

P = 停車場E = 檢查室  

EB = 大樓外部（樓外） R = 洗手間  

IB = 大樓內部（樓內） T = 檢查台/磅秤  

如需查看縮寫的進一步說明，請參閱第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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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詳情 

Bonita Medical Offices 

3955 Bonita Rd. 

Bonita, CA 91902 

kp.org/sandiego（英文） 

 諮詢護士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上午7點至晚上7點 
  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內分泌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家庭醫學科/內科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 
上午8點至晚上7點； 

週三，上午8點至中午12點30分； 
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化驗室 

B棟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 

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週三，上午7點至中午12點； 

週五，上午7點至下午5點 

心電圖科 (Electrocardiography, EKG)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 
預約619-528-7722 

結果1-888-4KPTEST (1-888-457-8378) 
請致電執業人員查詢檢驗結果， 

或造訪kp.org查閱檢驗結果。 

 乳房X光造影 

參見放射/診斷造影。  

 護士診所 
A棟，1樓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下午1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問訊1-800-290-5000 

 配鏡中心/驗光科 
參見Vision Essentials  

by Kaiser Permanente。 

 兒科 

E棟，1樓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週三，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英文） 

 藥房 
主藥房，C棟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6點30分； 

週六，上午9點至下午5點 
問訊/電話續配1-866-370-1959 

郵購藥房1-866-206-2985 
線上續配kp.org/refill（英文） 

 放射/診斷造影 
B棟，1樓 

辦公時間：  
週一、週二、週四， 

上午8點45分至晚上7點；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週五，上午8點45分至下午5點 

乳房X光造影辦公時間：  
週一、週三至週五， 

上午7點至下午3點30分； 
週二，上午7點至晚上9點 

預約/取消/留言1-866-628-2006 

 Vision Essentials by Kaiser Permanente  
配鏡中心  

眼鏡，B棟  
辦公時間：週一、週三至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5點30分； 
週二，上午8點至晚上8點； 

週六，上午8點至下午4點30分  
問訊619-409-9997  

網站kp2020.org （英文） 

驗光科  

B棟，2樓  
辦公時間：週一、週三至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5點30分； 
週二，上午8點至晚上8點；週六， 

上午8點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619-409-9997  

http://kp.org/sandiego
http://kp.org
http://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refill
http://kp2020.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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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ia Medical Offices  

1630 E. Main St.  

El Cajon, CA 92021  

kp.org/sandiego（英文） 

 諮詢護士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上午7點至晚上7點 

  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行為健康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四，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週五，上午7點至下午6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496-0450  

 家庭醫學科/內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延長服務時間：  

每週一，上午8點30分至晚上7點30分； 

每月第1、第3個週四， 

上午8點30分至晚上7點30分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化驗室  

辦公時間：週一、週四（第一個和第三個），
上午7點至晚上7點；週二、週三、週五、 

週四（第二個和第四個）， 

上午7點至下午5點 

EKG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619-528-7722 

結果1-888-4KPTEST  

  (1-888-457-8378)  

請致電執業人員查詢檢驗結果， 

或造訪kp.org查閱檢驗結果。  

 乳房X光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30分至下午3點15分  

預約/取消/留言1-800-290-5000  

 護士診所  

2樓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下午1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問訊 1-800-290-5000  

 

 兒科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週三，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延長服務時間： 

每週一，上午8點30分至晚上7點30分；
每月第1、第3個週四， 

上午8點30分至晚上7點30分  

預約/取消/留言1-866-628-2006 

兒科護士診所預約  

  1-800-290-5000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藥房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6點30分  

問訊/電話續配 1-866-385-2630  

郵購藥房 1-866-206-2985  

線上續配 kp.org/refill 

 Positive Choice Integrative  

Wellness Center  

問訊858-573-0090  

體重控制計劃、減肥手術前後期服務、 

生物反饋治療、藝術創作治療、鍛煉課程、 

健身測試、個人訓練、健康烹飪、代謝率以及
VO2最大值測試。某些課程可能需要收費。 

 放射/診斷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延長服務時間：  

每週一，上午8點30分至晚上7點30分；
每月第1、第3個週四， 

上午8點30分至晚上7點30分 

預約/取消/留言1-866-628-2006 

http://kp.org/sandiego
http://kp.org
http://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re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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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sbad Medical Offices 

6860 Avenida Encinas 

Carlsbad, CA 92011 

kp.org/sandiego 

 諮詢護士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家庭醫學科/內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化驗室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7點至下午5點 

EKG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30分
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619-528-7722 

聖地亞哥縣北部區域760-510-5374 

結果1-888-4KPTEST  

  (1-888-457-8378) 

請致電執業人員查詢檢驗結果， 

或造訪kp.org查閱檢驗結果。 

 乳房X光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至下午3點30分 

預約1-800-290-5000 

 護士診所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下午1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問訊 1-800-290-5000 

 配鏡中心/驗光科 

參見Vision Essentials  

by Kaiser Permanente。 

 兒科 

辦公時間：  

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藥房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6點 

問訊/電話續配1-866-385-2631 

郵購藥房1-866-206-2985 

線上續配kp.org/refill 

 放射/診斷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9點至中午12點45分， 

下午1點45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 1-866-628-2006 

 Vision Essentials by Kaiser Permanente 

光學中心 

眼鏡、隱形眼鏡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30分； 

週三，上午7點30分至晚上8點； 

週六，上午8點至下午4點30分 

問訊760-931-0180 

網站 kp2020.org 

驗光科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30分； 

週三，上午7點30分至晚上8點； 

週六，上午8點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取消（24小時）760-931-0180 

http://kp.org/sandiego
http://kp.org
http://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refill
http://kp2020.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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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mel Valley Medical Offices  

3851 Shaw Ridge Rd.  

San Diego, CA 92130  

kp.org/sandiego 

 諮詢護士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心臟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四， 

上午8點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皮膚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二、週四，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內分泌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家庭醫學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 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內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 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化驗室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7點至下午5點 

EKG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30分
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619-528-7722 

結果（24小時）1-888-457-8378  

  (1-888-4KPTEST)  

請致電醫生查詢檢驗結果， 

或造訪kp.org查閱檢驗結果。 

 

 乳房X光造影  

僅限預約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15分至下午3點15分  

預約1-800-290-5000  

 神經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護士診所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下午1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問訊 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婦產科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週三，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節假日休息  

預約/問訊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兒科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週三，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節假日休息  

諮詢/預約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藥房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9點至下午5點30分  

電話續配1-855-777-8072  

郵購藥房 1-866-206-2985  

線上續配kp.org/refill  

 放射/診斷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下午1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留言1-866-628-2006 

http://kp.org/sandiego
http://kp.org
http://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re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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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remont Mesa Medical Offices 

7060 Clairemont Mesa Blvd. 

San Diego, CA 92111 

kp.org/sandiego 

 諮詢護士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過敏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醫生留言  

  1-877-236-0333 

 皮膚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預約/取消/問訊/醫生留言  

  1-800-290-5000 

 家庭醫學科/內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四， 

上午8點30分至晚上7點； 

週五，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上午7點至晚上7點 

諮詢/預約/取消/問訊  

  1-800-290-5000 

 家庭醫學科住院中心 

家庭護理：婦產科、兒科、家庭醫學、 

老年病學、行為健康與運動醫學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上午7點至晚上7點 

諮詢/預約/取消/問訊  

  1-800-290-5000 

 化驗室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四，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週五，上午7點至下午5點 

EKG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619-528-7722 

結果1-888-4KPTEST  

  (1-888-457-8378) 

請致電執業人員查詢檢驗結果， 

或造訪kp.org查閱檢驗結果。 

 乳房X光造影 

參見放射/診斷造影。  

 護士診所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下午1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問訊1-800-290-5000 

 配鏡中心/驗光科 

參見Vision Essentials  

by Kaiser Permanente。 

 兒科內分泌科/糖尿病診所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66-940-2218 

 兒科 — John Richards發育診所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66-940-2218 

 兒科 

辦公時間：  

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藥房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四， 

上午8點至晚上7點30分； 

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6點30分  

問訊/電話續配1-866-385-2632 

郵購藥房1-866-206-2985 

線上續配kp.org/refill 

http://kp.org/sandiego
http://kp.org
http://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re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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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診斷造影  

X光檢查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15分 

非乳房X光造影預約  

  1-866-628-2006 

乳房X光造影  

僅限預約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15分至上午11點45分， 

下午1點至下午3點15分  

預約1-800-290-5000  

 Vision Essentials by Kaiser Permanente

配鏡中心  

眼鏡  

辦公時間：週一、週三至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5點30分； 

週二，上午7點30分至晚上8點  

問訊858-573-0399  

網站kp2020.org  

驗光科  

辦公時間：週一、週三至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5點30分； 

週二，上午7點30分至晚上8點  

預約858-573-0399  

El Cajon Medical Offices  

250 Travelodge Dr.  

El Cajon, CA 92020  

kp.org/sandiego 

 諮詢護士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婦科  

參見婦產科。 

 化驗室  

僅收集資訊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30分至
中午12點30分 預約619-528-7722  

結果1-888-4KPTEST (1-888-457-8378)  

請致電執業人員查詢檢驗結果， 

或造訪kp.org查閱檢驗結果。  

 婦產科  

辦公時間：  

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眼科/驗光科  

參見Vision Essentials  

by Kaiser Permanente。  

 骨科手術護理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7點至下午3點  

預約/取消/問訊（24小時）/留言  

  1-866-459-2912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http://kp2020.org
http://kp.org/sandiego
http://kp.org
http://kp.org/finddo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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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房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6點  

問訊/電話續配1-866-385-2634  

郵購藥房1-866-206-2985 線上續配
kp.org/refill  

 物理/職業病治療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30分至下午5點30分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66-413-1582  

 放射/診斷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15分； 

週三，上午7點至下午4點  

預約/取消/留言1-866-628-2006 

 Vision Essentials by Kaiser Permanente  

眼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44-424-1867  

驗光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619-589-7500  

網站kp2020.org（英文） 

Escondido Medical Offices 

732 N. Broadway 

Escondido, CA 92025 

kp.org/sandiego 

 諮詢護士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家庭醫學科/內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 

諮詢/預約/取消/問訊  

  1-800-290-5000 

 化驗室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7點至下午5點
（上午7點至上午8點僅限預約） 

EKG辦公時間：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619-528-7722 

聖地亞哥縣北部區域760-510-5374 

結果1-888-4KPTEST  

  (1-888-457-8378) 

請致電執業人員查詢檢驗結果， 

或造訪kp.org查閱檢驗結果。 

 護士診所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下午1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問訊1-800-290-5000 

洗耳、傷口護理、抽血、靜脈程序的掛號時
間為早上11點30分或下午3點30分之前。 

 營養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四，上午8點至下午6點；
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619-641-2000 

 兒科 

辦公時間：  

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http://kp.org/refill
http://kp2020.org
http://kp.org/sandiego
http://k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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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藥房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6點30分 

問訊/電話續配1-866-385-2640 
郵購藥房1-866-206-2985 

線上續配kp.org/refill 

 放射/診斷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下午5點 

乳房X光造影  
辦公時間：上午8點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取消/問訊 1-866-628-2006 

 Vision Essentials by Kaiser Permanente 
配鏡中心 

眼鏡、隱形眼鏡 
辦公時間：週一、週三至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5點30分；週二， 
上午8點至晚上8點；週六， 

上午8點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取消（24小時） 760-839-0899 

網站kp2020.org 

驗光科 
辦公時間：週一、週三至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5點30分； 
週二，上午8點至晚上8點； 

週六，上午8點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取消（24小時）760-839-0899 

Garfield Specialty Center 
5893 Copley Dr. 

San Diego, CA 92111 
kp.org/sandiego 

 聽力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858-616-5100 

 綜合性疼痛（普通） 
僅限轉介 

4樓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 

電話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下午1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66-413-1582 

 胃腸科 (GI)  

僅限轉介  

3樓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77-236-0333  

 普通外科  

參見外科（普通）。  

 頭頸外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858-616-5100 

 介入性麻醉科  

疼痛醫學  

僅限轉介  

2樓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4點  

預約/問訊/留言1-866-868-9022 

 化驗室  

1樓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30分至下午5點  

EKG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619-528-7722  

結果1-888-4KPTEST  

  (1-888-457-8378)  

請致電執業人員查詢檢驗結果， 

或造訪kp.org查閱檢驗結果。  

 骨科  

僅限轉介  

1樓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 

上午8點30分至晚上8點30分； 

週三，上午7點至下午3點， 

下午4點至晚上7點；週五， 

上午7點至下午3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66-459-2912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refill
http://kp2020.org
http://kp.org/sandiego
http://kp.org
http://kp.org/finddo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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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房  

1樓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9點至下午5點30分  
問訊/電話續配1-877-842-9584  

郵購藥房1-866-206-2985  
線上續配kp.org/refill 

 整形外科  

僅限轉介  

4樓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858-616-5001  

 足科  

僅限轉介  

1樓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 

上午8點30分至晚上8點30分； 
週三，上午7點至下午3點， 

下午4點至晚上7點；週五， 
上午7點至下午3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66-459-2912  

 放射/診斷造影  

1樓  

普通放射科辦公時間：  
週一、週三，上午8點30分至晚上8點45分；
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點45分  

磁共振造影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6點15分至下午2點30分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66-628-2006  

 外科（普通）  

僅限轉介  
4樓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619-662-1222  

 手術入院  

僅限轉介（如適用）  
2樓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6點至下午2點30分  

電話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2點30分  

問訊/留言619-528-0140 

 泌尿外科  

僅限轉介  

3樓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88-694-7857 

Kaiser Permanente  

San Diego Medical Center 

急診 

醫院和診所 

9455 Clairemont Mesa Blvd. 

San Diego, CA 92123 

kp.org/sandiego 

 持續護理  

電話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5點  

問訊619-641-4456 
網站 continuingcare-sandiego.kp.org

（英文） 

 診斷造影  
預約/問訊/留言1-866-628-2006  

 急診  

提供無預約求診 
辦公時間：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問訊858-266-2000 

 介入性放射科  

問訊619-528-5849 

 分娩與生產  
辦公時間：每週7天，每天24小時開放 

 化驗室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週六、週日，上午8點至下午4點 

預約619-528-7722 
聖地亞哥縣北部區域760-510-5374 

結果1-888-457-8378 (1-888-4KPTEST) 
請致電醫生查詢檢驗結果並安排預約， 

或造訪kp.org查閱檢驗結果。 

 會員服務辦公室  

無預約求診服務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9點至中午12點30分， 
下午1點45分至下午5點； 

主要節假日休息 
問訊858-266-5000 

http://continuingcare-sandiego.kp.org/
https://healthy.kaiserpermanente.org/health/care/signon
http://kp.org/refill
http://kp.org/sandi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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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兒科 

辦公時間：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預約/問訊/留言858-266-3400 

 核醫學  

預約/問訊/留言619-528-5067 

 婦產科 

預約/問訊/留言1-800-290-5000 

 兒科  

預約/問訊/留言858-966-6100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藥房  

辦公時間：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問訊/電話續配1-844-328-9077 

郵購藥房1-866-206-2985 

線上kp.org/rxrefill 

 肺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外科（普通）  

僅限轉介 

預約/問訊/留言619-662-1222 

 手術（胸外科）  

僅限轉介 

預約/問訊/留言619-662-1222 

 血管外科  

僅限轉介 

預約/問訊/留言619-662-1222 

Kaiser Permanente  

Zion Medical Center  

急診  

醫院和診所  

4647 Zion Ave.  

San Diego, CA 92120 

kp.org/sandiego  

 入院  

問訊619-528-0140  

 諮詢護士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心臟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15分至下午6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持續護理  

參見San Diego Mission Road offices。 

 殘障索賠  

7385 Mission Gorge Rd.  

San Diego, CA 92120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問訊619-528-5280  

傳真619-229-7542 

 急診  

辦公時間：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胃腸科 (GI)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15分至下午6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普通外科  

參見外科（普通）。 

 遺傳科  

建議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619-528-5409 

 婦科  

參見婦產科。  

 

http://kp.org/rxrefill
http://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sandi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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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生活商店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9點至下午4點30分； 

週三，上午7點至下午4點30分  

問訊619-528-5153 

銷售吸奶器。 

 血液科/腫瘤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15分至下午6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傳染病科  

僅限轉介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問訊  

接線員619-528-5000 

 分娩與生產 

參見婦產科。 

 化驗室 

辦公時間：每週7天，上午7點至晚上9點 

預約619-528-7722 

聖地亞哥縣北部區域電話760-510-5374 

結果1-888-4KPTEST (1-888-457-8378) 

請致電執業人員查詢檢驗結果， 

或造訪kp.org查閱檢驗結果。 

 醫療通信 

7385 Mission Gorge Rd. 

San Diego, CA 92120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持續護理記錄 

記錄副本619-583-4293 

傳真619-229-7511 

會員可免費享受持續護理記錄的處理服務。 

患者記錄 

記錄副本619-528-5195 

供個人使用的記錄副本。 

按每份文件和每頁收取複印費。 

 新生兒科 

隨訪預約 1-866-940-2218  

新生兒重症加護 619-528-5323 

 神經外科  

僅限轉介  

預約/問訊/留言619-528-0501  

 核醫學  

僅限轉介  

預約/問訊/留言619-528-5067 

 婦產科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分娩與生產  

辦公時間：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問訊619-528-5036  

 職業健康中心  

(Kaiser On-the-Job®)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預約/問訊/留言 

619-528-5062 與工作相關之傷害及疾病
的醫學治療。  

 腫瘤科  

參見血液科/腫瘤科。  

 骨科手術護理  

僅限轉介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66-459-2912  

 造口  

預約/問訊/留言619-662-1222  

 患者查閱  

7385 Mission Gorge Rd.  

San Diego, CA 92120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下午5點  

問訊619-583-4293  

供個人使用的記錄副本。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藥房  

辦公時間：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問訊/電話續配1-866-370-1958  

郵購藥房1-866-206-2985  

線上續配kp.org/refill 

 精神病科  

危機介入1-877-496-0450 

行為健康護理會員幫助  

熱線，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1-800-900-3277  

 

http://kp.org
http://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re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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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科/異煙肼  

(Isonicotinic Acid Hydrazide, INH)診所  

僅限轉介  

結核病 (Tuberculosis, TB) 篩檢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放射/診斷造影  

預約1-866-628-2006  

 外科（普通）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619-662-1222  

 聽障人士請撥TTY專線 

諮詢/預約/問訊619-528-5152  

聖地亞哥縣北部沿岸區760-436-6031  

聖地亞哥縣北部內陸760-741-8855  

 泌尿外科  

僅限轉介  

預約/問訊/留言1-888-694-7857  

 心血管測試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619-662-1222  

 血管外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619-662-1222  

 傷口護理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619-662-1222 

Kearny Mesa Rehabilitation Center 

4510 Viewridge Ave. 

San Diego, CA 92123 

kp.org/sandiego 

 腎臟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77-236-0333 

 物理醫學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66-413-1582 

 物理/職業病治療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30分至下午5點30分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66-413-1582 

 言語病理學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30分至下午6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858-694-7100 

http://kp.org/sandi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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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Mesa Medical Offices 

緊急醫護 

8080 Parkway Dr. 

La Mesa, CA 91942 

kp.org/sandiego 

 諮詢護士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非辦公時間醫護（成人醫學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下午6點至晚上9點； 
諮詢/問訊1-800-290-5000 

 皮膚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耐用醫療器材 

8010 Parkway Dr. 
La Mesa, CA 91942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問訊 1-855-80KPDME (1-855-805-7363) 

 家庭醫學科/內科 

辦公時間：  
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化驗室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至晚上8點；週六、週日， 

上午8點至下午5點 
EKG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週六、週日，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 

電話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5點 

預約619-528-7722 

結果1-888-4KPTEST  

  (1-888-457-8378) 
請致電執業人員查詢檢驗結果，或造訪
kp.org查閱檢驗結果。 

 護士診所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下午1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問訊1-800-290-5000 

 營養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619-641-4194 

 配鏡中心/驗光科 

參見Vision Essentials  

by Kaiser Permanente。 

 兒科  

辦公時間：  

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藥房  

門診藥房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晚上9點； 

週六、週日，上午9點至下午1點  

問訊/電話續配1-866-385-2644  

郵購藥房1-866-206-2985  

線上續配kp.org/refill 

門診抗血凝診所藥房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傳真619-589-3266  

問訊1-855-628-0554  

 放射/診斷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7點45分至晚
上9點；週六、週日，上午9點至下午5點  

  

http://kp.org/sandiego
http://kp.org
http://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re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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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X光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7點至晚上9點  

預約/取消/留言1-866-628-2006 

 Vision Essentials by Kaiser Permanente

配鏡中心  

眼鏡、隱形眼鏡  

辦公時間：週一、週三、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5點30分；週二、週四，
上午7點30分至晚上8點30分  

隱形眼鏡問訊619-528-3477  

眼鏡619-589-7500  

網站kp2020.org  

驗光科  

辦公時間：週一、週三、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5點30分；週二、週四，
上午7點30分至晚上8點  

預約619-589-7500  

 緊急醫護診所  

無預約求診，無需預約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10點至晚上8點；週六、週日、 

節假日，上午9點至下午5點  

諮詢（每週7天，上午7點至下午7點）  

  1-800-290-5000 

Oceanside Medical Offices  

1302 Rocky Point Dr.  

Oceanside, CA 92056  

kp.org/sandiego 

 諮詢護士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家庭醫學科/內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 

諮詢/預約/取消/問訊  

1-800-290-5000 

 化驗室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30分至下午5點 

EKG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619-528-7722 

聖地亞哥縣北部區域760-510-5374 

結果1-888-4KPTEST  

  (1-888-457-8378)  

請致電執業人員查詢檢驗結果， 

或造訪kp.org查閱檢驗結果。  

 護士診所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下午1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問訊1-800-290-5000 

 兒科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8點至中午12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藥房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9點至下午5點30分  

問訊/電話續配1-844-424-1871  

郵購藥房1-866-206-2985  

線上續配kp.org/refill  

http://kp2020.org
http://kp.org/sandiego
http://kp.org
http://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re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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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診斷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45分至
中午12點45分，下午1點45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 1-866-628-2006 

Otay Mesa Medical Offices 

緊急醫護 

4650 and 4660 Palm Ave. 

San Diego, CA 92154 

kp.org/sandiego 

 諮詢護士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聽力科 

辦公時間：週二，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858-616-5100 

 心臟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家庭醫學科/內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四， 

上午8點至晚上7點；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5點；週六、週日，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上午7點至晚上7點 

諮詢/預約/取消/問訊  

  1-800-290-5000 

 胃腸科 (GI)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普通外科  

參見外科（普通）。 

 婦科  

參見婦產科。 

 血液科/腫瘤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介入性放射科 

辦公時間：可能變動 

問訊1-866-868-9022  

 化驗室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7點至晚上9點；
週六、週日，上午8點至下午5點 

預約619-528-7722 

結果 1-888-4KPTEST  

  (1-888-457-8378) 

請致電執業人員查詢檢驗結果， 

或造訪kp.org查閱檢驗結果。 

 會員服務辦公室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中 

午12點30分，下午1點30分至下午5點 

會員服務聯絡中心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節假日休息 

英語1-800-464-4000 

西班牙語1-800-788-0616 

華語方言1-800-757-7585 

TTY 711 

 神經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至中午12點， 

下午1點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護士診所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下午1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問訊 1-800-290-5000 

 營養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619-641-4194 

 婦產科  

辦公時間：  

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電話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至晚上7點  

諮詢/預約/取消/ 

  1-800-290-5000 

http://kp.org/sandiego
http://k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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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健康中心  

(Kaiser On-the-Job®)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619-662-5006  

與工作相關之傷害及疾病的醫學治療。  

 眼科/配鏡中心/驗光科  

參見Vision Essentials by  

Kaiser Permanente。  

 骨科手術護理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7點至下午3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66-459-2912  

 兒科  

辦公時間：  

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緊急醫護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
下午6點至晚上9點；週三， 

下午1點30分至晚上9點  

諮詢/問訊1-800-290-5000 

 手術前後  

入院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5點30分至下午3點  

問訊619-662-5543  

手術室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至下午5點30分  

問訊619-662-5590   

麻醉後醫護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30分至晚上7點30分  

問訊619-662-5596  

手術前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6點至下午3點30分   

問訊619-662-5599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藥房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晚上9點30分； 

週六、週日，上午9點至下午5點30分  

問訊/電話續配1-866-385-2645  

郵購藥房1-866-206-2985 線上續配
kp.org/refill  

 物理醫學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66-413-1582  

 物理/職業病治療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30分至下午5點30分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66-413-1582 

 Positive Choice Integrative  

Wellness Center  

4號樓，1樓  

辦公時間：週三，下午3點30分至晚上7點  

問訊858-573-0090  

體重控制計劃、減肥手術前後期服務、 

生物反饋治療、藝術創作治療、鍛煉課
程、健身測試、個人訓練、健康烹飪、 

代謝率以及VO2最大值測試。 

某些課程可能需要收費。  

 精神病科  

4660 Palm Ave. 

4號樓，2樓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四，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週五，上午7點至下午6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496-0450  

行為健康護理會員幫助  

熱線，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1-800-900-3277  

 肺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至中午12點， 

下午1點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http://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re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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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診斷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晚上9點30分； 

週六、週日，上午9點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留言1-866-628-2006 

 外科（普通）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619-662-1222 

 緊急醫護診所 

無預約求診，無需預約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10點至晚上8點； 

週六、週日、節假日，上午9點至下午5點 

諮詢（每週7天，上午7點至下午7點）  

  1-800-290-5000 

 泌尿外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88-694-7857  

 Vision Essentials by Kaiser Permanente 

眼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1-844-424-1867 

配鏡中心 

眼鏡、隱形眼鏡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三、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30分； 

週四，上午8點30分至晚上8點 

問訊619-662-5075 

網站kp2020.org 

驗光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三、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四，上午8點30分至晚上8點 

預約/取消619-662-5075 

Palomar Medical Center  

急診  

2185 Citracado Pkwy.  

Escondido, CA 92029  

kp.org/sandiego/palomar（英文）  

442-281-5000 

該設施的Kaiser Permanente醫生提供以下專
科的專科服務醫護：  

 心臟科  

 胃腸科 (GI)  

 普通外科  

 醫院醫學  

 傳染病科  

 腎臟科  

 神經科  

 腫瘤科  

 骨外科  

 肺科  

 風濕病科  

 泌尿科  

我們將繼續添加其他住院專科服務。 

Point Loma Medical Offices  

3250 Fordham St.  

3420 Kenyon St.  

San Diego, CA 92110  

kp.org/sandiego 

 脫癮科  

3420 Kenyon St., 1樓 

診所辦公時間：週一至週四， 

上午8點至晚上8點； 

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6點  

電話服務時間：週一至週四， 

上午8點至下午6點； 

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30分  

預約/問訊/留言/新患者  

  619-221-6550  

 行為健康護理會員幫助 

熱線，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1-800-900-3277  

http://kp2020.org
http://kp.org/sandiego/palomar
http://kp.org/sandi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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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護士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家庭醫學科/內科  

3250 Fordham St.  

辦公時間：  

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  

諮詢/預約/取消/問訊  

  1-800-290-5000 

 傳染病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辦公時間可能變動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愛滋病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患者可透過電話中心自行轉介。  

 化驗室 

3250 Fordham St.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7點至下午5點；週三， 

上午7點至中午12點30分 

EKG辦公時間：  

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 

預約619-528-7722 

結果1-888-4KPTEST  

  (1-888-457-8378) 

請致電執業人員查詢檢驗結果， 

或造訪kp.org查閱檢驗結果。 

 乳房X光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至中午12點， 

下午1點15分至下午4點； 

週三，上午8點至中午12點 

預約/取消/留言1-866-628-2006 

 護士診所 

3250 Fordham St.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下午1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問訊 1-800-290-5000 

 婦產科  

（不孕不育科和婦科泌尿科） 

3250 Fordham St.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週三，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預約/問訊/留言619-221-0350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藥房 

3250 Fordham St.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6點 

問訊/電話續配1-866-385-2646 

郵購藥房1-866-206-2985 

線上續配kp.org/refill 

 精神病科 

3420 Kenyon St., 2樓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四，上午7點至晚上7

點；週五，上午7點至下午6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496-0450 

行為健康護理會員幫助 

熱線，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1-800-900-3277 

 放射/診斷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點45分；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預約/取消/留言1-866-628-2006 

 旅行諮詢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 

下午1點至下午4點 

問訊1-800-517-5556 

 

http://kp.org
http://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re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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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Choice Integrative  

Wellness Center  

7035 Convoy Ct. 

San Diego, CA 92111 

kp.org/sandiego 

積極的選擇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四，上午8點至晚上9點；
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4點 

問訊858-573-0090 

體重控制計劃、減肥手術前後期服務、生物反
饋治療、藝術創作治療、鍛煉課程、健身測
試、個人訓練、健康烹飪、代謝率以及VO2最
大值測試。某些課程可能需要收費。 

Rancho Bernardo Medical Offices  

Excel Centre  

17140 Bernardo Center Dr.  

San Diego, CA 92128  

kp.org/sandiego 

 諮詢護士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上午7點至晚上7點 

  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家庭醫學科/內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電話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5點  

諮詢/預約/取消/問訊  

  1-800-290-5000 

 婦科  

參見婦產科。  

 化驗室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7點至下午5點 

EKG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619-528-7722 

結果1-888-4KPTEST  

  (1-888-457-8378)  

請致電執業人員查詢檢驗結果， 

或造訪kp.org查閱檢驗結果。 

 護士診所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下午1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問訊 1-800-290-5000  

 婦產科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電話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職業健康中心  

(Kaiser On-the-Job®)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858-451 5265 

與工作相關之傷害及疾病的醫學治療。  

 兒科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7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諮詢/預約1-800-290-5000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藥房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6點  

問訊1-866-385-2647  

郵購藥房 1-866-206-2985  

線上續配kp.org/refill  

 放射/診斷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9點至中午12點45分， 

下午1點45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1-866-628-2006  

 風濕病科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http://kp.org/sandiego
http://kp.org/sandiego
http://kp.org
http://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re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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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cho San Diego Medical Offices 

3875 Avocado Blvd. 

La Mesa, CA 91941 

kp.org/sandiego 

 諮詢護士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家庭醫學科/內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化驗室 
辦公時間：週一（第一個、第三個、 

第五個） 週三、週四、週五， 
上午7點至下午5點；週一（第二個和第四個）、
週二，上午7點至晚上7點  
EKG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619-528-7722 

結果 1-888-4KPTEST  
  (1-888-457-8378) 

請致電執業人員查詢檢驗結果， 
或造訪kp.org查閱檢驗結果。 

 護士診所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下午1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問訊1-800-290-5000 

 兒科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藥房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6點 

問訊/電話續配1-866-451-4956 
郵購藥房1-866-206-2985 

線上續配kp.org/refill 

 放射/診斷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 

預約/取消/留言1-866-628-2006 

San Diego Mission Road  

10990 San Diego Mission Rd.  

San Diego, CA 92108  

kp.org/sandiego 

 持續護理  
家庭暴力預防計劃619-641-4456  

長期醫護619-528-1245  
年長者/老年人服務619-641-4456  

社會服務619-641-4456  
網站xnet.kp.org/sandiego/ccs/ 

（英文） 

 健康教育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點45分  

預約/問訊/留言619-641-4194 電話養生輔導  
  1-866-862-4295  

抑鬱症、壓力管理、戒煙和其他計劃。 
線上造訪kp.org瞭解資訊。  

 居家健康護理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問訊619-641-4663  

 安寧服務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問訊（24小時）619-641-4100  

 營養  
預約/問訊619-641-4194  

 外科手術排期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普通外科619-662-5446  

頭頸外科858-616-5103  
神經外科858-616-5103  

婦產科619-641-2362  
眼科619-662-5480  

骨科619-441-3140  
整形外科手術858-616-5493  

胸外科619-662-5446  
泌尿科619-662-5690  

血管外科619-662-5884 

http://kp.org/sandiego
http://kp.org
http://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refill
http://kp.org/sandiego
http://xnet.kp.org/sandiego/ccs/
http://k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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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Marcos Medical Offices  
緊急醫護  

400 Craven Rd.  
San Marcos, CA 92078  
kp.org/sandiego 

 諮詢護士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過敏科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  

問訊1-877-236-0333  

 聽力科  

1樓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858-616-5100 

 心臟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皮膚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內分泌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家庭醫學科/內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上午7點至晚上7點  

諮詢/預約/取消/問訊  

  1-800-290-5000 

 胃腸科 (GI)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普通外科  

參見外科（普通）。 

 婦科  

參見婦產科。  

 頭頸外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858-616-5100 

 血液科/腫瘤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傳染病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辦公時間可能變動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愛滋病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患者可透過電話中心自行轉介。 

 化驗室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至晚上9點；週六， 

上午7點至下午5點；週日、節假日， 

上午8點至下午5點 

預約619-528-7722 

聖地亞哥縣北部區域760-510-5374 

結果1-888-4KPTEST  

  (1-888-457-8378) 

請致電執業人員查詢檢驗結果， 

或造訪kp.org查閱檢驗結果。 

 會員服務辦公室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中午
12點30分，下午1點30分至下午5點 

http://kp.org/sandiego
http://k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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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服務聯絡中心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每天24小時；節假日休息 

英語1-800-464-4000 

西班牙語1-800-788-0616 

華語方言1-800-757-7585 

TTY 711 

 腎臟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神經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護士診所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下午1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問訊1-800-290-5000 

 婦產科 

辦公時間：  

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職業健康中心  

(Kaiser On-the-Job®)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9點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760-510-5350 

與工作相關之傷害及疾病的醫學治療。 

 骨科手術護理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66-459-2912  

 門診治療中心  

(Outpatient Treatment Center, OTC)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疼痛管理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30分； 

辦公時間可能變動  

電話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66-413-1582 

 兒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  

諮詢/預約/取消/留言  

  1-800-290-5000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藥房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晚上9點30分； 

週六、週日、節假日， 

上午9點至下午5點30分  

問訊/電話續配1-866-385-2650  

郵購藥房1-866-206-2985  

線上續配kp.org/refill  

 物理醫學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7點至下午5點  

電話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66-413-1582  

 物理/職業病治療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7點至下午5點  

電話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66-413-1582  

http://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re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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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形外科  

僅限轉介  

4號樓，3樓，342區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30分至
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858-616-5001  

 肺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30分至
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放射/診斷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晚上9點； 

週六、週日，上午9點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 1-866-628-2006 

 風濕病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30分至
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睡眠診所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30分至
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言語病理學  

有限服務；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30分至
下午5點；辦公時間可能變動  

電話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30

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858-694-7100  

 外科（普通）  

僅限轉介  

4號樓，3樓，342區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30分至
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619-662-1222 

 血管診斷化驗室  

僅限轉介  

4號樓，3樓，342區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30分至
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619-662-1222  

 血管外科  

僅限轉介  

4號樓，3樓，342區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30分至
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619-662-1222  

 緊急醫護診所  

無預約求診，無需預約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10點至晚上8點；  

週六、週日和節假日，上午9點至下午5點  

諮詢（每週7天，上午7點至下午7點）  

1-800-290-5000 

 泌尿外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00-694-7857 

Scripps Medical Office 

HM Poole Building 

9834 Genesee Ave., Ste. 114 

San Diego, CA 92037 

kp.org/sandiego 

 心臟電生理學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4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http://kp.org/sandi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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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 Clinic,  

醫護服務提供方：Kaiser Permanente 

Chula Vista  

無急診服務  

1240 Broadway 

Chula Vista, CA 91911 

kp.org/scal/targetclinic（英文）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晚上7點；
週六、週日，上午11點至下午4點 

針對超過85項服務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無預約
求診醫護，其中包括： 

 慢性疾病 

 婦科 

 輕微疾病 

 輕微損傷 

 兒科和青少年 

 醫生遠程醫療諮詢 

 皮膚治療 

 疫苗接種 

 健康服務 

Target Clinic,  

醫護服務提供方：Kaiser Permanente 

San Diego Mission Valley  

無急診服務 

1288 Camino Del Rio N. 

San Diego, CA 92108 

kp.org/scal/targetclinic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晚上7點；
週六、週日，上午11點至下午4點 

針對超過85項服務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無預約
求診醫護，其中包括： 

 慢性疾病 

 婦科 

 輕微疾病 

 輕微損傷 

 兒科和青少年 

 醫生遠程醫療諮詢 

 皮膚治療 

 疫苗接種 

 健康服務 

Target Clinic,  

醫護服務提供方：Kaiser Permanente 

Santee  

無急診服務 

9846 Mission Gorge Road 

Santee, CA 92071 

kp.org/scal/targetclinic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晚上7點； 

週六、週日，上午11點至下午4點 

針對超過85項服務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無預約求

診醫護，其中包括： 

 慢性疾病 

 婦科 

 輕微疾病 

 輕微損傷 

 兒科和青少年 

 醫生遠程醫療諮詢 

 皮膚治療 

 疫苗接種 

 健康服務 

Target Clinic,  

醫護服務提供方：Kaiser Permanente  

Vista  

無急診服務 

1751 University Dr. 

Vista, CA 92083  

kp.org/scal/targetclinic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晚上7點；  

週六，週日，上午11點至下午4點 

針對超過85項服務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無預約
求診醫護，其中包括： 

 慢性疾病 

 婦科 

 輕微疾病 

 輕微損傷 

 兒科和青少年 

 醫生遠程醫療諮詢 

 皮膚治療 

 疫苗接種 

 健康服務 

http://kp.org/scal/targetclinic
http://kp.org/scal/targetclinic
http://kp.org/scal/targetclinic
http://kp.org/scal/target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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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dever Medical Offices  

4405 Vandever Ave.  

San Diego, CA 92120 

kp.org/sandiego  

Vandever Medical Offices於節假日前日下午5

點關門。  

 諮詢護士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1-800-290-5000 

非辦公時間，請遵循提示，轉接至諮詢護士。 

 家庭醫學科/內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四， 

上午7點30分至晚上7點； 

週五，上午7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六、週日，上午8點至中午12點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 

上午7點至晚上7點  

諮詢/預約/取消/問訊  

  1-800-290-5000 

 普通外科  

參見外科（普通）。  

 婦科  

參見婦產科。  

 化驗室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四， 

上午7點至晚上7點30分； 

週五，上午7點至下午5點； 

週六、週日，上午7點至中午12點  

EKG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週六、週日，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 

預約619-528-7722 

結果1-888-4KPTEST (1-888-457-8378)  

請致電執業人員查詢檢驗結果， 

或造訪kp.org查閱檢驗結果。  

 會員服務辦公室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下午5點  

會員服務聯絡中心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節假日休息 

英語1-800-464-4000  

西班牙語1-800-788-0616  

華語方言1-800-757-7585  

TTY 711 

 

 神經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護士診所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15分， 

下午1點30分至下午4點30分  

問訊1-800-290-5000  

 婦產科  

辦公時間：  

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三，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電話服務時間：每週7天，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眼科/配鏡中心/驗光科  

參見Vision Essentials  

by Kaiser Permanente。  

 兒科專科  

預約/問訊/留言619-516-3627  

心臟科、包皮環切術、囊性纖維化、NICU

跟進、肺科、風濕病科以及體育醫學科。  

 兒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晚上9點； 

週六、週日，上午9點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00-290-5000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藥房  

1樓藥房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晚上10點； 

週六、週日，上午8點30分至晚上7點  

問訊/電話續配1-866-451-4942  

郵購藥房1-866-206-2985  

線上續配kp.org/refill 

http://kp.org/sandiego
http://kp.org
http://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re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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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診斷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四， 

上午8點30分至晚上8點； 

週五，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15分 

預約/取消/留言1-866-628-2006 

乳房X光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三， 

上午7點15分至上午11點45分， 

下午1點至晚上9點；週四、週五， 

上午7點15分至上午11點45分， 

下午1點至下午3點15分 

預約/取消/留言1-866-628-2006 

電腦斷層掃描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至晚上8點45分； 

週六、週日，上午8點30分至下午4點45分 

預約/取消/留言1-866-628-2006 

 睡眠診所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236-0333 

 外科（普通）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619-662-1222  

 泌尿外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問訊/留言1-888-694-7857  

 Vision Essentials by Kaiser Permanente 

眼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44-424-1867  

配鏡中心 

眼鏡 

辦公時間：週一、週三，上午8點至晚上8點；
週二、週四、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30分；
週六，上午8點至下午4點30分 

問訊619-516-7190 

網站kp2020.org 

驗光科 

辦公時間：週一、週三， 

上午7點30分至晚上7點30分； 

週二、週四、週五，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六，上午8點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619-516-7190 

Viewridge Medical Offices 1 

5251 Viewridge Court 

San Diego, CA 92123  

 心臟科  

僅限轉介；僅限預約 

診所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5點 

EKG辦公時間（無預約求診）： 

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4點30分 

護士病人分類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至下午4點30分 

預約/取消/問訊1-877-236-0333 

 心血管研究  

僅限轉介；僅限預約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 

 遺傳科  

僅限轉介；僅限預約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 

 神經介入放射科  

僅限轉介；僅限預約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 

 神經外科  

僅限轉介；僅限預約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858-266-6966 

 婦產科 

僅限預約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1-800-290-5000  

 骨科（脊椎）  

僅限轉介；僅限預約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15分至下午5點15分 

預約/取消/問訊1-866-459-2912  

 兒科普通外科  

僅限轉介；僅限預約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619-662-1222  

http://kp2020.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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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科泌尿科  

僅限轉介；僅限預約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1-888-694-7857 

 選擇個人醫生  

問訊1-888-956-1616  

網站kp.org/finddoctors 

 放射/診斷造影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中午12點30分， 

下午1點30分至下午4點45分 

預約/取消/留言1-866-866-2985 

 外科（普通）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619-662-1222 

 胸外科  

僅限轉介；僅限預約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619-662-1222 

 心血管化驗室  

僅限轉介；僅限預約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 

 血管足科  

僅限轉介；僅限預約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619-662-1222 

 血管外科  

僅限轉介；僅限預約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619-662-1222 

Vista Medical Offices 

780 Shadowridge Dr. 

Vista, CA 92083 

kp.org/sandiego 

 眼科/配鏡中心/驗光科 

參見Vision Essentials  

by Kaiser Permanente。 

 藥房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9點至下午5點30分 

問訊/電話續配1-866-391-2672 

郵購藥房1-866-206-2985 

線上續配kp.org/refill 

 精神病科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四，上午7點至晚上7點；
週五，上午7點至下午6點 

預約/問訊/留言1-877-496-0450 

行為健康護理會員幫助  

熱線，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1-800-900-3277 

 Vision Essentials by Kaiser Permanente 

眼科  

僅限轉介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預約/取消/問訊/留言 

1-844-424-1867  

配鏡中心 

眼鏡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三、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30分； 

週四，上午8點30分至晚上8點 

問訊760-599-2210 

網站kp2020.org 

驗光科 

辦公時間：週一、週二、週三、週五， 

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 

週四，上午8點30分至晚上8點 

預約/取消760-599-2210 

http://kp.org/finddoctors
http://kp.org/sandiego
http://kp.org/refill
http://kp2020.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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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醫療護理 

選擇您的醫生— 

可隨時更改 

從眾多優秀醫生中進行選擇  

在Kaiser Permanente，我們瞭解，找到一名
能夠滿足您的特定需求的醫生是至關重要的。
擁有一名醫生並與之建立聯繫是照顧您的健康
的一個重要環節。 

選擇合適的醫生 

瀏覽我們的線上醫生檔案，可幫助您找到合適
的個人醫生。您可以在檔案中找到眾醫生的資
訊，有關他們的教育背景、資質證書、專業特
長和所使用語言。 

您可以從以下領域選擇您的個人醫生： 

 成人醫學科/內科

 家庭醫學科

 兒科/青少年醫學科（18歲以下兒童）

除了個人醫生以外，18至64歲的女性還應該另
選一位婦產科醫生。 

除了個人醫生以外，18至64歲的女性還可以另
選一位婦產科醫生（儘管選擇家庭醫學科醫生
作為其個人醫生的女性，可能不需要另外選擇
婦產科醫生）。 

在線選擇 

前往kp.org/searchdoctors（英文) 瀏 

覽我們的醫生檔案，選擇一位符合您需求的 

醫生。 

透過電話選擇 

請撥打您計劃獲取大部分護理的醫療設施的會
員外展服務或醫師選取服務電話。請參見從第
2頁開始的醫療設施名錄。  

護理師/醫生助理/持照助產士 

您的保健團隊包括其他持照專業人員，他們與
我們的醫生一起為會員提供醫護。護理師和醫
生助理可診斷並治療各種病症，開具處方藥和
檢驗單，回答您關於醫護的問題。持照助產士
為女性提供婦科和產科醫護。 

您可以隨時更換醫生 

您可隨時造訪kp.org/searchdoctors 以任何
理由選擇和更改醫生。若您偏好的醫生不接受
新患者，您可以致電我們尋求幫助。 

專科醫生就診，部分無需轉介 

您可以預約以下專科的醫護人員，無需轉介： 

 大部分婦產科

 驗光科

 大部分精神病科

 物質使用障礙治療

對於其他類型的專科醫護，您的醫生會為您 

轉介。查看第53頁瞭解更多關於轉介的內容。 

http://kp.org/searchdoctors
http://kp.org/searchdo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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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護理 

無論您需要何種醫護服務，我們均可提供  

身為Kaiser Permanente會員，您可獲得各類
醫護和服務，包括：  

例行醫護  

例行醫護是預期的醫護需求，如預約就診進行
醫生建議的預防性篩檢。示例包括：  

 成人和兒童健康檢查或體檢

 複診

 子宮頸抹片檢查或免疫接種（注射）

緊急醫護  

緊急醫護需求是指通常需要在24或48小時內及
時接受治療，但並不是急診病症。示例包括：  

 輕微損傷

 背痛

 耳痛

 喉嚨痛

 咳嗽

 上呼吸道症狀

 尿頻或排尿時有灼熱感

急診醫護 

急診醫護是需要立即就醫以避免嚴重危害健康
的緊急醫學或精神病症。示例包括：  

 胸痛或胸悶

 嚴重的突發胃痛

 知覺下降或喪失

 嚴重的呼吸急促

如果您出現需要急診醫療的病情，請撥打911

或就近前往醫院。1 

隨時諮詢 

如果您不確定您需要哪種類型的護理，我們的

護士全天候為您服務，幫助您確定最適合您症

狀或病症的護理類型。僅需撥打電話給您就近

設施的預約及諮詢求助專線。非辦公時間，請

遵循提示，轉接至護士。 

進行預約 

如需預約內科、家庭醫學科、婦產科或兒科個
人醫生，或是需要醫護諮詢，請致電您就近設
施的預約及諮詢求助專線。 

我們會讓您知道某地的診所是否接受無預約求
診或提供非辦公時間護理，或者可在當天或次
日進行約診，我們會通知您。此外，您也可在
線安排常規預約。2 

1急診病症是一種醫學狀況，表現為嚴重急性症狀（包括劇烈疼

痛），其嚴重程度足以使明理人士認為若不立即施加醫療救治， 

將會導致以下一種後果：(1) 嚴重危害身體健康（如果是懷孕婦

女，則為婦女本人和未出世孩子的健康）；(2) 嚴重損害身體機

能，或 (3) 任何身體器官或功能嚴重喪失機能。精神健康病症若

滿足上一段的規定，或未入保Kaiser Permanente  

Senior Advantage的會員，當該病症表現為嚴重急性症狀並且滿

足以下任何一個條件，則該等精神健康病症也屬於急診病症：患

者將隨時對自己或其他人造成傷害，或由於精神障礙，患者當下

無法進食、尋求庇護、穿衣。  
2當您在Kaiser Permanente設施獲得醫護服務時， 

便可使用這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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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護理 
提前計劃，愉快旅行，健康回家。造訪
kp.org/travel（英文）或致電離家旅行求助專
線 (Away from Home Travel Line)，號碼為
951-268-39001，隨時隨地獲得全天候旅行
支援。

您在世界各地接受的急診與緊急醫護服務均可
獲得承保。2 

我們的網站和旅行小組可幫助您： 

 瞭解如何提早或在異地續配處方藥

 在 Kaiser Permanente地區尋求醫護服務

 在您返回後提交報銷索賠

出發前 

小規劃意義大。立刻規劃健康旅途。 

 在kp.org上建立您的線上帳戶，查看您的
健康資訊，在家或離家皆可隨時向您的
Kaiser Permanente醫生發送電郵。

 獲取我們的KP應用程式，以便在旅行時
保持聯絡。

 向醫生諮詢，您在旅行期間是否需要管理
病症。

 續配合格處方藥，以便離家時有充足的藥
物使用。

 列印您的在線醫療記錄總結，以便在無法
上網時使用。

 確保您接種的疫苗是最新的，包括每年的
流感預防注射。

 請記得隨身攜帶Kaiser Permanente

會員卡。 卡片背面的電話號碼十分
重要。

1此號碼在美國境內與境外均可撥打。在美國境外地區，您須在室
內電話前加撥美國國家代碼「001」，行動電話須在電話號碼前加

撥「+1」。您可能需支付長途話費，我們不接受接聽者付費電話。

此電話專線在主要節假日關閉（元旦、復活節、陣亡將士紀念日、

美國國慶日、勞動節、感恩節和聖誕節），並在假期前一天太平洋

時間 (Pacific time, PT) 晚上10點關閉。節假日之後太平洋時間上

午4點，電話專線重新開放。  

2請參見第32頁定義。 

為看診做好準備 
最大限度地利用您的約診。瞭解將要進行哪些
步驟，並做好準備。這些指導原則可以幫助您
做好準備。  

就診之前 

 準備您的藥物清單
把您服用的所有藥物寫成一份清單，包括

維他命和草藥補充劑。在就診時隨身攜帶

您的藥物清單，或帶上原本的藥瓶。

 瞭解您的檢驗結果
詢問醫師該如何及何時取得您的檢驗結

果，並且瞭解各項檢驗結果的意義。您也

可以在 kp.org上查閱最近檢驗的結果。

 寫下對您重要的事項
與您的醫生談論任何可能會影響您目前或

未來醫護的文化、宗教或個人信仰問題。

就診期間 

 如果您有問題或顧慮，請立即提出，並要
求更多資訊
在接受醫療檢驗前、醫生開處方藥時以及
進行任何治療之前，先提出您的問題是很
可取的做法。

 確保您了解情況
在您離開之前，必須知道需要服用哪些藥
物以及服藥次數、跟進檢查或複診的時
間，以及何時能恢復正常飲食和活動。
如有任何不明之處，請諮詢您的醫護團隊
人員。您也可以請親友陪同，在您需要時
幫助您提出問題、記下答案，以及代您表
達意見。如果您尚未獲取您的保健計劃說
明的印刷版，請索取一份。

http://kp.org/travel
http://kp.org
http://k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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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問些什麼：* 

 我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我該怎麼處理？

 為什麼我必須這麼做？

就診登記時  

就診登記有2種方式： 

• 在接待處登記
準備好您的 Kaiser Permanente 會員卡。
我們也會要求您出示帶照片的身份證件，

如駕照。這樣做是為了保護您的身份及醫

療資料。（如需詳細瞭解我們如何保護您

的資料，請參閱第 50 頁。）
• 在自助服務台登記
插入您的 Kaiser Permanente 會員卡或輸
入姓名。您可以用借記卡或信用卡支付看

診費用、更新某些個人資料，以及獲得前

往就診地點的路線（以多種語言提供）。

並非所有地點都設有自助服務台。 

如果您的計劃中包括共付額、共保額或免賠
額，則您在登記的時候需要支付一筆費用。您
可以用借記卡或信用卡在接待處或自助服務台
付款。之後，您將收到一份對帳單，列示您所
接受的服務、您所支付的金額，以及您是否有
任何欠款。相關詳情請詢問接待員或參閱 

《承保範圍說明書》(Evidence of Coverage) 

或《保險證明》(Certificate of Insurance)。 

*改編自《全國病人安全基金會》「Ask Me 3」活動。

及時進行預約看診 
您的健康是我們的頭等大事。當您需要醫療護
理時，我們致力為您提供及時的約診。  

下面的預約安排標準由加州保健計劃管理局
(Department of Managed Health Care, 

DMHC)制定。這些資料有助於您瞭解在要求約
診時所能得到的大致安排。 

約診類型 約診提供時間 

緊急醫護（見第32
頁定義） 

48小時內 

非緊急基本護理（包
括成人/內科、兒
科、家庭醫科） 

10個工作日內 

由非醫生的保健執業
人員提供的非緊急精
神健康護理 

10個工作日內 

由醫生提供的非緊急
專科護理 

15個工作日內 

如您因為要配合一定的時間安排或是希望看特
別選定的保健業者，而寧願等待稍後的預約，
我們將尊重您的意願。在某些情況下，如持照
保健專業人員確定稍後的預約不會對您的健康
有負面影響，則您等候的時間可能會比上表所
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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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預約標準並不適用於預防性護理服務。您的
保健業者可能會根據您的需要為這些類型的服
務安排具體的時間。預防性護理服務可能包括
身體檢查、視力和聽力測驗、免疫接種、健康
教育和產前護理。本標準也不適用於持續病情
的定期跟進護理或長期專科醫生轉介。 

及時獲得電話協助 

除此之外，以下回覆電話質詢的標準要求保健
計劃在規定時間內回覆下列電話質詢。 

對詢問是否需要醫護以及到何處接受醫護的電
話質詢，保健計劃必須確保每週7天，每天24

小時都能在30分鐘內回覆。 

正常業務時間內，對顧客服務的查詢，保健計
劃必須在10分鐘內回覆。 

免費使用口譯服務 

當您來電或應約就診或電話諮詢時，我們希望
用您最熟悉的語言與您溝通。有關口譯員服務
的詳情，請致電會員服務聯絡中心：  

1-800-464-4000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
服務 1-800-788-0616西班牙語
1-800-757-7585 華語方言

*有關藥物承保的資料，請參閱《承保範圍說明書》或《保險證
明》；如對郵寄有疑問，可向當地Kaiser Permanente藥房查詢。

Kaiser Permanente無法再從北加州和南加州的郵購機構郵寄處方

藥到加州以外的諸多地址。我們郵寄至以下各州：加州、科羅拉多

州、夏威夷州、哥倫比亞特區、喬治亞州、馬里蘭州、奧勒岡州、

維吉尼亞州以及華盛頓州。

獲取您的處方 
在您就診時，您的醫生可能會為您開處方藥。
在大多數情況下，處方以電子方式傳到藥房，
您通常可以在就診結束時在您偏好的藥房領
藥。您也可以在我們的任何一間藥房續配您的
處方藥。請在從第2頁開始的名錄中查找您附
近的藥房。 

異地續配處方藥 

使用我們便捷的郵購服務續配處方。我們可以
在10天內以美國郵局標準服務將大多數的處方
藥寄至您家，無需額外費用。* 

您可以用信用卡（AmericanExpress、
Discover Card、MasterCard或Visa）或者
Visa或MasterCard借記卡支付。 

線上 

請瀏覽kp.org/refill查詢如何方便地訂購續配
藥物，並且查詢所訂藥品的處理狀態。如果您
是第一次線上訂購，您需要先在我們的網站
kp.org上建立您的帳戶。  

電話 

致電處方藥標籤上的藥房續配號碼。打電話
時，請準備好您的醫療記錄號碼、處方號、 

住所電話號碼，以及信用卡或借記卡資料。 

有問題嗎？ 

請撥打處方藥標籤上方的藥房電話號碼，或在
從第2頁開始的名錄中查找當地藥房。 

如需有關您福利的資訊，請致電我們的會員服
務聯絡中心，每週7天、每天24小時為您服務
（節假日休息）。 

1-800-464-4000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
服務1-800-788-0616西班牙語
1-800-757-7585華語方言
711 TTY

http://kp.org/refill
http://k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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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配次數用完怎麼辦？ 

在您進行訂購時，如果您的處方藥續配次數已

用完，我們可以要求您的醫生增加續配次數。

請等兩個工作日，以便我們處理您的訂單。 

需要轉移處方？* 

 從非 Kaiser Permanente藥房轉至

Kaiser Permanente藥房

請在 kp.org上填寫我們的線上表格，或

致電您想要前往的 Kaiser Permanente

藥房，以提供非 Kaiser Permanente藥房

的處方號碼和電話號碼。我們將處理剩餘

事宜。請等待 2個工作日來完成處方轉移

事宜。

 從一家 Kaiser Permanente藥房轉移至

另一家

造訪 kp.org/refill並從我們的線上清單中

選擇您的藥物，或是致電您想要領取藥物

的 Kaiser Permanente藥房。按照提示輸

入現有處方的號碼。如果您的續配次數已

用完，則可能需要 2個工作日來完成您的

訂單。

*某些藥物，例如附表II管制藥物，由於存在濫用和成癮的高風險，

這些藥物是不可轉移的。

處方藥福利  

我們的大部分計劃僅承保由以下人士開立的 

處方： 

 Kaiser Permanente或其附屬醫生及員工

 我們為您轉介的醫生及員工

 醫生為您提供急診服務或區域外緊急醫護

 牙科醫生

通常您要支付所有其他處方藥的全額費用。如
果您的保健計劃不包括處方藥福利，您仍然可
以使用Kaiser Permanente藥房，但必須支付
全額費用。  

對於新會員，Kaiser Permanente一般可為不在
保險承付藥物手冊中的藥物承付暫時用藥量，
直到您將醫護服務轉到Kaiser Permanente 

或附屬醫生及其他保健業者。將醫護服務轉到
Kaiser Permanente或合約保健業者處一事， 

需要在您成為會員後90天內完成。  

非處方藥品  

Kaiser Permanente的藥房也有各種常用的非
處方藥品及補充品，包括維他命、抑酸劑以 

及咳嗽與傷風藥等。您無需處方來獲取這些 

藥物。 

承付處方藥物手冊 

我們的承付處方藥物手冊是一份承保藥物的清
單，經過我們的藥事委員會 (Pharmacy and 

Therapeutics Committee, P&T) 認真評估及批
准。該委員會成員大多為Kaiser Permanente

（計劃內）的醫生及藥劑師。該P&T負責全面
審閱醫學文獻，並根據多項標準，包括安全性
及有效性，確定將哪些藥物納入手冊。委員會
隔月對該手冊進行審閱及更新，以確保不斷收
納最安全及最有效的藥物。  

計劃醫生根據病情以及醫療上的必要性，開出
藥物手冊上的非品牌或品牌藥物，或在極少 

數情況下，開出不在手冊內的藥物（非手冊 

藥物）。  

非品牌藥是品牌藥的化學學名複製品，其作
用、品質和安全性與品牌藥相同，但通常成本
較低。同樣劑量的非品牌藥含有與相應品牌藥
相同的有效成份，並也獲得了美國食品及藥物
管理署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的批准。  

http://kp.org
http://kp.org/re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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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品牌藥有非品牌版本，而其他的則沒有。一
般而言，新的非品牌藥上市時，便會收錄到藥物
手冊內，而相應的品牌藥則被刪除。當兩個版本
（非品牌和品牌）都可用時，通常只有非品牌版
本在我們的藥物手冊中列出。當沒有提供非品牌
版本時，藥物手冊將列出品牌版本。除遵照聯
邦法規外，Kaiser Permanente還進行補充的品
質審查，然後才批准將非品牌藥用於計劃內。  

如果您有處方藥物福利，而且醫生開出手冊內
藥物，我們將按您的理賠條款承付該藥。不在
手冊內的藥物不受保，除非您的醫生確定該藥
物是醫療上必要的。如果您的計劃沒有處方 

藥物福利，您將全額自付手冊藥物及非手 

冊藥物。  

如需有關我們承付處方藥物手冊的更多資料*， 

請瀏覽kp.org/formulary（英文）。或者請致
電我們的會員服務聯絡中心，每週7天、每天
24小時全天候服務（節假日休息）。  

1-800-464-4000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
服務1-800-788-0616西班牙語
1-800-757-7585華語方言 711 TTY

改用另一種藥物（也稱為「治療互換」） 

如果處方由一種藥物調整為另一種藥物，那是
因為我們的藥事委員會已經對這些證據進行了
審查，並確定新藥是基於安全性、有效性或可
負擔性標準的更好選擇。  

這類藥物的調整一般只發生在同種或同類藥物
之間，並且同樣安全有效。在大多數情況下，
您的藥劑師將在您下次續配時自動將您的處方
更改為新藥物。 

請注意：藥物列入我們的承付藥物手冊，未必
意味著您的醫生會開立該藥物用於治療某種 

病症。您的醫生會根據其對醫療必要性的判斷
選擇適當的治療。 

如果我們的承付藥物手冊發生任何調整（包括
對特定藥物的新限制），並且您正在服用的藥
物會受到影響，如果您的醫生認為有醫療必 

要性，根據您的藥物福利，您可能會繼續獲得
該藥物。 

請參閱您的《承保範圍說明書》或 

《保險證明》以瞭解有關於您的藥 

物福利的更多資訊。 

管理慢性病 
複雜個案管理計劃幫助患有難以控制之慢性病
症的會員獲得所需的醫護。  

對某些會員來說，管理一種以上慢性病症可能
需要專業醫護、監控和教育。 

護士和社工與您及您的個人醫生合作，解決您
的具體需求。受過專門訓練的個案管理者提供
教育，幫助您設定個人目標，教導您進行自我
護理。  

Kaiser Permanente會員可自願免費參加複 

雜個案管理計劃。如果您或您的照護者認為 

您符合參加計劃的資格，請撥打 

1-866-551-9619（適用於患有一種以上難以控
制的慢性病症者）。

*承付處方藥物手冊可能會因為您的健康計劃不同而有差異，且可

能有變動。如需有適用於您計劃的承付藥物手冊之更多資訊，請造

訪kp.org/formulary或致電我們的會員服務聯絡中心。

http://kp.org/form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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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源 

在kp.org建立您的線 

上帳戶 
作為Kaiser Permanente會員，kp.org是您獲
得優質醫療保健服務的最佳橋樑。創建您的線
上帳戶後，您可以安全地使用許多省時的工具
和資源，以幫助您管理在Kaiser Permanente

設施所獲得的醫護服務。 

在kp.org網頁上管理您的醫護服務 

隨時隨地造訪kp.org，以便： 

 查看大多數化驗結果

 續配大多數處方藥

 向醫生診所發送電子郵件詢問非緊急

的問題。

 安排和取消例行預約

 列印學校、體育活動、夏令營等所需的疫

苗接種記錄

 管理家庭成員的健康醫護*

在kp.org上得到啟發 

您的kp.org會員資格也能讓您獲取和使用許多
健康生活的工具和提示，以及食譜和各種健康
主題的文章。 

透過行動裝置存取  

從您的首選應用程式網站免費下載
Kaiser Permanente應用程式。如果您在kp.org

上已經有一個帳戶，您就已準備好了可以開始
使用Kaiser Permanente應用程式。  

隨時隨地—管理您的醫療財務 

透過kp.org和Kaiser Permanente應用程式，
您還可以輕鬆安全地：  

 查看並支付醫療帳單

 查看您當前的到期金額

（截至您上次的帳單）

 核對您的付款歷史記錄

 在付款時獲得即時確認

請造訪 kp.org/billsonline（英文）以開始。 

無紙化  

在kp.org/paperless（英文）註冊查看並支付
您的醫療帳單。 

*根據私隱法律，當您代表18歲以下的孩子上網查閱資訊時，可能

無法使用某些功能。有些資訊如果未獲孩子同意，他們的醫生不得

向您披露。

http://kp.org
http://kp.org
http://kp.org
http://kp.org
http://kp.org
http://kp.org
http://kp.org
http://kp.org/billsonline
http://kp.org/paper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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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資源 
您可以在線上、透過電話或當面選擇我們提供
的各種健康生活資源，包括講座班和計劃。您
將會得到啟發，獲得有益 工具，幫助您每一天
處於最佳狀態。 

與您的醫生建立聯繫 

不論您需要支援進行戒煙還是體重管理，您都
可以與養生輔導師共同合作，為健康持久的改
變設立目標。你們將一起打造一個專為您一人
定制的行動方案。  

Kaiser Permanente會員可免費獲得英語和西
班牙語的電話預約服務。如需安排預約，請致
電1-866-862-4295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7點至晚上7點。 

線上健身 

無論您是25歲還是65歲，開始健身絕不會為時
過早——或過晚。只要有規律地進行任何體力
活動——散步、園藝甚至洗衣——都可以幫助
您保持光彩，處於最佳狀態。如需更多資訊請
造訪kp.org/fitness（英文）。 

健康生活方式計劃 

作為Kaiser Permanente會員，您可以在眾多
個性化線上養生計劃中進行選擇，從而幫助您
實現健康目標。這些計劃免費向您提供。  

做一下整體健康評估*，評估結果歸入您的電
子健康記錄中。您也可以從以下計劃中進行 

選擇： 

 用Balance減重。

 用Relax減壓。

 用Nourish實現更健康飲食。

 用Breathe戒煙。

 用Dream獲得更好睡眠。

 用Care for Pain管理慢性疼痛。

 用Care for Diabetes管理糖尿病

 用Care for Depression管理抑鬱症。

如果您尚未在kp.org上註冊，您將需要先完成
註冊，然後才能開始其中一項計劃。請前往
kp.org/registernow（英文）進行註冊。然後
造訪kp.org/healthylifestyles（英文）以開啟
您的計劃。 

更多健康資源 

造訪kp.org/centerforhealthyliving 

（英文），獲取關於改善健康和提升幸福感的
更多資訊。您可以找到有關我們的資源和現場
講座班的資訊，包括所提供的時間、地點以及
聯絡資訊。如果您已在kp.org上註冊，您也可
以線上註冊講座班。某些講座班對公眾開放。
講座班依地點而異，某些講座班可能會收費。 

*本計劃亦有西班牙語版本。

http://kp.org/fitness
http://kp.org
http://kp.org/registernow
http://kp.org/healthylifestyles
http://kp.org/centerforhealthy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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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免疫接種資訊 
您的免疫接種資訊將與加州免疫接種登記處 

(California Immunization Registry, CAIR)、
Stanislaus和San Joaquin縣的地區免疫接種數
據交換處 (Regional Immunization Data 

Exchange, RIDE)、Solano縣公共衛生部以及
San Diego縣的San Diego區域免疫接種登記處
共享。這些安全數據庫由州和縣的政府機構進
行管理。任何加州保健業者都能夠看到在參與
的保健業者處進行的大多數免疫接種的相關 

資訊。欲知詳情，請上網cairweb.org/forms

（英文）瀏覽。 

共享您的免疫接種資料有許多好處，其中 

包括： 

萬一您遺失自己或子女的黃色免疫接種卡， 

也仍有備份資料。 

便於參與的學校查看您子女需要進行的免疫 

接種。 

即使您需要更換保健計劃，也可以保持連貫的

免疫接種記錄。 

如果您不希望Kaiser Permanente透過這些登
記處與其他加州保健業者或參與的學校分享您
或子女的免疫接種資訊，您可以隨時退出。 

造訪cairweb.org/forms並查看「CAIR 

Patient Forms」（CAIR患者表格）部分以瞭
解有關於如何退出的資訊。  

預防性保健準則 
請使用預防性保健準則來瞭解如何變得更 

健康，以及何時需要接受免疫接種及例行健 

康篩檢。  

這些準則適用於一般身體健康的人士。如果您
有持續性健康問題、特殊健康需求或風險，或
者您的家族有某些遺傳病，您的預防性保健準
則可能有所不同。與您的私人醫生討論滿足您
需求的方案。如需瞭解您的保健計劃所承保的
預防性護理服務，請查詢您的  

《承保範圍說明書》 或《保險證明》， 

或致電我們的會員服務聯絡中心。 

http://cairweb.org/forms
http://cairweb.org/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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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預防性保健準則

專題 出生至 12歲 13–18歲 

建議的生活方式 

酒精及藥物 
不要飲酒或吸毒，絕不可在飲酒或吸毒 

後駕車。 

牙科保健 

為了預防嬰兒因奶瓶發生蛀牙，不要讓嬰

兒在日間小睡或晚間睡眠時含著奶瓶。用

水為嬰兒刷牙。從兩歲開始，可用少量牙

膏，教孩子刷牙及用牙線。定期帶孩子看

牙醫。根據風險因素，比如主要水源含氟

量不夠，可能建議使用含氟牙膏。9-18

個月期間，您的嬰兒可能需要定期塗氟保

護漆。 

定期看牙醫。根據風險因素，比如主要水源

含氟量不夠，可能建議使用含氟牙膏。 

飲食和營養 

喂嬰兒母乳直至 2歲。母乳是嬰兒的最佳

食物，含有嬰兒生長第一年需要的所有營

養物質。每天為孩子提供至少 5份水果與

蔬菜。多吃富含鐵的含鈣食物。兩歲後限

制脂肪、膽固醇、糖和牛奶的攝入。限制

食用高脂肪、低營養食物，如快餐、 

薯片、糖果和汽水。  

選擇低脂食物，每天至少吃 5份水果蔬菜。

鼓勵攝入鈣質和葉酸。討論恰當飲食和風 

險飲食行為（例如，暴飲暴食、貪食症或 

厭食症）。 

情緒健康 

定期抽空與孩子在一起，談論他們的學

校、朋友以及遇到的任何困難。讓孩子知

道他們可隨時得到您的幫助。確保孩子獲

得足夠的睡眠，不要安排太多活動。 

多吃健康食物，獲得充足睡眠。如果感到抑

鬱、想到自殺，或遭受某人的傷害，請諮詢

您的醫生或您信任的其他成人。 

環境安全 
給孩子戴帽子，塗防曬霜，抵擋日曬。請勿讓孩子獨自在外玩耍，保護孩子遠離犯罪和

暴力行為。如果您的房子在 1978年前修建，請醫生診斷是否有鉛中毒跡象。 

運動 

保證您的孩子每天都活躍玩耍。只要條件

允許，與孩子一起散步、跑步、玩耍。限

制電視、視訊遊戲和電腦的使用。  

努力每天都保持體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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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出生至 12歲 13–18歲 

醫療護理 

帶孩子接受所有的兒童健康就診。從孩

子出生到 2歲，通常每幾個月安排一次

就診，3至 6歲之間每年一次，並且之後

每 2年一次。醫生會告訴您何時帶孩子

就診。 

參加 13至 15歲及 16至 17歲的所有兒童健

康就診，或按照保健團隊指示更頻繁就診。  

安全 

請勿讓孩子坐在汽車前座。8歲或 8歲以

下孩子或身高在 4尺 9吋以下的孩子應

使用安全座椅。在孩子 2歲前，或在孩

子的體重或身高超過安全座椅生產商允

許的最大限度之前，給孩子使用後朝向

汽車安全座椅。戴好安全帶。騎自行車

時戴安全帽。請勿將 6歲或 6歲以下的

兒童獨自留在汽車內。把藥品放在孩子

拿不到的地方。妥善保管毒性物質控制

中心電話 (1-800-222-1222) 以便使用。

在游泳池周圍安裝圍欄及安全閘門，在

窗子及樓梯上安裝護欄。讓嬰兒仰臥睡

（「仰臥睡眠」姿勢）。  

使用五點式安全帶、安全帽和安全裝置。 

性知識 
延遲性行為。如果您性生活活躍，請諮詢醫

生如何避孕及提高性生活安全性等問題。  

吸煙 勿讓任何人在您的孩子周圍吸煙。 
避免或戒除吸煙和嚼菸草。請造訪

kp.org/healthylifestyles。  

建議的篩檢測試 

自閉症 
如果您擔心幼兒語言或發育遲緩，在幼兒 18至 21個月間兒科醫生會篩檢幼兒的自閉症

譜系障礙跡象。 

血壓 從 2歲開始，每次兒童健康就診時測量。 

披衣菌 性生活活躍的女生每年要做一次披衣菌檢測。 

頭圍 從出生到 2歲，每次兒童健康就診時測量。 

聽力 出生、4-6歲、8-10歲進行聽力測試，17歲前根據醫生建議進行。 

身高、體重及體重指

數 (BMI)  

每次兒童健康就診時測量。從 3歲起，測量體重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計算體

重指數可以幫助確定您孩子的體重是否健康。  

視力 4歲，以及 4-17歲期間每次兒童健康就診時根據醫生建議測量。 

http://kp.org/healthylife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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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出生至 12歲 13–18歲 

其他檢查 

您的孩子出生時會檢查是否存在甲狀腺

缺陷、乳糖不耐（半乳糖血症）、血紅

蛋白病及苯丙酮尿症。如果您的孩子因

糖尿病、高膽固醇、肺結核、貧血或鉛

暴露等問題需要進行其他檢查，您的醫

生會告知您。  

如果您因糖尿病、高膽固醇、肺結核或性傳

染病等問題需要進行其他檢查，您的醫生會

告知您。  

免疫接種 

確保您的孩子及時接受免疫接種（參見第 46 頁和第 47 頁的圖表）。 

流行性感冒 

（流感預防注射） 
6個月至 18歲的所有孩子及家中每個人都應接種。這對於患有哮喘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

的孩子尤其重要。  

百日咳（哮喘咳） 
加州法律規定所有升入七年級的學生必須出示接種 Tdap（破傷風、白喉、和百日咳） 

的注射證明，這是預防百日咳（或稱哮喘咳）的混合疫苗補強劑。  

成人預防性保健準則

專題 成人 

建議的生活方式 

口腔健康 每天使用牙線，使用含氟牙膏。定期看牙醫。 

飲食和營養 

限制脂肪攝入，尤其是飽和脂肪和膽固醇。多吃水果、蔬菜和全穀類食物。確保攝取足夠的

維他命 D和鈣質。鈣建議攝入量：停經期前女性每日總攝入量 1,000 mg/天；50歲及 50歲

以上女性和男性 1,200 mg/天（某些成人可能需要補充劑量才能保證足夠的攝入量）。維他

命 D建議攝入量：停經期前及停經期後女性以及 50歲以上男性 1,000 IU/天（每日總攝入

量）。從初經到停經，女性每日應補充>400 mcg葉酸。  

情緒健康 

如果感到抑鬱、焦慮、想到自殺，或遭受某人的威脅、虐待或傷害，請諮詢您的個人醫生或

其他保健專業人員，從而獲取幫助。孤獨和孤立會增加患病風險。多與親友在一起，參加感

興趣的活動。  

運動 
努力基本每天都保持體力活動。散步，進行負重運動和肌肉鍛煉運動。65歲及 65歲以上成

人在開始大強度運動計劃前請先諮詢醫生。  

醫療護理 
與您的醫生討論醫護事宜預先授權書，萬一您無法表達自己的意願，預先授權書可以替您表

達您希望得到的醫護。  

藥物 與您的醫生討論您服用的所有藥物，確保不存在危險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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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成人 

安全 

使用安全帶和安全帽。如果飲酒，始終請好代駕司機。安裝並檢查煙霧探測器。把槍鎖好，

與子彈分開存放。熱水器溫度設定在120-130華氏度。學習心肺復甦術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如果行走困難或難以保持平衡，不要爬樓梯。篩檢和諮詢也提供給遭

遇人際家庭暴力的女性。 

性行為 

採取避孕措施，預防意外懷孕。為避免性病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STD)，請使用

避孕套，避免與高風險伴侶發生性關係，如已知的吸毒者。根據您的個人風險因素，與醫生

討論檢查 STD的頻率。  

共同決策 

健康生活包括提前規劃未來健康和保健需求。與至親商量，填寫醫護事宜預先授權書，這對

所有年齡層的人都至關重要。該文件根據您的價值觀和保健意願，幫助為您制定適當的治療

計劃。請參閱第 59 頁中的詳細資訊或造訪 kp.org/advancedirectives（英文）。  

保護皮膚 在戶外時保護皮膚免受日曬侵害。戴帽子並擦防曬霜，以減少患皮膚癌的風險。 

吸煙 如果您吸煙或嚼菸草，諮詢您的醫生如何戒掉，或致電 Kaiser Permanente養生輔導，與養

生輔導安排預約，號碼是 1-866-862-4295。  

藥物濫用 避免吸毒和酗酒。如果飲酒或吸毒對您或他人造成問題，請諮詢醫生。 

建議的篩檢測試 

腹腔主動脈瘤 

（針對男性） 
年齡在 65-75歲、一生中至少吸過 100支煙的男性應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檢查。 

乳癌/乳腺癌 

（針對女性） 

對於 40-49歲的女性，我們

在共同決策並考慮預期壽

命、患者偏好、現有並存病

以及臨床醫生判斷的前提下

提供乳房 X光檢查。 

建議年齡在 50-74歲的無症

狀女性定期接受乳房 X光檢

查篩檢。 

對於 75歲及以上的女性，我

們在共同決策並考慮預期壽

命、患者偏好、現有並存病

以及臨床醫生判斷的前提下

提供乳房 X光檢查。 

乳房 X光檢查的篩檢頻率為每 1-2年一次。如果發現乳房有腫塊，應立即與醫生聯絡。 

子宮頸癌 

（針對女性） 

從 21歲起每 3年進行一次抹

片檢查。 

30歲時，做一次抹片檢查和

人類乳突狀瘤病毒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檢查，

此後每 5年做一次，直至 

65歲。 

對 66歲及 66歲以上、以前

做過充分篩檢的女性不再建

議做篩檢。 

膽固醇 20-39歲之間做第一次膽固醇檢查。 40-79歲之間每 5年做一次檢查。

結腸癌 

每年接受一次糞便免疫化學檢查 (Fecal Immunochemical Test, FIT) 或每 5年接受一次撓性

乙狀結腸鏡檢查（進行或不進行 FIT每年檢查），或 50歲起每 10年接受一次結腸鏡檢查。

如果有定期篩檢，75歲時就可以不再篩檢；沒有篩檢過的患者到 80歲時停止篩檢。

糖尿病 

（第二型） 
從 45歲起每 5年檢查一次。 

http://kp.org/advancedir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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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成人 

HIV和其他性病 

(STD) 

如果您發生無防護性行為、懷孕或有任何其他理由認為您可能有患病風險，請進行 HIV和其

他 STD檢查。如果您是 24歲或 24歲以下、性生活活躍的女性，每年做一次披衣菌檢測。 

骨質疏鬆 女性 65歲後、男性 70歲後須做一次骨質密度檢測。 

超重與肥胖 每次就診測量您的體重指數 (BMI)。 

攝護腺癌 

（針對男性） 

50-69歲之間，與醫生討論攝護腺癌篩檢的益處和風險。不建議 70歲或 70歲以上的男性進

行此項篩檢。

免疫接種 

您應按時接受免疫接種（請參閱第 48 頁）。 

流行性感冒 

（流感預防 

注射） 

所有 18歲及 18歲以上的成年人都應該每年接受流感疫苗注射。這對孕婦，患哮喘、糖尿

病、腎病或心臟病等慢性病症患者，及任何 50歲或 50歲以上的人士尤為重要。 

百白破三聯疫苗

（破傷風、白

喉、百日咳，

Tdap） 

18歲以上應至少接種一次 Tdap（破傷風、白喉、百日咳），家中有新生兒或您要照顧新生

兒的情況下尤其要接種。如果懷孕，每次懷孕都應接種 Tdap，理想情況下應在懷孕 27至 36

週時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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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版對出生至6歲大的孩子的免疫接種的建議 

經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推薦 

出生 1個月 2個月 4個月 6個月 12個月 15個月 18個月 
19-23

個月
2-3歲 4-6歲

B型肝

炎疫苗 

(HepB) 

B型肝炎疫苗 

(HepB) 
B型肝炎疫苗 (HepB) 

輪狀病

毒疫苗 

(RV) 

輪狀病

毒疫苗 

(RV) 

輪狀病

毒疫苗 

(RV) 

百白破三

聯疫苗

(DTap) 

百白破三

聯疫苗 

(DTap) 

百白破三

聯疫苗 

(DTap) 

百白破三聯疫苗 

(DTap) 

百白破三

聯疫苗 

(DTap) 

B型流感

嗜血桿菌 

(Hib) 

B型流感

嗜血桿菌 

(Hib) 

B型流感

嗜血桿菌 

(Hib) 

B型流感嗜血桿菌 

(Hib) 

肺炎球菌

結合疫苗 

(PCV) 

肺炎球菌 

結合疫苗 

(PCV) 

肺炎球菌

結合疫苗 

(PCV) 

肺炎球菌結 

合疫苗 (PCV) 

脊髓灰

質炎疫

苗 (IPV) 

脊髓灰

質炎疫

苗 (IPV) 

脊髓灰質炎疫苗 (IPV) 

脊髓灰

質炎疫

苗 (IPV) 

流行性感冒（每年）1 

麻風腮三聯疫苗 

(MMR) 

麻風腮三

聯疫苗 

(MMR) 

水痘疫苗 水痘疫苗 

A型肝炎疫苗(HepA)2 

陰影方塊表示疫苗可在所示的年齡範圍內進行接種。 

註：如果您的孩子錯過了一次注射，無需重頭進行，只需至醫生處繼續接受接下來的注射即可。若您對於疫苗有任何疑問，請與您孩子的醫生

討論。 

如果您的孩子存在任何使其置於感染風險的醫療病症，或是您的孩子將要去往美國以外的地方，請與您孩子的醫生討論以確定孩子是否需要任何

額外的疫苗。 

16個月至8歲大且第一次接受流感疫苗接種的兒童，以及這一年齡段的一些其他兒童，應該至少間隔四週接受兩劑疫苗注射。2應注射兩劑的A型

肝炎疫苗，以實現持續保護。第一劑A型肝炎疫苗應在12個月至23個月大的時候接種。第二劑應在6至18個月後進行接種。任何12個月大或以上

的孩子都有可能需要進行A型肝炎疫苗接種，以防止感染A型肝炎。未曾接受過A型肝炎疫苗接種且具有高感染風險的兒童和青少年應接受A型肝

炎疫苗接種以防止感染A型肝炎。  

DTaP疫苗結合了針對白喉、破傷風和百日咳的保護。 

HepA疫苗防止感染A型肝炎。 

HepB疫苗防止感染B型肝炎。 

Hib疫苗防止感染B型流感嗜血桿菌。 

流行性感冒（流感）疫苗防止感染流行性感冒。 

IPV疫苗可防止小兒麻痺症。 

MMR疫苗結合防止感染麻疹、腮腺炎和風疹的效用 

PCV疫苗防止感染肺炎球菌。 

RV疫苗防止感染輪狀病毒。 

水痘疫苗防止感染水痘。

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致電 1-800-CDC-INFO (1-800-232-4636) 或瀏覽 cdc.gov/vaccines（英文）。 

http://cdc.gov/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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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版對7至18歲大的孩子的免疫接種的建議 

經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推薦。 

疫苗 7-8歲 9-10歲 11-12歲 13-15歲 16-18歲

流感（流行性感冒）1 

Tdap （破傷風、白

喉、百日咳）2 

HPV （人類乳突狀瘤

病毒）3 

腦膜炎球菌

(MenACWY)4 

腦膜炎球菌 (MenB)5 

肺炎球菌 

B型肝炎 

A型肝炎 

滅活小兒麻痺疫苗 

MMR（麻疹、腮腺炎、

風疹） 

水痘（水痘帶狀皰疹） 

1即將進入青春期的兒童以及青少年應該每年接種一次流感疫苗。 
2即將進入青春期的兒童以及青少年應該在11歲或12歲時接種一次Tdap疫苗。 
3所有11–12歲的青少年都應該至少間隔6個月接受2針為一系列的HPV疫苗。對於免疫力低下的人士以及年齡在15歲以上的人士來說，需要3針

為一系列的疫苗。 
4所有11–12歲的青少年都應接種一針四價腦膜炎球菌接合型疫苗 (MenACWY)。  

補強注射建議在16歲進行。 
516至18歲的青少年可以接種MenB疫苗。 

這些陰影方塊表明，建議您的孩子接種這一疫苗，除非您的醫生告訴您孩子無法安全地接受該疫苗。 

這些陰影方塊表明孩子在補接種錯過的疫苗時所應注射的疫苗。 

這些陰影方塊表明建議具有特殊健康情況或者生活方式以致面臨患上嚴重疾病的風險增加的孩子接種的疫苗。針對疫苗的具體建議請參閱

網站：www.cdc.gov/vaccines/pubs/ACIP-list.htm。 

這個陰影方塊表示建議給風險不大兒童（但是在與保健業者交談後希望接種疫苗）接種的疫苗。 

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致電 1-800-CDC-INFO (1-800-232-4636) 或瀏覽 cdc.gov/vaccines。 

http://cdc.gov/vaccines
http://www.cdc.gov/vaccines/pubs/ACIP-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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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版對成人免疫注射的建議 

經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推薦 

疫苗 19-21歲 22-26歲 27-59歲 60-64歲 ≥65歲 

流感（流行性感冒）1 

Tdap（破傷風、白喉、 

百日咳）2 

帶狀庖疹（帶狀庖疹）3 

肺炎球菌(PCV13)4 

肺炎球菌(PPSV23)4 

腦膜炎球菌(MenACWY或

MPSV4) 

腦膜炎球菌(MenB) 

MMR（麻疹、腮腺炎、 

風疹）5 

HPV人乳突狀瘤病毒 

（女性）5, 6 

HPV人乳突狀瘤病毒 

（男性）5,6 

水痘 5 （水痘帶狀皰疹） 

A型肝炎 5 

B型肝炎 5 

Hib （B型流感嗜血桿菌） 

1您應該每年接種流感疫苗。  
2您應該每10年接受一次Td補強疫苗。您還需要1劑Tdap。女性每次懷孕時都應接種Tdap以幫助保護嬰兒。 
3即使您曾患過帶狀孢疹，您也應該接種帶狀孢疹疫苗。 
4您應接受1劑量的PCV13和至少1劑量的PPSV23，這取決於您的年齡與健康狀況。 
5 若您在兒童時期未接種，則您應注射此疫苗。 
6 若您是26歲以下女性或21歲以下男性，且尚未完成該系列接種，則您應注射HPV疫苗。 

建議接種。建議您接種本疫苗，除非您的保健專業人員告訴您您不需要或不應該接受這一疫苗。 

可能建議接種。若您因健康狀況或其他原因而有某些風險因子，建議您接種本疫苗。與您的保健專業人員討論以確定您是否需要接種這一

疫苗。 

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致電 1-800-CDC-INFO (1-800-232-4636) 或瀏覽 cdc.gov/vaccines。 

http://cdc.gov/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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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細則 

急診服務與承保範圍 

急診服務 

如果您出現需要急診醫療的病情，請撥打911

（如果可能的話）或就近前往醫院急診部。急
診病情是一種醫學狀況，表現為急性症狀（包
括劇烈疼痛），其嚴重程度足以使明理人士 

認為若不施加醫療救治，將會導致以下一種 

後果： 

 嚴重危及當事人（倘若是孕婦，則危及孕
婦及胎兒）的健康

 嚴重損害身體機能

 使任何身體器官或部位嚴重失能

精神健康病症若滿足上一段的規定，對於未入

保 Kaiser Permanente Senior Advantage的會

員而言，當該病症表現為嚴重急性症狀並且滿

足以下任何一個條件，則該等精神健康病症也

屬於急診病症： 

 該人士的行為對自己或其他人構成直接
威脅。

 患者由於精神障礙而無法即時為自己提供
或沒有能力使用食物、庇護所或衣物

急診醫護承保 

當您出現急診醫療狀況時，我們將承保您從世

界各地的計劃醫護人員或非計劃醫護人員處所

獲得的急診服務。對於急診服務，您無需獲得

事前授權。 

急診服務包含與急診醫療狀況有關的所有下列

情況： 

 醫院急診部能夠進行的醫學篩檢檢查，包
括急診部通常可提供用於評估急診醫療狀
況的附設服務（如造影和化驗室服務）

 在醫院工作人員的能力範圍內，及在醫院
可提供設施允許的情況下，穩定您所需的
醫療上必要的檢查和治療（一旦您的狀況
穩定，您所接受的服務即為病情穩定後護
理，而非急診服務）

「病情穩定」的定義是為急診病情提供醫療上
必要的治療，在合理醫療的可能範圍內，當您
從所在設施轉院時，不會導致病情出現重大 

惡化。對於出現宮縮的孕婦，當沒有足夠的時
間在分娩之前將其安全地轉移至另一家醫院時
（或者轉移可能對孕婦或未出生胎兒的健康或
安全造成威脅），「病情穩定」是指分娩 

（包括胎盤）。如需瞭解更多有關於急診護理
承保的資訊，請參見您的《承保範圍說明書》
或《保險證明》。 

病情穩定後護理 

病情穩定後護理是在您的主治醫生判斷您的病
情已經穩定後，您在醫院（包括急診部）所得
到的與該急診病情有關的醫療必要性護理。只
有在該護理得到我們的事前授權，或有適用的
法律規定，Kaiser Permanente才會承付由非
計劃保健業者所提供的病情穩定後護理 

（「事前授權」指我們必須事先核准服務）。
如需申請授權由非計劃保健業者提供病情穩定
後護理，您必須在接受護理之前致電 

1-800-225-8883（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或者致電您的Kaiser Permanente會員卡上的
通知電話號碼以通知我們。

我們將與非計劃保健業者討論您的病情。如果

我們確定您需要病情穩定後護理，而且此護理

為您受保福利的一部分，我們會授權您接受該

保健業者的服務，或是安排由計劃保健業者或

其他指定業者提供醫護服務。請務必要求非計

劃保健業者告訴您，哪些是我們已經授權的醫

護項目（包含任何運送），因為我們不承保非

計劃保健業者未經授權而提供的病情穩定後醫

護或相關運送，除非《承保範圍說明書》或

《保險證明》 另有說明。如果您從我們沒有授

權的非計劃保健業者處接受護理，您可能要支

付全額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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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如果您是 Senior Advantage (HMO) 或

Medicare Cost會員，只有在接到非計劃保健

業者或我們向您發出有關您的潛在責任的通 

知時，您才會負有財務上的責任。 

若您入住非計劃醫院，請通知我們。如果您已

入住非計劃醫院或是獲取急診護理，請儘快撥

打 1-800-225-8883（每週 7天，每天 24小

時）或您的 Kaiser Permanente會員卡上的通

知電話號碼，以通知我們。 

保護您的私隱與安全 
我們極其認真地保護您的健康、您的醫療資訊
及與您護理有關的資源。我們的做法之一就是
在您前來就診時，檢查您的
Kaiser Permanente會員卡，以及請您出示有
照片的身份證。  

如果您發現任何不當行為，例如有人不正當地
使用別人的會員卡或資訊、帳單上開列了您並
未獲得的服務的費用，或是您的處方藥物出現
了意外變化，您可以在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節假日休息）隨時聯絡我們的會員服務聯絡
中心，電話：1-800-464-4000（英語及150多
種語言的口譯服務）、1-800-788-0616（西班
牙語）、1-800-757-7585（華語方言）、或
711(TTY)。如需瞭解有關我們如何為您提供保
護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kp.org/protectingyou（英文）。 

我們恪守道德行為規範，工作中講究誠信並遵
守所有法規要求。我們訓練員工及醫生以更好
地保護您的私隱及防止詐騙與身份盜用。我們
監視我們的系統與運行，以隨時發現不當行為
的徵兆，並且採取必要的糾正行動。 

您的權利和責任 
Kaiser Permanente是您全面保健的夥伴。 與
您的醫生以及保健團隊其他成員積極溝通，有
助於我們為您提供最適當及最有效的保健服
務。我們希望確保您獲得有關保健計劃、醫護
人員以及可用服務的資訊，包括重要的預防性
保健準則。有了這些資訊，您就可積極參與自
己的醫療護理。我們也會尊重您的私隱並堅信
您有權獲得周到及有尊嚴的醫護服務。本節詳
細說明您作為Kaiser Permanente會員的權利
與責任，並提供有關會員服務、專科轉介、
私隱與保密以及爭議解決程序等資訊。

作為成人會員，您可以自己行使這些權利。未
成年會員或無法就自己的醫療護理作出決定的
會員，則由負有法定責任的人士為您行使此等
權利，參與作出決定。  

您有下列權利： 

獲取有關於Kaiser Permanente、我們的 

服務、執業人員和保健業者，以及您的權利與
責任的資訊。我們希望您能參與有關於自己 

醫療護理的決定。您有權並理應得到有助您作
出醫療決定所需的詳盡資訊。其中包括下列 

各項：  

 Kaiser Permanente

 我們提供的服務，包括精神健康服務

 為您提供服務或治療的醫護人員姓名及專
業資格

 健康狀況診斷、建議的治療及替代療法

 所建議治療的風險與好處

 預防性保健準則

 醫療道德問題

 投訴及申訴程序

我們將盡量以明瞭易懂的方式提供這些資訊。

如有需要，我們可提供免費口譯服務。  

http://kp.org/protecting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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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開誠布公的討論，探討在不考慮費用或理

賠的前提下，適合您的病情或醫療上必要的治

療選項。 您有權與您的計劃醫生坦誠討論，在

不考慮費用或理賠的前提下，適合您的病情或

醫療上必要的治療選項。如果有問題，即使您

認為無關緊要，也請盡量提問。在同意接受任

何治療之前，您的問題和疑慮應該得到滿意的

回答。如果您不同意接受治療或治療方法與您

的認知相悖，可以拒絕接受任何建議的治療。  

Kaiser Permanente不會根據年齡、種族、 

族裔、膚色、原國籍、文化背景、祖先、宗教
信仰、性別、性別認同、性別表露、性取向、
婚姻狀態、身心殘障狀況、支付來源、遺傳資
訊、國籍、母語或移民狀態而作出任何歧視。 

急診病情或其他情況可能會使您無法參與做出
治療決定。但是一般來說，如果未得到您本人
或您的代表同意，您不會得到任何治療。您及
您的家人（在適當情況下）將被告知所提供的
醫護、治療以及醫療服務的結果，包括意外 

結果。 

參與執業人員和保健業者關於您的保健服務的

決策過程。 您有權選擇一位成年人代表，即您

的代理人，以在您無法自行作出決定時替您作

出醫療決定，並代您表達對於未來醫護的意

願。您可以在預先授權文件，如醫護事宜預先

授權書中提供您的指示。請參閱第 59 頁中有
關預先授權的詳細資訊。 

如欲進一步瞭解上述服務以及資源的資訊， 

請聯絡會員服務聯絡中心，服務時間為每週7

天，每天24小時（節假日休息），電話號 

碼1-800-464-4000（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
譯服務）、1-800-788-0616（西班牙語）、 

1-800-757-7585（華語方言）或711 (TTY)。

醫療道德問題的考量。 您有權請您的保健團 

隊考慮一些可能與您的保健相關的醫療道德 

問題。Kaiser Permanente在每個醫療中心均
設有醫學道德/倫理委員會 (Bioethics/Ethics 

Committee)，協助您做出重要的醫療或道德 

決定。 

索取個人醫療記錄。 您有權查閱及索取自己的
醫療記錄副本，但需受法律限制，並需支付適
當的複印費或檢索費。您也可指定其他人代您
索取您的記錄。除非法律要求或允許，未經您
的書面同意，Kaiser Permanente不會披露您
的醫療資訊。 

如欲查閱、索取或披露醫療記錄副本，您需要
填寫適當的書面授權書或查閱申請表，並遞交
至您獲取護理的醫療設施的醫務秘書部。他們
會提供表格，並告訴您該如何索取醫療記錄。
請參閱本《指南》或網站kp.org中所載您的醫
療設施，尋找這些部門的地址及電話號碼。若
您在獲取醫療記錄副本方面需要援助，請致電
我們的會員服務聯絡中心，號碼為 

1-800-464-4000（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
服務），1-800-788-0616（西班牙語），
1-800-757-7585（華語方言）或711 (TTY)。

獲得有尊嚴及尊重個人意願的醫護。 我們尊重
您的文化、社會心理、精神、個人價值觀、信
仰，以及個人偏好。Kaiser Permanente致力
為您提供優質醫護及打造健康繁榮的社區。為
了幫助我們認識您並為您提供文化適切的醫
護，我們會收集種族、族裔、語言偏好（口頭
和書面）及宗教資料。這些資訊有助我們拓展
改善會員和社區醫護服務的途徑。這些資訊完
全私有且保密，並且不會用於核保、等級設定
或福利確定。檢查您的就診總結報告，確定您
的資訊都正確。如果您發現錯誤，請告訴我
們。我們堅信，提供優質的保健服務，需要對
醫療護理的各方面進行充分和開放的討論，並
且希望您對Kaiser Permanente提供的保健服
務感到滿意。 

需要時可使用免費口譯服務。當您來電或應約
就診或電話諮詢時，我們想用您最熟悉的語言
與您溝通。瞭解更多有關口譯服務的資訊，請
查看第67頁，或致電我們的會員服務聯絡中
心，電話：1-800-464-4000（英語及150多種
語言的口譯服務）1-800-788-0616（西班牙
語），1-800-757-7585（華語方言），711 

(TTY)。 

http://k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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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保護您的私隱和機密資訊。 所有
Kaiser Permanente的員工、醫生以及與
Kaiser Permanente簽約的執業人員及保健業
者均被要求對您的受保護健康資訊 (Protected 

Health Information, PHI) 保密。PHI包括 

姓名、社會安全號碼或其他能透露您身份的 

資訊，如種族、族裔及語言等資料。例如， 

您的醫療記錄就是PHI，因為這些資料包括了
您的姓名和其他身份資料。 

Kaiser Permanente對會員PHI的收集、使用及
披露有嚴格的政策與程序，其中包括：  

 Kaiser Permanente對PHI的例行使用及
披露手續

 授權的使用

 調閱PHI

 在全組織範圍內對口頭、書面及電子檔
PHI的內部保護

 保護披露給保健計劃資助人或雇主的資訊

請查閱第56頁「隱私保護規定」(Privacy 

practices) 一節。  

如需瞭解有關您的PHI權利以及我們隱私保護
規定的更多資訊，請查詢網站kp.org上的「保
護私隱通知」(Notice of Privacy Practices) ，
或致電會員服務聯絡中心，電話： 

1-800-464-4000（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
服務），1-800-788-0616（西班牙語），
1-800-757-7585（華語方言）或711 (TTY)。

不受干預地參與選擇醫生。您有權不受干預地
在Kaiser Permanente Medical Care Program

內選擇及更換您的個人醫生（視醫生接納能力
而定）。有關護理師、醫師助理及選擇基本護
理執業人員的更多詳情，請參閱本《指南》第
44頁。  

獲得合格醫務執業人員另方意見。如果您需要
另方意見，可以請您的計劃醫生幫助您安排，
或是與另一位計劃醫生做預約。只有獲得了

Permanente Medical Group的事先授權， 
Kaiser Foundation Health Plan, Inc.才會承保
由非Permanente Medical Group的醫生提供的
另方意見諮詢服務。雖然您有權不經事先授權
向Kaiser Permanente Medical Care Program

以外的醫生諮詢，但須自付費用。  

接受及使用會員滿意度資源，包括對
Kaiser Permanente或我們提供的服務提出投
訴或上訴的權利。 您有權使用患者協助、會員
服務以及爭議解決流程等資源。這些服務可以
幫助回答及解決您的問題。  

您的《承保範圍說明書》 手冊、《保險證明》，
或《聯邦雇員健康福利計劃》(Federal 

Employees Health Benefits Program)資料中載 

有爭議解決流程的說明。如果您需要更新的版
本，請向當地會員服務部或我們的會員服務聯絡
中心索取。如果您透過雇主入保
Kaiser Permanente保健計劃，您也可與雇主聯
絡，索取最新版本。  

有必要時，我們可提供免費傳譯服務，包括手
語。如欲進一步瞭解我們的服務以及資源的資
訊，請聯絡會員服務聯絡中心，電話號碼 

1-800-464-4000（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
服務）、1-800-788-0616（西班牙語）、
1-800-757-7585（華語方言）或711 (TTY)。

就Kaiser Permanente會員的權利與責任政策
提出建議。如您對我們的政策有任何意見，請 

聯絡會員服務聯絡中心，電話號碼 

1-800-464-4000（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
服務）、1-800-788-0616（西班牙語）、
1-800-757-7585（華語方言）或711 (TTY)。

您負有以下責任： 

瞭解保健福利的範圍及限制。您的《承保範圍

說明書》手冊、《保險證明》或《聯邦雇員健

康福利計劃》資料中對您的權益有詳細的說

明。如果您需要最新版本，請向當地會員服務

辦公室索取。如果您透過雇主獲得

Kaiser Permanente保險，也可與雇主聯絡，

索取最新的《承保範圍說明書》手冊或 

《保險證明》。 

若您入住非Kaiser Permanente醫院，請通知
我們。 若您入住任何非Kaiser Permanente計
劃醫院，您有責任在合理情況下儘快通知我
們，以便我們監督您的醫護服務。 

您可以透過撥打Kaiser Permanente會員卡上
的電話號碼與我們聯絡。  

http://k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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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您的身份。 您有責任隨身攜帶您的
Kaiser Permanente會員卡及附有照片的身份
證以在需要時使用，並確保身份證不被冒用。
如果您讓別人使用您的會員卡，我們可扣留該
卡並取消您的會員資格。 

您的Kaiser Permanente會員卡僅作身份識別
之用， 除非您是我們保健計劃的合格會員，否
則無權享受服務或其他福利。任何非會員如果
使用我們提供的服務，將會收到帳單。  

如約就診。 如不再需要或無法前往就診，您有
責任及時取消預約。 

盡可能詳細地提供Kaiser Permanente及我們
執業人員和保健業者為您提供服務所需要的資
訊。 您有責任就您的醫療狀況和病史，提供您
所知道的最準確的資訊。如您的健康有任何意
外變化，請通知醫生或醫護執業人員。 

瞭解您的健康問題並盡可能參與擬定雙方同意
的治療目標。 如果您對您的治療計劃不甚瞭
解，或不知道醫生對您的要求，您有責任告訴
醫生或醫護執業人員。如果您認為自己無法完
成全部的治療計劃，您也有責任告訴醫生或醫
護執業人員。 

遵從您與醫護執業人員達成一致的醫療計劃及
指示。 您有責任遵從您與醫生或醫護執業人員
已達成一致的計劃及指示。 

認識生活方式對健康的影響。 您的健康狀況不
僅有賴於Kaiser Permanente提供的保健服
務，而且也受日常生活方式的影響，例如不良
習性如吸煙或無視醫囑，或有利於健康的選
擇，例如運動及攝取健康食物。 

體諒他人。您有責任以禮貌及體諒的態度對待
醫生，保健專業人員以及其他
Kaiser Permanente會員。您也有責任愛惜他
人及Kaiser Permanente的財產。 

履行財務義務。 您有責任按時繳付您所欠
Kaiser Permanente的任何費用。 

瞭解及使用會員滿意度資源，包括爭議解決流
程。有關爭議解決流程的詳情，請參閱本《指
南》第56頁。您的《承保範圍說明書》手冊、
《保險證明》，或《聯邦雇員健康福利計劃》
資料中載有爭議解決流程的說明。 

如果您需要最新版本，請向我們的會員服務聯
絡中心索取。如果您透過雇主入保
Kaiser Permanente保健計劃，您也可與雇主
聯絡，索取最新版本。我們的會員服務聯絡中
心也可向您提供各類可用資源以及
Kaiser Permanente政策與程序的相關資訊。 

如對我們的政策有任何建議或意見，請在每週
7天、每天24小時（節假日休息）隨時與會員
服務聯絡中心聯絡，電話號碼1-800-464-4000 
（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服務）、 

1-800-788-0616（西班牙語）、
1-800-757-7585（華語方言）或711 (TTY)。

政策與程序 
本節討論承付處方藥物手冊，以及專科醫生轉
介、新技術、保密及隱私保護規定等政策。本
節也說明爭議解決的流程以及承保與治療決定
的程序。有關治療決定及預先授權的一些常見
問題，請參閱從第58頁起提供的答案。  

有關我們的政策與程序，包括福利及承保範圍
等問題，請在每週7天、每天24小時（節假日
休息）隨時向會員服務聯絡中心代表查詢，電
話：1-800-464-4000（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

口譯服務）、1-800-788-0616（西班牙語）、 
1-800-757-7585（華語方言）或711 (TTY)。 
Senior Advantage和Medicare會員可於每週7

天的上午8點至晚上8點間聯絡我們的會員服務
聯絡中心，電話：1-800-443-0815（英語）。

殘障人士通行便利  

我們的一貫政策是在醫療設施和服務上為殘障
人士提供通行方便，以落實聯邦及加州禁止歧
視殘障人士的法令。Kaiser Permanente (1) 為
需要動物輔助服務的人士提供通行方便，除非
該動物會對健康或安全構成嚴重的風險；(2) 

為有聽障、認知和/或有溝通障礙的殘障人士在
有需要時提供適當的輔助裝置和服務，以確保
有效的溝通，其中包括合格的手語傳譯服務，
以及採用其他形式的資訊材料（例如，大字版
本、錄音帶/CD、電子文件/光碟/CD-ROM、
盲人點字）；以及 (3) 開設方便殘障人士使用
的檢查室與醫療設備。  

您的Kaiser Permanente會員卡 

每位會員均獲指定一個獨特的醫療記錄號碼，
我們使用該號碼查找會員及醫療資訊。每一位
會員均會收到一張印有獨特號碼的會員卡。  



54

如果您不確定自己的保險從何時開始，請打電
話向雇主的福利辦公室詢問；個人保健計劃會
員可致電會員服務聯絡中心查詢。如果您先前
是我們的會員，現在重新加入保健計劃，您 

將收到一張印有原來醫療記錄號碼的新的會 

員卡。  

當您收到新會員卡時，請銷毀所有的舊卡，並
開始使用新卡。如果您遺失會員卡或我們不慎
發給您1個以上的醫療記錄號碼，請通知會員
服務聯絡中心，電話：1-800-464-4000 

（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服務）、 

1-800-788-0616（西班牙語）、
1-800-757-7585（華語方言）或711 (TTY)。

專科護理的轉介  

您的基本保健醫生如果認為您需要接受專科治
療，可將您轉介給Kaiser Permanente計劃專
科醫生。有些專科醫護服務無需轉介，如婦產
科服務、精神健康服務與物質使用障礙治療。
有時您可能需要非計劃醫生提供的服務。這些
服務只有在獲得Medical Group的書面授權後
才可承保。詳情請參閱您的《承保範圍說明
書》或《保險證明》。 

提供線上及紙質版保健業者名錄的通知 

自2016年7月1日起，按照加州法律規定，
Kaiser Permanente應為會員提供並更新含有
特定資訊的線上保健業者名錄，包括保健業者
是否接收新患者。保健業者名錄可透過kp.org

獲得。個人也可申請獲得其所在地區的紙質版
保健業者名錄。如需獲取名錄副本，請致電我
們的會員服務聯絡中心，號碼為 

1-800-464-4000（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
服務）、1-800-788-0616（西班牙語）、
1-800-757-7585（華語方言）或711 (TTY)。
或透過寫信至以下地址索取保健業者名錄：

Kaiser Foundation Health Plan, Inc. 
Publications Distribution 
393 E. Walnut St. 
Pasadena, CA 91188 

新技術  

Kaiser Permanente有一套縝密的程序來監督
和評估新醫療技術的治療及檢查之臨床證據。
Kaiser Permanente的醫生會確認新技術在發
佈過程及同行審查臨床研究中是否安全有效，
以及這些技術對他們的患者是否適用。  

理賠協調 (Coordination of Benefits, COB)  

如果您及家人透過雇主團體有一個以上的保健
計劃（包括個人持有或交由Medicare 

Advantage計劃管理的Medicare計劃A部分和/

或B部分）， 即可節省醫療開支。透過我們的
COB計劃， 您可以報銷您的成本分擔額及自
付費用。您的保健組織與保險公司透過COB共
同支付您的醫療費用。如果您除了
Kaiser Permanente保險之外，同時透過雇主
團體或Medicare享有其他保險，但想知道您是
否符合COB資格，請致電我們的代表。請於週
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4點間致電，電話： 

1-800-201-2123。有關COB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您的《承保範圍說明書》。

索賠進展狀況查詢  

您有權查詢索賠處理的進展狀況，只需給會員
服務聯絡中心的代表打一通電話，即可獲得以
下資訊：處理階段、批准金額、已付金額、會
員支付費用，以及給付日期（如適用）。如欲
查詢索賠狀態，請在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節假日休息）隨時致電會員服務聯絡中心，
電話：1-800-464-4000（英語及150多種語言
的口譯服務）、1-800-788-0616（西班牙
語）、1-800-757-7585（華語方言）或711 

(TTY)。 

理賠或服務決定  

管理如何使用保健服務及相關資源，是
Kaiser Permanente醫生與工作人員共同致力
控制醫療費用以及為您改進保健服務的重要 

部分。 

有效管理我們的資源，包括做出決定，確保您
在適當時間、適當場所，獲得適當醫護。與您
的保健團隊成員坦誠溝通，是確保您獲得所需
醫護的重要途徑。  

很多政府機構、認證機構及雇主要求管理式醫
療機構和醫院找出及糾正潛在的服務不足及服
務過度情況。這些機構包括全國醫療品質保證
委員會 (National Committee for Quality 

Assurance)、Medicare與Medicaid服務中心 

(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Medicare and Medi-Cal)，以及聯合委員會 

(Joint Commission)。此項服務監督被稱為
「資源管理」。  

http://k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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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Kaiser Permanente，「醫療服務使用管
理」(utilization management, UM) 針對您的保
健業者要求的少數保健服務進行。UM審查確
定所請求的服務是否對您的醫護而言是醫療上
必要。我們使用基於證據的UM標準與現有承
保範圍來做UM決策。如果出現UM拒絕，會員
及保健業者將收到書面通知以告知決定、所用
標準的描述以及決定的臨床原因。用於支援決
策的特定UM標準的副本可供索取，並將應要
求提供給您。而且，我們不會因執行醫療服務
使用審核的保健業者或個人作出拒絕承保或拒
絕服務的決定而特別給予其獎勵。向UM決策
者發放獎金，並非鼓勵他們做出導致服務使用
不足的決定。  

您的理賠取決於您的承保類型。您的
Kaiser Permanente醫生及合約保健業者根據
您的個人臨床需求來決定提供給您的醫護及服
務。我們的醫生及其他保健業者可使用臨床實
務準則（資訊、工具及其他決策輔助手段）協
助作出治療決策。 

您的Kaiser Permanente醫生不會因為要得到
獎金或是因為聘用、解雇或升職而做出對您的
醫護決定。如果您的Kaiser Permanente醫生
不提供您所需的服務，也不會得到任何獎金。
Kaiser Permanente確保您的醫生在適當的時
間和地點提供您所需的醫護。 

如需有關我們的獎金發放政策以及如何控制服
務使用及開支的更多資訊，請在每週7天、每
天24小時（節假日休息）隨時與我們的會員服
務聯絡中心聯絡，電話：1-800-464-4000（英
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服務）、 

1-800-788-0616 （西班牙語）、
1-800-757-7585 （華語方言）或711 (TTY)。

有關醫療服務使用管理 (UM)  

問題與流程的協助  

有關醫療服務使用管理或流程的問題，請在每
週7天、每天24小時（節假日休息）隨時致電
會員服務聯絡中心，電話：1-800-464-4000

（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服務）、 

1-800-788-0616（西班牙語）、
1-800-757-7585（華語方言）或 711 (TTY)。
您還可以從
healthy.kaiserpermanente.org/static/health/pd

fs/how_to_get_care/cal_utilization_managem

ent.pdf（英文）獲取資訊。

每個醫療中心的會員服務代表及UM職員會在
正常辦公時間上班，他們可以回答有關UM管
理的問題或顧慮。請致電您當地的醫療中心電
話號碼，聯絡會員服務部門或醫療服務使用管
理部。辦公時間是週一至週五（不含節假日）
上午9點至下午5點。您也可以在非營業時間給
我們的語音信箱留言，詢問有關UM流程或其
具體問題。請留下您的姓名、醫療記錄號碼和/

或出生日期、聯絡電話號碼，以及具體的問
題。我們最晚會在下一個工作日內做出回覆。 

醫療品質 

Kaiser Permanente對提供給會員的優質保健
與服務深感自豪。我們對品質的承諾體現為獨
立機構對我們的內部改進計劃及使用先進技術
提供醫療護理的認可。您可以在每週7天、每
天24小時（節假日休息）隨時致電我們的會員
服務聯絡中心，電話： 1-800-464-4000（英
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服務）、 

1-800-788-0616（西班牙語）、
1-800-757-7585（華語方言）或711 (TTY)

免費索取一份《Kaiser Permanente醫療品質
計劃說明書》(Quality Program at

Kaiser Permanente)，以瞭解我們的品質
計劃。

您也可以造訪kp.org/quality，線上查閱本文
件。請點選「 Measuring quality」（衡量品
質），往下翻捲到「Recognition for quality 

care」（對優質護理的認可）欄目的底端， 

然後點選「 Quality Program at 

Kaiser Permanente California」
（Kaiser Permanente California醫療品質計劃
說明書）。 

我們還參與各項社區活動，提高患者的安全—

—這是我們的一件頭等大事。比如，我們參與
Leapfrog Group問卷調查。Leapfrog Group由
提供保健福利的名列Fortune 500公司及全美
其他公立和私營組織組成。該組織的目標是提
高美國保健服務的安全性和品質。該組織的一
個主要項目是在網路上開展自願參與的問卷調
查，用於搜集城市醫院醫療護理的相關資訊。
Kaiser Permanente在加州的所有醫療中心以
及我們大多數合約醫院都參與了最近的問卷調
查。如需查看問卷調查結果，請造訪
leapfroggroup.org（英文）。 

http://healthy.kaiserpermanente.org/static/health/pdfs/how_to_get_care/cal_utilization_management.pdf
http://healthy.kaiserpermanente.org/static/health/pdfs/how_to_get_care/cal_utilization_management.pdf
http://kp.org/quality
http://leapfroggrou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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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保護規定 

Kaiser Permanente將會保護您受保護健康資
訊 (PHI) 的隱私。我們也會要求合約保健業者
保護您的PHI。PHI是相關於您個人健康、所接
受的醫護服務或保健付款的可識別個人身份的
資訊（口頭、書面或電子記錄）。 

您通常可以看到以及收到PHI副本、改正或更
新自己的PHI，並要求我們提供某些PHI披露記
錄。您可以要求我們將您的保密通訊遞送到您
的常用地址以外的其他地址。您也可以要求我
們使用不同於常用遞送方式的其他方式。  

我們可以使用或揭露您的PHI，以用於治療、
付款、Kaiser Permanente批准的健康研究、
及保健運作目的，例如測評服務品質。有時我
們會根據法律要求向其他方（如政府機構或司
法行為）提供PHI，或在法律訴訟中提供
PHI 。此外，如果您透過雇主團體投保，我們
必須獲得您的授權或在法律許可的情況下，才
能與您的團體分享PHI 。如果沒有獲得您或您
代表人的授權，我們不會使用或揭露您的
PHI，以用於任何其他目的，除非我們的《保
護私隱通知》中有另有規定。由您決定是否授
權給我們。  

以上僅為我們主要隱私保護規定的概要介紹。 

我們的《保護私隱通知》中有更多資料闡述我們

的隱私保護規定以及您在PHI方面的權利，需要

時可供查閱及索取。如需索取副本，請致電我們

的會員服務聯絡中心，號碼為1-800-464-4000

（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服務）、 

1-800-788-0616（西班牙語）、1-800-757-7585

（華語方言）或711 (TTY)。該通知也見於您當

地的計劃設施或我們的網站kp.org。  

爭議解決 

我們致力於及時解決您的疑慮。以下各節闡述
一些可用於解決爭議的選項。有關適用於您的
爭議解決選項，請參閱《承保範圍說明書》或
《保險證明》或向會員服務部門代表洽詢。如
果您是Medicare、Medi-Cal、MRMIP、
AIM 、Federal Employee Health Benefits 

Program (FEHBP) 或CalPERS的會員，參考
上述資料尤為重要，因為有不同的爭議解決辦
法供您選用。當《承保範圍說明書》或《保險
證明》的內容修訂時，以下的資料也隨之改
變，而且修訂後的資料將取代本《指南》 

的資料。 

我們會在收到您的投訴、申訴或上訴後五天內
確認收件。我們會在收到書面或口頭投訴後30

天內將我們的決定通知給您。我們將竭盡全力
及時解決您的問題。如本節所述，如果屬於加
速審議，則會在30天之內答覆。  

有關醫護或服務品質或是設施或服務可用性的
投訴  

如果您要對醫護或服務品質或是設施或服務的
可用性提出投訴，您可在線上進行，或與當地
Kaiser Permanente計劃設施的患者協助協調
員或會員服務部代表聯絡，或致電會員服務聯
絡中心討論您的問題，電話：1-800-464-4000

（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服務）， 

1-800-788-0616（西班牙語），
1-800-757-7585（華語方言）或711 (TTY)。
要在線上投訴，請前往kp.org，然後滾動至頁
面底端。點選「Member Support」
（會員支援），然後點選「 Member

Services」（會員服務）。在螢幕左側點選
「Submit a complaint」（提交投訴）。我們
的代表會告訴您解決的程序，並確保有關方面
審核您的投訴。

哪些人可以提出申訴 

以下人士可提出申訴： 

 您可以親自提出申訴。

 您可以書面指定朋友、親屬、律師或其
他任何人作為您的授權代表，為您提出
申訴。

 家長可以代表18歲以下的子女提出申訴。
但是如果孩子有法定權利可以控制與申訴
相關的資訊的披露，孩子就必須指定家長
為授權代表。

 法院任命的監護人可以代表其受監護人提
出申訴。但是如果受監護人有法定權利可
以控制與申訴有關的資訊的披露，受監護
人就必須指定法院任命的監護人為授權
代表。

 法院任命的保護人可以代表受保護人提出
申訴。

 持現時有效醫療護理委託書的代理人
可以在州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代表當事
人提出申訴。

 如《承保範圍說明書》或《保險證明》
所述，您的醫生可以根據您的口頭同意，
作為您的授權代表提出緊急申訴。

http://k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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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審議程序 

若您希望我們以緊急方式審議您的申訴，請在
您提出申訴時告知我們。 

您必須以下列其中一種方式提出緊急申訴： 

 致電加速審議處免費電話1-888-987-7247

（TTY用戶請撥打711）

 將書面申請寄送至下列地址：
Kaiser Foundation Health Plan, Inc.

Expedited Review Unit

P.O. Box 23170

Oakland, CA 94623-0170

 將書面請求傳真至我們的加速審議處的免
費傳真號碼1-888-987-2252

 前往計劃設施的會員服務辦公室（地址請
查閱從第2頁開始的醫療設施名錄）

 造訪kp.org—您可以在我們的網站上提出
投訴或申訴，包括要求加速審議。

除非您的保健業者告訴我們您的申訴十分緊
急，否則將由我們決定您的申訴是否緊急。 

如果我們認定您的申訴並不緊急，我們將遵循
《承保範圍說明書》或《保險證明》「申訴」
一節中「標準程序」項下所描述的程序。 

一般而言，只有符合以下條件之一，方屬緊急
申訴： 

 採用標準程序可能會嚴重危及您的生命、
健康或恢復身體最佳機能的能力

 瞭解您病情的醫師認為，如果採用標準程
序，會造成您產生劇烈疼痛，必須延長承
保治療的療程才能加以有效控制。

 瞭解您病情的醫師確定您的申訴是緊
急的。

如果我們緊急回應您的申訴，我們會根據您的
臨床狀況需要，儘快將我們的決定口頭通知給
您，最晚不超過收到您的申訴後72小時。我們
將在收到您的申訴後3天內寄給您一份有關我
們決定的書面確認函。 

如果我們做出對您不利的裁決，我們會在信中
解釋原因並向您說明進一步上訴的權利。 

註：如果問題涉及了對您的健康迫在眉睫且嚴

重的威脅（例如劇痛，或者可能死亡、截肢或

重度傷殘），您可以隨時聯絡加州保健計劃管

理局(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Managed 

Health Care)，電話：1-888-HMO-2219 

(1-888-466-2219) 或 1-877-688-9891 

(TDD)，無需事先向我們提出申訴。 

具約束力的仲裁  

您有權對Kaiser Permanente及我們提供的醫
護服務提出投訴。會員的大多疑慮可透過我們
的投訴及申訴程序得到解決。但是，如果該流
程未能令您滿意地解決問題，您可以要求由中
立的第三方作出具約束力的仲裁。  

我們要求會員利用具約束力的仲裁來解決爭議
解決流程未能解決的某些問題，而不是透過陪
審團或法院審判來解決。具約束力的仲裁是一
種法律程序，為會員提供公平、高效益及保密
的爭議解決手段。獨立行政官辦公室 (Office of 

the Independent Administrator) 是負責處理保
健計劃仲裁的中立方。仲裁員通常會在18至24

個月內解決爭議，一般情況下不到一年。仲裁
員的決定對會員及保健計劃均具有約束力。如
需瞭解有關具約束力仲裁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您的《承保範圍說明書》或《保險證明》。 

如需獲取最新副本，請致電我們的會員服務聯
絡中心，號碼為1-800-464-4000（英語及150

多種語言的口譯服務）、 1-800-788-0616

（西班牙語）、1-800-757-7585（華語方言）
或711 (TTY)。 

獨立醫療審查 (IMR)  

如您符合資格，您或您的授權代表可要求加州
保健計劃管理局透過獨立醫療審查 

(Independent Medical Review, IMR) 程序處理
您的爭議。保健計劃管理局決定哪些情況符合
IMR資格。您無須為審查付費。如您決定不申
請IMR，您可能會放棄對我們採取某些法律行
動的權利。  

若下列所有情況屬實，您可能有資格申請

IMR： 

 下列其中一種情況適用於您：

 保健業者建議您申請醫療上必要的
服務。 

 您從保健業者處接受了急診服務、急
診救護車服務或緊急醫護，且該保健
業者認為所接受的服務是醫療上必要
的服務。  

 您一直以來均請某位計劃保健業者為您看
診，並接受其針對您醫療狀況所提供的診
斷或治療。

http://k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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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請求的理賠或服務完全由於被認定為不
具有醫療必要性，或這是部份的原因，而
被拒絕、修改或推遲。

 您提出的申訴被我們拒絕，或我們沒有在
30天內（對緊急申訴，則為3天內）對您
的申訴做出決定。在特殊及緊迫的情形下
（例如劇痛或可能死亡、截肢或重大傷
殘），保健計劃管理局可能免除您必須先
向我們提出申訴的要求。如果我們已拒絕
了您的申訴，您必須在書面拒絕決議日期
起的6個月內提交IMR申請。然而，如果
保健計劃管理局確定您是因為情況不允許
而未能及時提交，也可能接受您在被拒6

個月後提出的請求。

如果請求的服務被拒絕的原因是該服務被認為
具有《承保範圍說明書》或《保險證明》 

「實驗或研究性拒絕」一節中所述的實驗或研
究性質，您也可以要求進行IMR 。 

如果保健計劃管理局認定您的情況可以要求進
行IMR，則會讓我們將您的個案傳送給保健計
劃管理部的獨立醫療審查機構。保健計劃管理
局在收到獨立醫療審查機構的決定後，會立即
將決定通知給您。如決定有利於您，我們將與
您聯絡並提供服務或付款。 

加州保健計劃管理局 

加州保健計劃管理局負責制定保健服務計劃。
如果您對您的保健計劃有任何不滿，應該先打
電話給您的保健計劃，電話號碼為 

1-800-464-4000（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
服務），1-800-788-0616（西班牙語），
1-800-757-7585（華語方言）或711 (TTY)，
並在聯絡保健計劃管理局之前使用保健計劃的
申訴程序。利用此申訴程序並不會剝奪您可能
擁有的任何法定權利，或影響您可獲取的任何
補償。

如果您需要幫助以解決涉及緊急情況的申訴、
您的健康保險計劃尚未妥善解決的申訴或在超
過30天後仍未得到解決的申訴，您可以致電保
健計劃管理局請求協助。您還可能具備獨立醫
療審查 (IMR) 的資格。  

如果您有資格要求IMR，IMR程序將對保健計
劃就服務或治療在醫療上的必要性的決定，實
驗性或研究性治療的承保決定，以及急診或緊
急醫療服務的支付爭議進行公正的審查。該部
門還提供免費電話1-888-HMO-2219  

(1-888-466-2219) 以及為聽障人士設立的TDD

專線 (1-877-688-9891)。該部門的網站
hmohelp.ca.gov（英文）上有提供投訴 

表格、IMR申請表以及說明。 

您的醫學治療 
我們希望您瞭解您自己的權利及保健決定。考
量您在萬一無法表達自己意願的情況下將選擇
或不選擇哪些類型的治療，對您十分重要。這
些決定是極其個人的選擇，完全基於您的價值
觀、信仰以及理念。這部分資訊係根據由加州
患者自決協會 (California Consortium on 

Patient Self-Determination) 撰寫並由加州保健
服務部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採用，實施公共法案第101-508號 

(Public Law 101-508) 規定的文字編寫。 

加州保健決定法 (California Health Care 

Decision Law) 幫助您在無法表達自己的意願
時，控制自己接受哪些醫療護理。根據聯邦患
者自決法案 (Patient Self-Determination Act) 

的規定，Kaiser Permanente必須向您提供有
關您的醫療護理決定權利的書面資訊。我們也
希望說明，您並沒有提供「醫護事宜預先授權
書」的義務。無論您是否提供「醫護事宜預先
授權書」以表明您的偏好或是提供「醫生維持
生命治療指示」(Physician Orders for 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 POLST)，您獲得的其
他醫護服務都不會有任何改變。 

在Kaiser Permanente，我們稱之為預先護理
規劃「Life Care Planning」。瞭解更多資訊，
請造訪kp.org/lifecareplan（英文）。我們希
望此處及我們網站上的資訊幫助您獲得適合您
的治療。 

治療決定 

您的醫生根據您的病情提供治療。您可以接受
醫生建議的治療。您也可以不接受醫生建議的
治療——即使該治療可以延長您的生命。醫生
將告訴您關於您的病情，以及不同的治療方法
有什麼療效（及其副作用），幫助您知道自己
要怎樣做。醫生必須告訴您某種特定治療方法
可能引起的任何嚴重問題，以及採取或不採取
該治療分別會對您的生命產生怎樣的影響。您
的信仰和價值觀將指引您決定是否接受某種治
療選項。 

http://hmohelp.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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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記錄您的保健治療選擇  

在加州，有兩種補充文件可幫助您清楚表明自
己的選擇：醫護事宜預先授權書和醫生維持生
命治療指示 (POLST)。

任何年滿18歲或18歲以上心智健全的人士均可
填寫這些文件。不需要律師協助。POLST表格
用於重病患者；因此，除非您患有重病，否則
不應填寫該表。您的醫生可以幫助您決定是否
需要POLST 。透過POLST，您可以決定哪些
治療醫囑最能代表您所期望的結果。這項工作
通常由訓練有素的輔導員、醫生和您的健康護
理決定代表完成。POLST表格是一種醫囑，由
您的醫生簽署。  

醫護事宜預先授權書有時也稱為「預先授權
書」，記載您的健康護理決定代表以及您當下
對未來治療的選擇。這些選擇將在您失去自行
決定的能力時，指導您的醫療護理。您可以指
定其他人作為您的決策者（代理決策人），在
您病重無法自行作出決定時，代您作出保健決
定。我們建議您選擇一位受您信任的成年親屬
或朋友，瞭解您的價值觀和願望，並且同意支
援您的治療選擇，即使這些選擇與其所選的不
同。如果您願意，您可以在沒有指定決策者的
情況下填寫醫療保健意願的部分。您對保健問
題的指示可幫助您表達是否願意接受生命維持
措施及心肺復甦術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我們會按照法律規定並
貫徹優良醫療實務，執行您在醫護事宜預先授
權書中表達的意願。如果您的醫生無法執行您
的意願，我們會將您轉給另一位能執行您指示
的醫生。我們建議您使用「醫護事宜預先授權
書」，此表可向當地Kaiser Permanente醫療
中心或診所的會員服務部、病人協助部及健康
教育部索取。您也可以從kp.org/lifecareplan

下載表格。此表格提供英語、西班牙語和中文
版本。 

在您填妥醫護事宜預先授權書之後： 

 將表格原件的副本交給您的授權代理決
策人。

 將您的醫護事宜預先授權書的副本寄給您
Kaiser Permanente醫療中心的健康教育
部，或親自前往提交。

 將一份醫護事宜預先授權書副本放在一個
需要時容易找到的安全地方。

 在您的皮夾或手袋中放一張卡片，說明您
有醫護事宜預先授權書。

POLST或「醫生維持生命治療指示」表是醫

生或訓練有素的輔導員與您（或您的代理決策

人）共同填寫的文件。在填妥後，您的醫生簽

署 POLST。這一表格包含的醫生指示有關

CPR、醫療介入程序、抗生素的使用、人工輸

液及營養的使用。POLST指示的治療反映您

對臨終護理的意願。POLST自願填寫，而且

僅適用於重症患者。您或您的授權代理決策人

可以在任何時候與醫生討論您的意願，包括變

更這些指令。此表格協助醫生、護士、保健設

施以及急診人員忠實履行您對生命維持治療的

意願。POLST表格是對醫護事宜預先授權書

的補充，但不會取而代之。一經填妥，它就成

為您的醫療記錄的一部分。如果您的病情發生

變化，您或您的代理決策人可以隨時改動。 

有關詳細資訊，請瀏覽 coalitionccc.org 

（英文）。  

我是否必須填寫醫護事宜預先授權書或

POLST？ 

否。您可以跟您的醫生談話，要求其把您的敘
說內容寫入您的醫療記錄。您也可以告訴您的
家人。但是，如果您把自己的意願形諸文字，
別人會更清楚您對治療的意願，而且更能保證
您的意願得到執行。 

您也可以向保健業者表達您的意願，並要求 

寫入您的醫療記錄。您也可以把您的意願寫 

下來，簽字確認，成為醫療記錄的一部分。 

您的醫生及家人可以按照您所寫的內容對您的
治療做出決定。如果您拒絕某項治療，醫生必
須遵從您的意願。法律對遵從您意願的醫生提
供法律保護。如有疑問，醫生可向醫院的道德
諮詢服務處 (Ethics Consultation Service) 尋
求指導。  

如果我病情太嚴重而無法作出決定怎麼辦？ 

如果您無法作出治療決定，醫生可請您的家人
及至親協助作出對您最適合的決定。雖然這種
方式可能有用，但有時大家並不一定會對您的
意願達成一致意見。這就是為什麼要選擇一個
人在您生病時為您作決定，與這個人討論您的
治療目標，並且填寫反映這些目標的醫護事宜

http://kp.org/lifecareplan
http://coalitionccc.org


60 

預先授權書或POLST。有些治療決定很難做
出，如果您的家人和醫生知道您的意願，將有
助於他們行事。當醫生執行您的意願時，醫護
事宜預先授權書也給他們提供法律上的保護。 

如果我改變主意該怎麼辦？ 

只要您能夠傳達自己的意願，就可以更改或撤
銷醫護事宜預先授權書或POLST。  

如果我不填寫醫護事宜預先授權書或 POLST，

是否仍然可以接受治療？ 

您想要的護理就是最好的護理。無論您是否填
寫醫護事宜預先授權書或POLST，您都會得到
治療，但填寫這些文件將為您的醫生和至親提
供有用的指引。 

請記住以下要點： 

 醫護事宜預先授權書可讓您指定一個人為
您作出治療決定。這個人在您無法表達自
己的意願時可代您作出大多數醫療決定，
不僅僅是有關生命維持治療的決定。除指
定代理決策人外，您還可以用該表格轉達
您的價值觀以及對日後醫療護理治療的
偏好。

 POLST是醫生在考慮您的個人保健選擇
的情況下，基於醫學判斷簽署的一組指
示。POLST僅適用於重症患者。該文件
包含維持生命治療指示。

 您可以向保健業者表達您的願望，並要求
將您的願望寫入您的醫療記錄；您也可書
面表達您的意願，並作為醫療記錄的一
部分。

我如何獲得有關於醫護事宜預先授權書及
POLST的更多資訊？您可以向您的醫生、護士
或社工索取更多資訊。或者您也可以親自前往
當地醫療設施的會員服務部或健康教育部。一
些醫療中心為會員提供有關Life Care Planning

以及醫護事宜預先授權書的講座班。您可以聯
絡您當地的健康教育部門或在網站
kp.org/lifecareplan上查找更多資訊。 

怎樣才能成為器官捐贈者？ 

醫護事宜預先授權表內會問您是否願意成為器
官捐贈者。此外，您可以索取一張表示願意捐
贈器官的貼紙，貼在駕駛執照上，或隨身攜帶
一張器官捐贈者卡片。如需瞭解有關於器官捐
贈的更多資訊，請造訪網站
donatelifecalifornia.org（英文）或致電 

1-866-797-2366。

http://kp.org/lifecareplan
http://donatelifecaliforn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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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會員指南 
Kaiser Permanente致力為所有會員和訪客提
供可便利獲取的服務。此處所提供的資訊為您
介紹可用的資源，幫助您規劃您在全州各個設
施的就診或住院。  

Kaiser Permanente設施便利尋路方式  

為了踐行提供可便利獲取的服務和計劃的承
諾，我們提供2種Kaiser Permanente設施便利
尋路方式：  

 在kp.org上，您將能夠找到便利方向指
示。點選「Doctors & Locations」（醫生
和地點）選項卡，然後點選
「Locations」（地點）。輸入您的搜尋
條件，並點選「Search」（搜尋），然
後點選「Directions」（方向指示）以便
前往想要就診的地點。

 對於行動裝置用戶，我們的行動應用程式
擁有十分便利的「Directions to Here」
（前往此處的指示）功能。選擇您想要前
往的設施，然後點選「Directions to

Here」（前往此處的指示）和「Start」
（開始）按鍵。該功能將使用語音分段指
引您（駕車、乘公車、步行）直到您抵達
目的地。

其他格式 

 印刷版文件可以其他格式提供。
大字版、盲文版、音訊版（卡帶或CD）
以及電子文件（可存取的PDF或Microsoft

Word文件）可免費向殘障會員提供。製
作其他格式的書面材料所需的時間有所不
同，具體取決於複雜程度、類型、文件長
度，以及材料是由內部抑或第三方供應商
製作。通常，其他格式的書面材料將在2

週或更短的時間內製作完成。一些文件，
例如不含特定患者資料的線上PDF，可供
立即瀏覽或下載。

 可存取的線上PDF（不含特定患者資料）
非特定患者文件（例如不涉及或關於
Kaiser Permanente會員或患者所進行的
診所看診或治療的書面材料）可供立即瀏
覽或下載，文件在kp.org網站上以可存取
的PDF格式提供。如您要求，這些文件也
能夠以其他格式製作：請致電我們的會員
服務聯絡中心，電話：1-800-464-4000

（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服務），辦
公時間為每週7天、每天24小時（節假日
休息）。TTY用戶撥打711。您也可以在
kp.org在線上聯絡我們 — 滾動至至頁面
底端，然後在「Member Support」（會
員支援）下，點選「Member Services」
（會員服務）。然後點選「Contact

Member Services」（聯絡會員服務）。

 含特定患者資料的文件
涉及或關於Kaiser Permanente會員或患
者所進行的診所看診或治療的書面材料，
可向您的醫療保健業者或我們的會員服務
聯絡中心（電話號碼列於前一段）請求，
以其他格式製作並提供給您。

輔助器材和服務 

 溝通輔助
我們可向需要溝通協助的患者和訪客提供
多種輔助器材和服務。對於失聰或重聽的
個人，我們免費提供手語傳譯服務。我們
的傳譯員是溝通健康相關資訊方面的合格
人員。除了現場提供的手語傳譯服務，我
們還提供以下輔助器材和服務：

 實時文本輸入顯示器—例如Ubi Duo 

 聽力輔助裝置 聽力輔助裝置 (Assistive 

Listening Devices, ALD)—例如Pocket 

Talker（一種手持式擴音器，協助重聽
人士進行對話）  

 供失聰人士使用的無線電通訊裝置 

(Telecommunication Devices for the 

Deaf, TDD) 

 遠程視訊傳譯服務 (Video Remote 

Interpretation, VRI)* 

 通訊接入實時翻譯 (Communication 

Access Realtime Translation, CART) 

 為失聰、失明會員提供的觸覺傳譯服務 

*註：請與保健業者或會員服務部確認，不同服務區的服務提供情

況有所不同。

http://kp.org
http://kp.org
http://k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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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教育——電腦軟體與服務
Kaiser Permanente的健康教育部為聽
力、視力、行動能力有限制的會員提供眾
多選擇，包括ZoomText螢幕放大軟體、
WYNN Wizard掃描、文本轉音訊軟體
（將可存取的文件轉化為音訊CD）、大
字版本鍵盤、人體工學追蹤球等。

您可以透過以下2種途徑來獲取您當地健
康教育部的地點：

 請致電我們的會員服務聯絡中心，
電話：1-800-464-4000 （英語及150多
種語言的口譯服務），辦公時間為每週
7天、每天24小時（節假日休息）。
TTY用戶撥打711。  

 造訪kp.org 並點選「 Doctors & 

Locations」（醫生和地點）選項卡。
然後點選「Locations」（地點）輸入
您的搜尋條件，並點選「Search」（搜
尋）選擇您所需的位置。然後點選
「Services and amenities」（服務與
便利設施）和「Health Education」
（健康教育）。 

健康與養生 

 健康生活
如需瀏覽或下載可存取文件，或是獲取我
們的實用工具、小貼士、資訊系列的線上
音訊說明，請登入kp.org。在「Health &

wellness」（健康與養生）選項卡下選擇
「Live healthy」（健康生活）。您將可
以找到有關多種主題的可存取健康指南，
包括：

 兒童與青少年健康

 補充與替代護理 

 情緒健康 

 健身 

 男性健康 

 營養與食譜 

 懷孕與新生兒 

 預防性護理 

 戒煙 

 老年人健康 

 體重控制 

 女性健康 

我們也提供眾多視訊與播音庫，並有可供
下載的轉錄本。包括的主題有： 

 預先護理規劃 

 哮喘 

 糖尿病 

 運動 

 Kaiser Permanente健康工具
瞭解您的健康風險的整體情況，並獲取幫
助作出有關症狀、手術、檢查或藥物方面
的決定。如需完整的清單並瀏覽本材料，
請登入至kp.org。在「Health &

wellness」（健康與養生）選項卡下選擇
「Live healthy」（健康生活）。

 病症與疾病
獲取有關於從常見感冒到罕見病症的許多
健康問題的醫生核准文章。或是連接至線
上社區和支援小組並搜尋我們的健康百
科。如需完整的清單並瀏覽本材料，請登
入至kp.org。在「Health & wellness」
（健康與養生）選項卡下選擇
「Conditions and diseases」
（病症與疾病）。

 藥物與天然藥物
瀏覽有關於處方、非處方藥、補充品（如
草藥和維他命）的材料。您可以瞭解其作
用方式、潛在副作用等等。如需查看這一
材料或使用這些工具，請登入至kp.org。
在「Health & wellness」（健康與養生）
選項卡下選擇「Drugs and natural

medicines」（藥物與天然藥物）。

 承付藥物手冊（承保藥物）
加州市集承付藥物手冊：
瞭解更多有關於Kaiser Permanente透過
Covered California（州健康保險市集）
提供哪些承保藥物以及這些承保藥物的承
保等級。可存取PDF有英語、西班牙語和
中文版本。請登入至kp.org，點選
「Health & wellness」（健康與養生）選
項卡，然後選擇「Drugs and natural

medicines」（藥物與天然藥物）。然後
點選「Covered drugs」（承保藥物）。

http://kp.org
http://k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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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re D部分承付藥物手冊：  

瞭解更多有關於Senior Advantage 

(HMO) 和Senior Advantage Medicare 

Medi-Cal (HMO SNP) 有哪些承保藥物以
及這些承保藥物的承保等級。請登入至
kp.org，點選「Health & Wellness」
（健康與養生）選項卡，然後選擇
「Drugs and natural medicines」（藥物
與天然藥物）。然後點選「Covered 

drugs」（承保藥物）和「Medicare Part 

D formulary」（Medicare D部分承付藥
物手冊） 

可存取PDF文件包括以下方面的資訊： 

 2017 Kaiser Permanente Medicare D

部分承付藥物手冊 

 2017《承保範圍說明書》 

 承保範圍的確定 

 Medicare D部分藥物的額外幫助 

 申訴與上訴 

 Kaiser Permanente及其附屬藥房 

 Medicare藥物療法管理  

 藥房續配與郵購服務 

 品質保證與藥物使用管理 

 您在退保時的選擇 

 聯絡資訊 

您可以透過聯絡會員服務部獲取盲文版、
大字版或音訊版。  

kp.org網站與行動應用程式  

Kaiser Permanente致力於為所有會員，包括
身有殘障的會員，提供能夠便利獲取且易於使
用的數位化資源。我們不斷審閱並修改我們的
網站和應用程式，以便使用協助技術者能更便
利地使用之。Kaiser Permanente符合「網頁
內容無障礙指南」第2.0版 (WCAG 2.0) 符合
性級別AA成功標準，因此符合《復健法案》第
508節規定。 

 我們的網站：kp.org

使用便利性是我們的網頁開發週期中的一
大部分。開發團隊將網站設計成易於獲取
和使用，我們的數位無障礙團隊使用
JAWS和NVDA螢幕讀取軟體來評估所有
網頁的便利性。

 Kaiser Permanente行動應用程式
使用便利性也是我們的行動應用程式開發
週期中的一大重要組成部分。開發團隊將
網站設計成易於獲取和使用，我們的數位
無障礙團隊和產品質量測試員使用
VoiceOver來評估所有iOS應用程式的螢
幕顯示。我們將所有原生應用程式（行動
裝置）設計成具有適合於視力能力低下的
會員的適當對比度和文字大小。

 需要幫助嗎？
如果您在使用我們的網站kp.org或行動應
用程式時遇到任何便利性問題，您可以撥
打我們的網站支援幫助熱線
1-800-556-7677來獲取幫助，時間：週一
至週五，上午6點至晚上7點；週六週日，
上午7點至下午3點（節假日休息）。該幫
助熱線提供實時的一對一協助和故障
排除。

上網管理您的醫療護理 

為了便於使用有關醫療記錄、醫療保健人員的
訊息、預約、您的保險和費用或藥房服務的資
訊，只需登入至kp.org並選擇您想要的資源。 

 My medical record（我的醫療記錄）
「我的醫療記錄」讓您能夠查看檢驗結
果、疫苗接種歷史記錄、健康提醒等等。
您可以下載與以下內容相關的可存取
PDF：過敏護理、眼鏡處方、保健提醒、
健康狀況概要、住院與跟進護理、免疫接
種、持續健康狀況、過往看診資訊、個人
行動計劃、問卷調查、檢驗結果等。

 My message center（我的訊息中心）
您可以向醫生診所發送電郵，安全、便捷
地詢問常規問題。您也可以聯絡會員服務
部以及我們的網站管理者。

 My coverage and costs（我的承保範圍
與費用）
獲取有關於您的計劃與福利的重要資訊，
下載表格，支付醫療帳單，以及更多
功能。

http://kp.org
http://k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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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ointment center（預約中心）
線上預約，方便快捷。您也可以在我們的
預約中心瀏覽或取消即將來臨的預約，或
瀏覽過去的看診記錄。

 Pharmacy center（藥房中心）
您可以在此管理您的處方，或在我們的藥
品數據庫中瞭解特定的藥物、維他命或
草藥。

會員服務  

所有主要醫療中心設施皆有會員服務部員工在
現場親自為所有殘障相關需求提供協助，這些
需求包括：其他格式、尋路指引、設施與醫療
設備使用、傳譯員、協助裝置與服務、申訴、
資格與財務責任問題、福利說明及協助瀏覽
kp.org等。 

會員服務聯絡中心 

若您有疑問或顧慮，請致電我們的會員服務聯
絡中心。  

加州 

1-800-464-4000

（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服務）
1-800-788-0616（西班牙語）
1-800-757-7585（華語方言）
711 (TTY)

辦公時間：每週七天、每天24小時
（節假日休息）

Medicare會員 

1-800-443-0815

711 (TTY)

辦公時間：每週7天，上午8點至晚上8點

線上資源與文件 

 表格與出版物
（計劃服務與資訊）
造訪kp.org以瀏覽或下載可存取的計劃服
務與資訊文件，包括：

 承保範圍資訊

 名錄與指南

 其他服務，如眼科護理、預防性服務、
美容服務等 

一旦您登入我們的網站後，請滾動至頁面底端，
在「Member Support」（會員支援）下選擇
「 Forms & publications」（表格與出版物）。 

 通訊與文章
您可以瀏覽有關於健康生活的可存取
材料。其中包括：

 預防性護理 

 Healthy Beginnings 

（《健康的開始》，產前通訊系列） 

 Healthy Kids, Healthy Futures 

（《健康的孩子、健康的未來》） 

 HIV Health Matters 

（《HIV健康事務》） 

 健康日誌與追蹤 

一旦您登入kp.org後，請滾動至頁面底
端，在「Member Support」（會員支
援）下選擇「 Forms & publications」
（表格與出版物）。然後點選
「Newsletters and articles」 

（通訊與文章）。 

 表格
您可以為您或至親檢視可用的表格。其中
包括：

 索賠申請表 

 披露授權 

 健康資訊交流 

 藥房授權 

 《授權代表聲明書》 

 學生證明表 

一旦您登入kp.org後，請滾動至頁面底
端，在「Member Support」（會員支援）
下選擇「 Forms & publications」 

（表格與出版物）。點選「Forms」 

（表格）。  

http://k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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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房服務  

Kaiser Permanente藥房為失明、視力低下，
或是在記憶力、理解力和/或聽力方面有困難的
會員，提供多種溝通格式和協助裝置，包括：  

 其他格式（盲文版、大字版、音訊、
CD/卡帶、可存取PDF文件）。  

 大字版的處方標籤以及Talking Rx（一
種聽取式處方資訊裝置）可從醫療中心
和線上藥房獲取（僅供視障會員使用） 

 聽力輔助裝置 (ALD) 如Pocket Talker
（一種手持式聽力擴音器）等。 

 美式手語 (ASL) 語言傳譯 、CART等 

 可提供額外的員工協助 

如需獲取額外資訊或協助，您可以透過以下方
式聯絡一家Kaiser Permanente藥房： 

 致電您的當地藥房。 
您可以透過致電我們的會員服務聯絡中
心來獲取當地藥房的電話號碼，會員服
務聯絡中心電話：1-800-464-4000 
（英語及150多種語言的口譯服務）、
1-800-788-0616（西班牙語）或
1-800-757-7585（華語方言），時間：
每週7天、每天24小時（節假日
休息）。TTY用戶撥打711。

 造訪kp.org。然後點選「Doctors & 
Locations」（醫生與地點）選項卡，
然後點選「Location」（地點）輸入您
的搜尋條件，並點選「Search」（搜
尋）。選擇您所需的位置。然後點選
「Departments and specialties」（部
門與專科）以及「Pharmacy」（藥
房）。 

 使用我們的線上藥房中心。請登入至
kp.org然後點選「Pharmacy center」
（藥方中心）選項。然後從以下選項中
選擇：  

 Pharmacy help（藥房幫助） 

 Contact a pharmacist（聯絡藥劑師） 

 Drug encyclopedia（藥品百科） 

 Drug formulary（承付藥物手冊） 

 Refill reminders（續配提醒） 

 Refill by Rx number（按處方號續配） 

計劃與課程 

我們的醫療中心提供線上計劃、特別費率以及
課程。* 如需查看您有的選擇，登入kp.org，
點選「Health & wellness」（健康與養生）選

項卡，然後選擇「Programs & classes」 

（計劃與課程）。 

您可以從以下選項中選擇： 

 Classes（課程） 

 Therapy and support groups（療法與
互助小組） 

 Individual counseling（個人輔導） 

 Wellness products（養生產品） 

 課程包括但不限於：  

 Allergies and asthma（過敏與哮喘） 

 Diabetes（糖尿病） 

 Fitness and exercise（健身與鍛煉） 

 Pain management（疼痛管理） 

 Parenting（育兒） 

 Quitting smoking（戒煙） 

經請求並合理提前通知，您或您的一名同伴可
以獲取溝通便利，包括但不限於其他格式的文
件（盲文版、大字版、音訊版、可存取電子文
件）、聽力擴音裝置、手語傳譯裝置、加字幕
的和/或音訊轉錄的視訊；請聯絡您的當地健康
教育部門。  

您還有多種線上健康生活方式計劃選擇，這些
計劃可幫助您改善您的健康，讓您感到更加幸
福。例如，整體健康評估（Total Health 

Assessment）讓您可以大致瞭解您目前的健
康狀況，並會向您提供行動計劃以改善您的健
康狀況。 

其他計劃可以幫助您： 

 健康飲食 

 減輕體重 

 戒煙 

 減少壓力 

 改善睡眠 

 管理慢性疼痛 

 管理抑鬱症 

 控制糖尿病 

服務動物 

Kaiser Permanente歡迎服務動物入設施內。
但不允許其他動物（包括提供舒適感、情緒支
援或犯罪威懾的動物）。 

*請向您當地的健康教育部門確認具體課程與時間安排。

http://kp.org
http://kp.org
http://k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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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CS通行方便性調查 
我們在醫療設施和服務上為殘障人士提供通行
方便，以落實聯邦及加州禁止歧視殘障人士的
法令。此外，依照加州保健服務部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DHCS) 

規定的要求，我們在某些醫療設施進行通行方
便性調查。這些調查評估六個通行區：停車
場、大樓外部、大樓內部、洗手間、檢查室，
以及檢查台/磅秤。  

您可以在第2頁開始的醫療設施名單中看到其
接受DHCS調查的情況。如果醫療設施已接受
調查，您將能夠看到通行方便的級別。  

DHCS調查定義的通行方便級別如下： 

 基本通行——醫療設施顯示所有六項通行
方便性調查項目（停車場、大樓外部、大
樓內部、洗手間、檢查室，以及檢查台/

磅秤）均達到標準。

 有限通行——醫療設施顯示達到六項通行
方便性調查項目中的一些標準，但未達到
全部標準。

 醫療設備通行——醫療設施顯示殘障患者
可以使用可調整高度的檢查台，坐輪椅或
電動代步車的患者也能夠使用體重磅秤。

以下是六個區的通行方便性標準： 

P = Parking  停車場 

可進入停車空間，包括廂型車指定停車位。 

停車場、診所和下車地點之間的通道有路邊 

坡道。 

E = Exam Room檢查室 

檢查室的入口有通暢的通道可供進入。大門開
啟的寬度足以讓輪椅或電動代步車通行，而且
容易打開。檢查室有足夠空間可讓輪椅或電動
代步車轉圜。  

EB = Exterior Building大樓外部（樓外）  

通往大樓的路邊坡道和其他坡道有足夠寬度，
足以讓輪椅或電動代步車通過。坡道的兩邊安
裝扶手。建築有可通行的入口。大門開啟的寬
度足以讓輪椅或電動代步車通行，而且有容易
使用的把手。  

IB = Interior Building大樓內部（樓內）  

大門開啟的寬度足以讓輪椅或電動代步車通
行，而且有容易使用的把手。內部坡道有足夠
寬度，而且有扶手。如果有樓梯，樓梯設有扶
手。如果有電梯，可以在大樓開放時隨時讓公
眾使用。電梯有足夠的空間可讓輪椅或電動代
步車轉圜。如果有平台升降機，可以在無人幫
助的情況下使用。  

R = Restroom洗手間  

洗手間方便進入，門有足夠寬度，可讓輪椅或
電動代步車通過，而且容易開啟。洗手間有足
夠的空間可讓輪椅或電動代步車轉圜並且關
門。設有手把，以方便使用者從輪椅轉移到馬
桶上。洗手台便於接近，而且容易夠得到水龍
頭、肥皂和紙巾並且使用。  

T = Exam Table/Scale檢查台/磅秤  

檢查台可以升降高度，磅秤有扶手，以協助坐
輪椅或電動代步車的人上下。體重磅秤可以容
納一台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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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協助 

當您致電與我們聯絡或前來就診接受服務時，
我們希望能夠使用您最慣用的語言與您溝通。
只要是在營業時間範圍內，我們每週7天， 

每天24小時均提供包括手語在內的免費口譯 

服務。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看護人需要協助取得包括
手語在內的口譯服務，我們將會為您提供合格
口譯服務。我們非常不鼓勵您使用家人、朋友
或未成年者作為口譯員。  

我們的電話中心有會說西班牙語、粵語、普通
話及其他華語方言的口譯員。我們的大多數設
施均有會說一種以上語言的工作人員，他們受
過專門訓練，可為您進行口譯並解釋醫學名詞
及醫療程序。我們許多醫護人員也會說一種以
上的語言。 

如果您前往我們的某設施就診，而該設施內沒
有人會說您的語言，我們可以透過電話提供超
過150種以上語言的口譯服務。如果您需要手
語口譯員，口譯員可透過視訊或在現場提供 

服務。 

如果您需要您語言版本的保健計劃資料，您可
申請翻譯。根據您的視力或聽力需求，您也可
取得大字版或其他格式的保健計劃資料。如欲
瞭解有關其他格式及輔助服務的詳情，請參閱
第61頁的「殘障會員指南」。若有需要，我們
還可根據您的語言、文化及任何特殊需求為您
轉介適當的社區資源。總之，無論您需要何種
協助，請儘管告訴我們。  

如欲進一步瞭解上述服務或者您的需求未獲得
滿足，請致電會員服務聯絡中心，服務時間為
每週7天，每天24小時（假日休息），電話號
碼1-800-464-4000（英語並可使用超過150種以
上語言的口譯服務）、1-800-788-0616（西班
語）、1-800-757-7585（華語方言）或711 

（聽障及語障電話專線）。  

如您失聰或有聽力障礙，我們有電傳服務可供
您在約診或索取醫療建議時使用。如果您撥打
我們任一聽障及語障電話專線號碼，我們的接
線員亦會使用聽障及語障電話回電給您。聽障
及語障電話及加州聽障／語障接駁服務讓聽障
及語障電話專線使用者及非使用者之間能互相
溝通。  

受過專門訓練的接線員會在使用普通語音電話
的聽力正常者與失聰或聽障者之間來回傳遞電
話訊息。如您是聽障及語障電話專線使用者，
且您需要致電沒有直接聽障及語障電話專線號
碼的Kaiser Permanente設施，請撥打711，並
請接線員為您傳遞訊息。 



68 

不歧視原則公告 

Kaiser Permanente禁止以年齡、種族、 

族裔、膚色、原國籍、文化背景、血統、宗教

、性別、性別認同、性別表達方式、性取向、

婚姻狀況、生理或心理殘障、支付來源、遺傳

資訊、公民身份、主要語言或移民身份為由而

對任何人進行歧視。 

計劃成員服務聯絡中心提供語言協助服務；每

週七天24小時晝夜服務（法定節假日除外）。

本機構在全部辦公時間內免費為您提供口譯服

務，其中包括手語。我們還可為您、您的親屬

和朋友提供任何必要的特別補助，以便您使用

本機構的設施與服務。此外，您還可請求以您

的語言提供健康保險計劃資料之譯本，並可請

求採用大號字體或其他版本格式提供此類資料

的譯本，藉以滿足您的需求。若需詳細資訊，

請致電1-800-757-7585（TTY專線使用者請 

撥711）。 

冤情申訴係指您或您的授權代表透過冤情申訴

程序所表達的不滿陳訴。申訴冤情包括投訴或

上訴。例如，如果您認為自己受到本機構的歧

視，則可提出冤情 

申訴。若需瞭解可供您選擇的適用爭議解決方

案，請參閱您的《承保範圍說明書》（

Evidence of Coverage）或《保險證明書》》

（Certificate of Insurance），或者與計劃成員

服務代表交談。對於Medicare、MediCal、

MRMIP、MediCal Access、FEHBP或

CalPERS計劃成員，這尤其重要；原因在於，

為這些成員提供的爭議解決方案選擇有所不同

。 

您可透過以下方式提出冤情申訴： 

• 於設在本計劃服務設施的某個計劃成員服務

處填妥一份《投訴或保險福利索償/請書》

（請參閱您的《通訊地址指南冊》，以便查

找相關地址）

• 將您的冤情申訴書郵寄至設在本計劃服務設

施的某個計劃成員服務處（請參閱您的《通

訊地址指南冊》，以便查找相關地址）

• 免費致電本機構的計劃成員服務聯絡中心，

電話號碼是1-800-757-7585（TTY專線使用

者請撥711）

• 在本機構的網站上填妥一份冤情申訴書，

網址是kp.org

如果您在提交冤情申訴書的過程中需要協助，

請致電本機構的計劃成員服務聯絡中心。 

涉及種族、膚色、原國籍、性別、年齡或身體

殘障歧視的一切冤情申訴都將通告給Kaiser 

Permanente的民權事務協調員（Civil Rights 

Coordinator）。您也可與Kaiser Permanente的

民權事務協調員直接聯絡；聯絡地址是One 

Kaiser Plaza, 12th Floor, Suite 1223, 

Oakland, CA 94612。 

您還可以採用電子方式透過民權辦公處（

Office for Civil Rights）的投訴入口網站（Civil 

Rights Complaint Portal）向美國衛生與公共

服務部民權辦公處（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for Civil 

Rights）提出民權投訴，網址是

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或者按

照如下聯絡資訊採用郵寄或電話方式聯絡：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Room 509F, HHH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201, 1-800-368-1019, 1-800-537-

7697（TDD專線）。

可從網站上下載投訴書，網址是

www.hhs.gov/ocr/office/file/index.html。

http://kp.org
http://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
http://www.hhs.gov/ocr/office/fi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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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表 
Certificate of Insurance （保險證明）：有
關由保單所確定的個人保險權利與福利的一份
書面說明。其中包含了福利與限制的說明、重
要術語的定義，以及承保的條件，包括有關免
賠額和自付費用的資訊。  

合約保健業者：與我們簽約向會員提供服務的
保健業者。包括合約醫院、合約基本保健業
者、合約醫生、合約醫療團體、合約計劃醫療
診所以及合約藥房。  

Evidence of Coverage（承保範圍說明書）：
用於說明福利、術語以及您的Kaiser 

Permanente會員資格條件的手冊， 

包括您的成本分擔費用和不受保項目的相關 

資訊。 

家庭醫學科：為個人持續提供全面的醫療服
務，無論其性別或年齡。家庭醫學科的醫生通
常為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員提供醫護服務。  

Health Plan：Kaiser Foundation Health Plan, 

Inc.（運營Kaiser Permanente的保健計劃部分
的單位）的簡稱。 

內科：為成人提供診斷和醫學治療。在本 

《指南》中亦列為「成人醫學」。 

Kaiser On-the-Job®：為工作相關的受傷和疾
病提供醫學治療和眾多類型的職業健康服務的
職業健康中心。Kaiser On-the-Job是
Kaiser Foundation Health Plan, Inc. 

的註冊商標。 

Kaiser Permanente：即Kaiser Permanente 

Medical Care Program。南加州的 

Kaiser Permanente是3個獨立的實體： 

Kaiser Foundation HealthPlan, Inc.  

(Health Plan)、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s 

(KFH) 以及Southern California Permanente 

Medical Group (SCPMG)。Health Plan和
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s為非營利組織。
Southern California Permanente Medical 

Group是營利性專業合夥公司。 

Kaiser Permanente醫療中心：
Kaiser Permanente所擁有或租賃的設施， 

包括含住院服務的醫院、急診部、醫療診所、
門診基本護理服務，以及其他支持服務，例如
藥房和化驗室。醫療中心提供範圍最廣的保健
服務，中心的員工皆來自於我們的
Medical Group。  

Kaiser Permanente診所大樓：診所大樓通常
提供基本護理、門診治療、精神科服務，以及
支持服務，例如藥房和化驗室。 

精神健康護理服務：成癮藥物科與精神科的涵
蓋性術語，這兩個科室提供多種服務，從住
院、門診、日間治療計劃，到個人諮詢、家庭
諮詢、團體治療。無需轉介。  

非計劃保健業者：任何未列於本《指南》中的
持照保健業者，包括醫院。保健計劃會員從計
劃外（非計劃）保健業者處獲取急診服務的承
保遵照您的《承保範圍說明書》手冊或《保險
證明》中所定義的計劃外急診服務條款。 

婦產科 (Ob-Gyn)：為女性提供健康、計劃生
育、妊娠以及醫療和手術的生育健康服務。 

在本《指南》中亦列為女性健康部。 

兒科：為兒童提供保健服務，通常是從出生到
17歲的兒童。 

Permanente Medical Group：亦簡稱為
Medical Group，是一個醫生團體，
Permanente Medical Group專為我們的醫療設
施提供員工，並僅為Kaiser Permanente效
力。團體名稱在不同區域有所不同：在南加州
稱為Southern California Permanente Medical 

Group (SCPMG)。 

計劃：Kaiser Permanente。 

計劃設施：由Kaiser Permanente所有、租賃
或承包向會員提供服務的設施。 

計劃醫生：指向我們會員提供服務和用品的持
照醫生，是Southern California Permanente 

Medical Group (SCPMG) 的僱員，或是與
SCPMG簽約的持照醫生。 

基本護理：由家庭醫科、內科、兒科醫生以及
其他保健業者提供的基礎或一般性保健服務。 

僅限轉介：在特定的「僅限轉介」專科科室，
需要有基本護理醫生的轉介才可進行預約。 

服務區：在特定的縣內根據郵遞區號來界定的
地理區域。請參閱您的《承保範圍說明書》或
《保險證明》以查看郵遞區號列表。 

TTY：亦稱為TDD。指供聽障人士用來與其他
人直接溝通的中繼通訊裝置的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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