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保尊享聯邦醫療保險雙重資格計劃 
(VIP Dual) (HMO SNP) 和安保親情聯邦醫
療保險終極計劃 (EmblemHealth Affinity 
Medicare Ultimate) (HMO SNP)

非處方 (OTC) 承保 
項目

身為安保尊享聯邦醫療保險雙重資格健 
保計劃 (HMO SNP) 與安保親情聯邦醫療保險
終極計劃 (HMO SNP) 的會員，您可以使用
您的非處方 (OTC) 借記卡向任何參與計劃的
非處方藥房購買承保的藥物。如需更多有
關參加計劃之非處方藥房的資訊，請造訪 
otcnetwork.com。

請注意，您只能使用此卡購買自己使用的 
藥物。



非處方 (OTC) 承保藥物與項目

腹部護具與肋骨帶
制酸劑
過敏
過敏藥水、藥錠與膠囊
過敏鼻噴霧、滴劑與吸入器
止瀉
止瀉錠、止瀉藥水與膠囊
抗真菌治療
抗真菌藥粉、乳霜、藥水與噴霧
指甲黴菌治療
消除脹氣
調合／其他消除脹氣
止癢治療
止癢治療（不包括氫皮質酮）、 

股癣與昆蟲咬傷治療
氫皮質酮產品
抗寄生蟲治療
蝨子治療與配件
支承器具
腳踝與足部
手肘與手臂
手與手腕
關節保暖物與關節炎
膝蓋
大腿、小腿與脛骨
隱形眼鏡保養
透氣與硬式鏡片保養
軟式鏡片清潔劑
軟式鏡片多功能食鹽水
軟式鏡片潤濕液
咳嗽、感冒、流感與鼻竇
感冒與流感預防劑/症狀緩解劑
咳嗽、感冒、流感與鼻竇藥水、藥錠與膠囊
止咳藥、喉嚨痛緩解劑
喉嚨痛緩解劑
喉嚨與咳嗽藥



非處方 (OTC) 承保藥物與項目

假牙保養
酒精棉球與棉片
假牙粘著劑
假牙修復與疼痛緩解劑
糖尿病健康與個人護理
糖尿病咳嗽、感冒與過敏
糖尿病皮膚保健與外用疼痛緩解
糖尿病營養補充品
助消化劑
乳糖不耐症
益生元及益生菌
利尿藥與減重清潔及排毒
利尿藥
減重清潔及排毒
耳部護理
耳部滴劑與針筒
助聽器
神經性耳鳴緩解片
彈性繃帶與關節炎治療
運動治療
彈性繃帶
保護套
電子與聽力
助聽器電池 

（標準及高效能）
外用疼痛緩解
外用肌肉／關節疼痛緩解貼布、護墊、 

乳霜、藥膏、凝膠、乳液、 
藥水、滾珠瓶與噴霧

眼護用具
放大鏡
閱讀眼鏡
眼睛保養（包括睡眠眼罩）
乾眼舒緩
眼睛舒緩產品
洗眼液
臉部與身體痤瘡藥物
痤瘡乳霜、凝膠、乳液、貼布、肥皂、

清潔劑、收斂水、化妝水與化妝棉



非處方 (OTC) 承保藥物與項目

女用抗真菌劑
急救敷料
黏著劑與液體繃帶
醫療指套與夾板
急救組件、用品與膠帶
紗布墊、敷料與紗布捲
手術繃帶與敷料
急救治療
抗菌與藥用產品 

（包括酒精、雙氧水、瀉鹽等）
皮膚保護劑（包括凡士林）
皮膚治療（包括燒傷與疤痕）
外用抗生素
傷口清潔劑
牙線與牙齦保養
牙齦
牙線與沖牙機
牙齦保養
腳墊與治療
雞眼、繭與拇趾滑液囊腫護墊
雞眼與繭清除劑
足痛緩解
運動護具襪
一般壓縮袖套與衣服
一般護具 - 低壓  

(8-15 mmHg) 與醫療用高壓護
具（超過 8-15 mmHg）

淋巴水腫治療（袖套、襪子、加壓器等） 
醫療高壓袖套與衣服混合/其他一

般護具 - 低壓 (8-15mmHg)
醫療護具與配件 

（膝蓋高壓、大腿高壓與腰部高壓）
男用護具襪套
婦女高壓護具褲襪 - 全套與產婦用 
女用護具襪套 - 膝蓋高壓、大

腿高壓、全套與產婦用
痔瘡藥物
痔瘡治療、擦布與沖洗液



居家診斷與日常生活輔助
洗澡與口腔衛生輔助器
血壓套件與配件
藥物與酒精測試
電熱毯
整飾和穿衣輔助器具
醫療警示 ID 與裝置
藥用劑量器、藥盒及用藥提醒
行動安全：樓梯扶手、樓梯踏板、 

臨時行動坡道
夜燈、安全燈、切藥器
取物夾、夾子與升降機
閱讀、書寫與通話輔助
聽診器與配件
體溫計、退燒帶與配件
家健護理
浴缸安全與配件
浴缸與馬桶扶手
高架馬桶座與配件
扶手和把手
手持淋浴
混合／多種浴室安全設備
澡盆和坐浴盆
失禁個人護理
除臭劑
一次性內衣、內褲、襯衣、襯墊、

護墊、防護物、擋片與接尿器
會陰 - 僅限抗真菌劑
會陰 - 僅限清潔液與沖洗劑
會陰 - 僅限保濕劑、隔離劑與保護劑
會陰 - 僅限濕紙巾與紙巾
瀉藥
灌腸劑、瀉藥、栓劑、套件等
纖維產品
液體瀉藥與組合軟便劑產品
非液體瀉藥（非纖維）與組合軟便劑產品
軟便劑
唇部護理
藥用唇部治療



鼻腔
鼻塞噴霧、滴劑與吸入劑
鼻腔保濕劑、沖洗劑、鼻貼與止鼾物
口腔用品（包括氟處理）
口乾
口腔疼痛緩解與口腔潰瘍
暫時性牙齒修復
矯形與外科護具
手臂吊帶與頸托
疝氣護具與懸帶
薦骨與背部支承器具
肩膀與鎖骨支承器具
止痛藥
成人乙醯胺酚
成人阿斯匹靈與組合
成人普洛芬與其他消炎劑
成人夜間止痛藥
成人專科止痛藥
女性止痛藥
患者皮膚護具
抗真菌劑
保濕劑、隔離劑與保護劑
體能健身與運動設備
健身追蹤器與計步器
呼吸治療
氣喘用品
加濕器與配件 
長效注射治療
蒸氣產品（包括無水蒸汽機）
可重複使用的失禁用品
可重複使用的衣物與襯墊
助眠劑、興奮劑與動暈症
動暈症與眩暈
助眠劑、鎮靜劑與興奮劑
戒煙藥品
尼古丁戒煙貼、口香糖與含片

非處方 (OTC) 承保藥物與項目（續）



特製骨科支承器具／護具／夾板
特製腳踝與足部支承器具／護具／夾板
特製手肘與手臂支承器具／護具／夾板
特製樞紐式膝關節支承器具／護具／夾板
特製膝關節固定支承器具／護具／夾板
特製肩膀與鎖骨支承器具／護具／夾板
特製大腿與小腿支承器具／護具／夾板
特製手腕與手部支承器具／護具／夾板
專科創傷治療
藻酸鹽敷料
膠原蛋白敷料
泡綿敷料
紗布敷料、護墊、海棉與包裹
人工皮／水凝膠敷料
膠帶、包紮與壓縮
透明敷料
傷口清潔劑、處理與配件
腹部用品
解酸藥
解酸液、藥錠與膠囊
解酸發泡劑與組合
多重症狀與噁心產品
防曬
運動防曬
防曬 (< SPF 50)
防曬 (SPF 50+)

營養補充品
酵素、胺基酸與荷爾蒙
護眼維他命
總體健康益生元及益生菌
更年期協助（大豆）
體重控制藥錠與膠囊
牙刷
電池與充電式牙刷與補充品
手動牙刷與配件
牙膏與處理
一般與敏感性牙膏 
牙粉與治療
美白牙膏 

非處方 (OTC) 承保藥物與項目（續）



尿液檢測
尿液測試條與測試片
維他命
鈣 
僅限 CoQ10 (UBIQUINOL)
護眼維他命 
心臟健康及必需脂肪酸（魚油、亞麻子、 

亞麻油酸等）
鐵 
關節健康（包括葡萄糖胺）
綜合礦物質 
維他命 B 與維他命 B 群
維他命 C
維他命 D
維他命 E

除疣劑
藥水與護墊

非處方 (OTC) 承保藥物與項目（續）

紐約 HIP 健康保險計劃 (HIP Health Plan of New 
York, HIP) 是與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簽有
合約的HMO 計劃。投保紐約 HIP 健康保險計
劃 (HIP) 需視合約續約情況而定。紐約 HIP 健
康保險計劃 (HIP) 是安保健康保險公司旗下的
公司。
團體醫療保險 (Group Health Incorporated, 
GHI)、大紐約地區健康保險計劃 (Health 
Insurance Plan of Greater New York, HIP)、紐
約 HIP 健康保險公司 (HIP Insurance Company 
of New York) 及安保健康保險服務公司 
(EmblemHealth Services Company, LLC) 均為安
保健康保險旗下公司。安保健康保險服務公
司向安保健康保險各公司提供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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