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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輕鬆、更健康、更愉快地購物
您好，尊貴的會員：

我們想藉此機會歡迎您，並感謝您選擇 Clever Care Health Plan 參與您的健康護理。作為
尊貴的會員，您可以透過 NationsOTC® 獲得 OTC 及草本補充劑福利，讓您可以訂購各種
類別的數百種 OTC 及草本補充劑產品。 

下訂單過程十分簡單。您可以透過四種簡單方法使用福利津貼並免費獲得兩天送貨服務。
我們鼓勵您將本目錄保存在方便拿到的地方。您可以使用您的目錄來下訂單。目錄也包含
了有用的資訊，例如： 

• 下訂單說明 

• 訂購表和已付郵資的信封 
• 類別和合格產品的精簡列表

如果您在下訂單時需要協助，請致電 888-441-5976 (TTY: 711)。會員體驗顧問每天 24 小
時、每週 7 天、每年 365 天隨時樂意提供服務。如有需要，可免費提供語言支援服務。

謹致問候， 

您的 NationsOTC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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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福利資訊
您可以使用 OTC及草本補充劑福利津貼訂購個性化護理所需的物品，從而節省時間和金
錢。我們鼓勵您在福利期結束前用完全部津貼。
下文概述有關您的 OTC及草本補充劑福利的更多資訊：

福利使用：
此福利僅適用於您，不能用於您的家人或朋友。

可用性：
商品、數量、大小和價值可能會因可用性而有所改變。

替代：
如果某件商品缺貨，將運送同等或更高價值的類似產品。

送貨：
請允許兩天送貨到府上。

退貨：
由於這些產品的個人性質，您無須將您要退貨的產品寄回 
NationsOTC。

退保：
如果您退出健康計劃，您的 OTC及草本補充劑福利將自動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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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產品從未如此簡單

您有四種便捷的下訂單方式。請選擇最適合您的選項：

網站

要透過 MyBenefits 入口網 
站下訂單，請使用 您的智能 
手機鏡頭掃描二維碼或瀏覽： 
CleverCare.NationsBenefits.com

應用程式

要通過 MyBenefits 應用程式下
訂單，請使用 智能手機掃描二
維碼或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中搜尋「 MyBenefits」。 

如果這是您第一次在線下訂單，您需要透過在 MyBenefits 入口網站或 MyBenefits 應用程
式上註冊來建立帳戶。如果您已經建立了帳戶，則只需登入並選擇您想要訂購的商品。準備
好下訂單後，請點擊「Checkout（結賬）」。 

電話
要透過電話下訂單，請致電 888-441-5976 (TTY: 711)。會員體驗顧問每天 24 小時、每
週 7 天、每年 365 天隨時樂意提供服務。 

郵寄
要透過郵寄方式下訂單，請使用已付郵資的信封並將填妥的訂購表發送至： 

NationsOTC 
1801 NW 66th Avenue, Suite 100  
Plantation, FL 33313

請注意：應在當月 20 日之前郵寄訂購表以確保訂單總額應用於當前福利期。如果您
的福利期即將結束，我們鼓勵您在線上或透過電話下訂單。請勿郵寄現金或支票。

http://CleverCare.NationsBenefits.com


 

   

 

 

 

 

 

 

 

 

 

 

 

 

 

 

 

 

 

產品類別
要查看您承保的 2023 年非處方 (OTC) 及草本補充劑產品的完整列表，請瀏覽  
MyBenefits 入口網站，網址為 CleverCare.NationsBenefits.com

草本補充劑 6

最暢銷和新 OTC產品 8

浴室安全與跌倒預防 10

感冒、流感與過敏 10

牙科與假牙護理 11

糖尿病護理 11

消化健康 12

眼部及耳部護理 12

急救與醫療用品 12

足部護理 13

治痔劑 13

居家診斷與患者輔助工具 13

失禁用品 14

疼痛緩解 14

個人護理 15

復健、治療和運動 15

皮膚護理 15

助眠工具 16

維生素與膳食補充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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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補充劑

步長複方石韋膠囊
計數：36


商品編號：4317 $16.50


鷹標風油精，24 毫升
計數：1


商品編號：4013 $12.00

虎標® 藥貼，大
計數：4


商品編號：4017 $8.00

人參膠囊，200 毫克‡

計數：50


商品編號：4021 $5.00

長城牌黃蓮上清片
計數：96


商品編號：4294 $25.75


京萬紅止痛藥膏，10 克
計數：1


商品編號：4319 $8.50


撒隆巴斯® 藥貼
計數：6


商品編號：5383 $13.00

虎標® 萬金油膏，特強，0.63 盎司
計數：1


商品編號：4018 $7.00

銀杏膠囊，60 毫克‡

計數：50


商品編號：4023 $5.00

長城牌銀翹解毒片
計數：96


商品編號：4295 $25.75


*‡§請參閱第 17 頁 6 請保留此目錄以用於未來的訂購。



草本補充劑

九芝堂香砂養胃丸
計數：200


商品編號：4308 $9.00

九芝堂捕中益氣丸
計數：200


商品編號：4339 $10.00

九芝堂桂皮丸
計數：200


商品編號：4341 $10.00

九芝堂杞菊地黃丸
計數：200


商品編號：4343 $10.00

同仁堂牛黃解毒片
計數：96


商品編號：4350 $27.50


同仁堂霍香正氣片
計數：144


商品編號：4309 $34.75


九芝堂金鎖固精丸
計數：200


商品編號：4340 $9.50


九芝堂六味地黃丸
計數：200


商品編號：4342 $10.00

九芝堂知柏地黃丸
計數：200


商品編號：4344 $10.00

同仁堂順氣丸草本補充劑
計數：300


商品編號：4352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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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暢銷和新 OTC 產品

長城牌銀翹片
計數：120


商品編號：4296 $20.25


Q-Tips® 棉籤
計數：170


商品編號：5608 $4.00 

一次性手套，腈，中碼
計數：100


商品編號：5193 $16.00

血壓計，手動‡

計數：1


商品編號：5562 $15.00

成人一次性毛巾*

計數：48


商品編號：5447 $5.50
 

魚油軟膠囊，1,000 毫克‡

計數：60


商品編號：5140 $9.00

Band-Aids®*

計數：100


商品編號：5128 $8.50


浴室秤，數位‡§

計數：1


商品編號：5119 $35.00

藥盒，7 天份，早晚一次
計數：1


商品編號：5508 $9.00

Advil® 片劑，200 毫克
計數：50


商品編號：5053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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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暢銷和新 OTC 產品

牙膏，Colgate® 4 盎司
計數：1

商品編號：5047 $4.00

Tylenol® 超強效片劑，500 毫克
計數：100

商品編號：5423 $17.00

牙刷，Colgate® 成人軟毛
計數：1

商品編號：5505 $3.00

葉黃素，20 毫克‡

計數：60

商品編號：5436 $11.00

牙膏，Crest® 敏感緩解，4.1 盎司
計數：1

商品編號：5811 $9.00 

DayQuil® 液劑， 
325 毫克，10 毫克， 
5 毫克，8 盎司
計數：1

 
 

商品編號：5234 $12.00

止咳糖，無糖
計數：25

商品編號：5405 $3.00

止咳糖，蜂蜜檸檬口味
計數：30

商品編號：5545 $3.00 

維生素 C，1,000 毫克‡

計數：100

商品編號：5748 $9.00

糖尿病皮膚緩解足霜，4 盎司
計數：1

商品編號：5812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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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編號 描述 計數 價格

浴室安全與預防跌倒
5647 浴墊，防滑 1 個 $14.00
5853 淋浴墊，防滑 1 個 $14.00
5806 拖鞋襪，一種尺寸適合大多數人 1 雙 $5.50

感冒、流感與過敏
5252 Abreva® 軟膏，10%，2 克 1 支 $24.00
5084 對乙酰氨基酚鼻塞膠囊，325 毫克，5 毫克 24 顆 $4.50
5335 Afrin® 噴鼻劑，0.05%, 0.5 盎司 1 瓶 $13.00
5790 Airborne® 咀嚼片‡ 32 件 $10.00
5606 Blistex® 軟膏，0.15 盎司 1 支 $4.00
5344 Carmex® 1 支 $2.50
5133 Cepacol® 喉嚨痛含片 16 片 $5.00
5052 西替利嗪過敏片，10 毫克 30 片 $8.00
5334 Claritin® 片劑，10 毫克 10 片 $8.00
5338 高血壓咳嗽和感冒藥 16 顆 $5.00
5220 止咳糖，櫻桃口味 30 顆 $3.00
5202 止咳糖，Halls® 30 顆 $4.50
5126 止咳糖，薄荷 30 顆 $3.00
5399 日夜感冒和流感膠囊 20 顆 $6.00
5451 苯海拉明過敏片，25 毫克 24 片 $3.00
5855 非索非那定過敏片，180 毫克 30 片 $11.00
5856 氟沙松丙酮過敏鼻噴霧，24 小時，144 劑，50 微克 1 瓶 $21.00
5857 氯雷他定過敏片劑，10 毫克 100 片 $12.00
5559 藥用潤唇膏，0.15 盎司 1 支 $2.00
5465 Mucinex® DM 片劑，600 毫克，30 毫克 20 片 $17.00
5858 黏液緩解 DM 祛痰和止咳藥，延長釋放，1,200 毫克，60 毫克 14 顆 $10.00
5040 夜間感冒和流感液劑，650 毫克，30 毫克，12.5 毫克，8 盎司 1 瓶 $6.00
5233 NyQuil® 液劑，650 毫克，30 毫克，12.5 毫克，8 盎司 1 瓶 $12.00
5005 Robitussin® DM 糖漿，200 毫克，20 毫克，4 盎司 1 瓶 $11.00
5072 鹽水鼻腔噴霧劑，0.65%，1.5 盎司 1 瓶 $3.50
5693 喉嚨痛含片，櫻桃口味 18 片 $5.00
5023 Tussin DM 無糖糖漿，100 毫克，10 毫克，4 盎司 1 瓶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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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編號 描述 計數 價格

感冒、流感和過敏
5511 薄荷按摩膏，3.5 盎司 1 瓶 $5.00
5426 Zyrtec® 10 毫克 14 顆 $22.00

牙科與假牙護理
5700 Biotene® 乾嘴漱口水，16 盎司 1 瓶 $14.00
5330 牙線，薄荷味蠟線 1 個 $3.00
5130 牙線，Reach® 薄荷蠟 1 個 $4.00
5168 假牙旅行包 1 個 $3.50
5260 假牙黏合劑軟膏，2.4 盎司 1 支 $4.00
5626 假牙刷 1 根 $1.50
5546 假牙清潔錠 40 片 $4.00
5808 Efferdent® Plus 薄荷錠 44 片 $9.00
5204 Efferdent® 錠 20 片 $3.00
5379 Fixodent® 軟膏，2.4 盎司 1 支 $7.00
5200 牙線器 90 個 $3.50
5195 口服疼痛緩解凝膠，20%， 0.33 盎司 1 支 $3.00
5809 Polident® 過夜 84 片 $12.00
5810 舌頭清潔器 1 個 $6.00
5510 牙刷，成人 1 根 $1.50
6051 牙刷，電池供電 1 個 $17.00
5101 牙刷，Colgate® 成人中型 1 根 $3.00
5160 牙刷，可充電 1 個 $35.00
5161 牙刷、可充電替換頭 2 個 $17.00
5702 牙刷，軟毛 2 件裝 1 個 $5.50
5241 牙膏擠壓器 1 個 $3.00
5102 牙膏，氟化，6.4 盎司 1 支 $3.00
5859 牙膏，Pepsodent® 5.5 盎司 1 支 $3.50
5421 牙膏，敏感牙齒，4.3 盎司 1 支 $4.00
5294 牙膏，Ultrabrite® 6 盎司 1 支 $4.00

糖尿病護理
5295 酒精墊* 100 片 $3.50
5225 糖尿病襪，黑色，中號，3 雙裝 1 袋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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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編號 描述 計數 價格

糖尿病護理
5223 糖尿病襪，黑色，大號，3 雙裝 1 袋 $7.00
5222 糖尿病襪，白色，大號，3 雙裝 1 袋 $7.00

消化健康
5214 Alka-Seltzer® 錠 24 片 $8.00
5304 抗酸咀嚼劑，500 毫克 150 片 $5.00
5438 抗酸咀嚼劑，特強，750 毫克 96 片 $4.50
5420 多庫酯鈉 (Docusate Sodium) 糞便軟化劑軟膠囊, 100 毫克 100 顆 $5.00
5079 法莫替丁酸還原劑，10 毫克* 30 片 $5.00
5280 氣體緩解咀嚼片，80 毫克 100 片 $6.00
5009 Gas-X® ES 咀嚼劑，125 毫克 18 片 $10.00
5429 洛哌丁胺止瀉藥片，2 毫克* 12 片 $5.00
5863 奧美拉唑減酸劑，緩釋片劑，20 毫克* 42 片 $23.00
5286 Pepto-Bismol® 525 毫克，8 盎司 1 瓶 $8.00
5289 Pepto-Bismol® 片劑，262 毫克 30 片 $8.00
5696 聚乙二醇粉末瀉藥，8.3 盎司 1 瓶 $13.50
5212 番瀉葉 + 瀉藥片劑，50 毫克，8.6 毫克 60 片 $3.00
5800 TUMS® 特強，750 毫克 96 顆 $7.50

眼部及耳部護理
5004 人工淚液，0.5 盎司 1 瓶 $4.50
5487 Clear Eyes® 眼藥水，0.2 盎司 1 瓶 $4.00
5385 棉籤 300 根 $4.00
5189 耳垢去除滴劑，6.5%，0.5 盎司 1 瓶 $3.00
5704 帶橡膠泵的耳垢去除系統，6.5% 1 個 $9.00
5041 刺激緩解眼藥水，0.5 盎司 1 瓶 $7.00
5048 緩解紅眼眼藥水，0.5 盎司 1 瓶 $3.00

急救與醫療用品
5404 黏性急救膠帶* 1 個 $3.00
6005 消毒藥巾 100 片 $6.00
5798 桿菌肽膏，1 盎司 1 支 $4.00
5151 繃帶，彈力紗布* 1 個 $2.00
5173 繃帶，各式* 100 片 $4.50
5203 Benadryl® 軟膏，1 盎司 1 支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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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編號 描述 計數 價格

急救和醫療用品
5547 燙傷噴霧，4 盎司 1 瓶 $6.00
5199 蝴蝶绷 12 片 $3.00
5192 棉花球 100 個 $4.00
5078 苯海拉明止癢軟膏，2%，1.25 盎司 1 支 $4.00
5191 一次性手套，腈，大大 100 個 $16.00
5930 一次性手套，腈，加大號 100 個 $16.00
5612 急救包，75 件配件 1 個 $7.50
5711 急救包，175 件配件 1 個 $15.00

5605 Flex Seal™ 噴霧繃帶，1.35 盎司* 1 瓶 $7.00
5400 氫化可的松霜，1%，1 盎司 1 支 $4.00
5527 雙氧水，3%，4 盎司 1 瓶 $2.00
5227 雙氧水，3%，8 盎司 1 瓶 $4.00
5317 冰袋 1 個 $5.00
5045 液體繃帶，0.3 盎司 1 瓶 $8.00
5059 Neosporin® 軟膏，0.5 盎司 1 支 $8.00
5250 Neosporin® 特強軟膏，0.5 盎司 1 支 $9.00
5437 凡士林，4 盎司 1 瓶 $3.00
5817 帶耳掛的手術口罩 50 個 $12.00
5541 摩擦酒精，70%，16 盎司* 1 瓶 $4.00
5131 紙膠帶，外科手術，1 英吋 x 10 碼* 1 個 $2.00
4039 三重抗生素 + 止痛藥膏，1 盎司 1 支 $4.00
5869 三重抗生素，1 盎司 1 支 $4.50
5127 Vaseline® 凝膠，3.75 盎司 1 瓶 $4.50

足部護理
5216 克黴唑香港腳軟膏，1%，1.5 盎司 1 支 $4.00

治痔劑
5414 痔瘡膏，2 盎司 1 支 $5.00
5820 Preparation H® 藥巾 48 片 $11.00

居家診斷與患者輔助工具
5813 活動追蹤器 1 個 $55.00
5814 浴室秤，數位發聲‡§ 1 支 $45.00
5371 血壓計，上臂自動‡ 1 支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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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編號 描述 計數 價格

家庭診斷和患者輔助工具
5370 血壓計，手腕‡ 1 支 $30.00
5872 血壓計，手腕發聲‡ 1 支 $40.00
5821 廚房秤，數位‡ 1 支 $25.00
5500 長柄沐浴海綿 1 個 $8.00
5639 夜燈 1 個 $4.00
5096 脈搏血氧儀‡ 1 個 $35.00
5098 抓取器 1 個 $16.50
5656 鞋拔 1 個 $2.00
5149 溫度計，60 秒 1 個 $3.00
6048 溫度計，數位耳部 1 個 $28.00
5627 溫度計，發聲耳朵和額頭 1 個 $48.50

失禁用品
5525 A&D 膏，4 盎司 1 支 $3.00
5879 Attends® 隱蔽女性中度膀胱控制墊* 20 片 $8.00
5880 Attends® 隱蔽女性最高膀胱控制墊* 20 片 $9.00
5881 Attends® 隱蔽女裝褲襯裡* 28 件 $6.50
5716 Attends® 隱蔽女性超薄墊* 20 片 $8.00
5825 擦身濕巾 8 片 $7.00
5883 一次性內衣提拉褲，中號，34 英吋至 44 英吋* 20 件 $15.00
5882 一次性內衣提拉褲，大號，44 英吋至 58 英吋* 18 件 $15.00
5884 一次性內衣提拉褲，加大號，58 英吋至 68 英吋* 14 件 $15.00
5529 可沖馬桶濕巾* 24 片 $5.50
5722 底墊，一次性，30 英吋 x 30 英吋* 10 片 $10.00

緩解疼痛
5430 對乙酰氨基酚關節炎，650 毫克 100 顆 $11.00
5303 對乙酰氨基酚特強片劑，500 毫克 100 片 $6.50
5428 對乙酰氨基酚 PM 特強膠囊，500 毫克，25 毫克 50 顆 $3.00
6039 對乙酰氨基酚 PM 特強膠囊，500 毫克，25 毫克 100 顆 $7.00
5054 Advil® 液體膠囊，200 毫克 20 顆 $8.00
5375 After Bite® 蟲咬舒緩，0.5 盎司 1 支 $6.00
5256 Aleve® 片劑，220 毫克 90 片 $15.00
4040 Aspercreme® 含利多卡因，4%，2.7 盎司 1 支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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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編號 描述 計數 價格

緩解疼痛
5073 阿司匹林咀嚼片，低劑量，81 毫克 36 片 $2.50
5090 Aspirin, 腸溶衣片，低劑量，81 毫克 120 片 $4.00
5034 Bayer® 腸溶阿司匹林，低劑量，81 毫克 32 片 $4.50
4007 辣椒素熱貼片，0.025% 2 片 $2.00
5080 冷熱藥用敷貼 5 片 $6.00
4038 雙氯芬酸關節炎止痛凝膠，1%，3.53 盎司 1 支 $12.00
4014 鷹標風油精，薰衣草味，24 毫升 1 支 $13.00
5011 Excedrin® 偏頭痛片，250 毫克、250 毫克、65 毫克 24 片 $8.00
5314 Fast Freeze® 止痛噴霧，4 盎司 1 瓶 $9.00
5472 加熱墊，12 英吋 x 15 英吋* 1 個 $22.00
5726 加熱墊，特大 12 英吋 x 24 英吋* 1 個 $35.00
5887 熱包紮，頸部和肩部 3 個 $6.00
5093 布洛芬片劑，200 毫克 50 片 $3.00
5485 布洛芬片劑，200 毫克 100 片 $5.00
5342 Icy Hot® 止痛滾珠，1.6%，2.5 盎司 1 瓶 $9.00
5341 Icy Hot® 貼劑，5% 5 片 $8.00
5888 利多卡因貼劑，4% 5 片 $9.00
5457 肌肉按摩膏，1.25 盎司 1 支 $3.00
5425 Tylenol® PM 特強片劑，500 毫克 24 片 $11.00

個人護理
5390 去頭皮屑洗髮精，11 盎司 1 瓶 $5.00

復健、治療和運動
6073 踏板運動器 1 個 $50.00

皮膚護理
5535 蘆薈霜，6 盎司 1 支 $3.50
5169 抗菌濕巾 24 片 $3.00
5091 護膚霜，16 盎司 1 瓶 $9.00
5924 手部消毒凝膠，8 盎司 1 瓶 $4.50
5486 驅蟲劑，Cutter® 強效，6 盎司 1 瓶 $8.00
6036 蘆薈保濕潤膚露，8 盎司 1 瓶 $6.00
5665 防曬油，SPF 30，4 盎司 1 瓶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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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編號 描述 計數 價格

助眠工具
5074 苯海拉明安眠藥錠 50 顆 $5.00

維生素與膳食補充劑
5359 生物素軟糖，5,000 微克‡ 60 顆 $8.50
5300 鈣，600 毫克‡ 60 顆 $6.00
5355 鈣 + 維生素 D3 軟糖，500 毫克，25 微克‡ 60 顆 $12.00
5298 鈣 + 維生素 D3 片劑，600 毫克‡ 60 顆 $4.00
5001 Centrum® 銀髮族維生素‡ 125 件 $22.00
5156 輔酶 Q-10，100 毫克‡ 30 顆 $11.00
5918 日服綜合維生素軟糖‡ 120 顆 $12.00
5448 護眼錠‡ 60 顆 $4.00
5299 色鐵硫酸鐵補充劑，325 毫克‡ 100 顆 $3.00
5271 亞麻籽油軟凝膠，1,000 毫克‡ 100 顆 $8.00
6026 血糖胺（關節健康支援），500 毫克‡ 60 顆 $9.00
5176 氨基葡萄糖軟骨素，1,500 毫克，1,200 毫克‡ 60 顆 $16.00
5742 鎂，250 毫克‡ 110 顆 $6.00
5328 鎂，500 毫克‡ 100 顆 $7.00
5273 褪黑激素，3 毫克‡ 90 顆 $6.00
5358 褪黑激素軟糖，5 毫克‡ 120 顆 $12.00
5920 每日一粒男性綜合維生素‡ 100 顆 $6.00
5186 每日一粒女性綜合維生素‡ 100 顆 $6.00
5132 年長者綜合維生素‡ 90 顆 $7.00
4005 年長男性綜合維生素‡ 100 顆 $9.00
4006 年長女性綜合維生素‡ 100 顆 $9.00
5746 維生素 B-12，500 微克‡ 100 顆 $6.00
6060 維生素 B-12，1,000 微克‡ 100 顆 $9.50
5922 維生素 B-12，舌下含服，5,000 微克‡ 30 顆 $6.50
5305 複合維生素‡ 100 顆 $4.00
5179 複合維生素 B + 維生素 C‡ 100 顆 $7.00
5301 維生素 C，500 毫克‡ 100 顆 $5.00
5492 維生素 C 軟糖，250 毫克‡ 60 顆 $9.00
5175 維生素 D3，10 微克‡ 100 顆 $4.00
5183 維生素 D3，25 微克‡ 100 顆 $8.00

*‡§請參閱第 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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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編號 描述 計數 價格

維生素與膳食補充劑
5749 維生素 D3，125 微克‡ 100 顆 $8.50
5356 維生素 D3 軟糖，50 微克‡ 60 顆 $11.00
5269 維生素 E，180 毫克‡ 110 顆 $9.00
5274 鋅片，50 毫克‡ 100 片 $6.00

*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商品可能包含在 B 部分或 D 部分中。當某個商品由於特定情況而包含在 B 部分或 D 
部分中時，您不會使用您的 C 部分補充 OTC 福利來獲得該商品，因為它在這些情況下，該商品由 Medicare 
承保。

‡  雙用途商品是可用於醫療狀況或一般健康和保健的藥物和產品。這些商品只有在與您的個人提供者討
論購買（或滿足您的計劃可能指定的其他要求）後才能購買。

§患有充血性心力衰竭或肝病的會員可以訂購體重秤來監測體液瀦留。
本產品列表可能會有變更。商品、數量、大小和價值可能會因可用性而有所改變。本資訊非完整福利說
明。商品可能因製造商和可用性而有所不同。商品可隨時添加或移除，恕不另行通知。OTC 商品的品牌名
稱為每家公司的商標。商品費用可能會逐年變化。請查閱產品標籤，如有任何健康或醫療問題，請諮詢
您的醫生。

請保留此目錄以用於未來的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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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訂購表

第 1 步 – 填寫您的個  人資訊 

會員 ID（ 請參閱會員 ID 卡） 出生日期 (月月/日日/年年年年)

19

名字 姓氏

門牌號碼 街道名稱 公寓/套房號碼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電話 電子郵件

第 2 步 – 選擇商品 

商品編號 描述 價格 數量 總計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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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訂購表

第 2 步 – 選擇商品 

商品編號 描述 價格 數量 總計

$

$

$

$

$

訂單總金額 $

注意： 如果總金額超過您的福利津貼，會員體驗顧問會在處理訂單前致電您以收取款項。

第 3 步 – 郵寄填妥的訂購表 

使用已付郵資的信封將填妥的訂購表發送至： 

NationsOTC 
1801 NW 66th Avenue, Suite 100  
Plantation, FL 33313

如有任何問題或需要協助訂購，請致電 NationsOTC： 
888-441-5976 (TTY: 711)。會員體驗顧問每天 24 小時、每週 7 天、每年 365 天隨時樂意提供服務。免費提
供語言支援服務。 

我了解我在此表格中提供的電話號碼和/或電子郵件可能會被 NationsOTC 或其任何簽約方用於就我的
帳戶、我的健康福利 計劃或相關計劃或向我提供的服務與我聯絡。

重要提示：請在每月 20 日之前郵寄您的訂購表以確保您的 訂單總額應用於目前的福利期。如果您需要儘
快完成訂購，請 上網或致電。

     

  ...............................................................................................................................



  

        

 

 

  

反歧視與無障礙設施規定
歧視是違反法律的行為。 

Clever Care Health Plan Inc.(以下簡稱 Clever Care)遵循適用的聯邦民權法，不會基於種族、膚色、原國籍、
年齡、殘疾或性別 (包括懷孕、性取向和性別認同 )而歧視。 Clever Care 不會因種族、膚色、原國籍、年齡、殘疾或
性別(包括懷孕、性取向和性別認同 )而排斥或區別對待他人。 

Clever Care： 
• 為殘障人士提供免費輔助和服務，讓其可以有效地與我們溝通，例如： 

• 合格手語翻譯員 
• 其他格式的書面資訊(大字版、語音版、無障礙電子格式、其他格式 ) 

• 為母語非英語的人士提供免費語言服務，例如： 
• 合格口譯員 
• 其他語言版本的書面資訊

如果您需要上述服務，請致電 (833) 808-8153 (普通話) |(833) 808-8161 (粵語（) TTY: 711）。

如果您認為 Clever Care 未能提供這些服務或基於種族、膚色、原國籍、年齡、殘疾或性別（包括懷孕、性取向和
性別認同）以其他方式歧視，您可以遞交投訴到： 

Clever Care Health Plan  
Attn: Civil Rights Coordinator  
7711 Center Ave  
Suite 100  
Huntington Beach CA 92647 

電子郵件： civilrightscoordinator@ccmapd.com  
傳真：(657) 276-4721  

您可以通過郵件、傳真或電子郵件提出申訴。如果您需要幫助提出申訴時，我們的 Clever Care 民權利協調員可
以為您提供幫助。

您也可以向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民權辦事處提出民權投訴，請透過民權辦事處的投訴入口網站   
https://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 在線上提出投訴或者透過郵件或電話提出投訴：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Room 509F, HHH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201，1-800-368-1019、800-537-7697（聽障專線）。 
您可在  找到投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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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this catalog

for future orders.

CleverCare.NationsBenefits.com

Get OTC and herbal supplement products  
delivered to your doorstep at no additional cost!

2023  
Over-the-Counter (OTC) Product 
and Herbal Supplement 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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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ANGUAGE INTERPRETER SERVICES 

English: We have free interpreter services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you may have about our health or 
drug plan. To get an interpreter, just call us at (833) 388-8168 (TTY:711). Someone who speaks English/
Language can help you. This is a free service.

Español (Spanish): Tenemos servicios de intérprete sin costo alguno para responder cualquier 
pregunta que pueda tener sobre nuestro plan de salud o medicamentos. Para hablar con un 
intérprete, por favor llame al (833) 388-8168 (TTY:711). Alguien que hable español le podrá ayudar. 
Este es un servicio gratuito.

Chinese Mandarin: 我们提供免费的翻译服务，帮助您解答关于健康或药物保险的任何疑问。如果您需要此翻
译服务，请致电 (833) 808-8153 (TTY:711) (普通話)。我们的中文工作人员很乐意帮助您。 这是一项免费服务。

Chinese Cantonese: 您對我們的健康或藥物保險可能存有疑問，為此我們提供免費的翻譯服務。如需翻譯服
務，請致電 (833) 808-8161 (TTY:711) (粵語)。我們講中文的人員將樂意為您提供幫助。這是一項免費服務。

Tagalog: Mayroon kaming libreng serbisyo sa pagsasaling-wika upang masagot ang anumang mga 
katanungan ninyo hinggil sa aming planong pangkalusugan o panggamot. Upang makakuha ng 
tagasaling-wika, tawagan lamang kami sa (833) 388-8168 (TTY:711). Maaari kayong tulungan ng isang 
nakakapagsalita ng Tagalog. Ito ay libreng serbisyo.

French:  Nous proposons des services gratuits d’interprétation pour répondre à toutes vos 
questions relatives à notre régime de santé ou d’assurance-médicaments. Pour accéder au service 
d’interprétation, il vous suffit de nous appeler au (833) 388-8168 (TTY:711). Un interlocuteur parlant 
Français pourra vous aider. Ce service est gratuit.

Vietnamese: Chúng tôi có dịch vụ thông dịch miễn phí để trả lời các câu hỏi về chương sức khỏe và 
chương trình thuốc men. Nếu quí vị cần thông dịch viên xin gọi (833) 808-8163 (TTY:711) sẽ có nhân 
viên nói tiếng Việt giúp đỡ quí vị. Đây là dịch vụ miễn phí .

German:  Unser kostenloser Dolmetscherservice beantwortet Ihren Fragen zu unserem Gesundheits- 
und Arzneimittelplan. Unsere Dolmetscher erreichen Sie unter (833) 388-8168 (TTY:711). Man wird 
Ihnen dort auf Deutsch weiterhelfen. Dieser Service ist kostenlos.

Korean: 당사는 의료 보험 또는 약품 보험에 관한 질문에 답해 드리고자 무료 통역 서비스를 제공하고 있습니다. 통역 
서비스를 이용하려면 전화 (833) 808-8164 (TTY:711) 번으로 문의해 주십시오. 한국어를 하는 담당자가 도와 드릴 
것입니다. 이 서비스는 무료로 운영됩니다.

Russian: Если у вас возникнут вопросы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страхового или медикаментного 
плана, вы можете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нашими бесплатными услугами переводчиков. Чтобы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услугами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позвоните нам по телефону (833) 388-8168 (TTY:711). 
Вам окажет помощь сотрудник, который говорит по-pусски. Данная услуга бесплатная.

Arabic: انيدل ةيودألا لودج وأ ةحصلاب قلعتت ةلئسأ يأ نع ةباجإلل ةيناجملا يروفلا مجرتملا تامدخ مدقن اننإ. 
 ام صخش موقيس .(TTY:711) 8168-388 (833)  ىلع انب لاصتالا ىوس كيلع سيل ،يروف مجرتم ىلع لوصحلل
.ةيناجم ةمدخ هذه .كتدعاسمب ةيبرعلا ثدحتي

H7607_23_CM1435_C 110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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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tro piano sanitario e farmaceutico. Per un interprete, contattare il numero (833) 388-8168 (TTY:711). 
Un nostro incaricato che parla Italianovi fornirà l’assistenza necessaria. È un servizio gratuito.

Portugués:  Dispomos de serviços de interpretação gratuitos para responder a qualquer questão 
que tenha acerca do nosso plano de saúde ou de medicação. Para obter um intérprete, contacte-nos 
através do número (833) 388-8168 (TTY:711). Irá encontrar alguém que fale o idioma  Português para 
o ajudar. Este serviço é gratuito.

French Creole:  Nou genyen sèvis entèprèt gratis pou reponn tout kesyon ou ta genyen konsènan 
plan medikal oswa dwòg nou an.  Pou jwenn yon entèprèt, jis rele nou nan (833) 388-8168 (TTY:711).  
Yon moun ki pale Kreyòl kapab ede w.  Sa a se yon sèvis ki gratis.

Polish:  Umożliwiamy bezpłatne skorzystanie z usług tłumacza ustnego, który pomoże w uzyskaniu 
odpowiedzi na temat planu zdrowotnego lub dawkowania leków. Aby skorzystać z pomocy tłumacza 
znającego język polski, należy zadzwonić pod numer (833) 388-8168 (TTY:711). Ta usługa jest bezpłatna.

Japanese: 当社の健康 健康保険と薬品 処方薬プランに関するご質問にお答えするため に、無料の通訳サービ
スがありますございます。通訳をご用命になるには、(833) 388-8168 (TTY:711) にお電話ください。日本語を話す
人 者 が支援いたします。これは無料のサー ビスです。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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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  È disponibile un servizio di interpretariato gratuito per rispondere a eventuali domande sul 
nostro piano sanitario e farmaceutico. Per un interprete, contattare il numero (833) 388-8168 (TTY:711). 
Un nostro incaricato che parla Italianovi fornirà l’assistenza necessaria. È un servizio gratuito.

Portugués:  Dispomos de serviços de interpretação gratuitos para responder a qualquer questão 
que tenha acerca do nosso plano de saúde ou de medicação. Para obter um intérprete, contacte-nos 
através do número (833) 388-8168 (TTY:711). Irá encontrar alguém que fale o idioma  Português para 
o ajudar. Este serviço é gratuito.

French Creole:  Nou genyen sèvis entèprèt gratis pou reponn tout kesyon ou ta genyen konsènan 
plan medikal oswa dwòg nou an.  Pou jwenn yon entèprèt, jis rele nou nan (833) 388-8168 (TTY:711).  
Yon moun ki pale Kreyòl kapab ede w.  Sa a se yon sèvis ki gratis.

Polish:  Umożliwiamy bezpłatne skorzystanie z usług tłumacza ustnego, który pomoże w uzyskaniu 
odpowiedzi na temat planu zdrowotnego lub dawkowania leków. Aby skorzystać z pomocy tłumacza 
znającego język polski, należy zadzwonić pod numer (833) 388-8168 (TTY:711). Ta usługa jest bezpłatna.

Japanese: 当社の健康 健康保険と薬品 処方薬プランに関するご質問にお答えするため に、無料の通訳サービ
スがありますございます。通訳をご用命になるには、(833) 388-8168 (TTY:711) にお電話ください。日本語を話す
人 者 が支援いたします。これは無料のサー ビス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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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保留此目錄以用於未來的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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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441-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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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訂購表寄到 
NationsOTC

如有任何問題或需要協助訂購，請與我們聯絡。 
會員體驗顧問每天 24 小時、每週 7 天、每年 365 天隨時樂意提供服務。 

如有需要，可免費提供語言支援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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