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伦多获得医疗保健
如果您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无医疗保险(OHIP 或 IFH)

由:
Health Network for Uninsured Clients 编写
得到
Toronto South Local Immigration Partnership
(TSLIP) 支持

2020 年 4 月 15 日更新
在线资源将被更新:
www.wellesleyinstitute.com/uninsured

在 COVID-19 期间，医院对每个人都应提供免费服务。
即使您没有安省健康保险计划(OHIP)、临时联邦医疗保险(IFH) 或私人保险，您仍应得到医疗服务。


截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此资源是我们所知的最新资源。



此资源由无保险客户健康网络（Health Network for Uninsured Clients）编写：我们在全多伦多的
医疗与社会服务机构中工作。

如果您需要帮助可打电话给谁


在紧急情况下，您可随时拨打 911。



Telehealth Ontario 向每个人开放。电话号码是 1-866-797-0000。 您可与护士谈论您的健康问题。 护士不会
为您诊断疾病或开药。 他们会帮您决定是自己处理问题、看医生还是去急诊室。 想要了解 Telehealth
Ontario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bit.ly/3b9pp3B
Telehealth 是免费的，且 24 小时提供服务。他们目前很忙，所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给您回电话。 可为某些
语种提供翻译支持。
多伦多公共卫生局（Toronto Public Health） 为每个人提供免费服务。电话号码是 416-338-7600。您可以打
电话询问有关 COVID-19 的问题，以及您是否可以在早上 8：30 至晚上 8：00 之间接受检测。




如果您需要去医院



如果您出现紧急健康问题，可去医院急诊科。
它们 24 小时开放。 在 COVID-19 期间，您不应被收费或收到账单。
安省卫生厅让所有医院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应为每个人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这应包括所有的紧急护理。
为什么?
● 某些医院可能不了解这些新变化 。
● 我们听说一些没有 OHIP 的人被要求先付款。 这不应该发生。此处为 政府官方公告:
https://bit.ly/3aamLcw

●
为了做准备，您可以：
● 在手机上为政府公告网页添加标签，并出示给医院工作人员: https://bit.ly/3aamLcw
● 打印出此页出示给医院工作人员
● 在纸上写下链接，出示给医院的工作人员

当您到达医院时
医院工作人员可能要
求您出示健康卡或身
份证件。
如果您没有健康卡或
身份证件，您仍应得
到医疗服务。

然而，如果您的确
有任何类型的方便
使用的身份证件，
带上它可能会有帮
助。

您可以选择，但您不
必与医院或医疗系统
中的任何人分享任何
关于您的移民身份的
信息。

某些医院提供电
话语言口译。如
果您需要或觉得
您和医院工作人
员之间有沟通障
碍，可要求提供
此服务。

关于 COVID-19 疫情的信息
安大略省政府有多种语言的 COVID-19 信息。欲知详情，请访问：
https://bit.ly/2K6Prc1
多伦多市政府也提供信息。点击此链接查看最新信息与更新消息：
https://bit.ly/2VqrGB2

COVID-19 检测中心：




有专门的检测中心进行 COVID-19 检测。 只有符合一定标准的人才会被检测。
有关多伦多的检测地点、哪些人目前可以被检测以及您何时应该和不应该去检测中心的详情，请访问：
https://bit.ly/2K6ELdf
在多伦多 COVID-19 检测中心，您不需要被查看 OHIP 保险范围。您不会被要求付钱。 如果您被检测，请咨询
检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如何在没有 OHIP 号码的情况下获得您的检测结果。

其他无费用选择：无保险客户的特别诊所
多伦多有几家诊所将免费为无保险人士提供医疗服务。 这些诊所不提供急诊服务。打电话确认您是否有资格，并确
保诊所开门，因为他们可能会更改营业时间。
亲自上门就诊:

West End:
( Jane 街进入), 761 Jane Street, 二
楼。
周一和周四, 下午 3:00 -6:30
来电查询详情：
416-760-8677

WOW Clinic
(Regent Park CHC)
465 Dundas Street East
周三 早上 10 点-中午 12
点
来电查询详情:
416-203-4506

Blue Door Clinic for people with HIV
(Regent Park CHC)
465 Dundas Street East
每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一上午，早上
10 点 –中午 12 点
来电查询详情:
647-730-3222

其他免费选择

打电话或线上

Canadian Centre for Refugee
and Immigrant Health,
Community Volunteer Clinic
周一、周三及周五上午 9 点至下
午 6 点或周二及周四上午 9 点至
下午 8 点致电 1-647-267-2176，
分机号为 1 。



Muslim Welfare Centre

FCJ Refugee Clinic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发邮件至：
freeclinic@muslimwelfarecentre.com

致电 416-469-9754，分机号为
230，要求安排一名健康与福
祉工作人员

或访问其网站：
https://bit.ly/2wAEmN4

或访问其网站：
https://bit.ly/3a95gJV

如果您目前是社区健康中心的病人，您仍应该能够免费获得医疗护理，尽管有些服务目前可能是在电话
上提供。

如果您没有资格领取健康卡或没有健康卡

如果您由于任何原因没有
健康卡

切勿让这阻碍您寻求急诊或紧急护理。

如果您没有资格领取健康
卡

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您仍可以在医院接受免费
医疗。

如何得到健康卡 (如果您有资格的话)



如果您有资格，可申请健康卡，这样您的医疗费可由政府的安省健康保险计划(OHIP)支
付。
若要符合条件，您必须是加拿大公民或持有合格的移民身份，此处含几种语言版本的更
多信息: https://bit.ly/2z0g7sE



您一旦申请，便会立即获得医疗保险。 这是因为在 COVID-19 期间政府已取消了医疗保
险三个月的等待期。 此政策可能会在 COVID-19 疫情结束后发生变化。



如果您在 2020 年 3 月 19 日前申请了健康卡: 您有 OHIP 保险，但您应致电 Service
Ontario，电话是 1-866-532-3161，以激活此保险。

如果您没有申请您的健康卡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健康卡，但觉得目前亲自去 Service Ontario 申请不安全，
您仍可以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在医院接受免费治疗。
● 访问 https://bit.ly/2z0g7sE 查找您如何可以申请健康卡。
● 安大略省的一些 Service Ontario 办事处仍在办公。 您可先打电话确认他们是否开门。
● 如果您不能亲自去 Service Ontario ，可致电：
 Service Ontario Info-Line 电话是 1-866-532-3161，获取详情。
关于此文件:
此份文件由 Health Network for Uninsured Clients 编写。 我们在多伦多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机构
工作。 欲知详情，请访问: www.wellesleyinstitute.com/uninsured
如果您对本文所含信息有疑问，可发邮件至 uninsuredTO@gmail.com 与我们联系。 请告诉我们
您在多伦多的住址。
我们可能没有答案，但我们会尽力答复。 我们可能要花长达一个星期才能给您答复。我们不是
专业医护人员。 请勿在此电子邮件中联系医疗急诊或提出医疗方面的问题。
如果您出现医疗紧急情况，请拨打 911 或前往最近的医院急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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