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健康
計劃與服務

公共健康部
民眾服務大樓
555 Towner St.
Ypsilanti, MI 48198
電話： (734) 544-6700
傳真： (734) 544-6705
電子信件：l-wcphcontact@ewashtenaw.org
http://publichealth.ewashtenaw.org

(734) 222-3800
http://environmentalhealth.ewashtenaw.org

人體藝術

計劃
與
環境健康部

服務

西區服務中心
705 N. Zeeb Rd.
Ann Arbor, MI 48103
電話：(734) 222-3800
傳真：(734) 222-3930
電子信件：zeebcss@ewashtenaw.org
http://environmentalhealth.ewashtenaw.org

檢查從事人體藝術的設施（刺青、穿孔、紋身、 永久
性整容），確保人身安全。如果發現無執照執業或不
衛生操作程序，請即打電話舉報。

露營場地
檢查臨時性和永久性露營場地，確保安全及衛生條
件。

日托所檢查
根據密西根州健康與民眾服務部的要求檢查日托設
施，確保環境安全及供水和排污安全。

環保教育
推廣氡氣、食品安全、回收、水質等方面教育；協調
89.1 FM-WEMU 無線電台的「環境問題講座」公共廣
播計劃。

食品服務衛生
每 180 天檢查一次食品服務單位；調查食源性疾病報
告；回應對食品服務單位的投訴 ；在臨時性食品服務
設施為公眾提供服務之前對其進行檢查。請打電話報
告食源性疾病或投訴餐館。

地下水監視
與當地政府和居民合作制訂政策與策略，以解決
1,4-二噁烷及其他地下水污染問題。

住房投訴
調查關於不衛生住房和環境條件的投訴並協調治理
措施。
請打電話報告上述情況。

現場排污
進行土壤評估以確定現場污水處理的適當性；頒發
排污許可證；訓練及認證排污系統安裝和修理承包
商及認證維護服務業者。

現場供水
頒發水井許可證；監視 II 型供水設施，確保安全與
合規。

防止污染
檢查儲存、製造或使用有害、有毒或污染性材料的
設施，確保這些物質得到適當使用和處置。

氡氣計劃
向居民提供測試包，檢查其住房內的氡氣水平。請
打電話或親自前來本辦公室購買測試包。

休閒場所用水
所有公共游泳池每年進行年檢，每兩週採樣檢驗；
夏季對公共浴場湖灘每週取樣和監視。

售屋檢查
審閱物業檢查報告 ，確保出售的物業水井和排污系
統運行正常；訓練和認證檢查員。

水測試服務
向居民提供水樣瓶，以測試私人水井是否含有細
菌、砷及其他污染物質。請親駕本辦公室購買測試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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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tenaw 縣公共健康部
幫助您保持健康

衛生檢查員檢查當地餐館，
確保食品安全。

公共健康
計劃與服務

牙科診所

鉛治理計劃

西尼羅病毒(WNV)

(877) 313-6232 或 (734) 480-4250

當孩子的血鉛報告證實含鉛水準高時，公共健康護
士將會跟進，提供教育和轉介 。若提出要求，可提
供血液含鉛量測試。 如果需要，可會同環境健康專
業人員上門家訪。

(734) 544-6750

妊娠嬰兒健康計劃

婦嬰兒童計劃 (WIC)

對享受 Medicaid 保險的懷孕婦女的家訪計劃。服務
項目包括由社工、護士與營養師提供的教育、服務
協調、支援及轉介。

(734) 544-6800

Washtenaw 縣牙科診所為參加 Medicaid、MIChild
或 Healthy Kids、或無保險低收入的成人和兒童服
務 。診所地點在 St Joseph Mercy Haab Health
Building, 111 N. Huron Street, Ypsilanti。電話預約。

(734) 544-6700
更多資訊請電本辦公室總機號碼或登錄：

http://publichealth.ewashtenaw.org

法醫鑑定計劃

如果需要解答有關西尼羅病毒或其他可能的健康
威脅，可撥打諮詢專線。專線啟用時，撥打著可
報告死亡的鳥類及聽取錄音資訊。

婦女、嬰兒和兒童 (WIC) 計劃向懷孕婦女和五歲
以下兒童提供補充食品和營養教育。WIC 還訓練
母乳哺育互助輔導員，向哺乳媽媽提供支援和指
導。請打電話預約，了解診所地點或更多資訊。

(734) 232-1127
設在密西根大學停屍房內，法醫調查發生在
Washtenaw 縣境內的任何突然、暴力、意外或可疑
死亡。索取解剖報告可聯絡計劃辦公室。收費$25 。

成人健康、艾滋病毒(HIV)/性病(STD)檢查
(734) 544-6840
性傳染病 (STD) 檢查和治療；免費 HIV 檢查與諮
詢；快速或匿名 HIV 檢查；接觸前預防性投藥
（PrEP，一種高 HIV 風險人士預防選項）；免費伴
侶通知服務；懷孕測試及避孕諮詢。請來電約診或
每星期四下午 1:00 至 4:00 無預約就診。每週三免
費懷孕測試。

動物咬傷及狂犬病
請打電話報告動物咬傷及接觸蝙蝠。我們可提供有
關遭動物咬傷或其他感染後需要接種狂犬病疫苗的
諮詢。我們還協調任何必要的動物狂犬病測試。

兒童特種保健服務
對罹患合格病症的兒童和成人提供醫護協調及病案
管理。該計劃還可提供必要的專科醫護以協助確認
診斷。

傳染病
傳染病資訊、教育、調查和報告。肺結核病 (TB)
服務包括隱性和活動性 TB 之診斷和治療。可預約
接受結核病皮膚試驗。

促进健康

合作關係、資料、策略

有各種合作計劃幫助人們獲得健康的食品、安全的
健身運動場所，以及防止吸煙、自殺及毒品濫用，
包括 「Prescription for Health」、「Washtenaw
Alive」及執行清潔室內空氣規定。 还透过对社区
参与、政策与环境变化提供技术协助来促进健康和
防止疾病。

健康改善計劃 (HIP) 是一項社區健康合作評估及規
劃工作，旨在改善本縣全體居民的健康。HIP 全面
收集資料，包括開展五年一次的全縣健康調查 。
合作夥伴利用這些資料制訂、實施及評估我們本地
社區的健康改善計劃。

公共健康緊急狀況準備計劃
聽力和視力
(734) 544-6786
對 21 歲以下者及 26 歲以下特殊教育學生提供免
費聽力與視力篩檢。大多數篩檢在學校、學前設施
及日托設施中進行。可來電預約。

提供緊急狀況準備資訊和訓練，包括為家庭、個人
及社區組織提供演示和諮詢。有意參與緊急狀況援
救的居民可申請參加成為 Washtenaw 縣醫療預備隊
義工。請打電話或查詢網站獲取資訊。

Washtenaw 健康計劃 (WHP)
免疫接種

(734) 544-3030

疫苗可防止疾病。公共健康護士提供教育，注射疫
苗，並與學校、醫療單位及社區合作夥伴合作，支
持疫苗接種。護士還向要求非醫療性疫苗接種豁免
的家長或監護人提供科學教育課程。請來電了解收
費、疫苗供應情況和安排接種時間。

您有健康保險嗎？ Washtenaw 健康計劃幫助個人加
入健保計劃。WHP 工作人員可協助入保 Medicaid、
Healthy Michigan Plan、Healthy Kids、MIChild、
Marketplace（健保集市）和 Washtenaw Health
Plan。請打電話（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 至下午
4:00）或查詢網站。

我們合作夥伴提供的
計劃與服務：
社區精神健康與毒品濫用服務
(800) 440-7548 或 (734) 544-3050
Washtenaw 縣社區支援與治療服務處 (CSTS) 提供
這些服務。請電 Health Services Access，尋求協
助。

住家有毒物質收集中心
(734) 222-3950
http://recycle.ewashtenaw.org
水資源專員辦公室提供地點，供居民棄置無用或
過期有毒材料，包括殺蟲劑、汞、油基油漆和其
他化學品。請打電話或查詢網站獲取資訊。

醫用尖銳物與藥品回收
www.dontflushdrugs.com
水資源專員辦公室與當地藥房協調回收用過的醫
用尖銳物或過期藥品，以便安全處置。 了解參加
回收的地點，請查詢網站。

如果您的孩子沒有保險，可能符合申請 Healthy Kids 或 MIChild 健康保險的資格。更多資訊請登錄網站 www.healthcare4mi.com 或撥打密西根求助熱線 1-800-642-3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