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rvice Center

ervice Center

社區醫療中心

中國城 |阿罕布拉市 |蒙特利公園市

•醫療•牙科•心理輔導

預約專線: 
(213) 808-1792

醫療健康保險諮詢

預約電話： 

(213) 808-1792 
或瀏覽網址: 

http://www.cscla.org

醫療中心地點.......

中國城 
醫療/牙科/心理輔導

767 N. Hill Street, Suite 200 / 213 / 400B
Los Angeles, CA 90012
開放時間:
•醫療: 星期一至星期六

   早上八時至下午五時

•牙科: 星期一至星期六

   早上八時半至下午五時

•心理輔導: 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九時至下午四時

公共交通工具:
MTA 81, 90/91, 94, 96, 794, DASH B, Comm Express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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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罕布拉市 
醫療/牙科/心理輔導

320 S. Garfield Ave., Suite 118 / 126 / 202
Alhambra, CA 91801

開放時間:
•醫療: 星期一至星期六

   早上八時至下午五時

•牙科: 星期一至星期四

   早上八時半至下午五時

•心理輔導: 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九時至下午四時

公共交通工具:
MTA 78, 79, 176, 258,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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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利公園市 
牙科

850 S. Atlantic Blvd.
Suite 303 
Monterey Park
CA 91754

開放時間:
星期二，星期四至星期六

早上八時半至下午五時

DeLa Fuente St.

Atlantic Blvd.

ervice Center

850

Ynez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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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致電 (213) 808-1790 

與醫療中心客戶服務部聯絡。

您也可撥打保險卡上的電話號碼查詢！

華埠服務中心致力為移民

及社區人士提供優質服務與申辯，

提高平等機會以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

華埠社區醫療中心是根據聯邦醫療

中心規劃標準的服務機構。

提供健康檢查，牙科，

心理輔導等服務。



華埠社區醫療中
心免費為您辦理
及申請以下服務:

§  兒童健康與
 殘疾預防計劃

§  加州全保
 Covered 
 California

§  白卡 Medi-Cal

§  乳癌和子宮頸癌
 檢測 (EWC)

§ 家庭計劃

§ 我的健康LA 計劃

• 健康檢查(成人及兒童)
• 疫苗接種 
• 家庭健康計劃 
• 慢性病護理 
• 專科轉介 
• 性病(STI) 測試及治療 
• 產前與產後護理

門診服務

• 牙齒檢查 
• 數碼X光 
• 補牙 
• 牙冠

• 牙橋 
• 活動假牙 
• 洗牙 
• 牙齒美白 
• 根管治療 

牙科服務

心理輔導

心理輔導服務： 
• 個人,配偶及家庭輔導

• 親子課程

• 家庭暴力/ 情緒管理輔導

• 家暴受害者心理輔導組 

• 長者家訪服務

 

洛杉磯縣兒童與家庭服務局認可:
• 預防與關愛計劃

• 家庭保護計劃

• 預防虐待及疏忽照顧兒童的治療項目

• 每月的親子手工及講座活動

醫療服務

• Dennis Tse CMO 謝子儀 ................首席內科醫師

• Cheryl Chu 譚藹珠 ....................................家庭醫師

• Felix Aguilar ............................家庭小兒科醫師

• Joseph Wu 吳汝剛 ....................................內科醫師

• Hui Ling Huang 黃惠玲 ...........................內科醫師

• Ling Lee 李鈴 .....................................家庭護理醫師

• Julia Lee 李釗治 ...............................成人護理醫師

認識華埠醫療團隊!

華埠社區醫療中心
接受以下保險：

§  白卡Medi-Cal
§  紅藍卡Medicare
§  Health Net
§  LA Care
§  加聯泰平醫療網

§  Care 1st
§  藍十字
 Blue Cross
§  中心健保
 Central Health

低收入家庭可酌量減免收費

牙科服務

心理輔導

• Edward Lew 劉博富 .........................首席牙科醫師

• Bernard Koo 顧不畏 .................................牙科醫師

• Carol Chan 陳潁希 ....................................牙科醫師

• Raymond Kwok 郭翰祥 ..........................牙科醫師

• Raisa Avezova ...................................牙科醫師

• Stephanie Lee 李沛寧 .............................牙科醫師

• William Pomeroy 龐威林 ........................牙科醫師

• Nicole Chan 陳麗先 ............加州執業臨床社工師

• Sandy Hsu 許琬宜 ..............加州執業臨床社工師

• Nina Loc 阮妮娜 ........................... 婚姻家庭治療師

• Hei Man Fan 范希文 ................... 婚姻家庭治療師

• James Lee 李俊弘 ....................... 婚姻家庭治療師

• Yim Ling Cheung 張艷玲 ......... 婚姻家庭治療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