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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

唯安保險
專精於汽車﹑房屋
專精於汽車﹑
房屋﹑
﹑商業保險
專業團隊﹐
專業團隊
﹐優質服務
電話:: 713
電話
713-484
484-7443
地址:: 7001 Corporate Dr., Ste 100
地址
100A
A﹐
Houston, TX
H. COBB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RICHARD
ATTORNEYS AT LAW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刑事： 保釋 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 國際貿易 跨國追索 生意買賣 商業訴訟 地產買賣
家庭： 離婚 監護 子女撫養費
意外： 車禍 意外傷害 醫生誤診（不成功 不收費）

服務德州46年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281-889-1886(中文)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281-617-0921(ENG)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醫生專頁
星期日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主 治

急 症

高 血 壓

婦 科 病

感 冒

尿 路 炎

糖 尿 病

兒 科 病

咽喉痛

關節注射

高 血 脂

老年癡呆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常見皮膚病

骨質疏鬆

腹 瀉

清創縫合

皮膚活檢

憂 鬱 症

角膜異物清除

移 民 體 檢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Tel:(832)433-7159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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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阻撓台灣參與WHO的後果

世
界 衛
生 大
會
（W
HA）
周 一
（11
月 9
日 ）
復 會 ， 進 入 第 2 天 會 議 ， 美 日 及 友 邦 合 共 11 國
「接力」以直接方式，為台灣爭取以觀察員身份
加入 「世衛」而發言。然而，面對國際社會.全力
支持台灣的強大聲浪，今年世衛委員會主席，竟
然以與議程無關為理由，在友邦（細小國家）發
言時，2 度直接 「
卡掉畫面」。不過對於 「
大國」
、及 「主要金主國」，主席則不敢得罪，美日代
表的挺台論述，均得到完整發言。
WHA 周一以視訊方式復會後，首先討論大會
議程。在閉門的 WHA 總務委員會中，數國友邦發
動第一波挺台發言，但在中國以 「一個中國」的
原則反對下，總務委員決定 「建議」大會，不將
「邀請台灣作為觀察員參加 WHA」納入議程，以
防表決時 「出差錯」。之後在第 2 波且公開的 2 對
2 辯論中，馬紹爾及宏都拉斯 2 友邦再次要求將
「邀請台灣作為觀察員參加 WHA」列入大會議程
，但主席裁定大會接受總務委員會建議，不將台
灣參與案納入議程。
WHA 於 10 日進入第 2 天議程，在 A 與 B 兩個
委員會分別有美國、日本、貝里斯、史瓦帝尼、
尼加拉瓜、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宏都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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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魯、瓜地馬拉、帛琉
及馬紹爾群島共 11 個理
念相近國家及友邦發言
時，直接提到台灣。
10 日上午貝里斯率先重申支持台灣以觀察員
身分參與 WHA，隨後史瓦帝尼發言時指出，世界
衛生組織（WHO）做為國際衛生協調平台，卻依
然繼續排斥台灣。此時主持會議的挪威籍主席拉
森（Bjørn-Inge Larsen）突然卡掉畫面，直接中斷
史瓦帝尼的發言。
拉森提醒、點名史瓦帝尼及貝里斯，以及接
下來的發言者請僅談會議議題， 「不要談觀察員
的問題」。
帛琉以預錄影片發言時，提到台灣成功抗疫
，希望台灣能分享經驗，但 WHA 在五月時無法討
論台灣參與 WHA 的提案，帛琉希望台灣能以觀察
員身分受邀參與 WHA，此時 WHO 秘書處建議停
止帛琉發言影片，大會主席同意裁示停止播放，
改提供書面。
相較 3 友邦發言時被大會干擾，美日兩 「
大國
」則完整發言。美國衛生部全球事務辦公室主任
格瑞斯比（Garrett Grigsby）表示，台灣在對抗疫
情上取得亮眼的成績，了解台灣如何防疫，對面
臨新一波疫情的會員國很有幫助，不讓台灣以觀
察員的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只會造成反效果。
格瑞斯比強調，當前必須共享資訊強化防疫
能力，才能打造一個透明且緊密聯繫的全球衛生
架構，及早發現威脅，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並
協助各會員國守護人民的健康。
日本發言代表則指出，考慮到疫情全球大流
行，一國難以獨自應對，因此全體應合作交流訊
息與知識，並特別指出必須考量成功應對疫情的
區域，例如台灣，全球公衛不應該留下地理缺口
。
針對世界衛生大會（WHA）復會未邀台灣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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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號的美國總統大
選於翌日，本來己是廛埃
落定，不過好勝的特郎普
，堅拒承認自己落敗，認為選舉過程出現造假虛偽，要求重新點
算。目前還有北卡羅來納、喬治亞和亞利桑那 3 個州份未完成點票
，特朗普在北卡領先不足兩個百分點，拜登則在其餘兩個州領先
不足一個百分點。特朗普陣營繼入稟賓夕法尼亞後，周二稱將入
稟密歇根州，路透社指特朗普要 「
翻盤」除須在上述 3 個未有結果
的州份勝出外，還要推翻被指拜登勝出的一個或以上州份的結果
，報道指即使數個州份重新點票，改變結果的機會極微。路透社
進行的民調顯示，79%美國成年人認為拜登勝出 11 月 3 日的大選，
13%認為還未有勝負，3%指特朗普勝出，另有 5%表示不知道；當
中有六成共和黨人也認為拜登贏硬。
美國民主黨的拜登獲傳媒推算勝出總統選舉、他發表勝利演
說後兩日，美國總務署(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GSA)周一
仍然未承認他勝選，他應該垂手可得的 5000 萬過渡資金，仍然是
「有得睇無得駛」其陣營表示擬採取法律行動。GSA 向來會在選
戰賽果明確後，承認某人勝選，讓對方準備權力交接，此做法雖
無法例規定，但拜登陣營一名人員認為，他們勝選已是清楚不過
、GSA 的拖延並不合理。
GSA 的反應令人猜測是否與特朗普拒絕承認落敗有關，GSA
署長墨菲(Emily Murphy)於 2017 年由特朗普委任，其發言人表示她
仍未確定 「已有清晰贏家」。有關拖延影響拜登的過渡安排，因
其陣營需要獲 GSA 確定勝選，才可獲取相關文件及使用設施和資
金。據報 GSA 早前已向國會取得與政權交接有關的 990 萬美元撥款
，當中約 630 萬用作新政府的過渡安排。
今屆美國總統選舉有若過山車，令人喘不過氣來。拜登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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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外交部 8 日晚間發布聲明說，對於中國阻撓
台灣參與 WHO，表達高度遺憾及強烈不滿。
台灣未能以觀察員身分受邀參與 9 日復會的世
界衛生大會（WHA），國民黨今天表示，世界衛
生組織（WHO）不宜遷就中共片面說法與主張，
屢次排除台灣參與的決定，只會讓台灣人民對於
中共當局更加反感。世衛組織的 「政治決定」，
不只置台灣人民於危險，也阻擋了台灣與世界分
享防疫經驗的機會。世衛組織不宜遷就中共片面
說法與主張，應以維護全球人類的整體健康權為
行動圭臬，世衛組織屢次排除台灣參與的決定，
只會讓台灣人民對於中共當局更加反感，更難促
成一個穩定且具建設性的兩岸關係。
此外，中華民國外交部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於 11 月 8 日,在洛杉磯時報刊登了 「台灣
模式」新冠防疫成果的大幅廣告 「
Taiwan Can
Help」，展現台灣防疫成果，希望爭取到國際社
會的關注，推動台灣成為世衛組織觀察員（WHO)
。
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8 日指出，當天
洛時報的彩色廣告，是外交部 「台灣模式」防疫
成果廣告。在全世界第二波疫情再起，WHA 復會
在即之際，希望國際社會在肯定台灣防疫成效，
重視台灣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乃不公不
義之事，無助全球共同防疫。
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執行長、北美洲台灣人醫
師協會前總會長林榮松醫師認為，目前是最近幾
年台灣申請成為 WHO 觀察員情況最好的時候，台
灣在疫情中的表現，說明有能力保護國民健康安
全，且有能力幫助別的國家，台灣不是去索取，
而是能夠貢獻。
台灣今年 1 月 21 日確認出現首位新冠病毒患者，
WHO 次日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全球疫情，台灣成為
唯一有移入個案而未獲邀請的地區。

勝出而特朗普不認輸，倒過來美國的堅實盟友英國法國德國日
本向拜登發出祝賀。國際關係就是如此現實，在白宮裏的特朗
普不知何感想。
美國傳媒稱，雖然特朗普團隊計劃提出訴訟，拜登陣營此刻
已在開始組班。聯邦儲備銀行的伯賴納德(Lael Brainard)被指有機會
任財長。但是，人們更注意的是誰做國務卿，開始傳出的名字，
包括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Susan Rice)，亦有說拜登任副
總統時的國安顧問布林堅(Anthony Blinken)有機會。兩人都是國際
關係老手，做過駐聯合國大使的蘇珊賴斯是牛津大學博士，論文
是津巴布韋維持和平行動，現時以她的呼聲較高。
華盛頓政治圈子不大，來來去去就那些人。當然，拜登可以
大膽起用華府以外的新面孔，像 1969 年上任的尼克遜，委任哈佛
大學教授基辛格做白宮國家安全顧問。但在目前世局底下，拜登
倘是委用新人，他可能面對更大政治風險：以國務卿為例，現時
國際環境險峻，讓一個不諳政策程序的人擔當此一重要角色，未
免過於托大。
另一風險，就是美國今年選舉可能留下的一條尾巴。大選除
了選舉總統，還選出新任國會議員，包括 35 名參議員。選前，共
和黨控制參議院是 53 席對 47 席，如今最新選情是 48 席對 48 席，民
主黨表面上有機會爬頭，實際是一步一驚心，共和黨守得極緊。
關鍵是喬治亞州參議員選舉，要待明年 1 月決定。參議院選舉緣何
成為總統選舉外的矚目焦點，是因為參議院手握表決通過官員任
命的大權。
如果共和黨保住對參議院的控制，共和黨人會讓拜登提名的
內閣部長人選輕易過關嗎，這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八十年代超級
強勢總統如列根，一樣發生他提名的人選在參議院被民主黨掃地
出門的慘敗，何況是僅僅險勝對手的拜登？若然參議院未來仍是
共和黨控制，明年 1 月 20 日就職當天，宣讀誓詞之後，拜登上任後
的第一個施政難關，就已經在白宮大門口等着他。
美國總統選舉未來還有連場官司，觀乎特朗普陣營就賓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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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松表示，WHO 作為聯合國旗下組織，只
能以國家作為單位加入，台灣要成為 WHO 中成員
，難度很大， 「但目前台灣爭取觀察員身分，目
前已有七國成為觀察員，而且門檻很低，很多情
況下 WHO 秘書長就可以個人身分聘請參加，且得
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支持，但遺憾的是
WHO 秘書長站在少數反對者（國）的一邊」。
從 1997 年至今先後五度代表台美人參加 WHO
會議，林榮松表示，20 多年前台灣首次爭取 WHO
觀察員資格時，WHO 沒有什麽政治味道。但現在
已遠遠超出單純的醫療保健問題，加入太多政治
元素，讓人無奈。
一個名為 Taiwancanhelp.com 的網站，也同時
配合推動外灣區外交部行動。該英文網站開門見
山表示 「這是隔離的時間，但我們選擇團結」，
網站突顯數月來台灣一直保持學校正常上課，商
業正常開門，民眾戴口罩，保持人群距離，台灣
感染人數一直控制在 500 人以下。同時，台灣先後
向美國和歐洲及其他國家捐贈 1600 萬只醫用口罩
，幫助全球抗疫。
對於中國官方一直阻撓台灣當局加入世衞組
織，明顯是針對蔡英文的緣營民進黨政府。其實
這是太過橫蠻無理，台灣迄今為止沒有宣告獨立
，它仍然稱呼自己是中華民國。 「九二共識」不
是主張兩岸 「一中各表」嗎？北京當局稱自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當局稱自己是中華民國，
迄今為止，雙方都是正確的，至於將來兩岸政府
怎樣商討今後兩岸中國人民的去向，是以後的事
。但不能如此狹窄氣量，來阻止台灣加入世衛，
置台灣三千萬國民的健康問題於不顧。香港的
「一國兩制」走到今天，已令到台灣國民大失所
望，若再加上申請世衛而阻礙，調過頭來看，北
京與台灣身份互換，屆時北京會接受台灣嗎？

尼亞州的投票向聯邦法院提出訴訟，選舉官司不會一時三刻便有
結果。不過，一些外國領袖已經等不及，先後向拜登發出賀電，
包括英法日韓等國。英國法國是美國的大西洋盟友，關係本來就
很密切；亞洲的日本南韓，是戰後 75 年的盟國。然而，比起歐洲
的英法，日本在對美關係更加進取。
日本傳媒報道，日本政府已就首相菅義偉與拜登之間的首次
會晤展開協調工作，希望在明年 1 月 20 日總統就職後舉行。日本一
向視日美關係為整個外交政策的核心，四年前特朗普當選總統，
首相安倍晉三在開票九天之後，火速到紐約與特朗普會晤，成為
特朗普當選後第一個會見的外國領袖。特朗普就職之後三個星期
，安倍再到華府與特朗普舉行峰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與日本從敵對國家變為佔領與被佔
領的關係。1950 年韓戰爆發，日本成為美軍後勤基地；《美日安
保條約》則是兩國結盟的文件。美日關係雖在八十年代因為貿易
糾紛出現摩擦，總的來說，美日關係仍是兩國的外交主軸。尤其
是日本，美軍航空母艦在美國本土之外唯一母港便在日本，美國
在日本駐有海陸空三軍，第一島鏈要塞的沖繩，則有美國海軍陸
戰隊第三遠征軍長駐。
日本首相上任之後，第一個會晤的外國領袖是美國總統，於
日本外交而言是順理成章。今年的情況比較特別，拜登若是最後
勝利者，日本的擔憂是拜登的亞太戰略與特朗普過去四年的印太
戰略會有甚麼不同？四年前安倍趕往紐約會晤特朗普，是因為特
朗普在競選時對美日安保另有看法。今年情況與四年前大同小異
：在中美關係緊張時刻，拜登對美日關係有何部署，是蕭規曹隨
抑或另闢蹊徑？
相信南韓也有類似日本的考慮：拜登的朝鮮半島政策與特朗
普相比將是如何、拜登與金正恩的關係也會密切嗎？即使西歐亦
有相同態度，看看法德領袖的賀電強調大西洋聯盟便一清二楚。
明年世局變或不變、是大變抑或小變、若變的話變在哪裏，此時
此刻，一些國家的忐忑全都浮現在臉上，要遮也遮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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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緊，
出了車禍不要緊
，李醫生免費幫妳治
李醫生免費幫妳治，
，獨家牽引療法
獨家牽引療法！
！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
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
？壹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
行壹系列檢查，比如腦部 CT、胸腔
CT、腹腔 CT 等。如果需要手術，妳
就不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
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
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
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
可以幫妳免費治療！不用妳自己掏壹
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
妳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
，只要汽車買了保險，妳把保險號告
訴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妳治好
！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壹次就減
輕疼痛 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
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
物或針灸，有壹定療效，但都遠遠比
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 A 先生，45 歲，由於是壹
直從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
了，起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忙

，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
重，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
並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
甚至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治
療無好轉，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
費了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
路需要人扶，並且壹側臀部肌肉開始
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
，第壹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壹個
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
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壹
個人。再治療壹個療程，癥狀基本消
失，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 B 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
沒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
痛、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
到李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
光治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壹分錢，
而且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
交涉，省心！
病人 C 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
看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
，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等到身體

出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
幸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
給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
自己要出冤枉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
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
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
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
年、10 年，甚至 20 年之後，大多數
人（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
病癥。壹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
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
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
實，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
有壹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
頸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
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
，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
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
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車
禍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 20 多年
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
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
用非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
並配合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
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
、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
，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
的 copay 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
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
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壹、三、五全天
，二、四、六上午。

疫情期間李醫生接受電視采訪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傳動系統常見故障
傳動系統異響：
萬向節和花鍵鬆動發出異響表現為：在汽
車起步時，車身發抖，並聽到有“格啦，格啦
”的撞擊聲，在改變車速，尤其是在緩慢行駛
時，響聲更加明顯。其原因是：萬向節軸及滾
針磨損變松，或滾針斷碎；傳動軸的花鍵齒與
叉管的花鍵槽磨損量過大；變速器輸出軸上的
花鍵齒與凸緣的花鍵槽磨損過大；各處連接部
分的固定螺絲鬆動。
中間軸承裝置異響：
中間軸承的異響表現為：汽車在行駛中發
出一種“嗚，嗚”的響聲，車速越快，響聲越
大。其原因是：中間軸承磨損過大或缺少潤滑
油；中間軸承偏位或螺絲鬆動；中間軸承損壞
，滾珠脫落；中間軸承支架螺絲鬆動，位置偏
斜。
離合器分離不徹底：
離合器分離不徹底表現為：經常出現換檔
困難，牙齒發響。掛上檔後，不抬離合器踏板
，車輛就行駛或發動機熄火。其原因是：離合
器踏板的自由行程過大；從動盤變形翹曲；磨
擦片破壞或鉚釘鬆動；更換磨擦片後，新磨擦
片過厚或磨擦片的正反裝錯，使其不能分離；
分離槓桿的內端不在同一平面內；分離槓桿的
螺釘鬆動；離合器片的花鍵槽與變速器輸入軸

的花鍵齒配合過緊或有鏽蝕、有髒物，使其移
動發澀而不能分離；離合器浮動銷脫出；雙片
離合器中間壓板限位螺釘調整不當，個別支持
彈簧折斷或過軟，中間壓板磨損變薄；液壓操
縱離合器漏油或液壓系統中存在空氣。
汽車起步震動：
汽車起步震動表現為：汽車起步時，離合
器結合不平穩，而使車身發生震抖。其原因是
：離合器沾有油污；鉚釘頭露出而刮壓板；磨
擦片不平；鋼板翹曲；離合器片的花鍵槽與變
速器輸入軸的花鍵齒因磨損而鬆曠；壓闆卡澀
或彈簧的彈力不均；踏板回位彈簧折斷或脫落
；離合器軸承在導管上沾有髒物而滯澀，各分
離槓桿高低不一；分離叉軸與襯套磨損過大；
發動機固定螺絲鬆動；變速器與飛輪殼的固定
螺絲鬆動。
換檔困難：
換檔困難表現為：換檔時，齒輪因撞擊而
發出響聲。其原因是：離合器不能徹底分離；
齒輪油不足或不合適，因牙齒膨脹使嚙合間隙
變小；齒合套或同步器總成磨損；新換齒輪端
部倒角太小。
齒輪的嚙合噪音：
齒輪的嚙合噪音表現為：齒輪傳動時有噪
音，車速越快，噪音越大。齒輪磨損過大或因

軸承鬆動而引起的齒側間隙過大；因變速叉或
螺絲凸出而刮、碰齒輪；軸承因磨損而變松；
潤滑油量不足或潤滑油（齒輪油）的粘度不符
合要求。
變速器響聲的分辨：
將變速器放置空檔，仔細察聽響聲的特徵
，然後掛檔行駛，如果響聲有變化，再將後橋
頂起，若響聲仍與行駛時一樣，一般是變速器
有故障。
傳動軸彎曲：
傳動軸彎曲表現為：在汽車行駛中，能聽
到一種週期性的響聲，車速越快，聲音越響。
其原因是：傳動軸受力而彎曲；傳動軸的凸緣
和軸管焊接時歪斜；傳動軸軸端的萬向節叉口
不在同一平面內。
傳動軸響聲的分辨：
汽車起步時，有“哐、哐”聲，行駛中有
“嗡、嗡”聲或“嗚、嗚”聲，伴隨汽車震抖
，多數是傳動軸的故障。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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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者追踪是一種簡單且全程保密的方法。
公共衛生署一直以來使用這種方法來減緩傳染
病的傳播速度，避免疫情爆發。
我們都應儘自己的一份力量，回答幾個簡單的問
題來協助衛生署抗擊新冠.

如果您的COVID-19檢測結果呈陽性或
曾與確診患者接觸：
哈里斯郡衛生署會與您聯繫。
如果您收
到來自 832 927 7575 的電話，請一定要接聽！
如果收到來自346 229 1960 的短信，請及時回复！
衛生署追踪信息都是全程保密
而且不會問關於移民、個人銀行或者社安號等個人信息。

!

575
(832) 927-7

更多關於新冠病毒的最新信息，請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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