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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
（CDC）2日更新有關防疫的旅行指南，稱
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種的民眾染疫風險較低，
可在美國國內旅行，旅行前後毋須接受病毒
檢測或自我隔離，同時要求郵輪船員和相關
人士施打疫苗，才能讓郵輪復航。另外，荷
蘭一名女性接種疫苗後死亡，荷蘭當局決定
60歲以下國民暫停施打AZ疫苗。

美國CDC發布新的旅行指南稱，民眾在
接種最後一劑新冠疫苗兩週後，就被視為完
成新冠疫苗接種，而這些國民可在染疫較低
風險的情況下恢復國內旅行，但旅行期間仍

要繼續遵守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
等防疫措施。 CDC主任瓦倫斯基表示，全美
確診病例還在增加，目前仍不建議民眾外出
旅行，特別是未接種疫苗的人。

CDC也對郵輪業發布去年10月以來首次
新的技術性指示，包括將每週通報新冠確診
病例的次數增加到每天、根據郵輪疫情狀況
對所有船員進行例行性採檢，以及製定讓船
員與港口人員接種疫苗的計畫與時間表。儘
管業者呼籲7月開始讓郵輪業分階段復航，
CDC未說明郵輪復航的確切日期。

美美CDCCDC宣布宣布 打完疫苗可國內旅行打完疫苗可國內旅行

（（網絡照片網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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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our dream come true.
Sponsored by the ITC Com-
munity Empowerment Organi-
zation, the Community Re-
source Center will open the
door next Tuesday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build-
ing. Our mission is to serve as
a one stop-shop for the un-
derserved minority population
in the Houston southwest ar-
ea. We plan to provide mem-
bers of the community with in-
formation that will empower
them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to serve as a way
for them to access the rich
pool of resources available to
them.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ho have questions about

any of the variety of issues we
will address are encouraged
to schedule interviews with
the center. We will link the
person with a professional
who can best address their
needs. The areas include di-
saster assistance, loans and
grants, small business devel-
opment, tax information, immi-
gration, legal issues, work-
force, housing and renting,
veterans issues, medical,
healthcare service, educ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children
and child welfare and city ser-
vices.

Our service will be led by se-
nior educator, Dr. Tina Agosa
and many other assistants.

After the pandemic attacked
our community last year, more
than one-half million people
have lost their lives. This trag-
edy in our community made
me so sad that I couldn’t go
to sleep at night. I kept on
thinking, “What can we do
for all of us?” Finally, we are
putting this dream into action.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please join our mission. Come
join us and help us rescue our
own people as well as the
whole nation.

We sincerely need to send out
our appreciation to Congress-
man Al Green. He is our true
brother. Whenever we need
the help, he is always there.

04/02/2021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Will Open Soon

籌備多時之休斯敦國際社區服務中心
定於下週二中午正式啟動, 這也是我們多
年來所努力的一項重大社區服務項目，它
更代表了美南新聞集團為社會提供即時、
快捷的服務。
這一年多來，因為新冠病毒之襲捲致

使社會及國家帶來無比的傷痛，我們每天
在不斷報導病毒對社區造成的巨大損失，
從白宮到地方政客們不斷開出支票，希望
救助災民，巨額的財政撥款似一個看得到
又拿不著的大餅，每當深夜我常從夢中驚
醒，我不斷在告訴和鞭策自己，一定要以
實際行動來為人民服務。

我們的這項願望今天總算實現
了，從下星期二開始，美南新聞
ITC國際社區服務中心就將在美南
新聞大樓中正式開幕了，我們將設
立專職隊伍，展開各項服務工作，
其中包括：聯邦政府災難纾困贷款
和補助申請，小商業咨詢、法律諮
詢服務、健保醫療、孩童資助、房
屋補助、職訓輔導、市政府相關服
務等。
我們已經和各類專業人士達到夥伴協

定，將盡力為各種疑難問題找到答案，同
時，已經禮聘曾任中學校長的廷納博士出

任中心主任。
今天我們又開始了一段不尋常的服務

旅程，我們甚盼大家能同舟共濟，穿越和
克服我們最黑暗和艱困的日子。

為人民服務 我們從基層開始
國際社區服務中心將揭幕

04/03/202104/03/2021

是行动时候了是行动时候了
       国会议员格林和亚裔社区人士周五
中午在休斯敦华埠举行了一埸公开记者
会， 共同讨伐对亚裔之歧视行为。
       我在会上表示，就在一年前我们和
格林议员在此举办了疫情防治记者会，
今天在此时此地已经有五十多万国人失
去宝贵之生活，今天我们要特别感激格
林议员回到我们之间， 各位如果一眼
望去，二十多年前这裡是荒芜的稻田和
空地，经过我们亚裔移民之耕耘和努力
，才有了今天的华埠和国际区，我们已
经成为休斯敦主要的社会群体。
       今天我站在z这里，心情十分悲伤和

忿怒，我要向大家提出一个建议和两
个请求，建议我们亚裔社区加强团结
和联系，成立更多的社区谘询服务平
台，我们要求联邦及市地方政府加强
对社区治安保护，也要求在联邦纾困
案中分到一杯羹。
       格林议员和另外一位国会议员西拉
积克逊李同时出席了记者会，他们保
证在五月份前在国会提出反歧视法案
。
       社区领袖出席踊跃，这是场在非常
时期不寻常的记者会。

On Friday April 2nd, Congressman Al 
Green came to Houston’s Chinatown 
and hosted a news conference with 
local and state elected officials as well 
as community leaders to condemn 
anti-Asian violence and discrimination. 
This press event was hosted in front of 
a local Asian SPA in expression of 
solidarity for Asian business owners in 
the Asian community at-large who 
have been negatively impacted by the 
increase in anti-Asian sentiment.

I participated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and I told Congressman Green that it 
was just about one year ago when he 
came to Chinatown and since then we 
have had more than one-half million 
people who have lost their lives and a 
lot of our local businesses have 

suffered heavily. Today this hate 
sentiment really gives us even more 
pain. I told my community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we have one proposal and 
two demands: we need to be united to 
get more people involved in our com-
munity and let them have more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We 
demand that our federal and local law 

The Time To Act Is NowThe Time To Act Is Now

enforcement agencies give us more protec-
tion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relief 
fund needs to benefit all our locally owned 
small businesses.

America is our home, our hope and ou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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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從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起，近期多國外長訪問中國，或談交流，或談合
作。這些國家與中國的交往，在疫情當下的全球外交領域引發關注。其中，韓國顯得頗為特別
。

北京時間4月3日，韓國新任外交部長鄭義溶將上任後首次外訪地點選在了中國，將與中
國外長王毅舉行會談；而也是在這一天，韓國國家安保室室長徐熏則在美國同美日國家安全領
域的“一把手”舉行了三方會晤。

就在幾週前，美日和美韓都舉行了“2+2會談”，從會後的“聯合聲明”和反應來看，相
較於與美國“狼狽為奸”的日本，韓國則反复表示不會在中美之間二選一。

派出外交和國安領域的高官，在同一天分別與中美兩方會談，韓國這一做法在國際上並不
多見。韓媒對此十分關注，《民族日報》就在其不同語言版本的報導中，用了“等距外交”、
“走鋼絲外交”，甚至是“腳踏兩條船”的措辭，並直接發問：這樣會成功嗎？

4月2日， 韓國外長鄭義溶啟程赴華，並將於3日在福建省廈門市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
長王毅舉行會談。

據韓聯社報導，對於此次會談的議題，鄭義溶說，雙方將就兩國關係發展、朝鮮半島和平
進程、地區及國際合作方案等交換意見。同時，明年是韓中建交30週年，雙方還將就兩國擴大
實質性合作方案進行討論。

值得一提的是，鄭義溶此前也曾擔任韓國國家安保室室長，今年2月剛剛接替康京和，成
為韓國第39任外長，這是他就任後的首次出訪。

對於首站選擇中國的理由，鄭義溶回答，有必要加強與周邊四國的線下外交。 3月17日和
25日，鄭義溶在首爾分別會見了美國國務卿和俄羅斯外長，並於3月31日表示有意盡快會見日
本外相。

韓媒《朝鮮日報》3月31日指出，鑑於中韓、朝鮮半島、全球問題堆積如山，韓國外長選
擇先於美國訪問中國，這一舉動在韓國外交史上極為罕見。要知道，鄭義溶的前任康京和與再
之前的尹炳世都曾在上任後一個月內訪美。

同一天，美日韓三國也有會談
除了在外交領域，韓國近期在國安領域也派出一位重要官員外訪，韓國國家安保室室長徐熏

將前往美國，與美日舉行三國安保首長會議。
北京時間4月3日（當地時間4月2日），就在王毅會見鄭義溶的同一天，白宮官網發布新聞

稿，介紹了當天美日韓三國安保首長會議的具體情況。
新聞稿介紹，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北村滋

和韓國國家安保室室長徐熏在馬里蘭州的美國海軍學院舉行了會談，就美國重新商議的對朝政策
、印太地區安全等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了磋商討論。

新聞稿還稱，美國重申對日韓兩國“堅定的同盟承諾”，三國還討論了共同應對其他主要挑
戰，包括新冠疫情、預防流行病、應對氣候變化和處理緬甸問題等，同意加強聯繫並推進基於
“共同民主價值觀”的願景。
韓媒形容：這是“走鋼絲外交”

3月27日，許久未進入公眾視野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公開場合針對中美關係發表了一
番言論，立馬引起了外界極大關注。他宣稱，包括日本在內的印太地區已成為“中美兩國對立的
最前線”。

現在看來，韓國媒體似乎也認同安倍的這一觀點。 4月1日，《民族日報》也稱韓國“站在中
美對立的最前端”。針對韓國近期同時與中美兩國展開高級別外交往來，這家韓媒報導文章的英
文版標題和中文版標題值得玩味。

在其英文版標題中，用了一個學術性詞彙，寫的是“韓國的'等距外交'（equidistant diplomacy
）能成功嗎？”而到了中文版報導，標題則更具形象感：“'走鋼絲外交'能否成功？”

事實上，自拜登政府上台以來，就不斷強調美日韓的“三角同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
防部長奧斯汀上任後首次出訪也選擇前往這兩個國家。

會晤後，相較於美日聯合聲明中對中方對外政策的惡意攻擊和對中國內政的橫加干涉，美韓
聯合聲明並未直接提及中國。在3月18日會談結束後，韓國外長鄭義溶就對此表示，中美兩國對
韓國來說都很重要。

鄭義溶當時還稱，美國是韓國唯一同盟國，中國是韓國的最大貿易夥伴。讓韓國在中美之間
選擇任何一方根本不可能，也不可取。需要明確的是，中美兩國也從未要求韓方選邊站隊。

而在鄭義溶出訪中國前，外界已關注到他和徐熏將分別接觸中方和美方官員。 3月31日，他
在臨行前又復述了此前的表態，稱對韓國而言，中美不是二選一的選項，兩國也從未對韓提出相
關要求。

“腳踏兩條船”，能成功嗎？
《民族日報》的分析報導認為，雖然鄭義溶一再強調他的表態，並表示中韓外長會談和美日

韓安保首長會議的日期只是偶然地重疊，並非是有意決定的，但還是能從中看出文在寅政府為重
啟“朝鮮半島和平進程”想要同時“利用”中美兩國的意圖。

報導進一步分析稱，韓國一方面希望向重新商議對朝政策的美國，最大程度地轉達本方的意
見，同時也在改善朝韓關係上對中國報以很大的期待。

“問題是，韓國這種'腳踏兩條船'的做法能否成功？”《民族日報》發出了這樣的一個疑問，
該媒體的報導還抓住中韓外長會談的地點廈門，對此作了一番“腦補”。

報導稱，這次會談的地點廈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屬於中國內政的台灣問題。事實上，“一
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韓國也不例外，但這仍可能會給美方一種韓國在台灣問題
是“力挺”中國的感覺。

“韓國不能繼續目前的做法。”《民族日報》援引前韓國駐俄羅斯大使魏聖洛（Wi Sung-lac
）的觀點認為，如果韓國繼續如此，處境將變得困難，美國重新商議對朝政策工作即將進入尾聲
，到時候反映更多的將是日本的意見，而非是韓國。

““鋼絲外交鋼絲外交””能否成功能否成功？？
韓韓、、日與中美分別會談日與中美分別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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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意大利遊客驟降
旅遊業或2023年恢復疫前水平

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已過去一年，意大利著名水城威尼斯人跡罕至

，利古裏亞海岸菲諾港色彩繽紛的遊樂場、科莫湖岸瓦倫納小鎮幾近荒

廢，疫情正在重創意大利的旅遊業。

據報道，隨著第三波疫情浪潮的到來，意大利面臨的旅遊危機，迄

今沒有出現明顯的轉機。2020年，前往意大利的遊客人數出現了史無前

例地暴跌，只有2550萬外國遊客在亞平寧半島上度過了至少一個夜晚。

而2019年該數據為6500萬，同比下降了60%以上。

而根據意大利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2020年旅遊收入銳減至174.5

億歐元，比2019年減少了268.5億歐元。

意大利商會聯合會主席卡洛· 桑加利(Carlo Sangalli)表示，目

前全國旅遊市場形勢非常嚴峻，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振興國家旅

遊市場。

根據研究機構輿論調查數據，意大利旅遊業中有近 10 萬家公

司處於破產風險中，可能會失去 44 萬個工作崗位。位於風景如畫

的科莫湖漁村瓦倫納的一家皮革商店老板丹蒂(Marina Denti)說，

2020 年對她來說是災難性的，商店缺少外國客戶，她的營業額大

幅下降。

疫情暴發前，意大利旅遊業收入占據國民生產總值GDP近14%。這

一關鍵性的經濟驅動因素崩潰，加上飯店和餐館連續數月關閉，使該國

2020年陷入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

意大利國家旅遊局局長帕爾馬奇警告說，意大利的國際旅遊業，很

可能會到2023年才能回到新冠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

英格蘭放松防疫限制允許戶外聚會
小型婚禮可舉行

綜合報導 英國英格蘭地區民眾起可以在戶外聚會，上限是6人或2

個家庭。政府也公布新的防疫口號，除了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之外，這次強調保持通風，降低病毒傳播機率。

盡管歐洲地區疫情升溫，英國首相約翰遜也坦言英國遲早會受到影

響，但他仍決定依循1個月前公布的解禁路線圖，29日起讓民眾恢復小

範圍的社交生活。

從29日起，英格蘭地區民眾除了可以在戶外見面外，室外的體育設

施包括網球場與高爾夫球場也將重新開放。婚禮也可以恢復舉行，但參

加人數上限為6人。

在現階段，所有餐廳、酒吧依舊沒有營業，僅能外帶，出國旅遊也

依舊禁止。約翰遜呼籲民眾保持警惕，強調歐洲疫情升溫與變種病毒依

舊造成威脅。

他表示：“盡管今天起解禁，但大家仍要守規矩，被通知接種疫苗

時請前往接種。”

英國政府針對下一階段發表新的防疫口號，強調勤洗手、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以及通風，以減少病毒傳播。

英格蘭首席醫療官惠蒂表示：“證據顯示，戶外空間比室內更加安

全，在解禁邁入下一階段的同時，民眾必須把這一點銘記在心。”

3月29日開放戶外聚會之後，非必要的零售商店、美發沙龍、健身

房和戶外餐飲場所，以及圖書館、博物館、動物園、主題遊樂園等，將

從4月12日起恢復營業。

英國的每日病故人數已經下降至2位數，根據最新數據，28日通報

的新增確診數為3862例，新增19例死亡病例。

巴西內閣大換血，六名部長走人
綜合報導 巴西內閣經歷

本屆政府上任以來最大規模

改組。據報道，29日當天6名

部長級官員換人，此舉是總

統博索納羅對中間派的妥協

，同時也是在對軍方施加更

大影響力。

“G1”稱，博索納羅更

換了外交部長、國防部長、

聯邦大律師局局長、總統府

政府秘書處部長、總統府民

事辦公室主任以及司法和公

共安全部長等6名內閣成員。

在改組內閣的消息公布之前

，29日當天已經有3名部長級

官員辭職，分別是外交部長

阿勞若、國防部長阿澤維多

和聯邦大律師局局長萊維。

關於阿勞若近來爭議頗

多，“G1”稱，巴西國會不

滿阿勞若在疫情期間的表現

，於28日要求其辭職。國會

認為，由於阿勞若的表現讓

巴西在國際舞臺上被孤立，

引發與主要貿易夥伴的摩擦

，還導致巴西疫苗嚴重短缺

、接種工作嚴重滯後。萊維

辭去聯邦大律師局局長職務

也與疫情有關。“G1”稱，

萊維曾批評聯邦政府防疫不

力。近日，博索納羅認為巴

伊亞州、南裏奧格蘭德州和

巴西利亞首都聯邦區的防疫

政策違憲，向最高法院提起

訴訟。博索納羅稱，疫情期

間出臺的限制措施只能基於

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而不

是州長的命令。然而，萊維

沒有在訴訟文件上簽字，最

高法院因此駁回博索納羅的

訴訟。《聖保羅頁報》稱，

此次內閣改組最大意外是阿

澤維多辭去國防部長職務，

軍方高級官員對此表示擔憂

。“G1”稱，博索納羅正在

推動更多軍方力量參與到政

府當中，但軍方最大的擔憂

就是軍隊政治化。

據悉，巴西共有22個部

長級職務，此次內閣的改組

程度之大令人驚訝。外界預

計只有阿勞若被替換的可能

性最大，但博索納羅趁此

機會作出更大改變。有分

析稱，部長級改組通常可

以為處於危機中的政府提供

動力。但就博索納羅而言，

他本人就是危機。盡管換了

6個部長級官員，但問題仍

將存在。

普京分享接種疫苗後生活：
體溫正常 三天沒參加運動
綜合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近日接種

了國產新冠疫苗，但並未公開接種疫苗過

程。他28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在這

件事上，沒有必要效仿其他國家領導人。

此外，他還分享了接種疫苗後的感受。

俄新社報道稱，俄總統普京上周接種

了第一劑新冠病毒疫苗。俄總統新聞秘書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三周後將再註射一劑

。28日，普京在“莫斯科-克裏姆林宮-普

京”節目中被問到，為什麽他沒有像其他

許多國家領導人那樣在接種疫苗時進行拍

攝。他回答稱：“難道我們大家真的需要

生搬硬套嗎？有必要像有的人做的那樣嗎

？大概沒有必要。”他補充道：“如果有

人想在這方面進行一些偽造，這並不難。

可以展示這種註射過程，但實際上註射的

是生理鹽水或維生素，什麽都有可能。”

俄羅斯當前有三種國產新冠疫苗，普

京指出，即使是副總理戈利科娃等人也不

知道他選擇的哪種疫苗。“我不會告訴任

何人”，普京表示，只有為他接種疫苗的

醫生知道。

此外，普

京 還 表 示 ：

“在接種新冠

病毒疫苗後的

5 個小時內，

我什麽感覺都

沒有，未感到

疼痛。但為了

以防萬一，我

睡覺時在床頭

櫃上放了一個

溫度計。我拿

溫度計進行測

量，體溫是正

常的。但是第二天就有些不好了，註

射部位有一點疼痛。現在按壓這個地

方，仍然感覺有點疼。這就是全部副

作用。接種疫苗後，我三天沒有參加

體育運動，沒有打曲棍球，沒有遊泳

，也沒有去體育館。”

俄塔社稱，普京在節目中還表示：

“我認為，就我國疫苗而言，它們沒有禁

忌癥……我不知道在我國註冊的三款疫苗

有出現嚴重副作用的情況。我國已有600

多萬人接種了疫苗，這是一個非常不錯的

數字，有430萬人已接種了兩劑疫苗。”

普京強調，按照俄羅斯目前接種新冠

疫苗的速度，夏末前會實現群體免疫，一

旦實現，就可以談論取消防疫限制措施的

問題。

英國零售業呼籲政府出臺
刺激政策救市

綜合報導 英國多位知名

零售業人士聯名提出“外出購

物補貼”計劃，呼籲英國政府

出臺刺激政策，以拯救陷入生

存困境的零售商店。

英國政府上周宣布，零售

商店在關閉數月後將於4月12

日重新開業，每周六天可以營

業到晚上10點。

英國零售業界近日發起

名為“拯救商業街”的請願

運動，敦促政府比照類似去

年 夏 天

扶 持 餐

飲 業 的

“ 外 出

就 餐 補

貼 ” 計

劃，出臺

對零售業

施予援手

的救市政

策。

“外出購物補貼”計劃要

求，在今年夏天每周一至周三

，凡在員工人數少於10人的實

體商店購物的消費者，可獲得

政府50%補貼，上限為10英鎊

，持續時間一個月。

英國零售業聯合會估計，

非生活必需品零售商店是疫情

封鎖期間受影響最大的群體，

2020年損失了220億英鎊銷售

額，客流量減少了40%。遍及

購物街、購物中心和零售園區

的1.1萬多家零售商店已永久

關閉。

英國零售租賃市場“在這

裏”集團公司首席執行官羅

斯· 貝利(Ross Bailey)表示：

“這是一個重新定義英國零售

業的獨特機會，但如果沒有政

府的支持，我們將準備迎接一

場零售業的血腥屠殺。”

英國著名零售分析師娜塔

莉· 伯格(Natalie Berg)表示：

“英國零售商店經歷了元氣大

傷的動蕩一年，政府必須立即

采取救助行動，以避免英國各

大商業街的末日。”

一周前，英國財政大臣裏

希· 蘇納克(Rishi Sunak)在財政

預算中宣布，將零售商店的商

業稅率減免延長至今年7月。

許多經濟界人士則認為，政府

目前需要采取更實質性的扶持

政策來救助英國零售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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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多地疫情反彈趨勢明顯
但賞櫻人潮不減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全面

解除“緊急事態宣言”到29日

滿一周。日本共同社截至27日

的統計顯示，日本28個都府縣

最近一周新確診的感染人數比

前一周增加，多地新冠肺炎疫

情反彈趨勢明顯。另外，隨著

日本迎來櫻花季，賞櫻外出人

潮比去年多。

據報道，當地時間28日

，東京都新增313例新冠確診

病例，連續9天單日新增病例

數超過上周同日。大阪府新

增確診323例，連續3天單日

新增逾300例，單日新增病例

數罕見超過東京都。

沖繩縣新增確診68例，

該縣近來疫情持續升溫，沖

繩縣政府有意籲請轄內餐飲

店及有陪侍的設施等，縮短

營業時間。

疫情同樣呈現持續增加

的宮城縣，28日新增134例確

診病例，其中108例出現在仙

臺市。

順天堂大學教授堀賢指出

：“既然難以采取完美的防疫

措施，反彈就不可難免。”

然而，在日本境內疫情趨

勢轉為再度增加的情況下，周

末不少賞櫻景點人潮擁擠，更

甚2020年賞櫻高峰期。

根據行動電話位置資訊

資料顯示，跟2020年賞櫻高

峰的3月21日相比，2021年3

月 27日下午3時左右，東京

都目黑川的櫻花隧道賞櫻人

潮增加39.8%、千鳥淵人潮增

加68.7%。

大阪府萬博紀念公園人

潮較去年增加 46.2%；京都

嵐山人潮增加6.8%等，許多

知名賞櫻景點的人潮都有增

加。

同樣是根據行動電話位

置資訊資料，27 日是日本

首都圈 1都 3縣解除“緊急

事態宣言”後的第一個周

末，主要車站附近人潮明

顯較前4周的周末日平均數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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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菲前參議員金戈伊· 埃斯特拉達

(Jinggoy Estrada)29日在社交媒體上宣布，其父菲

前總統約瑟夫· 埃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28日

晚由於身體虛弱被緊急送往醫院，新冠肺炎檢測

結果呈陽性，目前病情穩定。

據菲律賓《世界日報》報道，金戈伊在

社交媒體寫道：“他的情況很穩定，我請求

你們為他的早日康復祈禱。非常感謝！保重

，同胞們！”

據菲律賓《商報》報道，金戈伊接受菲

媒采訪時介紹稱：25日，他發現埃斯特拉達

很虛弱，頻繁上洗手間，當天為其進行拭子

檢測，結果呈陰性。28日，埃斯特拉達出現

腹瀉、氣短和咳嗽等癥狀，血液含氧量也下

降，按照家庭醫生建議被送往醫院，例行拭

子檢測呈陽性。

金戈伊表示，29日晚埃斯特拉達情況已有

改善，血氧水平已回升。

埃斯特拉達是菲律賓第13任總統，於1998

年至2001年期間執政，後因貪腐問題被彈劾下

臺。現年83歲的埃斯特拉達有著傳奇的人生，

他生於菲律賓一個富裕家庭，主演了超過100部

電影，是菲律賓超級明星。30歲後，埃斯特拉

達開始從政，歷任市長、菲律賓國會參議員、副

總統、總統。

20世紀70年代菲中建交，埃斯特拉達閱讀

了大量關於中國的書籍，和朋友們一起研究中國

如何讓數億窮苦百姓脫貧。在其總統任內曾提出

菲律賓要向中國學習農業。

東京奧運會外國觀眾退票引糾紛
購票手續費難返還

綜合報導 受新冠疫情影響，東

京奧運會籌備各方3月20日決定將不

接納外國人入境日本觀看比賽，這

給已經購買比賽門票的外國觀眾帶

來困擾，同時也為今後的費用返還

埋下隱患。

東京奧運會面向居住在日本以

外的外國觀眾出售的門票約63萬張

，這些門票是通過各國奧委會指定

的代理機構銷售的，售價中除了門

票本身的費用以外，還包括官方認

可的代理手續費，一些代理手續費

是票面定價的20%。

很多外國觀眾在購買比賽門票

的同時，還以套餐的形式通過代理

機構預訂了酒店和機票。但東京奧

組委已經表明只返還門票的票面定

價，不會負擔代理機構追加的門票

手續費以及酒店和機票的取消費。

輿論普遍認為，如果這些費用

都由外國觀眾個人承擔，必將引發

訴訟。據報道，部分國家已經圍繞

退票事宜產生了糾紛。

日本教科書將獨島稱為“固有領土”
韓外交部強烈抗議

綜合報導 日本文部科學省對

於明年春天起使用的高中教科書

審定結果 30日一經公布，立即引

發韓國方面強烈抗議。有韓國輿

論稱，日本強化歪曲歷史教育，

或將令本就冰凍的韓日關系進一

步惡化。

據韓國YTN電視臺報道，日本

30日審定通過的高中教材主張獨島

（日本稱“竹島”）是日本領土，

且對“慰安婦”相關內容進行淡化

處理。關於強征勞工問題，新版教

科書中將繼續反映日本“已通過戰

後補償得以解決”的既有主張……

對此，韓國外交部發言人30日表示

強烈抗議，並敦促日方立即糾正。

韓國外交部稱，日本政府審定通過

了基於本國中心史觀、不如實記載

歷史的教材。無論從歷史、地理還

是國際法出發，獨島都是韓國固有

領土，日方又一次審定通過主張獨

島主權的教材，令人感到憤慨，韓

方強烈譴責這一做法。日本政府曾

正確認識到“慰安婦”問題的本質

是戰時侵犯婦女人權和普世價值，

主動表示痛感責任，謝罪反省，希

望日方基於這一精神處理歷史教育

問題。

30日下午，韓國外交部約見日

本駐韓公使相馬弘尚，就此事提出

抗議。這是繼2月日本舉行“竹島

日”活動後，韓國政府今年第二次

召見日本公使。YTN電視臺分析稱

，日本去年和今年分別通過初中和

高中教科書審定，強化歪曲歷史教

育，這讓本就惡化的韓日關系很難

找到改善跡象。此外，鄭義溶就任

韓國外交部長官以來，韓日兩國外

長尚未通過話，兩國大使也未來得

及遞交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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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
鐵太魯閣號408次列車出軌事故發生
後，大陸有關方面高度關切。2日下
午，國台辦、海協會發表新聞稿，對在
事故中不幸遇難的同胞表達深切哀悼，
對遇難者家屬及受傷同胞表達誠摯慰
問。

全國台聯表慰問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2日下午

發表慰問信，向事故傷亡鄉親同胞表達
哀悼和慰問。慰問信說：“驚悉今日
（2日）上午台鐵太魯閣號408次列車
在花蓮大清水隧道發生出軌意外，造成
人員傷亡。居住在大陸的廣大台胞對此
深感悲痛。”

另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陸委會2日
回應表示，對於中國大陸各界人士對台
鐵北迴線重大意外事故的慰問與關懷，
表達感謝之意，並指除了一名陸生受到
輕微皮肉擦傷已出院離開外，並無其他
陸籍人士傷亡訊息。

國台辦海協會表哀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蔣煌基福建報道）台鐵局
表示，日前已宣布在清明假期期間，全部工程停工，
按正常情況，工程車在無工程作業時，應停在平坦的
地方，不該停在斜坡上，不排除就此向廠商索償。惟
暫未知為何有工程車出現在涉事位置，當局正調查事
故原因。事故發生後，沿線多班列車受阻，台鐵利用
接駁大巴和另派自強號列車，轉運乘客。

據悉，滑落工程車屬於台鐵的工程車，位於台
鐵大清水路段51K處，當時正在施作明隧道工程，
但工程車工作時沒有停好，未拉手剎，不慎溜逸滑
落。另外還傳出，車子掉落後工程人員全落跑。

工程車未拉手掣
不該停斜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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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太魯閣號列車乘客，包含站票者及
工作人員約近500人，於當日早上7時

11分從新北樹林火車站出發，原定於早上9
時39分抵達花蓮火車站。

“車頭像豆腐一樣被切開”
據台鐵局通報，太魯閣號在9點28分於

崇德和仁間東線發生出軌事故。從曝光的現
場視像看，現場一片狼藉，位在隧道內的列
車車頭一半被削毀，有現場民眾稱“像豆腐
一樣被切開”。也有從第四節車窗爬出來的
民眾錄下視頻，稱一輛工程車撞上了太魯閣
號，導致列車出軌。花蓮縣消防局通報稱，
該列車發生事故後，已疏散約100人，多節
車廂擦撞隧道壁，第5至第8車廂變形，乘

客無法逃出，救援人員亦無法進
入，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繼續。

車內多兒童 現場慘慘慘
一名列車乘客向台媒表示，事

發時感覺突然發生激烈撞擊，由於
自己坐在過道旁，被甩到地上。乘
客表示列車被卡在隧道內，乘客們
為了脫困，先爬到車頂，出來後再
爬下來。從涉事民眾拍攝到的畫面
顯示，車廂內停電漆黑一片，有乘
客在黑暗中等待離開車廂。有工作
人員在現場說“（車廂）前方有一
個小縫可以離開，只能一個個
（人）慢慢下車。”亦有輕傷者在

送入醫院後心有餘悸地表示：“撞擊時好恐
怖！椅子與人相疊，被壓在底下很多人都沒
有了呼吸，當時車內還有好多小孩子，好可
憐。”

一名吳姓婦人表示：“火車撞擊當時，
我在第8節車廂，當時在睡覺，巨大衝撞後
驚醒，看到車內一片黑暗，而且車內到處是
煙霧。車內有很多要到花蓮和台東度假的小
朋友，車廂到處是屍體，非常恐怖！”

清明連假首日全車近500人
清明連假首日台鐵太魯閣號出軌事故，

造成台東火車站湧入大批民眾焦急等待，或問
詢通車接駁情況。一位站在服務台旁的阿伯失
魂落魄稱，至今未聯絡到兒子，大歎完了。

因撥打兒子手機未有接聽，他也不知具
體問台鐵什麼問題才好，該不願具名阿伯心
急地在服務台旁靜候消息。“一聽到消息直
接哭出來。”一對老夫妻哽咽地說，女兒及
孫子搭乘該班列車回來，本是興高采烈迎接
他們，未料竟然出事，好在已聯絡上女兒，
現在只希望一起平安返家。

50藝人險搭“死亡列車”
另據台媒報道，花蓮小巨蛋定於3日舉

辦演唱會，將有逾百名藝人出席。其中近50
名藝人周五先行出發，原定乘搭該“死亡列
車”，但最後訂不到票而改乘旅遊巴士前
往，因而逃過一劫。演員林道遠表示，早上
得知新聞的時候感到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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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蔣煌基 福建報道）台鐵408車次太魯閣號2日在

花蓮縣行駛期間發生嚴重出軌事故。直至截稿前，已造成50死175傷，仍

有數十人受困。有生還者表示，列車附近到處都是屍體，台當局正急徵屍

袋。台鐵局事後通報稱，事故原因疑是停在工地斜坡上的工程車未拉手

剎，突然滑落，撞上列車所致。袁姓列車司機和助理司機不幸身亡，前者

遺下新婚妻子，列車長亦受傷。此次是當地半世紀來最嚴重的鐵路事故，

台鐵稱不排除向施工廠商求償。

●隧道內的列車車頭一半被削毀。 中通社

●車廂擦撞隧道壁後損毀變形，消防人員在
黑暗的隧道內搶救受困乘客。 中通社

●●罹難者遺體被抬出罹難者遺體被抬出。。路透社路透社

◀ 消防人員全力搜
索現場車廂內是否還
有受困乘客。法新社

▼ 台鐵“太魯閣號”
事故現場。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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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疫情大反彈 專家倡停入境
6菲傭入境均染變種病毒 兩周內90輸入病例菲佔40宗

香港 2日新增 19宗新冠確診個案，輸

入病例佔 12宗，半數即 6名患者均是來自

菲律賓的家庭傭工。她們均感染N501Y變

種病毒，情況令人憂慮。據香港文匯報統

計，過去兩周共136宗確診個案，66%即90

宗輸入病例中，來自菲律賓的個案就佔了

40宗。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栢良 2日指出，菲國近日疫情大反彈，建

議特區政府檢視菲律賓抵港人士的確診比

率，若涉及一定比例的變種病毒個案，應

考慮暫停讓菲律賓人士到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2日在疫
情簡報會上表示，2日的12宗輸入個案，有6

人為來自菲律賓的外傭。她們均感染N501Y變種病
毒，連同1日有3名菲傭感染該變種病毒，即兩日內
便有9名感染變種病毒的菲傭確診。
2日確診的其他輸入個案，還包括一名來自巴

基斯坦的39歲男子亦感染N501Y變種病毒，其餘確
診個案則有兩人來自印尼、餘下3人則分別來自博
茨瓦納、加拿大和愛爾蘭。
連同2日的個案，張竹君表示至今已有158宗感

染N501Y的病例，當中71宗涉及英國的品種、20宗
為南非品種、5宗類巴西品種、50宗則仍有待分
析、12宗病毒量太少而未能分類。感染N501Y變種
病毒的個案，較多來自菲律賓，其次是巴基斯坦。

菲個案遠超印尼巴基斯坦
根據香港文匯報統計，3月20日至2日的兩周

內有136宗確診個案，有66%即90宗屬輸入病例，
其中來自菲律賓的個案就佔了40宗，遠多於印尼及
巴基斯坦的13宗和15宗，不少更屬感染變種病毒。
張竹君昨被問到會否考慮禁止來自菲律賓人士入境
時表示，香港已實施較嚴緊的入境防控措施，暫未
有本地個案出現變種病毒。至於會否暫停個別地方
人士到港，要留待政府高層考慮。

專家憂檢疫酒店難“滴水不漏”
何栢良2日上午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近期

輸入病例明顯較本地個案多，而菲律賓近期疫情大
反彈，香港特區政府應檢視近日菲國抵港人士的確
診比率，及其中多少人感染變種病毒，若確診比率
高，需要留意是否反映當地檢測不準確及疫情嚴
重。
續說，香港過去兩個月錄得74宗來自菲國的輸

入個案，若基因排序發現涉及一定比例的變種病毒
個案，便應考慮暫停菲律賓人士到港，等當地疫情
明朗化才恢復。目前，抵港旅客雖要在指定酒店檢
疫，但擔心檢疫酒店是否真的可做到“滴水不
漏”，並指外國便發生檢疫地點也發生傳播鏈，若
檢疫期間受感染，檢疫期後離開，病毒可能流入社
區。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2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不少菲傭抵港後證實感染變
種病毒，令僱主更感擔憂，因不少家中有長者及小
孩需要照顧，就算確診外傭已痊癒，也擔心會復陽
及傳播病毒。不過，根據勞工法例，僱主無法因此
解除外傭合約，更令僱主變得沒有保障，近期不少
僱主已避免聘請菲傭，以免帶來風險。
針對特區政府1日公布澳洲、新西蘭及新加坡

三個低風險地區到港人士檢疫期可縮短至14天，呼
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全球逾百個國家也出
現變種病毒，接種疫苗未必能絕對預防，故放寬中
風險地區檢疫安排風險高，倘變種病毒流入社區會
帶來災難性後果。
他強調，是否放寬檢疫須考慮當地疫情是否受

控，並確保當地篩查變種病毒工作足夠，而機場及
航班存在交叉感染風險，應分流低風險及中風險地
區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2日新增
的7宗本地確診個案，有一宗源頭不明。患者上
月在上環中山紀念公園參加七人足球賽，最少
11名波友須檢疫，而他經常到將軍澳新都城中
心二期買外賣，日前確診的裝修工人亦曾在該
商場一家食肆裝修，衞生防護中心擔心兩宗個
案有關，故於上月19日後在該商場逗留超過兩
小時的人須強制檢測。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在疫情記
者會上表示，該名不明源頭患者為33歲無業男
子，居於大牛湖將軍澳村。他本周一開始感到不

適，翌日到醫管局普通科門診求醫並留樣本檢
測，結果證實染疫。

該患者上月17日曾與朋友在中山紀念公園
參加七人足球比賽，其間無戴口罩，中心暫時
追蹤到同場11人須送往檢疫中心。同時，患者
上月23日曾與家人前往PopCorn商場Namco遊
戲機中心，玩過籃球、挖寶石及揸船等遊戲，
遊戲機中心要消毒清潔，員工也要強制檢測。

患者在上月25日至29日和31日曾到新都
城二期商場大家樂、金記冰室和南記粉麵買外
賣，其中兩間食肆位於UG層。1日確診的23

歲裝修工人，亦曾於上月19日至25日到該商
場的一粥麵裝修，即兩人於25日同處商場內。
由於擔心兩宗個案有關，上月19日後在商場內
逗留超過兩小時的人士包括職員都要強制檢
測。
至於6宗有關連個案包括西營盤均益大廈第

三期B座早前確診男子的兩名家人，令該大廈兩
個上下層單位累計已有6人染疫。張竹君表示，
在已檢取的14個環境樣本中，4樓患者單位洗澡
位置下水道找到病毒，而大廈其他送往檢疫的
50名住客暫未有人確診。

無業男無源頭 曾多次訪新都城中心二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市民
都希望盡快設立“疫苗護照”，但原來香港
已經存在“疫苗護照”。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2日在facebook發帖呼籲市民接種新冠疫
苗，並下載應用程式“智方便”以取得接種
新冠疫苗的電子針卡，作日後出行或獲豁
免防疫限制的證明，“令自己擁有一本‘疫
苗護照’。”

林鄭月娥2日在fb帖文中表示，近日
有多個外國政府都表示會為已接種疫苗
的國民提供“疫苗護照”，以便利他們
出行。在香港，個人的“疫苗護照”其

實已經存在，除了在接種疫苗後有工作
人員向市民提供紙張版本外，市民亦可
透過應用程式“智方便”下載電子針卡
到自己手機，以作日後出行或獲豁免防
疫限制的證明。
她呼籲市民盡早完成接種，因市民要

打完兩針疫苗再加14天，才算是“完成接
種”，故即日打第一針，接種科興疫苗的
人士和接種復必泰疫苗的人士也要分別等
35日和42日，“疫苗護照”才可生效，
“如果現在不開始接種，則享用的出行或
其他方便只能較遲。”

特首籲市民打針 利取“疫苗護照”

●●過去兩周共過去兩周共136136宗確診個案宗確診個案，，6666%%即即9090
宗輸入病例中宗輸入病例中，，來自菲律賓的個案就佔了來自菲律賓的個案就佔了
4040宗宗。。圖為外傭在假日時聚集圖為外傭在假日時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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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接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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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19宗

●輸入個案：12宗

●不明源頭個案：1宗

●有關連個案：6宗

●初步確診個案：少於10宗

（暫無不明源頭初步確診個案）

部分確診個案

不明源頭確診個案

●個案11494：33歲男，居於將軍澳大牛
湖將軍澳村，3月29日發病

有關連個案

●個案11488：61歲女，居於西營盤均益
大廈3期B座，無病徵

●個案11489：69歲男，居於西營盤均益
大廈3期B座，無病徵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

�

�

�

�� �
� �	 	��

:�4���3�����

�� �� �� �� �� �� �� �� �� �� �� �� � �
� �



AA88
星期日       2021年4月4日       Sunday, April 4, 2021

休城社區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全球華人全球華人”” 致敬醫護人員致敬醫護人員””雲端雲端
晚會晚會,,於於33月月2828日日（（上周日上周日））晚舉行晚舉行。。以感謝醫護人員在以感謝醫護人員在””救死救死
扶傷扶傷””和抗擊和抗擊”” 新冠疫情新冠疫情””中所做的貢獻和奉獻精神中所做的貢獻和奉獻精神。。其中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節目一開始最引人注目的是節目一開始，，邀請著名心臟科醫師邀請著名心臟科醫師，，美國休士頓美國休士頓
Memorial HermannMemorial Hermann 醫院的副院長豐建偉醫生作美國新冠疫情講醫院的副院長豐建偉醫生作美國新冠疫情講
座座：：新冠疫苗和治療方法新冠疫苗和治療方法，，疫情展望疫情展望，，變異病毒對人類的影響變異病毒對人類的影響，，
疫苗是否對病毒起到防護作用疫苗是否對病毒起到防護作用？？
豐建偉醫生說豐建偉醫生說：：他在他在9292年前年前，，在山東從事在山東從事 「「免疫分子遺傳學免疫分子遺傳學」」
，，來自美後轉來自美後轉 「「心臟內科心臟內科」」。。在去年三月以後在去年三月以後，，一年零二個禮拜一年零二個禮拜
左右左右，，他從不知他從不知，，到了解到了解，，到學習到學習，，對病毒從事診斷及治療對病毒從事診斷及治療。。尤尤
其他參加的其他參加的 「「北美華裔醫師聯盟北美華裔醫師聯盟」」，，很早就進入新冠的學習很早就進入新冠的學習、、了了
解解 及治療及治療。。他說他說：：去年三月底去年三月底，，四月初他戴口罩四月初他戴口罩，，很多人以詫很多人以詫
異的眼光看他異的眼光看他，，那時大家對那時大家對 「「口罩口罩」」有顧慮有顧慮，，不習慣不習慣。。那時醫院那時醫院
內內4040%%的護士全部被感染的護士全部被感染，，大家才確實了解大家才確實了解，， 「「新冠新冠」」的重要的重要。。
也透過不斷對病毒的認識也透過不斷對病毒的認識、、學習學習，，大家對它的了解日漸深刻大家對它的了解日漸深刻。。如如
感染感染 「「新冠病毒新冠病毒」」，，11//44 的人沒發燒的人沒發燒，，如未感染如未感染，，也是暫時的也是暫時的。。
如一個實例如一個實例：：八個大人八個大人，，一起吃飯一起吃飯，，一個一個3030幾歲的小夥子來拜幾歲的小夥子來拜
年年，，二天後接到小夥子電話二天後接到小夥子電話，，說他咳嗽說他咳嗽，，而這家庭逐漸出現症狀而這家庭逐漸出現症狀
，，八個大人八個大人，，二個小孩都得了二個小孩都得了，，而父母而父母（（6060～～7070歲之間歲之間））也得了也得了
。。
而什麼樣的人對病毒的傳染性非常之大而什麼樣的人對病毒的傳染性非常之大？（？（一一 ））沒打疫苗的人沒打疫苗的人
，，要格外小心要格外小心。（。（二二 ））肥胖者肥胖者（（三三））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四四 ））肺臟病肺臟病
變變。。通常通常，，有症狀有症狀2525%% 沒發燒沒發燒，，另外另外，，出現症狀的前二天及之後出現症狀的前二天及之後
一週一週，，傳染性最強傳染性最強。。
肥胖者的傳染力肥胖者的傳染力，，大過大過6060～～7070歲的人歲的人。。他舉例一個病人他舉例一個病人：：一年一年
當中當中，，都在家工作都在家工作，，他有一個最好的朋友過生日他有一個最好的朋友過生日，，不得不去吃飯不得不去吃飯
，，就這樣傳染上就這樣傳染上，，三三、、五天呼吸低下五天呼吸低下，，心臟埂塞心臟埂塞，，弄到必須心臟弄到必須心臟
插管插管、、心臟功能低下心臟功能低下，，搶救二天搶救二天，，就離開世界就離開世界。。因此因此，，為我家人為我家人

，，為社區為社區，，要加上疫苗要加上疫苗，，作好預防作好預防。。肥胖症者染疫率肥胖症者染疫率，，
增加增加11..55倍倍，，因失去常規運動因失去常規運動，，增加飲食增加飲食，，能量無法排除能量無法排除
。。肥胖症又是高血壓肥胖症又是高血壓，，高血脂高血脂，，高血糖的患者高血糖的患者。。
如何準確查出如何準確查出？？輕症者輕症者：：慢慢康復慢慢康復；；中中、、重度者重度者：：3030～～
4040歲歲，，有抽煙有抽煙、、心血管和糖尿病心血管和糖尿病，，早期三早期三、、五天可注射五天可注射
抗體抗體，，中和新冠抗原中和新冠抗原，，把疫情壓下把疫情壓下。。
如送到醫院如送到醫院，，2424小時注射預防新冠病毒抗原小時注射預防新冠病毒抗原,,加上二個口加上二個口
服藥服藥，，壓抑病毒的嚴重風暴壓抑病毒的嚴重風暴。。因為新冠病毒因為新冠病毒，，會造成整會造成整
個肺臟個肺臟，，大面積損傷大面積損傷。。心臟也受影響心臟也受影響，，造成心肌炎造成心肌炎、、心心
包炎包炎。。治療方法治療方法：：每天每天50005000維生素維生素D,D,10001000維生素維生素CC及鋅及鋅
，，增加免疫機制增加免疫機制。。如果肺靜脈有如果肺靜脈有 「「血栓血栓」」形成形成，，則影響則影響
肺臟肺臟、、心臟心臟，，影響生命影響生命。。
豐醫師說豐醫師說：：我們醫院我們醫院，，去年去年1010月月、、1111月月，，有有5050%%都是新都是新
冠病人冠病人，，今年今年11、、22月份月份，，降至降至3030%%，，現在不到現在不到2020%%。。病病
人在醫院人在醫院，，處於隔離狀態處於隔離狀態，，醫護人員每天進來一次醫護人員每天進來一次，，剩剩
下的時間自己一個人面對天花板下的時間自己一個人面對天花板。。
豐醫師說豐醫師說：：大家要注意大家要注意，，不得新冠病毒不得新冠病毒。。染病者染病者 2020～～
4040%%住進重症監護室住進重症監護室（（ICU),ICU),用呼吸器用呼吸器，，氣管插管氣管插管，，7070%%的人離開的人離開
世界世界。。雖然他們每天得到最後大程度的治療雖然他們每天得到最後大程度的治療，，找主治醫師多了解找主治醫師多了解
情況情況。。
最後最後，，豐醫師談打疫苗的問題豐醫師談打疫苗的問題，，無論無論Joson Joson ,Joson Joson , 莫得納或輝瑞莫得納或輝瑞
，，打了之後打了之後，，不得重病不得重病、、不死亡不死亡。。打打 上疫苗上疫苗，，打上第二針抗體打上第二針抗體
砥柱砥柱，，遠高於第一針遠高於第一針。。其中其中Joson JosonJoson Joson 有效度有效度6060%% 多多，，沒有嚴重沒有嚴重
感染感染，，沒有死亡沒有死亡。。這三種疫苗這三種疫苗，，經給實驗經給實驗，，會有肚子疼會有肚子疼、、血氧高血氧高
反應反應，，但一但一、、二週後二週後，，完全康復完全康復。。不打疫苗不打疫苗，，感染程度感染程度，，愈來愈愈來愈
高高。。
豐醫師也在回答觀眾提問時表示豐醫師也在回答觀眾提問時表示：：我們未知疫苗對病毒有效性能我們未知疫苗對病毒有效性能
維持多久維持多久，，但它確是對全世界帶來平安唯一的道路但它確是對全世界帶來平安唯一的道路：：吃乾淨的水吃乾淨的水

，，打疫苗打疫苗。。6565~~7070%% 打上疫苗打上疫苗，，可消除病毒可消除病毒，，很快恢復正常很快恢復正常、、美美
好好、、放心的生活放心的生活。。通常通常，，打第一針打第一針，，5050%% 有效性有效性，，一定要打第二一定要打第二
針針，，有了第二針有了第二針,,才有你的危險才有你的危險FreeFree。。至於問到有效性多少時間至於問到有效性多少時間
？？豐醫師說豐醫師說::至少六個月至一年至少六個月至一年，，應該切斷病毒的感染源應該切斷病毒的感染源。。
至於變異病毒至於變異病毒，，這三種疫苗是否有效這三種疫苗是否有效？？豐醫師說豐醫師說：：剛打時剛打時2828天天
內危險內危險，，第二針打後一週內第二針打後一週內，，9595%%有效有效。。同時同時，，他回答時表示他回答時表示：：
不建議不同疫苗交叉的打不建議不同疫苗交叉的打，，最好不要混著打最好不要混著打。。
豐醫師最後表示豐醫師最後表示：：即使有了三種疫苗即使有了三種疫苗，，而病毒也在變異而病毒也在變異。。而糖尿而糖尿
病病，，肥胖肥胖、、腫瘤患者等高危人群腫瘤患者等高危人群，，仍需小心仍需小心。。最強的是增加自身最強的是增加自身
的免疫力的免疫力，，多吃蔬菜多吃蔬菜，，高纖食物高纖食物，，對抗炎性有效對抗炎性有效。。最重要要走出最重要要走出
去去，，每天半小時至一小時運動每天半小時至一小時運動，，活著健康活著健康，，才是第一才是第一！！

光鹽健康園地光鹽健康園地TVTV 廣告廣告美國人對退休生活有5種常見誤解你有好的計劃嗎?

全球華人” 致敬醫護人員” 雲端晚會
豐建偉醫生作 「美國新冠疫情講座」

圖為豐建偉醫師全球華人圖為豐建偉醫師全球華人””致敬醫護人員致敬醫護人員””雲端會議上作雲端會議上作 「「美國新冠疫情講座美國新冠疫情講座」」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包括亞裔美國包括亞裔美國
人在內的許多人都已經達到退休年齡人在內的許多人都已經達到退休年齡，，但很但很
少有人充分意識到必須為美好的退休生活做少有人充分意識到必須為美好的退休生活做
好準備好準備。。根據富達投資根據富達投資（（Fidelity InvestmentsFidelity Investments））
的一項新研究的一項新研究，，不僅許多美國人都沒有為退不僅許多美國人都沒有為退
休儲蓄休儲蓄，，而且他們在理解黃金時期的計劃方而且他們在理解黃金時期的計劃方
面也存在認識不足面也存在認識不足。。人們必須知道人們必須知道：：11)) 不要不要
低估退休儲備金低估退休儲備金;; 22)) 每年提取多少退休金來維每年提取多少退休金來維
持生活持生活;; 33)) 適當投資以獲取更好的回報適當投資以獲取更好的回報；；44)) 與與
醫療保健費用脫節醫療保健費用脫節;; 55)) 在適當的退休年齡提交在適當的退休年齡提交
申請社會保障金申請社會保障金;; 確保退休後生活舒適愉快確保退休後生活舒適愉快。。

富達富達（（FidelityFidelity））退休主管博羅夫退休主管博羅夫（（JohnJohn
BoroffBoroff））表示表示：：無論他們的身體狀況良好還是無論他們的身體狀況良好還是
存在某種不足存在某種不足，，他們都需要久經考驗的基礎他們都需要久經考驗的基礎
知識來幫助他們達到預設收入目標知識來幫助他們達到預設收入目標。。退休人退休人
員需要有正確的事實意識員需要有正確的事實意識，，人們可以過上幸人們可以過上幸
福的退休生活福的退休生活，，不幸的是不幸的是，，調查表明並非每調查表明並非每
個人都如此個人都如此。。根據對根據對11,,204204名未退休成年人的名未退休成年人的
調查發現調查發現，，美國人共有五種常見的退休誤解美國人共有五種常見的退休誤解
。。 11)) 不要低估退休儲備金不要低估退休儲備金 ::根據富達根據富達（（FidelityFidelity
））的說法的說法，，退休儲備金的價值應為上一全年退休儲備金的價值應為上一全年
工作收入的工作收入的1010到到1212倍倍，，但它取決於多種因素但它取決於多種因素
，，例如理想的生活方式和預期壽命例如理想的生活方式和預期壽命。。 博羅夫博羅夫
說說：“：“很多人低估了退休後的生活需要很多人低估了退休後的生活需要。”。”
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準確地表明了建議的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準確地表明了建議的
儲蓄金額儲蓄金額。。

22)) 每年提取多少退休金來維持生活每年提取多少退休金來維持生活:: 財務財務
規劃師建議每年僅提取規劃師建議每年僅提取44％至％至66％％，，但是許多但是許多
退休人員為了生存而提取了退休人員為了生存而提取了1010％至％至1515％的退％的退
休金休金。。保守的支出將延長儲備退休金的壽命保守的支出將延長儲備退休金的壽命
，，而不是很快用盡退休儲蓄而不是很快用盡退休儲蓄。。

33)) 許多退休人員在投資或股票市場上完許多退休人員在投資或股票市場上完
全迷路了全迷路了，，無法獲得應有的收入無法獲得應有的收入。。當然當然，，出出

於安全考慮於安全考慮，，將錢存入銀行是安全的將錢存入銀行是安全的，，但是但是
您賺到的低利息不足以支撐您的退休金您賺到的低利息不足以支撐您的退休金。。

44)) 與醫療保健費用脫節與醫療保健費用脫節;; 醫療保健費用為醫療保健費用為
人們經常低估的另一個區域人們經常低估的另一個區域，，他解釋說他解釋說，，有有
3737％的人將自付費用的醫療保健費用降低了四％的人將自付費用的醫療保健費用降低了四
分之一分之一。。 研究顯示研究顯示，，對於一對對於一對6565歲退休的夫歲退休的夫
婦來說婦來說，，整個退休期間的醫療費用實際平均整個退休期間的醫療費用實際平均
成本為成本為$$ 295295,,000000。。太低的醫療費用預算太低的醫療費用預算，，最終最終
將使人們不得不面對意想不到的高額醫療費將使人們不得不面對意想不到的高額醫療費
用用。。 由於健康預算不足而犧牲個人健康是很由於健康預算不足而犧牲個人健康是很
痛苦的痛苦的。。

55)) 在適當的退休年齡提交申請社會保障在適當的退休年齡提交申請社會保障
金金：：任何人可以在任何人可以在6262歲生日時就領取社會保歲生日時就領取社會保
障福利障福利，，但要等到完全退休年齡但要等到完全退休年齡（（FRAFRA））
（（介於介於6666至至6767歲之間歲之間，，具體取決於您的出生具體取決於您的出生
年份年份））才能享有更多福利才能享有更多福利，，但很少有人能夠但很少有人能夠
正確確定其正確確定其FRAFRA目標目標。。在在FRAFRA之前申領福利之前申領福利
可能會導致永久減少每月收入福利可能會導致永久減少每月收入福利。。如果人如果人
們健康們健康，，並且可以長壽並且可以長壽，，那麼過早獲得社會那麼過早獲得社會
保障基金的錢保障基金的錢，，將會減少他們壽命長可以獲將會減少他們壽命長可以獲
得的錢得的錢，，這會使他們的退休生活不如他們預這會使他們的退休生活不如他們預
期的那樣舒適期的那樣舒適。。

信息圖顯示了該調查的鮮明結果信息圖顯示了該調查的鮮明結果。。 接受調查接受調查
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沒有退休金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沒有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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