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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中國海警水炮襲菲船隻
美國威脅啟動防禦條約

法新社尼日利亞阿布亞19日電：菲律

濱與中國在南海發生衝突後，美國國務院發

言人普萊斯今天發表聲明說，美國支持菲律

濱。菲律濱昨天「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3艘

中國海警船的行為，稱這些海警船在南海阻

擋並以水柱噴擊駛往一座菲國島礁進行運補

的船隻。

隨同國務卿布林肯到訪尼日利亞的普

萊斯在阿布亞說：「面對直接威脅到區域和

平穩定的這種情勢惡化，美國支持盟邦菲律

濱。」普萊斯說，中國的行為「使區域緊張

惡化，侵犯了國際法保障的南海航行自由，

也破壞了建立在法規基礎上的國際秩序」。

普萊斯警告，「菲律濱公共船隻若遭受

武裝攻擊」，將啟動1951年的美菲共同防禦

條約。

菲律濱外交部長陸辛昨天表示，他已

就此事向北京當局表達「憤怒、譴責和抗

議」。陸辛說，事件發生於16日，當時菲國

船隻正要前往南沙群島仁愛礁進行運補。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則聲稱，菲律

濱兩艘補給船未經中方同意，擅自闖入中國

南沙群島仁愛礁附近海域。中國海警船依法

執行公務，維護中國主權和海上秩序。

圖為前天在描東岸省一座度假村內拍攝的遊客照片。菲政府即將允許完全接種疫苗的外
國遊客入境。	 	 	 	 	 	 	 	 	 		<新華社>

莎拉重新擔任變革聯盟主席
本報訊：納卯市長莎拉·杜特地在辭去地

方政黨職位一星期後，重新擔任變革聯盟的

主席。

這意味著莎拉現在是變革聯盟和全國性

政黨力量黨的主席，她將在2022年的選舉中

競選副總統。莎拉說，力量黨允許她同時擔

任這兩個職位。

莎拉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很高興回

家，回到我們摯愛的變革聯盟的懷抱，成為

它的主席。」

變革聯盟在另一份聲明中表示，莎拉作

為地方政黨和力量黨主席的角色「將進一步

加強兩黨之間的聯盟」。

選舉規則允許政客同時是地方和全國性

政黨的成員，但莎拉必須加入一個全國性政

黨，才能申請成為力量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政府禁私企為員工打加強針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表示，除老年人和

衛生當局確定的免疫缺陷患者外，私營公司

尚未被允許將多餘的新冠疫苗用作其員工的

加強劑。

衛生部副部長維吉爾提醒民眾，根據緊

急使用授權，加強針目前只允許醫護人員、

老年人和具有某些免疫缺陷情況的人注射。

她在記者會上說：「對於訂購了額外

劑量的公司，它們不能作為員工的加強劑使

用，除非他們是老年人或屬於免疫缺陷人

群。除了這些人，你們不能給他們注射加強

劑。」

維吉爾說，有即將到期的新冠疫苗的私

營企業可以簽訂借用協議，在協議中，政府

將使用他們的疫苗，並隨後補回它們。

她說：「我建議那些仍有過剩疫苗且即

將到期的私營公司簽訂一項借用協議，在該

協議中，國家政府將接管疫苗，並在公司需

要時用新的庫存替代。」

在週四的聲明中，衛生部提醒民眾，新

冠疫苗加強劑的注射目前尚未向大眾開放。

被虛報為「饅頭」

海關查獲中國走私紅蔥
本報訊：海關在東密杉彌斯省獨戈洛安

社棉蘭佬貨櫃碼頭分港，再次查獲了5批虛報

為「饅頭」的走私紅洋葱。

來自中國的走私紅洋葱的收貨方是EMV 

Consumer Goods Trading，這批紅洋葱是於11

月13日抵達棉蘭佬貨櫃碼頭位於東密杉彌斯

省獨戈洛安社的分港。

海關稽查員法蘭舍與來自不同政府機構

的代表進行了抽查，發現貨櫃內有估計價值

1400萬披索的走私貨物。

海關情報及調查處已要求檢查同一收貨

人的另外19個貨櫃。當局將對貨物發出扣押

和沒收令。

而收貨人可能會因違反第10863號共和

國法或海關現代化和關稅法的規定而面臨指

控。

農業部已警了民眾不要購買來自中國

的走私蔬菜，聲稱走私蔬菜會對健康造成危

害。

長者新冠免疫力下降快
專家促盡快接種加強劑

本報訊：一名疫苗專家昨日表示，65歲

以上的老年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對新冠疫苗

的免疫力下降速度更快，因此老年人應該盡

快接種新冠疫苗。

科技部疫苗專家小組負責人格洛里亞

尼說：「我們應該開始給老年人注射增強劑

或第三劑疫苗，因為他們的免疫力下降得更

快。」

格洛里亞尼說，研究表明，對新冠感染

的免疫力在3到5個月後減弱。

她說：「但對一般人來說，大約需要6個

月。還有一些甚至在8到10個月後也能產生良

好的免疫反應。」

據科技部官員說，老年人可以接受任何

批准用於加強疫苗接種的新冠疫苗。

衛生部將會發出有關高齡人士使用加強

劑的最終指引。

已獲准用作加強劑的是科興、輝瑞、莫

德納和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格洛里亞尼說：「所有這些都可以作為

加強劑使用，只要他們沒有禁忌。」

政府週三開始為醫護人員注射加強劑。

醫療前線人員可以選擇他們的加強劑品牌。

自3月以來，3258萬名菲人完成了新冠疫

苗接種，4017萬名完成部分接種。

初榨椰油飛揚草黃荊
非代替新冠疫苗產品
本報訊：科學家們對有機產品對抗新

冠肺炎的功效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們表示，

儘管初榨椰子油、飛揚草（lagundi）和黃荊

（tawa-tawa）都具有眾所周知的健康益處，

但它們仍「不能替代」新冠疫苗。

菲國立大學的草藥醫學研究所所長馬南

描—拉薩地醫生在網上論壇會中表示：「黃

荊不能代替你的疫苗。請不要用它來預防新

冠肺炎，並說『我不會接種疫苗』。」

其他的科學家—科技部—食品與營養研

究所主任安奚禮斯—阿格德巴，以及菲國立

大學未獅耶分校學術事務副校長巴迪拉醫生

也發出相同的呼籲。

阿格德巴和巴迪拉目前分別在研究初榨

椰子油和飛揚草。

巴迪拉說：「無論飛揚草在對抗新冠肺

炎方面是否有效，我仍然說不準。我們必須

等待我們正在處理的數據。」

阿格德巴強調，民眾在使用初榨椰子油

之前，應先諮詢他們的醫生。

她說：「我仍然不能建議，因為，如

果你有其它的疾病，你仍然需要醫生的建

議。」

根據最新的研究結果，得出的結論是，

黃荊「可安全用於輕度的新冠肺炎的對症治

療」。

與此同時，初榨椰子油可作為疑似新冠

肺炎患者的輔助補充劑。

目前仍在分析關於飛揚草的研究。

某總統候選人被指吸毒
總統府稱反毒不分貴賤

本報訊：政府昨天表示，禁毒戰「沒有

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此前，杜特地總統指

責一名將參加明年總統大選的候選人吸食可

卡因。

杜特地總統於週四稱，一名被他稱為

「軟弱領導人」的富有總統候選人據稱吸食

可卡因。這一言論引發了人們的疑問，即是

否對這位競選者提出指控，以及這是否表明

總統的禁毒戰只針對窮人。

杜特地的代理發言人、內閣部長諾牙禮

斯說：「這裡是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我

們不是看社會地位的。只要他們涉毒，我們

便會起訴他們，拘捕他們檢控他們。」

當被追問到杜特地總統會否對這名參

選者提出控訴時，諾牙禮斯說：「我們的所

有執法機構都是獲授權的，他們不偏袒任何

人。」

被拘留的參議員黎利馬昨天表示，杜特

地似乎一直都知道這位總統候選人涉嫌與毒

品有關。她在推特上稱：「雖然沒有透露姓

名，但很明顯他指的是誰。那樣的話，你囚

禁的應該是他，而不是我。你的禁毒戰中不

包括可卡因嗎？」

黎利馬是禁毒戰的強烈批評者，自2017

年以來，她一直因販毒指控入獄，她堅稱這

是出於政治動機。杜特地政府否認了這一

點。諾牙禮斯說：「讓我們讓總統自行判斷

決定和是否會說明這名候選人是誰，以及何

時公布。」

他說，杜特地總統安排了許多的公開

活動。他補充，總統「有很多消息，包括情

報」。

杜特地精神導師 
在美被控性販運

本報訊：美國司法部18日表示，菲律濱

大型教會領袖阿波羅·紀布雷涉嫌以「永恆的

詛咒」為威脅，脅迫未成年少女和年輕女性

跟他發生性關係，被聯邦大陪審團以性販運

罪名起訴。

紀布雷現年71歲，是菲教會「耶穌基督

的王國」創始人，也是杜特地總統的友人和

精神導師。

總統代理發言人諾牙拉禮斯昨日被問到

紀布雷是否仍將是杜特地的精神導師，他表

示：「我們會等總統對此發表聲明。這是新

的事態發展，我們讓杜特地總統來發言。」

美國司法部表示，紀布雷與另外兩名教

會高層丹丹和薩立納斯遭指控參與以暴力、

詐欺和脅迫手段進行性販運以及兒童性販

運。

起訴書寫道：「3名被告涉嫌招募年約12

到25歲的女性，擔任紀布雷的私人助理。」

起訴書中說，被害人被要求為紀布雷準

備餐點、清掃住所、為他按摩，並在值「夜

班」時跟他發生性關係。

免疫力受損打第三劑疫苗
衛生部列出具備特定條件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明確規定了免疫功

能受損的個人必須具備特定的條件，才有資

格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

衛生部稱，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必須具備

下列任何一種情況：

* 自身免疫性疾病

* 艾滋病

* 癌症／惡性腫瘤

* 器官移植患者

* 接受類固醇治療

* 預後不良／臥床不起的患者

衛生部副部長維吉爾在記者會中說：

「自從我們採納了世界衛生組織免疫戰略諮

詢專家組的建議以來，我們具體地把這一點

納入了我們的指引。」

她補充：「這也包括在我們的緊急使用

授權中。」

她說，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在接受加強劑

注射前必須得到醫生的批准。

據她說，衛生部於週四晚，與全體專家

組會面，討論了老年人和免疫缺陷人群第三

針接種的指引。

政府於週三開始為已完全接種了疫苗的

醫護人員注射加強劑。維吉爾說，老年人和

免疫力缺陷人士也即將可獲接種第三劑。

她說：「我們將起草指引，我們將通過

我們的國家疫苗工作組宣布何時開始為老年

人和免疫功能低下人士接種加強劑和第三劑

疫苗。」

疫苗特派員牙未斯在此前曾表示，政府

有可能將在下週開始為老年人和合併症患者

注射第三劑。

新冠疫情下被迫關門
健身房會員銳減六成

本報訊：新冠病例數近日大幅下降，抗

疫分級可望在12月降到最低的1級警戒；但受

疫情衝擊，有健身房業者表示，他們會員數

銳減六成，還有健身房不堪虧損，只能關門

大吉。

位於沓義市BGC的健身房業者艾力克

說，由於大岷區因疫情多次封城，與新冠疫

情爆發前相較，健身房會員少了約六成。

他表示：「現在，我們確實有一些會員

回來。但如果你檢視我們目前會員的數量，

大多是新會員。」

艾力克說，他們客源約一半是外籍人

士，另一半是菲律濱人。與外國人不同，菲

律濱人習慣工作結束才到健身房；疫情爆發

前，健身房原本24小時營業，現在只能開到

晚上9時，對生意影響很大。

他告訴外媒：「老實說，（會員）少了

大概60%。」艾力克說，跟去年疫情爆發時

不同，「去年我們會員數幾乎歸零，因為有

些會員很怕到健身房，他們傾向終止契約。

但現在情況正在好轉，希望一兩個月內，一

切恢復正常」。

他表示，會員須完整接種疫苗，才能重

回健身房。有些人可能還在猶豫，有些人尚

未接種，有些人仍在適應疫情下的新常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仍然希望抗疫分級可以

再下調，我們才能有更長的營業時間」。

另一方面，受疫情衝擊，馬加智市一間

健身房去年底結束營業。一名健身教練說，

據他所知，少數教練已回到家鄉，暫時不從

事健身教練工作，其他人大多轉為教授線上

課程，收入大減。

今年8、9月在德爾塔變異株肆虐下，新

冠單日確診數屢創新高，大岷區健身房再次

被迫關門。

來到馬尼拉4年的以色列籍健身教練祖爾

說：「（當時）我到他們家裡教客戶健身，

我在公園教客戶健身，我在線上教客戶健

身。因為（疫情前）我從未遇過健身房完全

關門的狀況，這真的讓我不得不跳脫常規思

考。」

祖爾說，他的客戶都是外籍人士，「我

覺得當地人比較害怕（染疫），某種程度上

他們更小心謹慎。我跟我的客戶比較迫不及

待想回健身房，迫不及待想健身」。

他表示，封城期間大家不能出門，有些

客戶少了健身動力，一週只上1、2堂課；有

些人因為成天在家，反而增加到一週上4、5

堂課。雖然情況艱困，「感謝上帝我做得不

錯，感謝上帝我沒有流失任何一個客戶」。

食藥署強調加強劑只打一針
本報訊：食藥署昨天表示，醫護工作者

只能接種一劑加強劑，無論他們之前2針打的

是什麼品牌的新冠疫苗。

食藥署長杜明戈在接受無綫廣播電台的

採訪時說：「無論他們的基礎劑量是什麼品

牌的，加強針只是一劑。這不會是兩次新的

注射，不是重新接種疫苗。」

衛生部昨天上午公佈一份建議A1優先組

別的增強劑組合一覽表，A1優先組別包括前

線醫護人員。在該一覽表中，前兩針接種了

輝瑞的醫護人員可再接種一針輝瑞作為同源

組合的加強劑，或者接種阿斯利康或莫德納

作為異種組合的加強劑。

那些在最初接種兩劑莫德納的人可接種

另一針莫德納，或阿斯利康或輝瑞作為加強

劑。

接種了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可使用輝瑞和

莫德納作為加強劑，但也可使用阿斯利康疫

苗作為加強劑，但要基於緊急使用授權採取

預防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