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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瞄準條件寬鬆州份 接種混亂礙抗疫
●紐約一名婦女接種
新冠疫苗。 路透社

穿
州
過
省 美催生
打 疫苗旅遊
美國已經展開新

美國50個州份的疫苗接種安排均不一樣，如在新澤西州，煙民可以
優先打針，科羅拉多州則讓記者在前線醫護之後接種，佛州的接

冠疫苗接種一個

種計劃最為寬鬆，最初容許所有 65 歲以上人士打針，不用出示佛州居
民身份證明。

月有多，然而打針計

佛州約 5 萬非本地人打針

劃是由各州政府自行制

各地打針準則不一，加上美國醫療制度向來缺乏身份登記系統，由
此便催生出「疫苗旅遊」，即有人在自己所居住的州份以外打針。南佛
州大學的公共衞生教授沃爾夫森提到，「疫苗旅客」主要來自紐約，亦
有加拿大和巴西的外國人，他引述身在佛州聖彼得斯堡的友人指，排隊打
針時會遇到來自委內瑞拉的人。以佛州為例，當地有約5萬名非本州居民打
針，佔已接種劑量約 3.4%，很可能影響州內整個打針計劃，當局於是後來才
規定要有居民身份證明才能接種。
一名紐約居民透露，她身邊不少友人都會跨州打針，如一名友人的母親有高血
壓，搜尋後發現合資格在新澤西州打針，計劃今個月起行；她任職教師的兄弟原本亦
有意到新澤西州打針，因為要證明自己為煙民不需出示證據，直到後來紐約開放讓部分教
師打針，才放棄計劃。

訂，有其他州份、以至外國

居民看準部分州份打針準則較

寬鬆，穿州過省為求取得疫

苗，「疫苗旅遊」應運而生。醫學界

擔心經濟能力較高的人士借漏洞插隊打

針，做法不單不公平，亦恐打亂各州接種
計劃，妨礙抗疫。

打亂各地接種安排

針
一

聯邦政府是根據各個州份人口數量來分發疫苗，州、市政府繼而再制訂出打針
計劃，若有人跨區打針，便會連帶影響他的原居地及打針地的疫苗接種計劃，紐
約大學醫學院的醫療道德研究員弗格森直指，「疫苗遊客」是利用系統漏洞和自
己的經濟能力，創造出不公平機會。
「疫苗旅遊」對打針人士及醫療機構雙方均會構成風險，如沃爾夫
森指出，若有人打第一針後、又無法回到同一地點打第二針，或出現
副作用，亦無人可以負責。紐約大學醫學院
生物倫理學教授卡普蘭亦解釋，美國目前仍
未完成為長者和前線醫護打針，疫苗遊客插
隊，便令高危群體疫歿風險更高，他批評整
個接種安排存在系統性問題，如外界無從得
知疫苗的供應量，是政府領導失敗。
●綜合報道

印旅社套餐飛紐約加打針索價萬五

非裔接種僅一成
紐約市長認不公

美國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有漏洞，被外地居民借此來為自
己取得疫苗，有海外旅行社直接以「疫苗旅遊」作招徠，提
供一站式服務、安排民眾到美國打針。

只限擁美 10 年簽證居民
印度一間名為 Gem Tours & Travels 的旅行社，推出 2,000
美元（約 1.55 萬港元）的美國 4 日遊套餐，從孟買飛往紐
約、包 1 劑新冠疫苗。公司代表回應傳媒查詢時，直稱計劃
是「疫苗旅遊」，又指只有擁有美國 10年簽證的印度居民才
可報名。
另一間位於加爾各答的旅行社 Zenith Holidays 隨後亦推出
同類計劃，不過公司過往甚少提供前往美國的旅行團，當地
旅遊業協會開腔批評後，該公司的網頁仍可找到「疫苗旅
遊」的頁面，顧客可以提交個人資料，數分鐘後便會收到相
關資料的電郵。
「疫苗旅遊」現象不限於印度，如加拿大傳媒亦曾報
道，當地長者遠赴美國佛州以求打針，來自魁北克的退休

●旅行社Zenith Holidays推出「疫苗旅遊」。

網上截圖

教師加尼翁慣常在佛州過冬，她憶述自己在佛州打針時，
根本無人過問她是否長住當地居民；來自阿根廷的名人律
師羅森菲爾德，亦公開透露自己上月前往邁阿密探望家人
時，已在 400 多公里外的坦帕打第一針。
●綜合報道

美國紐約從去年 12 月中旬至
今，為約 60 萬人接種第一劑新冠
疫苗，然而統計顯示，佔紐約人
口約 24%的非裔人士，在已登記
種族資料接種者中只佔 11%。相
反佔人口約 32%的白人，則在接
種者中佔 48%。紐約市長白思豪
前日承認，現有接種計劃存在明
顯種族不公，少數族裔對疫苗依
然缺乏信任，當局需加以重視。
非裔及拉丁裔分別佔紐約人
口 約 24% 及 29% ， 然 而 在 當 地
近 30 萬登記種族資料的接種者
中 ， 兩 者 只 佔 11% 及 15% ； 約

以色列目前已有 1/3 人口接種首劑新
冠疫苗，打針速度較絕大部分國家快，
衞生部上周公開初步數據，指出在已接
種兩劑疫苗的民眾中，只有約 0.04%確
診新冠肺炎，需要住院治療比率更只有
0.002%。

疫苗保護率效力達 92%
以色列目前使用美國藥廠輝瑞疫苗，
據衞生部上周公開數據，在約 71 萬名
已打針民眾中，只有 317 人在接種兩劑
疫苗一周後、即人體開始產生免疫力時
確診，其中更只有 16 人住院，亦即感
染 率 及 住 院 率 分 別 只 有 0.04% 及
0.002%。

當地醫療機構 Maccabi 在上周四亦公
布一項研究，在 16.3 萬已接種兩劑疫苗
民眾中，只有 31 人感染新冠，同時對
照組中有 6,500 人感染，亦即疫苗保護
率效力達 92%，與輝瑞所公布的 95%接
近。
總理內塔尼亞胡在上月曾表示，以色
列會向輝瑞提供疫苗效力的數據，換取
藥廠承諾提前付運疫苗；不過有專家認
為，疫苗應用在現實世界時，感染率會
受封城和變種病毒等因素影響，因此不
能完全作準。以色列目標 3 月前為所有
16 歲以上人士打針，目前平均每日為
20 萬人打針，上周起亦開始為 35 歲以
上人士提供疫苗。
●綜合報道 ●以色列目前已有1/3人口接種首劑新冠疫苗。

美聯社

阿斯利康增供歐盟 900 萬劑疫苗
英國藥廠阿斯利康上周宣布減少
對歐盟的新冠疫苗供應量，事件演
變成英歐之間的政治風波，歐盟委
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前日宣布，藥廠
同意在3 月底前、增加對歐盟供應量
30%，不過新供應量仍只達原先協
議中的一半。
馮德萊恩前日與7間藥廠代表通電
話後，宣布阿斯利康增加供應的消
息，藥廠會在 3 月底前向歐盟增加
900 萬劑疫苗供應，亦即總數 4,000
萬劑，首批疫苗亦會提前於下周開
始運送。阿斯利康同時會拓闊在歐

洲的生產線，不過馮德萊恩預料，2
月及3 月仍然會是疫苗供應的「艱難
時期」。
馮德萊恩亦提到，隨着強生公司
等其他藥廠的疫苗在第二季投入市
場，在加上生產商解決好原有問
題，屆時歐盟便會有更多疫苗，現
時目標是夏季完結前，為歐盟的
70%成人打針。

BioNTech 擴歐洲生產線
聯 手 生 產 疫 苗 的 BioNTech 及 輝
瑞，另外在昨日公布增加對歐盟的疫

苗供應量，在今年第二季可額外供應
7,500 萬劑，預料在本月 15 日起陸續
增加付運量。BioNTech 仍正擴展在
歐洲的生產線，於歐洲各地共有 13
個合作生產商，除原本在比利時的廠
房已修正問題，可按原定時間表生
產，在德國馬堡的廠房已取得生產許
可，預料在本月可投入運作。
相較英國和美國等國家，歐盟國
家的疫苗接種進度仍然緩慢，根據
最新數據，英國已為全國13.2%人接
種首劑疫苗，德國則只有2.2%。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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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二戰老兵穆爾在去年疫情爆發初
期，曾為醫護人員籌款、在自家花園步行
100 轉，善舉感動全國以至全球，最終籌
得約3,300萬英鎊（約3.5億港元），更獲
英女王封爵。據穆爾女兒前日公布，現年
已 100 歲的穆爾確診新冠肺炎，現正留院
接受治療，由於感染肺炎，至今未接種新
冠疫苗。
據穆爾女兒在 twitter 發表聲明所指，穆
爾已因肺炎接受治療數周，並於上周確診
新冠，至前日因呼吸困難須送院治療。穆
爾需要使用儀器協助呼吸，目前在普通病
房留醫，無須入住深切治療部（ICU）。
英國已開始為長者接種新冠疫苗，但穆爾
因感染肺炎而尚未打針。
各界均為穆爾送上祝福，包括首相約翰
遜在 twitter 發文送上慰問，讚揚他的舉動
啟發整個國家，祝願他早日康復。
●綜合報道

英行花園籌款百歲老兵確診

以國打兩針民眾感染率僅 0.04%

12.5 萬 65 歲以上接種疫苗長者
中，非裔更只佔 9%。這情況在
美國各地均有出現，在非裔佔
總人口約 15%的新澤西州，只
有 3%的接種者是非裔，白人則
佔 48%。芝加哥的接種者中，
也只有 15%是非裔人士。
其他紐約民選官員則將少數族
裔接種比率偏低的問題，歸咎於
白思豪的政策失當，呼籲市政府
應停止為非本地居民接種疫苗，
修改混亂的接種計劃網站，並為
必要工種員工提供有薪打針假。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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