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 3 月 28 日简讯 

- 路城华人基督教会新冠病毒疫情咨询小组 

1. 疫情追踪：截止时间 3 月 28 日 21 点 36 分 

 美国新增确诊 19,476 例，累计确诊 124,385 例，新增死亡 483 例，累计死亡

2193 例，死亡率 1.8%。 

 肯塔基州新增确诊 83，累计确诊 394 例，新增死亡 1 例，累计死亡 9 例，死亡

率 2.3%。 

 杰佛逊郡累计确诊 103 例，死亡 3 例，死亡率 2.9%。 

2. 政策、措施、与指南： 

 肯塔基州已收到联邦政府发放的联邦灾害救济资金。 

 肯塔基州长 Andy Beshear 请求各市市长和各郡执行长官监督在公共场所的民众

保持社交疏离（6 英尺以上）。 

 州长鼓励民众向 Team Kentucky Fund 捐款，帮助那些因新冠疫情失业的居民，

捐赠可获得免税证明。 

 州长敦促合格的失业居民申请失业救济。 

 总统川普敦促 GM 和 Ford 公司尽快完成部分工厂转产，生产医用呼吸机。 

 美国 Tesla， GM， 和 Ford 公司将

部分转产生产呼吸机，肯塔基州啤

酒厂转产洁手液，GE 公司和 UofL 

大学 Speed School 的 3D 打印部门

生产防护面罩。 

 在目前检测试剂盒短缺的情况下，

如果你没有症状没有必要去测试你

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请把测试机

会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和医护人员。 

 报税：可延迟 90 天至 7 月 15

日。 

 州长每日下午 5 点在他的脸书和油

管上发布简报。疫情更新请关注州

政府网站 kycovid19.ky.gov，此页

面显示已检测人数，阳性人数，患

者分布，以及预防指南，就医指

南，隔离指南，以及热线电话。 

 新冠病毒 15 天缓解传播指南 – 自己或孩子生病应隔离在家，联系医务人员；家

人新冠病毒检测阳性全家隔离在家，联系医务人员；老人和有严重心肺健康问

题的人呆在家里远离人群 。 



 
 新冠病毒缓解传播个人指南 – 在关键机构（如医疗健康、药品与食物供应）要

保持正常工作；避免 10 人以上的社交聚会；订餐采取 Drive through、自取或送

餐；避免随意的旅行；不要拜访护理或养老机构；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3. 诊断与治疗进展： 

 新冠病毒、流感、与过敏典型症状的自我辨别: 

新冠肺炎：发烧、咳嗽、气短或呼吸困难，症状在接触感染者后 2-14 天出

现，潜伏期达 4 周也有报道。 

流感：发烧、咳嗽、肌肉酸痛、乏力、寒颤、鼻塞、嗓子痛。 

过敏：喷嚏、鼻眼或口腔上颚发痒、鼻塞流涕、流泪或眼部红肿。 



 

 出现下列新冠肺炎的急症体征，要迅速联系医生，包括：呼吸困难，持续的胸

痛和胸闷，头脑不清醒，嘴唇或面部青紫。 

 

 UofL Health 开放 Drive-through 取样站，地址在路城 downtown 的 East Liberty 

与 South Brook 交叉口。病人需要医生处方，并且是 UofL Health 的病人。检测

优先一线医护工作者和高危人群（65 岁以上、有慢性系统性疾病、孕妇和 HIV

阳性患者等），检测结果可在 3 天内获得。 

                   



 近期报道新冠病毒感染可能导致突然失去嗅觉和味觉，但没有其它症状，应咨

询你的家庭医生。 

 年轻人与老年人被感染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同样会出现重症患者。 

 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与疫苗的研发: 

 WHO 组织 45 个国家参与名为“团结试验项目”的临床试验，测试潜在的可

能有效的 4 种新冠肺炎治疗药物，包括瑞德西韦和羟基喹啉。 

 FDA 批准瑞德西韦（Remdesivir）可作为孤儿药申请针对新冠肺炎的治疗，

可简化审批程序并享有 7 年市场独享权和税收优惠。本周四 Gilead 公司宣

布向 FDA 申请放弃孤儿药授权。 

 FDA 授权使用首个新冠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45 分钟出结果，下周面向全美发

货。 

 如有症状或怀疑感染者请务必在就医前与医生联系，如要去急诊室或

immediate care 也请先联系。目的有三个：一是医生有准备，二是确定是否满

足检测条件，检测不单基于个人感受，还要根据传染病专家的专业判断，三是

避免感染他人。肯塔基州新冠病毒热线电话是 1-800-7225725， 由 Norton 

Healthcare 在帮忙运行，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或寻求医疗帮助，如果危及生命

的紧急状况请打 911。 

4. 重申防疫重点: 

 最新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在空气中可存活 3 小时，铜表面存活 4 小时，纸板

上存活 24 小时，塑料和不锈钢表面存活 2-3 天，请大家注意接触物体表面的

消毒，尤其是门把手、方向盘、手机、钥匙链、以及钱包等，公共厕所马桶

冲水是要将坐垫盖子放下。 

 
 物体表面灭活新冠病毒的方法：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56°C 30 分钟、乙

醚、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 氯



己定不能有效灭活病毒。这其中，紫外线、热，以及乙醚、乙醇、氯仿等脂

溶剂是通过使病毒表面的蛋白质变性，并破坏病毒的脂包膜结构来杀灭新冠

病毒的，而含氯消毒剂（主要是以次氯酸钠为主要活性成分的 84 消毒液

等）和过氧乙酸则是通过深度氧化病毒达到将其杀灭的目的。 

 勤洗手，不摸脸，少社交（社交疏离 1.8 米），咳嗽喷嚏要遮盖，物体表面

要消毒 。 

 
 本地邮政办公室周五宣布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敦促大家不要直接接触

送件人，将邮件留在门外，戴手套取出盒内物品，将外包装迅速扔掉，对取

出物品进行消毒（70%酒精），洗手至少 20 秒。 

5. 新冠肺炎讲坛： 关于政府的兩萬億經濟援助的相关咨询（基督教角聲） 

🔶問：我會得到多少補助金？ 

   如果您在 2019 年的调整后年收入少於$ 75,000，您將有資格全額获得$ 1,200。 

   共同申報且调整后年收入不足 150,000 美元的夫婦，將獲得 2,400 美元。 

         申請為“戶主”且收入不超過$ 112,500 的人可獲得$ 1,200。 

    每個家庭可因每個孩子額外獲得$ 500。 

    如果您是一家四口，則有資格獲得最高$ 3,400 的補貼。 



如果您的收入超過$ 75,000，則超出限額的每$ 100 收入而減少$ 5 補助。因此，

年收入 $80,000，可獲$950 補助；年收入$99,000 或以上的個人 (夫婦二人 

$198,000) 則不符合領現金補助。 

🔶問：什麼時候會收到此現金補助？三週內。 

🔶問：會有多次付款嗎？不會，這將會是一次性付款。 

      🔶問：我在哪裡註冊？您不需要註冊，政府會跟據國稅局 (IRS) 資料。 

🔶問：此現金補助會如何匯款？ 

          如果您在過去兩年中通過直接存款獲得退稅，那麼這就是匯款的方式。 

如果沒有，美國國稅局可以將支票郵寄到您的“最後已知地址”，並且有 15 天的時

間將付款的方式和金額通知您。他們會發送電話號碼和適當的聯繫人，以便您可

以告訴他們您是否未收到補助金。 

如果您最近搬家，最好盡快通知 IRS。如果您尚未提交 2018 年或 2019 年的納稅申

報單，請盡快申報。 

🔶問：政府如何計算我的收入？如果您已經報了 2019 年的稅，補助金額將以此資料

計算。若沒有，則以您 2018 年的資料計算。 

🔶問：現金付款是否應納稅？不。 

🔶問：我必須還補助金嗎？無需償還。 

🔶問：我在 2019 年賺了太多錢，沒有資格得到補助金。但是現在我已經被解雇了，

我還可以獲得補助金嗎？如果您在上次報稅時的收入太高，那麼您可能失去立即

獲得現金補助的資格。但是，如果今年個人收入低於$99,000（夫妻成倍增加）以

下，您可以在提交 2020 年報稅表時申請。美國國稅局將會創建一個系統，以確保

為有這種情況的人提供幫助。 

🔶問：我不是美國公民。我有資格得到補助金嗎？是的。只要您使用有效的社會安

全號碼在美國生活和工作。其中包括綠卡持有人，並且通常包括持有工作簽證的

人，例如 H-1B 和 H-2A。但這通常不包括訪客和非法入境美國的人。 

🔶問：我正在使用社會保障，或者收入低而不需要報稅，我會得到補助金嗎？如果

您有收到 2019 年的 SSA-1099 表格 (這是社會安全管理局每年發送給獲得社會保障

福利，包括退休和殘障，的人的表格) ，即使您沒有在 2018 或 2019 年報稅或當年

未繳稅，您也將有資格獲得補助金。 

🔶問：我是一位殘疾退伍軍人，但不報稅。我有資格得到補助金嗎？是的，儘管某

些細節仍需要解決，IRS 將會建立一個系統，以使殘障退伍軍人不會陷入困境。 



🔶問：我是一名大學生。我有資格得到補助金嗎？如果您的父母在報稅表上聲稱您

是被撫養人，那麼您就沒有資格。但是，如果您最近幾年一直在獨立工作和報

稅，那麼您就可能有資格。 

🔶問：如果我無家可歸或剛出獄怎麼辦？我會得到幫助嗎？只要您有社會安全號

碼，您就符合在 IRS 建立的新系統下申請救濟金的資格。 

🔶問：我欠稅。國稅局會不付我補助金嗎？不，您的補助金付款還是不會受到影

響。 

🔶問：我有逾期未付的子女撫養費。這會影響我嗎？是的，這是一個問題。如果您

被財政部紀錄有逾期的子女撫養費，則國稅局可能會減少您收到的補助金。 

温馨提示： 

 医用口罩和 N95 口罩的重复使用：70°C（158 华氏度）烤箱中烘烤 30 分钟可

杀死新冠病毒而不会明显改变口罩性能。 

 

 WHO 提供的杀灭新冠病毒的洁手液消毒配方：一个是酒精+过氧化氢+甘油，另

一个是异丙醇+过氧化氢+甘油。如果你有原料，但不知如何配制，请联系咨询

小组。 

 减少用手摸口、鼻、脸的有效方法：將非慣用手（即，如果您是右手，則為

左手，反之亦然）用于开门把手，拿东西等，因為很難用那只手去摸臉。在

韓國，他們廣泛地實踐了這一習慣。 

 洁手液易燃且肉眼不易察觉，提请随身携带时注意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