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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11 事件中失落的藝術與
藝術家

居住在 Brooklyn 的藝術家 
Michael Rolando Richards 是一位
非裔美國雕塑家，出生於牙買
加的金斯頓。2001 年 9 月 10 
日晚，Richards 決定通宵工作，
完成其紀念塔斯克基飛行員 
(Tuskegee Airmen) 的最新雕塑作
品。9 月 11 日清晨，他仍然在其
位於北塔第 92 樓的工作室中。

儘管他前途無量的職業生涯戛
然而止，但許多博物館和非營
利組織仍透過畫廊展覽來支持
他的作品。他的部分最著名的
雕塑作品有 Tuskegee Airmen 

（《塔斯克基飛行員》）、Are You 
Down（《你沮喪嗎》）和 Tar Baby 
vs. St. Sebastian（《柏油娃娃對決
塞巴斯蒂安》）。

9/11 事件發生一年後，紐約市衛生局 (Health 
Department) 收到了聯邦政府提供的資金，用於設立世
界貿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WTC) 健康狀況登記系
統 (Health Registry)。二十年後，登記系統已對其 7 萬名
登記者進行了研究與調查，發表了超過 160 篇研究論
文，其中涵蓋話題諸如 COVID-19、颶風 Sandy，以及 9/11 
事件對青壯年產生的影響。這些研究與調查的結果為
制定新政策和治療措施提供了資訊，並提供了與 9/11 
事件未來潛在健康狀況後果的最新結果相關的細節。

9.22 Traditional Chinese

針對 9/11 事件相關 PTSD 症狀使用酒精的有意自我治
療：災難發生 15 年後

創傷後壓力症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是與 
9/11 恐怖襲擊相關最常見的心理健康狀況。在登記系
統的研究中，部分持續出現 9/11 事件相關 PTSD 症狀
的登記者報告稱使用酒精來緩解症狀。對於有 PTSD 
症狀的 9/11 事件倖存者來說，就酒精使用問題定期造
訪健康照護提供者很重要。

研究結果

緬懷的藝術20 週年紀念日

9/11 事件及之後

登記系統的一項研究顯示，暴
露在 WTC 粉塵中或清理其殘
骸的登記者們更有可能診斷
出罹患氣喘和慢性阻塞性肺
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如需了解詳情，請
造訪 on.nyc.gov/copdmateria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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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 Baby vs. St. Sebastian. 
照片由 Henrik Kam 拍攝。
由 Michael Richards Estate 

提供。

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有五分之一的登記
者報告稱將酒精當
作緩解其 9/11 事件
相關 PTSD 症狀的
自我治療手段

https://www1.nyc.gov/assets/911health/downloads/pdf/registry/copd-ch.pdf


系統性自體免疫性疾病

9/11 事件紀念館的致敬之光
WTC 健康狀況登記系統 
Wave 5 調查問卷

讀者來信

您是否需要照護服務？如果您是登記系統的登記者，
並且認為您可能患有與 9/11 事件相關的健康狀況，
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trp@health.nyc.gov 與登記系統的
治療轉診計畫 (Treatment Referral Program) 聯絡。在收到
您發送給治療轉診計畫的電子郵件之後，一位工作人
員將會作出回應以幫助瞭解您是否符合資格。

資源：聯邦的 WTC 健康計畫 (WTC Health Program) 提
供針對 9/11 事件相關身體與心理健康情況的監控
與治療，包括提供藥物。不管您現在居住在何地，
我們都可以免費為您提供服務。您也可以造訪  
cdc.gov/wtc 在線申請或者致電 888-982-4748 要求
我們向您郵寄申請表。

如需獲取簡體中文版、西班牙文版和繁體中文版電子報，請造訪 nyc.gov/911health，按一下「Research」（研究）索引標籤，接著在上層
功能表中選擇「Publications」（出版物），然後在下拉式選單中選擇「e-Newsletter」（電子報）。如需聯絡登記系統，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wtchr@health.nyc.gov。

你們的上一份簡報刊登了大量關於 9/11 事件 20 週年
的文章，以及 WTC 健康狀況登記系統多年來是如何建
立和發展的時間表，不僅內容豐富，並且令人歎服。

事件發生已經過去 20 年了，真是令人難以置信，但是
我和許多紐約人一樣，並且我認為許多其他人也是這
樣，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我很高興看到登記系統特
地出了一期紀念刊。

— Gary S.

根據 2019 年登記系統的
出版物，系統性自體免
疫性疾病是一種新疾病，
出現於曾經暴露在 WTC 
災難現場的人群中。造
訪 https://www1.nyc.gov/
site/911health/updates/news-videos.page 觀看我們的
影片，以瞭解詳情。

儘管 9/11 紀念館的致敬之光 
(Tribute in Light) 看起來像兩束巨
大的光束，但這種效果是由  
88 盞單獨的燈安裝在一個  
50 × 50 英尺的廣場上產生的。
每盏灯都由一个 7000 瓦的氙气
灯泡组成，这是有史以来最高
效能的灯泡之一。

反覆測試燈具的角度使其產 
生一種光學錯覺，這樣當兩束
光分別達到 11 至 12 層樓高時，
它們就會呈現爲兩束實心的巨
大光線。這就是 9/11 事件紀念
館致敬之光是如何創造的。

您是否已搬家、換了手機號或者不再使用座機？如果是這樣的話，您可以造訪我們登記者聯絡頁面： 
a816-healthpsi.nyc.gov/wtchr/，更新您的聯絡資訊。

2020 健康狀況調查問卷 (Wave 5) 的
總體目標是收集登記者最新的健康
資訊，用於監測 9/11 事件發生 19 年
後 WTC 健康狀況登記系統登記者的
健康狀況。 

Wave 5 調查問卷的調查對象包括 WTC 
健康狀況登記系統的登記者中至少
完成過三次調查問卷的所有登記者。該調查問卷的調
查對象還包括所有「新的成年人」登記者，即最初因未
滿 18 歲而由家長或監護人在 WTC 健康狀況登記系統
中進行登記的登記者。

用戶數據文件手冊 (Data File User’s Manual) 和調查問
卷均可以在 WTC 健康狀況登記系統的網站上找到。
如需獲取登記系統 2004 年、2008 年、2012 年、2016 年
和 2020 年主要調查以及其他專項調查的數據，請造訪 
nyc.gov/911health，按一下「Research」（研究），然後按一
下「Health Data Tools」（健康數據工具）。 

登記者聯絡資訊更新

mailto:trp%40health.nyc.gov?subject=
http://cdc.gov/wtc
http://nyc.gov/911health
https://www1.nyc.gov/site/911health/researchers/research-opportunities.page
https://www1.nyc.gov/site/911health/researchers/published-research-publications.page
https://www1.nyc.gov/site/911health/researchers/published-research-publications.page
mailto:wtchr@health.nyc.gov
mailto:Watch%20our%20video%20to%20learn%20more?subject=
mailto:Watch%20our%20video%20to%20learn%20more?subject=
https://www1.nyc.gov/site/911health/updates/news-videos.page%20 
https://www1.nyc.gov/site/911health/updates/news-videos.page%20 
http://a816-healthpsi.nyc.gov/wtchr/
https://www1.nyc.gov/assets/911health/downloads/pdf/wtc/wtc-datafile-manual20.pdf
https://www1.nyc.gov/site/911health/researchers/survey-materials.page
https://www1.nyc.gov/site/911health/researchers/survey-materials.page
http://nyc.gov/911health
https://www1.nyc.gov/site/911health/researchers/research-opportunities.page
https://www1.nyc.gov/site/911health/researchers/health-data-tools.page
https://www1.nyc.gov/assets/911health/downloads/pdf/wtc/wtc-datafile-manual2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