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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簽署《國防授權法》 中國強烈抗議

美國愛荷華州布宜納維斯塔大學（Buena Vista
University）好幾名學生在12 月 8 日至 11 日，睡醒
發現宿舍房門被寫上種族歧視辱罵字眼。

其中一名學生是19歲的啦啦隊長帕克（Alyssa
Parker），她與部分隊員在11月的美式足球賽奏國
歌時單膝下跪示威，被校方命令不准再這樣做後離
隊。帕克上周日讀了一整晚書之後，和室友瓊斯
（Emerald Jones）被吵醒，一位朋友敲門告訴她，
她的門上寫著辱罵黑人的N開頭字。

帕克所住的 Pierce and White 宿舍近日發生多
起類似事件，一名拉美裔學生的門上被寫了 「非法

」，還有一名白人學生的門就被寫了 「KKK」（奉
行白人至上主義的三K黨），並畫上納粹符號。帕
克和室友相信她們被針對，是因為帕克在球賽上的
示威招搖，惹怒了某些人。

來自拉斯維加斯、19 歲的比爾斯（Ryan Bills
）涉嫌犯下之前幾起破壞案件被警方拘捕，但警方
並不認為他是在她們房門塗鴉的人。該校校長表示
對這些事件感到傷心、憤怒以及反感，他呼籲仇恨
犯罪的受害人要挺身而出，沉默只會姑息這些罪行
。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周四以3：2的票
數，通過推翻確保公平使用網路的 「網路中立」規
定。此舉形同讓提供網際網路服務的電信巨擘決定
使用者的閱聽內容。紐約州檢察長施耐德曼（Eric
Schneiderman）已表示會發起多州訴訟，挑戰 FCC
決定。

FCC周四開會表決時，3名共和黨人及兩名民
主黨人各按黨的路線投票，以3對2通過廢除 「網路
中立」政策。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派伊表示，廢除
「網路中立」規定等於廢除不必要管制。投反對票

的民主黨成員克萊伯恩（Mi-
gnon Clyburn）則指FCC 「正將
網路的鑰匙拱手讓予 『一小撮
大企業』」。

2015 年實施的網路中立規定
要求 AT&T、Verizon 等網際網
路寬頻服務提供者（ISP）必須
對所有網路傳輸資料一視同仁
，不得封鎖或阻礙競爭者。派
伊上月提出新的 「恢復網路自
由」規定，不僅推翻網路中立
的規定，未來各州也不得自訂
相關規則。

新政策的支持者主張，推翻
舊規定可鼓勵網路創新和投資
。反對者則稱，這將會扼殺網
路的開放性，任由寬頻公司選

擇使用者的閱聽內容，甚至強迫使用者支付更多費
用，才能取得想看的內容。科技界擔憂，ISP如要求
額外費用，將不利財力較弱的創業者發展，長期反
會扼殺網路創新。

蘋果共同創辦人沃茲尼克和網際網路創始人英
國工程師柏納斯李已致函FCC要求取消投票。伯納
斯李表示， 「這等於讓ISP有權決定你能上哪個網
站，還有網站速度。ISP可決定哪個公司能在網路上
成功，誰會被聽見，誰會被消音」。公共利益團體
「自由輿論」表示，將會對FCC的新規定提告。

美國總統川普日前簽署《2018財政年度國
防授權法》，因內含評估美台軍艦互訪可行性
等條款，昨引發中國強烈抗議，控美國干涉內
政。據美國媒體透露，北京近來動作連連，甚
至罕見為相關法案向美國國會施壓， 「霸凌手
法」引發美國議員反彈。

美《國防授權法》法案中包含7項強化美
台防務關係等 「國會意見」條款，包括邀請台
灣軍方參與軍演、考慮評估恢復美台軍艦互訪
等內容。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稱，相關條
款不具法律約束力，但 「嚴重違背 『一個中國
』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是對中國內
政的干涉，中方對此堅決反對。」陸慷表示，
中方已為此向美國政府提出 「嚴正的交涉」。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金（Josh Rogin
）周二以 「中國視為踩台灣問題紅線，威脅美
國國會」為題，透露中國政府罕見重手向美國
會施壓，要求參眾兩院勿再通過任何加強美台
關係的新法案。文中指出，早在今年8月，中
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就大動作發函美國國會外交
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等許多重量級議員，正式

抗議，稱中國政府 「嚴正關切」《台灣旅遊法
》法案、《台灣安全法》法案，以及《國防授
權法》相關條文，指其 「挑釁中國主權、國家
統一及安全利益」，有害美中關係穩定。中方
並威脅若國會通過法案，將對中美穩定關係造
成 「嚴重後果」。

不過，中國的 「霸凌手法」反激起美議員
及幕僚反彈，認為威脅太超過， 「不恰當且造
成反效果」。發起《台灣旅遊法》法案的共和
黨參議員盧比歐（Marco Rubio）回應： 「美國
不容中國影響或施壓干涉美國國家利益及我們
的區域夥伴」。民主黨眾議員恩格爾（Eliot
Engel）直指，崔天凱的威脅語調很不尋常，過
去中國在其他國家用這種方式威脅和施壓也就
罷了， 「有意思的是，他們覺得可用這套對付
美國國會」。友台的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柯頓
（Tom Cotton）更稱，他嚴肅看待北京武力犯
台的威脅， 「呼籲川普和國會加速軍售台灣防
衛性武器，進行美台聯合軍演，我們承擔不起
輕忽北京文攻武嚇的後果」。

美國加州聖荷西 12 歲的玩具收集
家蔡爾茲（Joey Childs），從 6 歲至今
都參與海軍陸戰隊後備隊在聖塔克拉拉
郡（Santa Clara County）為貧童送玩具
的計劃 「Toys for Tots」，每年收集了
數以百計的玩具。今年他打算收集的玩
具數量是去年的 4 倍，至今已經募到
574件。

蔡爾茲說： 「這讓我感覺很好，我
能夠收集到那麼多玩具，可以幫助海軍

陸戰隊達到它們的目標和總數，讓我感
受到成就感。」

他的爸爸說，兒子今年獲得本地商
家幫忙， 「有些公司送出禮品卡，這些
卡是他要去購物買來玩具的地方。」蔡
爾茲說，目前他收到很多給年紀較小孩
子的玩具，但給青少年的禮物則不夠。
想捐贈玩具的人，可電郵joey@silicon-
valleymoving.com聯絡他。

美FCC廢 「網路中立」 政策
紐約州檢察長揚言提告

矽谷12歲童幫貧童募玩具
破紀錄募到近600份

美啦啦隊長跪唱國歌歌
房門被寫歧視辱罵字眼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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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先生的詩表達了住在密蘇里市
（Missouri City) Colony Lakes 小區的華
人同胞對密市警員的感激與關愛。 12
月 13 日上午，該小區的代表向密蘇里
市警察局贈送了鮮花與禮品。 Sunny 女
士是這次小區華人感謝警察活動的發起
人，她感慨道：“從新聞媒體上每天都
看到槍殺，搶劫等各種聳人聽聞的消息
，我們華人真心感激警察的工作，深切
體會到他們的艱辛，希望華人積極配合
,支持並關愛每天在自己社區巡邏的警
員們。” Colony Lakes 小區華人積極響
應，籌款買了禮品鮮華送去警局。密市
警 察 局 的 Burleson 警 官 以 及 Smith,
Merritt 警官代表警局感謝華人對他們的
支持。 Burleson 警官介紹了警員在社區
的工作，他表示警員二十四小時關注社
區安全，在節日期間更是任勞任怨執行
任務。

＂警民一家親＂密蘇里市Colony Lakes 區華人同胞
日前向密蘇里警察局送鮮花與禮品日前向密蘇里警察局送鮮花與禮品，，感念警察工作艱辛感念警察工作艱辛

（UFO學會 會長：亓國華）所謂
「地外文明」，就是指 「非由地球上人類所發

展出來的另類科技文明」而言，目前出現在地
球上，最具代表性，也最具爭議性的，就是
「麥田圈(Crop Circle)現象」與 「UFO現象」，

迄今，尚無人能破解其祕密！而另一個也經常
被人們論及的類似名詞── 「地外生物」，两
者之間，在解釋上是有所區別的，凡是非生存
於地球上之生物，都可以稱之為 「地外生物」
，而 「地外生物」並非都是 「高等生物」，或
是具有高科技及高度文明，有的比人類低下，

有的徒具高科技，但是，卻毫無 「文明」可言
，所以，英國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 霍金（Ste-
phen Hawking），就一再地警告人們，最好別
主動地去招惹 「外星人」，以免 「惹禍上身」
！

再說到 「易」，根據 「周禮」一書中之記
載曰： 「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
藏，三曰周昜，其經卦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可見古之 「昜」有三類，而今失其
二，僅存 「周昜」了！ 孔子晚年始讀 「昜」
（應該是 「周昜」）令他老人家 「韋編三絕」

，頗有 「相見恨晚」之嘆！因而說出 「假
我數年，可以學昜矣！」之言，而後注
「十翼」，又稱 「昜傳」， 「昜」與 「昜

傳」之合，稱之為 「易經」，共24207字。
然而，有關 「易經」之起源，遍查典

籍，幾乎皆 「語焉不詳」，多數是以 「河
圖洛書」之說為其濫觴(P1)，其次，就是漢
書 「藝文志」中有” 「易，人更三聖，事
歷三古」之記載，然而，都是 「傳說」而
巳！古來，早就有習 「昜」者，針對這些
「傳說」有 「神之！奇之！而不可究詰也

！」之言，可見其 「來源」還是有 「究詰
」之餘地的！ 因此，有另一類 「傳說」，
就躍然而出了………..。

大約在六千五百年前（一說是六萬五千年
前），有一艘 「UFO」降落在今河南的洛水附
近，當時，伏羲 正帶着他的妹妹 女媧 與族
人一同在河邊捉魚，眾人眼見一個龐然大物，
突然 自天而降，莫不驚恐地四散而逃，僅剩

下 伏羲 兄妹两人呆立原地（可能是驚嚇過度而
動彈不得！）此刻，從UFO中下來了四個 「外
星人」，試着與他倆 「溝通」，無奈，不得要
領，這時候，一個像是領頭的 「外星人」伸出
張開的手掌中，出現了两粒有如糖果狀的 「東
西」，並做出了示意他两人吞食的動作，兄妹
二人惶恐之餘，只得接了過來，一聞之下，哇
！芳香撲鼻！加上外星人和善之態度，二人互
望了一眼後，同時吞下了這粒 「糖果」，入口
時，感覺到滋味非常甜蜜（sweet as honey）！
不一會兒，突然，腦脹耳鳴…….過後，居然感
覺到不用張口，就能與外星人交流了！ 外星人
決定以他們兄妹二人做一個示範，來開發人類
的智力，灌輸一些宇宙間的知識，最先教導的
就是後來所流行的 「九宮格」(P2)演算方法，那
時候還沒有文字或數字，只得以 「點」來代表
「數」，這也是 「三階魔方 」（Magic Square）

數字學之初現人間！原本就有些 「天縱之智」
的伏羲，有了這些基礎概念之後，改點為畫，
而成就其八卦之圖，進而演化出六十四卦，再
引伸至4096卦……..而至變化萬千，天地萬有盡
在其中矣！

「昜經」是中華文明之瑰寶，也是世界文
化史上第一部由符號系统與文字組合而成之鉅

著，蘊涵着宇宙發展之大規律，故， 「究詰」
其根源，並無損於其內容之價值！深受中華文
化影響之韓，日两國，歷來對我國之 「昜經」
也是推崇備至，爭相學習！尤其是 「大韓民國
」的國旗上，還畫着半個八卦圖（乾，坤，坎
，離四經卦），可惜，少了另外的四卦，而無
法成全八卦之象，以致國土分裂，僅守半壁江
山，尤其是在其 「大统領」下令廢除 漢字 之後
， 「文明」之發展水平深受影響，孰不知，中
文 「卦」字的筆畫就是 八，缺一不成，由此可
見 「學藝」要精！ 「用卦」得慎也！

近人 南怀瑾（1918—2013）曾在一篇討論
「易經」的序文中寫道” 「………近代作者尤

眾，一得十挹，意邁前賢，而終未能意得忘象
，魚脫筌遺也，雖然分河飲水，別樹門庭而資
生解渴，各取所需，庸何傷哉！抑何碍耶！」
，如今，多有 「研易」者，將 「昜經」這門學
術，刻意地導向了 命，相，風水之途，少了
「學」而多了 「術」，令人有 「偏頗」之嘆！

有關 「地外文明」曾經來到地球上 「助人
」的故事，只要 「有心」找尋，在人類發展的
歷史上，尤其是在一些 「宗教」之經典上，就
可以發現許多類似 伏羲兄妹所遭遇之 「故事」
，只是解釋方式不同而已，以人類目前之智慧
程度，尚不具有 「肯定」或 「否定」世間一些
「現象」之能力，如 「UFO現象」， 「宗教現

象」等等，都需要 「究詰」而探明其 「真象」
， 「究詰」之餘，各抒巳見， 「抑何碍耶！」
。

「地外文明」 與 「易」 學起源之探究
密市警察局的密市警察局的 BurlisonBurlison 警官警官，，以及以及Smith ,MerrittSmith ,Merritt 警官出面代表警警官出面代表警
局感謝華人對他們的支持局感謝華人對他們的支持。。

圖為密蘇里巿華人同胞代表圖為密蘇里巿華人同胞代表，，出面向密巿警察局佳節送溫情出面向密巿警察局佳節送溫情，，感激他們感激他們2424 小時小時
任勞任怨執行社區安全任務任勞任怨執行社區安全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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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將至，一向以服務長者為宗
旨的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將於十二
月二十二日星期五晚上六時三十分在
美倫美奐的雅苑(6968 Howell Sugar
Land Rd., Houston TX. 77083 )舉辦年
終聯誼舞會及第四季慶生會。

當天除了有豐富的晚餐 (包括提

供高級牛排)，會長鄭雅文更將提供拉
斯維加斯式的遊戲及豐富的獎品，同
時提供免費照相區Photo Booth相片隨
照隨取,讓參與的朋友能留下美麗歡樂
的倩影。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還特別請到
排舞專家鄭麗娟老師帶動大家跳30分

鐘的排舞(line dance). 而在陳玉蕊及許
樹國兩位理事精心策畫懷念歌曲欣賞
前提下，不但有歌唱班學員的演唱、
監事洪良冰、邵梅五、邱秀春及蔡淑
娟精彩的演出，及監事王秀姿、張錦
娟及理事陳玉蕊的合唱外，當然也不
忘為喜愛跳舞的朋友邀請到鄧文浩先

生掌控所有的音響，安排一系列好聽
的浪漫舞曲，相信在鄧文浩先生精心
的安排下，會有著一個難忘的夜晚。

此次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舉辦的
年終聯誼舞會及第四季慶生會除了歡
迎中華保健中心的所有會員參與外也
非常歡迎非會員朋友們一同參與同樂

，會員票價$20.00, 非會員票價$25.00
，當天現場購票將為$30.00。

購票或詢問請電前會長洪良冰
832-818-6688 或 前 會 長 張 錦 娟
832-236-5048或任何一位中華保健中
心理事皆可。歡迎僑胞朋友們踴躍參
加。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將舉辦多彩多姿年終聯誼舞會及第四季慶生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
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於
12 月 9 日上午 10 時起在
休士頓永生神基督教會
舉辦年會，中國基督教
家庭教會創始人之一徐
永澤牧師應邀主講 「一
帶一路與職場宣教」，
與會員們分享當代華人
基督徒重要任務。

國際基督徒華商協
會年會，由劉於穫理事
主持，嚴偉偉顧問帶領
大家歡唱詩歌，傅慶農
會長、嚴松理事長分別
介紹國際基督徒華商協
會 成 立 宗 旨 、 背 景 、
2017 年曾經舉辦職場事
工的活動，在商場、職
場上傳揚基督信仰，經
由基督信仰、聖經原則
幫助企業領袖、專業經
理人，整合聖經上經商
教導，讓這樣原則能應
用在個人、家庭及職場
上。

國際基督徒華商協
會現在與曉士頓中國教

會、福遍中國教會、永
生神基督教會等合作，
還與休士頓浸信會大學
（Houston Baptist Uni-
versity)建立夥伴關係，
共同培養成功領袖人才
，裝備商場菁英，還推
廣職場事工。

徐永澤牧師在會上
以考古、典籍說明基督
信仰傳入中國的歷史，
談到基督信仰從漢、唐
、元有傳進中國足跡，
直到明清時期，西方傳
教士經由帶來科學技術
等知識促進東西方文化
交流，並帶來基督教信
仰。中國政府近年來推
動 「一帶一路」經濟發
展政策震撼世界，這樣
的方向激起中國的基督
徒要帶著基督信仰 「出
中國」、 「西行」，從
過去信仰傳入中國轉變
成從中國傳出去，一路
傳回到基督教聖地耶路
撒冷，這是中國信徒們
一大任務。

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在永生神基督教會舉辦年會
徐永澤牧師應邀主講徐永澤牧師應邀主講 「「一帶一路與職場宣教一帶一路與職場宣教」」

曹松理事長介紹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成立宗旨曹松理事長介紹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成立宗旨、、背景背景。（。（記者黃麗珊記者黃麗珊
攝攝））

傅慶農會長在會上介紹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傅慶農會長在會上介紹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20172017年曾經舉辦職場事工年曾經舉辦職場事工
活動活動。（。（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於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於1212月月99日舉辦年會日舉辦年會，，徐永澤牧師應邀主講徐永澤牧師應邀主講
「「一帶一路與職場宣教一帶一路與職場宣教」」 ，，與會員們分享當代華人基督徒重要任與會員們分享當代華人基督徒重要任

務務。（。（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嚴偉偉顧問嚴偉偉顧問、、馮春美理事馮春美理事、、孔毅老師孔毅老師、、曹松理事長與徐永澤牧曹松理事長與徐永澤牧
師師（（右三右三））交流交流。（。（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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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專門致
力於疼痛治療、免除開刀風險的德州
第一診療中心(Texas Regional Health
& Wellness)在糖城診所備受好評之後
，日前已在中國城正式有診所為民眾
服務，方便長輩們就醫，地點就位於
百利大道的黃金廣場上，讓很多住在
中國城附近的銀髮族們，少些車程奔
波。

人年紀大了，或是因為運動、意
外傷害，身上可能會有許多疼痛，當
人身上有任何不舒服時，會讓人心情
不佳、心浮氣躁，據悉，全美約有一
億人遭受不同的疼痛之苦，平均每三
個人就有一個人身上有疼痛。疼痛是
一種不舒服的、揮之不去的感覺，長
期疼痛在身，也會令人無法專注於生
活，甚至改變社交關係。

眾多膝蓋、肩膀、背部的疼痛患
者如果很嚴重，最後往往被告知要開
刀。但是，您可知道，除了動手術之
外，其實還有別的選擇。

德 州 第 一 診 療 中 心 (Texas Re-
gional Health & Wellness)運用 「幹細胞
」療法，成功地為許多病人解除疼痛
，不用開刀就能治療各種疼痛，包括
關節炎，幫助病人修復器官、恢復機
體功能，已經造福許多人，可說是疼
痛患者的大福音。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是由陶慶麟醫
師 ( Dr. Sammy Tao)所主持，以專家
匯診醫療模式，團隊一起做診療，對
症下藥，專業的團隊包括家庭科、內
科、外科、中醫科、脊椎治療科，集
多方專家智慧，提供最有效的診療，
達 到 最 佳 的 效 果 。 整 合 功 能 醫 學
(functional medicine)、 物 理 治 療 學
(physical medicine)、與疼痛治療(pain
management)，不僅治療症狀，同時找
出病因。

陶醫師表示： 「我們所採用的專
家匯診模式是，當一個病人來的時候
，首先接觸的是家庭醫生，家庭醫生
會先了解病人的病情、病史、收集相
關的資料，然後由團隊一起診療，尋
找出病因，再對症下藥。不像在其他
地方的病人，有可能看一個醫生，醫
生說不是這個原因，又再看下一個醫

生，萬一又不是
，還得再換另一
個醫生。我們的
專家會診團準確
性非常高，集合
幾位醫生的專長
找到病因，對症
下藥，對一個病
人而言，這樣有
很大的好處，既
了省時間，又省
金錢，最重要的
是從根本解決問
題。」

「有一個很
好的例子是，有一個病人來我們
中心，述說他看病的經歷。之前
，他的背痛了好幾個月，疼痛部
位在左邊，他的家庭醫生認為左
胸部的地方有疼痛，可能跟心臟
有關係，所以建議他去看心臟科
醫生。他去心臟科醫生那裏，做
了很多治療與吃藥，疼痛卻沒有
好轉。後來，他來到我們中心，
我們看到他這邊肌肉的疼痛與他
的呼吸運轉不對，他的胸部跟脊
椎骨連結的地方有點錯位，這其
實是很簡單的問題，經過三次的
治療，他的疼痛就好了，對他來
講，只要花一點點錢，就解決問
題。但是，他之前花了很多錢、很多
時間，卻沒有把疼痛醫好。」

陶醫生運用 「專家匯診」醫療模
式，無異是對美國傳統家庭醫生模式
的一種改革，很顯然地，這樣的模式
能夠為病人找到更有效的治療方法。

此外，在醫學界，現今最受矚目
的療法就是幹細胞療法，這種新型療
法，將幹細胞植入人體後，替代那些
受損傷的細胞，進行修復，因而達到
治療的功能。 「幹細胞」療法也被稱
為再生醫學，這種治療技術，被讚為
人類有史以來的 「飛躍式」醫療。德
州第一診療中心運用 「幹細胞」療法
，幫助病人不開刀就解決疼痛，特別
是關節炎，美國每年有六十萬以上的
民眾接受膝關節替換手術，但其實，
很多疼痛並不需要開刀來治療。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希望能幫助病
患找出致病的根本原因，恢復應有的
健康和活力。中心的醫師與病患一起
合作，讓患者了解如何能過上更健康
愉快的生活，同時教育病患 「功能醫
學」與生活結合的益處，每個人自身
都有自癒力，德州第一診療中心幫助
病人讓體內的自癒力發揮應有的功能
，達到長期的健康狀態。

其實， 「疾病」只是一個稱呼，
代表的是體內的生理功能失去平衡。
失調的原因有很多，可能跟壓力、飲
食、生活、工作環境、睡眠、或是個
人的基因型態有關，因此，每個人需
要的治療方式應依他的特殊情況而定
。 「功能醫學」期望透過調整身體不
平衡之處，提升器官的功能，恢復身
體健康，而非只是消除疾病症狀而已

。
身體某個部位的不適，只是一個

訊號的展現，就像是冰山的一角。
「功能醫學」注重整體的健康，而不

把焦點放在疾病之上，它的超越之處
，就是幫助我們深入瞭解身體功能哪
裡失衡了，就像觀察水平面下的冰山
全貌。一但瞭解全貌，透過不同的角
度切入，找到關鍵性的治療方法，依
每個人的身體需求，給予醫療、營養
、飲食、與生活型態調整的各種建議
。

傳統醫學一般會治療您的症狀，
如高血壓、慢性疼痛、糖尿病、自身

免疫性疾病、不孕症、或癌症等。 然
而， 「為什麼」會得病卻很少被注意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致力於從根本解
決問題，不僅治療病症，同時從源頭
幫您達到最理想的健康，照顧整個身
體，而不僅僅是治療局部問題。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電話832-998-2416
(中文)、281-208-7335(英文)。中國城
診 所 地 址: 9798 Bellaire Blv., #K,
Houston, TX 77036(位於黃金廣場)。
糖城診所地址: 2837 Dulles Ave., Mis-
souri City, TX 77459。 www.texasre-
gionalhealth.com。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 中國城診所開業為民服務
運用最新運用最新 「「幹細胞幹細胞」」 療法療法 不僅治病不僅治病 同時找出根源同時找出根源

陶醫生表示陶醫生表示:: 「「專家匯診專家匯診」」 醫療模式能夠為醫療模式能夠為
病人找到更有效的治療方法病人找到更有效的治療方法

運用運用 「「幹細胞幹細胞」」 療法療法，，成功地為許多病人解除疼痛成功地為許多病人解除疼痛，，不用不用
開刀就能治療各種疼痛開刀就能治療各種疼痛，，包括關節炎包括關節炎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的中國城診所已經正式開業為民眾服務德州第一診療中心的中國城診所已經正式開業為民眾服務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德州第一診療中心 以專家匯診醫療模式以專家匯診醫療模式，，團隊一起做診療團隊一起做診療，，對症下藥對症下藥

紅棉曲藝社紅棉曲藝社 「「20172017 粵調金曲演唱會粵調金曲演唱會」」
1212 月月 33 日盛大舉行日盛大舉行，，雷艷芳榮膺新會長雷艷芳榮膺新會長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休士頓著名粵
曲團體--- 紅棉曲藝社於12 月 3 日晚間
六時半在珍寶樓舉行 「2017 粵調金曲演
唱會 」，席開38 桌，四百多人歡聚一堂
，上半場由司儀關小仙、甄明珠、王頌

慈介紹社員，並舉行小曲合奏，粵曲對
唱。包括： 雷艶芳、甄明珠演唱 「倩女
回生」，莫俊龍、袁麗媚演唱 「林沖淚
灑滄州道」，及凌舜華、王頌慈合唱
「揮淚別南唐」。

在中場休息後，該社舉行新、舊
任社長交接，由社長莫俊龍將社長大任
交給新任社長雷艷芳，並介紹樂師暨致
送紀念品。下半場的節目包括： 小曲合
奏、粵曲對唱，包括： 雷艷芳、陳彥綾

演唱 「詩侶驪歌」，
莫俊龍、甄明珠演唱
「鐵掌拒柔情 」，及

凌舜華、關小仙演唱
「七夕銀河會 」，最

後由紅棉曲藝社社員
合唱完場曲 「合歡情
」。一整晚粵調金曲
不斷，令全場人士聽
得如醉如癡，大呼過
癮！

「 中信搬家公司 」 新增長37 呎大貨車

以 「優質服務、專業快速 」 為 特色 的
「中信搬家公司 」, 現新增長37 呎大貨車，

以期為您作更優質的服務。 「
中信搬家公司」 可作到 「當天
電話，當天搬。誠實可信。26
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
有大中小型封閉貨車，專經營長
短途搬運。凡住家、公寓、辦公
室、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
提貨，皆有保險，工作保證。信
譽第一，該公司 24 小時服務，
並免費提供紙箱。圖為 「中信
搬家公司」負責人李先生攝於其
長37 呎的大貨車前。

聯絡電話:832-561-7776

李娜療痛中心李娜療痛中心：：
通絡止痛通絡止痛 熱敷藥貼熱敷藥貼
為病人帶來福音為病人帶來福音

中藥外敷是運用中藥歸
經原則，以氣味具厚、藥物
為引導率領群藥，開結行滯
直達病灶。固可透入皮膚產
生活血化淤，通經走絡，開
竅透骨，祛風散寒等功效。
敷於體表的中藥刺激神經末
梢，通過反射，擴張血管，
促進局部血液循環，改善周
圍組織營養，達到消腫，消
炎和鎮痛的目的。同時藥物
在患處通過皮膚滲透達皮下
組織，在局部產生藥物濃度
的相對優勢，從而發揮較強
的藥理作用。
療效特點：

1. 以通經活絡為主，
快速打通因寒濕而淤塞的經
絡通道。中醫認為，痛則不
通，打通經絡通道，讓患者
首先解除疼痛之苦，樹立治
療信心，調動自身主動的心
理因素。也為後面的給藥，
掃通路障，讓藥直入病灶。

2. 以消除痹症為主。
中醫將所有的經絡骨病皆歸
結為痹症。這一組的藥力是
直指病灶，像靶向給藥一樣

，直接作用在
痹症上，使痹
症軟化，消融
，使變形的骨
骼得以修復歸
位。

3. 以 除
根固本為主。
由於患者得病
之前的機體就
出現了虧損，
腎精不足，元
氣耗損，外邪

乘虛而入。所以，當完成祛
除了“痹”症以後，還要進
一步補充腎元精氣，正氣內
存，不讓外邪入侵，這樣治
好的病就不會復發了。

李娜醫生將家傳秘方研
製成純天然中藥外敷系列藥
貼，針對腰椎間盤突出、頸
椎病、關節炎、肩周炎、腰
肌勞損、滑膜炎、腰椎管狹
窄、風濕腰腿痛、坐骨神經
痛、膝蓋腫痛等骨關節和軟
組織類疾病。有溫陽通絡、
活血散瘀、通利關節、軟堅
生肌、消炎止痛的奇效。

冬季寒濕是疼痛和骨關
節病的高發季節， 李娜療痛
中心推出中藥外敷結合科學
先進的運動醫學康復療法，
針對性強療效快，一次/敷
$60， 或 一 個 療 程 6 次/敷
$300。

李 娜 療 痛 中 心 地 址 ：
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聯 絡 電 話:
832-863-8003，
713-492-0686李楠醫生

李娜醫生

為為 「「紅棉曲藝社紅棉曲藝社」」 全體社友合照全體社友合照。（。（ 二排右四二排右四
））為新任社長雷艷芳為新任社長雷艷芳。。

為重要演唱者合為重要演唱者合
影影。（。（ 左四左四 ））
為社長莫俊龍為社長莫俊龍。。
（（ 左一左一 ）） 為新為新
任社長雷艷芳任社長雷艷芳。。

圖文：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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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南銀行2017年歲末聖誕感恩餐
會，12月9日在萬豪酒店（Marriott）熱鬧登
場，由於今年適值美南銀行開行20周年。因
此，該行擴大了今年的餐會活動，特別錄製
及播放銀行20周年回顧片段和介紹該行各部
門工作性質和同仁及各區分行影片讓與會佳
賓和同仁們約略了解銀行運作情況，場面隆
重盛大。在當晚的餐會活動中，依照往例董
事長李昭寬及執行長CEO Gary Owens分別頒
發獎勵表揚給服務15周年和10周年的資深員
工。

美南銀行執行長 Gary Owen 在致詞時暢
談創行經過，他並感謝全體員工在過去一年
來的努力和董事會全力的支持。Gary表示，
銀行今年總體成績表現亮麗，除了貸款業務
增長超過預期外，總資產也迭創新高。他同
時期勉員工說，銀行董事會將在未來2018年
一如繼往的全力的配合大家。他堅信預期未

來銀行業務將會有更好的表現。
今年美南銀行的聖誕晚會節目由營業部

負責策劃，與往年略有不同。在餐會一開始
首先和在場的佳賓和員工們大玩賓果遊戲，
舉凡任何一人中獎該同桌同伴們均同等均可
獲得獎品購物禮券乙份，為晚會帶來第一波
的高潮。猜拳傳球遊戲在緊張中和歡笑中，
看到了參與者為同桌伙伴爭取獎品的機智反
應和努力。還有，達拉斯地區3家分行也特別
準備了團體舞蹈表演，帶領大家同樂。

今年獲得 15 年服務獎勵的員工有 Annie
Chan、Vicki Chen、Helen Liu。獲得服務 10
年 獎 勵 的 員 工 有 Chen Chen、 Anna
Tse-Cheng、 Annie Lee、 Chi Tang、 Winnie
Wang、Winnie Wong等。他們均先後上台接
受董事長李昭寬及執行長Gary Owens頒發的
獎勵，獲得全場熱烈鼓掌加油。

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昭寬夫婦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昭寬夫婦、、副董事長謝坤增副董事長謝坤增
在在West ChaseWest Chase萬豪旅館大廳歡迎周藝醫師及萬豪旅館大廳歡迎周藝醫師及
台聯會李迎霞會長台聯會李迎霞會長((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美南銀行執行長美南銀行執行長Gary OwensGary Owens歡迎達拉斯分行歡迎達拉斯分行
員工參加員工參加20172017年聖誕晚宴年聖誕晚宴((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美南銀行執行長美南銀行執行長Gary OwensGary Owens、、董事長李昭寬董事長李昭寬
頒發獎勵給服務滿頒發獎勵給服務滿1515年績優員工年績優員工Vicki ChenVicki Chen
、、Annie ChanAnnie Chan、、Helen Liu(Helen Liu(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美南銀行執行長美南銀行執行長Gary OwensGary Owens、、董事長李昭寬頒發獎勵給服務滿董事長李昭寬頒發獎勵給服務滿1010年績優員工年績優員工Chen ChenChen Chen、、AnAn--
na Tse-Chengna Tse-Cheng、、Annie LeeAnnie Lee、、Chi TangChi Tang、、Winnie WangWinnie Wang、、Winnie WongWinnie Wong等等((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美南銀行2017年聖誕晚宴 來賓與員工盡歡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影攝影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於12月12日召開世界年會新聞發佈會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長黎淑瑛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長黎淑瑛、、台北經濟文化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處長陳家彥辦事處處長陳家彥、、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
莊雅淑莊雅淑、、僑務委員劉秀美等及工作團隊比讚互相加油僑務委員劉秀美等及工作團隊比讚互相加油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總幹事何真宣佈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總幹事何真宣佈
在休士頓召開世界年會已經就緒在休士頓召開世界年會已經就緒、、國際秘書長宋國際秘書長宋
秉穎律師秉穎律師、、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列席指導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列席指導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讚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讚
許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對哈維水災許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對哈維水災
捐獻超過美金拾萬多元捐獻超過美金拾萬多元、、這次將近這次將近400400人人
將出席這次盛會將出席這次盛會、、對國民外交相當有貢獻對國民外交相當有貢獻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長黎淑瑛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長黎淑瑛、、前前
休士頓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會長陳美雪休士頓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會長陳美雪、、僑僑
教中心主任莊雅淑歡迎溫哥華分會委員李佳樺教中心主任莊雅淑歡迎溫哥華分會委員李佳樺
與會與會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總會長黎淑瑛管協會總會長黎淑瑛
宣佈這次世界年會將宣佈這次世界年會將
一連舉行三天活動一連舉行三天活動、、
1212月月1515晚珍寶海鮮餐晚珍寶海鮮餐
廳舉行歡迎晚宴日廳舉行歡迎晚宴日、、
1616、、1717 會員大會會員大會、、牽牽
手獎頒獎典禮手獎頒獎典禮、、華冠華冠
經濟論壇等議程經濟論壇等議程，，世世
華之夜及惜別晚宴德華之夜及惜別晚宴德
州之夜州之夜

休士頓僑教休士頓僑教
中心主任莊中心主任莊
雅淑期待大雅淑期待大
會遍地開花會遍地開花
、、世界華人世界華人
工商婦女企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總會管協會總會
長黎淑瑛任長黎淑瑛任
內馬不停蹄內馬不停蹄
擴展分會擴展分會、、
僑務委員長僑務委員長
吳新興相當吳新興相當
重視並且親重視並且親
自全程參與自全程參與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長黎淑瑛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長黎淑瑛、、
總幹事何真總幹事何真、、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
彥彥、、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
雅淑雅淑、、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劉秀美、、休士頓婦女工商企休士頓婦女工商企
管協會黃春蘭會長管協會黃春蘭會長、、顧問黃以法等切切蛋糕顧問黃以法等切切蛋糕
預祝大會成功預祝大會成功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長黎淑瑛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長黎淑瑛

召開工作會議後邀請全體工作團隊合影召開工作會議後邀請全體工作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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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懼嚴寒不懼嚴寒 加拿大民眾穿內衣參加聖誕慈善跑加拿大民眾穿內衣參加聖誕慈善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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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中國遊艇第八屆中國遊艇、、航空航空
及高端時尚生活方式展三亞舉行及高端時尚生活方式展三亞舉行

20172017第八屆中國遊艇第八屆中國遊艇、、航空航空
及高端時尚生活方式展在海南三及高端時尚生活方式展在海南三
亞舉行亞舉行，，功夫巨星成龍的私人遊功夫巨星成龍的私人遊
艇亮相展會艇亮相展會。。

汝楨藝苑汝楨藝苑-------- 言雪芬戲曲之家言雪芬戲曲之家
上周六為言雪芬老師舉行生日會上周六為言雪芬老師舉行生日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秦鴻鈞攝攝

圖為言雪芬老師攝於生日蛋糕前圖為言雪芬老師攝於生日蛋糕前。。

生日會一團喜慶氣氛生日會一團喜慶氣氛。。

「「 紅棉曲藝社紅棉曲藝社 」」 的社長雷艷芳的社長雷艷芳（（
前排左一前排左一）） 也率社員前來道賀也率社員前來道賀。。

言雪芬老師言雪芬老師（（ 中中 ）） 與兩位弟子與兩位弟子
同時慶生同時慶生。。

三位壽星合切蛋糕三位壽星合切蛋糕。。

出席生日會的嘉賓出席生日會的嘉賓。。言雪芬老師言雪芬老師（（ 前排中前排中 ）） 與樂師們合影與樂師們合影。。



Must be 21 or older to enter casino and to gamble. Know When To Stop Before You Start.®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522-4700. ©2017, Caesars License Company, LLC.

LUCKY BACCARAT SUNDAYS
Be one of our lucky baccarat seat winners for a chance to pick a red envelope from one of our prize trees, with gifts valued up to $300.

Swipe your Total Rewards card to receive more chances to win.

Seven Stars | 7 Entries
Diamond | 5 Entries

Platinum | 3 Entries
Gold | 1 Entry

Drawings | 7pm – 11pm
Baccarat Tables

幸運百家樂星期日
成為獲得我們幸運百家樂席位的得主，並有機會從發財樹挑選一個紅包，最高可獲得價值 $300 的禮物。

刷您的 Total Rewards 卡即可獲得更多得獎機會。

Seven Stars 級 | 7 次抽獎機會
鑽石級 | 5 次抽獎機會

白金級 | 3 次抽獎機會
金級 | 1 次抽獎機會

抽獎 | 晚上 7 時 – 晚上 11 時
百家樂遊戲桌

BB1111廣 告

11/01/17 to 12/31/18

星期五 2017年12月15日 Friday, December 15, 2017



BB1212廣 告
星期五 2017年12月15日 Friday, December 1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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