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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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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未來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貸

總行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508 Highway 6 South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713-771-9700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察遜分行                        布蘭諾分行                 奧斯汀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1131 N. Jupiter Rd.              2304 Coit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600                      Suite A100
TX 75080                            TX 75081                            Plano, TX 75075          Austin, TX 78753  
972-246-1277                     972-301-5988                     972-673-0188              512-834-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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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縝  醫師
休士頓著名外科醫師
「達芬奇」機器人手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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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川普：：聯邦調查局錯過了聯邦調查局錯過了
佛羅里達槍擊案的預警佛羅里達槍擊案的預警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路透社華
盛頓2月19日訊）美國總統川普尖銳批評聯邦
調查局和國會議員，過度關註調查俄羅斯對
2016年美國大選的幹預，導致調查人員錯過了
可能阻止佛羅裏達發生致命校園槍擊案的時機
。

川普總統周末在佛羅裏達州的瑪拉-拉戈
（Mar-a-Lago）莊園發表了一系列推文，他說
，國會的調查和政治上的“仇恨”表明，俄羅
斯成功地在美國散播了“不和諧、分裂和混亂
”。

他指責他的前任，民主黨人巴拉克•奧巴

馬(Barack Obama)總統未能盡力阻止俄羅斯的
選舉幹預。

周六晚上，特朗普在推特上批評美國聯邦
調查局(FBI)忽略了19歲的尼古拉斯•克魯茲
(Nikolas Cruz) 的種種蛛絲馬跡的警訊。克魯茲
周三在勞德代爾堡郊區帕克蘭(Parkland)的馬喬
裏•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l)槍殺了17人。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周五承認，他們沒有
調查有關克魯茲擁有槍支和揚言殺人的警告。

“很遺憾，聯邦調查局錯過了佛羅裏達校
園槍擊案兇手發出的所有信號。”這是不可接

受的。“他們把時間花在證明俄羅斯與川普陣
營的勾結——結果是瞎耽誤功夫。”川普總統
說。

川普總統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表明調查俄羅
斯的幹預和聯邦調查局未能阻止佛羅裏達槍擊
案---美國高中最致命的事件，這兩者之間有
什麼直接聯繫。

大屠殺的生還者猛烈抨擊川普將校園槍擊
案與對俄羅斯的調查聯系在一起。對俄羅斯的
調查一直籠罩著他的總統生涯。

“哦,我的上帝呀。我的同學和朋友中有17
人已經死了， 你竟然有膽量把這事扯上俄羅斯
!?” 16 歲的摩根•威廉姆斯（Morgan Wil-
liams）在推特上寫道。“一顆殘忍的心。”

“聯邦調查局的很多人都在竭盡全力保證
我們的安全。”事實是，這是兩個獨立的問題
，”共和黨參議員蒂姆•斯科特（Tim Scott）
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面對全國》節目中說
。

前司法部副部長薩利•耶茨（Sally Yates
）在推特上說:“我們的總統利用這一悲劇扯上
外國對手對我們民主制度的幹涉。真可恥。”
薩利•耶茨曾是奧巴馬政府的留任者，他在川
普擔任總統的時候因拒絕為幾個穆斯林占多數
的國家的旅行設限而被解職。

美國聯邦調查局沒有立即就川普的微博做
出回應。

首次證實本市的一名兒童首次證實本市的一名兒童
與流感相關的死亡病例與流感相關的死亡病例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KHOU11德克薩斯州
哈裏斯縣 2 月 19 日訊）哈里斯縣公共衛生部（Harris
County Public Health，HCPH ）官員證實了首例與流感有
關的兒童死亡病例。

據HCPH報道，這是本年流感季節第一個兒科死亡病
例。據報道，這孩子是一個女孩，她在2月份去世了。目
前還沒有更進一步的信息。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上周提供的信息，在這個具有挑戰
性的流感季節，全國已有84例小兒流感相關死亡病例。此
外，今年的疫苗為6個月到8歲的兒童提供了良好的保護。

在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另外一份報告中，專家
表示今年流感疫苗對於防治今年流感主要毒株只有25%的
有效性。疫苗在幼童中的成功率更高一些。

川普總統在推特上發言川普總統在推特上發言。。
川普總統周末到了佛羅里達州川普總統周末到了佛羅里達州。。

毫無疑問毫無疑問，，槍手要面對法庭調查槍手要面對法庭調查。。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哈里斯縣公共衛生部執行主任尤瑪爾哈里斯縣公共衛生部執行主任尤瑪爾••莎阿莎阿（（Umair A.Umair A.
ShahShah））博士說博士說：“：“這次死亡事件令人悲傷地提醒我們本這次死亡事件令人悲傷地提醒我們本
地的居民地的居民，，特別是那些更容易發生嚴重流感並發癥的流特別是那些更容易發生嚴重流感並發癥的流
感患者們感患者們。。使用流感疫苗和其他預防措施是防止流感所使用流感疫苗和其他預防措施是防止流感所

必須的必須的。。””

假期結束了假期結束了，，希望你能在不生希望你能在不生
病的情況下度過所有的歡樂時病的情況下度過所有的歡樂時
光光。。流感季節還沒結束流感季節還沒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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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聖喬治教堂內景曝光英國聖喬治教堂內景曝光 金碧輝煌將舉辦哈裏王子婚禮金碧輝煌將舉辦哈裏王子婚禮

探訪位於英國溫莎城堡的聖喬治教堂探訪位於英國溫莎城堡的聖喬治教堂，，英國哈裏王子和未婚妻梅格英國哈裏王子和未婚妻梅格
漢漢··馬克爾的婚禮將於今年馬克爾的婚禮將於今年55月月1919日在這裏舉行日在這裏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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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臺灣微雕藝術家陳逢顯展示由他雕刻的臺灣微雕藝術家陳逢顯展示由他雕刻的““袖珍狗袖珍狗”。”。其中最其中最
小壹只狗的尺寸只有小壹只狗的尺寸只有11毫米毫米，，頭部的尺寸僅頭部的尺寸僅00..11毫米毫米，，需通過高倍放大需通過高倍放大
鏡才能壹探究竟鏡才能壹探究竟。。

德國小鎮舉行木筏比賽德國小鎮舉行木筏比賽
奇葩造型小舟超搶眼奇葩造型小舟超搶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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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手機兩月現多起缺陷
有用戶開始轉投安卓陣營

“iPhone6已被我當備用機了，趁著

春節前換了壹款安卓手機，”蘋果用戶

王先生表達了對蘋果“降頻門”態度，

“很難接受蘋果以犧牲系統流暢性為代

價，來提高電池續航能力的做法，即便

蘋果下調了電池的價格，我也不會給

iPhone6更換電池。”

自去年12月底以來的兩個月內，蘋果

經歷了“降頻門”“電池門”“燒屏門”

等事件。上述風波尚未平息，iPhone7又爆

出“信號門”，蘋果不得不召回部分手機

免費維修，甚至就連被蘋果寄予厚望的

iPhoneX也陸續爆出“沒法接電話”及

“下半年將停產”等負面消息。

對蘋果而言，其面臨的考驗極其嚴

峻，不僅有自身創新乏力的問題，還有

來自羽翼日益豐滿的其他競爭者。

iPhone頻出狀況
用戶投訴激增
蘋果開啟了大範圍的“無服務”問

題iPhone7召回維修計劃。蘋果公司此前

確認，由於主板上的某個組件發生故

障，壹小部分iPhone7可能會在狀態欄中

顯示“無服務”（即使在蜂窩移動信號

覆蓋範圍內）。

蘋果稱，如果發現此類問題，他們

會負責免費維修。如果以前在蘋果官方

客服因此維修造成收費，蘋果會返還用

戶維修花費。

對於蘋果給出的解決方案，用戶們

似乎並不買賬。網友“肥了個靜”在微

博上稱，“這麽大壹個問題，居然只是

召回維修，還得15天，還得清空數據。

居然不是換新機？脫粉，價格越來越高，

質量越來越差。”

近期，蘋果“降頻門”也在發酵。

去年底，蘋果中國發布聲明，針對降低

老款設備性能以防止設備意外關機壹事

致歉，並提出降低保修期外iPhone6以後

機型更換電池的價格，中國用戶更換電

池的價格從608元下調至218元。

用戶王先生對記者說，即便蘋果下

調了電池的價格，他也不滿意，“已經

入手了壹款安卓手機”。

果粉李女士表示，近年來蘋果手機

總是出現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手機

對現在的人們來說越來越重要，手機出

了問題壹定會很著急。”

據上海市消保委統計，上海市消保

委收到有關蘋果產品和服務的投訴2015

年為964件、2016年為4021件、2017年

為2615件，涉及電池質量、意外關機、

賬號被盜、售後服務等多個問題。

手機銷量跌逾1%
iPhoneX被傳將停產
蘋果2月1日發布的去年第四季度財

報顯示，當季營收882.93億美元，同比

增長13%，凈利潤200.65億美元，同比

增長12%，營收、凈利潤雙雙創下歷史

新高。iPhone依然是蘋果眾多業務中貢

獻最大的壹個。去年第四季度，iPhone

營收 615.76 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

543.78億美元增長13%，占總營收的70%。

不過，報告期內iPhone銷量出現了

同比下滑。去年四季度 iPhone 銷售

7731.6萬臺，低於市場預期的8020萬臺，

較上年同期的7829萬臺下滑1.2%。

銷量不及預期，營收和利潤均創歷

史新高，這要歸功於大幅增長的產品單

價。iPhone當期的平均售價為796美元，

高於預期的756美元，這其中iPhoneX的

功勞不可替代。

然而，就是這款被稱為史上最貴

iPhone的 iPhoneX，上市以來壹直爭議不

斷，近日更是頻頻傳出 iPhoneX將停產

的消息。

手機行業分析師郭明錤在壹份報告

中提到，由於在中國的銷量並沒有預期

那樣大，iPhoneX有可能在今秋停產。摩

根大通發布報告稱，預計 iPhoneX疲軟

的狀態並不會馬上好轉，而在整個2018

年上半年都會面臨困境。

這款蘋果史上最吸金的手機，2月8

日前後又被爆出存在無法接聽電話的問

題。據外媒報道，約有800名用戶在蘋

果官方論壇上反饋 iPhoneX無法接聽電

話的問題，具體表現是：當有電話打進

來後，無法按下接聽或掛斷按鈕。

新iPhone創新遇到瓶頸？
很多人應該記得喬布斯對iPhone4出

現信號問題時的回答，“信號不好請換

個姿勢握手機”。而近期壹系列事件

後，蘋果的態度耐人尋味。“降頻門”

發生後，蘋果於2017年12月20日發布道

歉聲明，並推出了電池降價換新服務；

對於微信打賞，幾經周折，蘋果取消了

打賞提成；近期的iPhone7召回、iPhon-

eX無法接電話等事件發生後，蘋果態度

很微妙，外界認為相比之前，蘋果“服

軟”了。

“不是蘋果不霸道了，而是對手話

語權強了。”獨立分析師唐欣認為。

資深互聯網觀察家丁道師表示，喬

布斯時代到庫克時代，蘋果公司確實少

了壹些之前“唯我獨尊”的傲氣，庫克

更加謙和。

外界認為，底氣不足來源於對產品

的不自信。近幾代的iPhone產品缺乏創

新點。“這樣的結果是產業發展的必

然，硬件技術過剩的結果”唐欣認為，

新iPhone的創新其實並不少，只是軟件

應用層面跟不上。

“群狼環伺”
中國市場份額下滑8.3%
蘋果之困的另壹個表現在於“群狼環

伺”，昔日的小夥伴已經強大起來了。

雷軍發公開信稱，2017年是小米的

逆轉之年，市場份額重返世界前五。雷

軍還設定壹個新目標：10個季度內，國

內市場重回第壹。

2017年華為消費者終端業務也取得

重大突破。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

在2018年新年致辭中表示，華為與榮耀

品牌智能手機全年發貨1.53億臺，中國

市場份額保持第壹，全球份額突破10%，

穩居TOP3。

調研機構IDC於2月7日公布的2017

年中國市場智能手機報告顯示，華為以

9090萬的出貨量高居首位，市場份額達

到了20.4%；OPPO、vivo、小米分列二

到四位，蘋果出貨量不足華為壹半，只

有4110萬臺，同比下滑8.3%，市場占有

率為9.3%。

2018年，國產手機廠商將大舉進軍海

外市場，相信蘋果又會在某幾個市場遭遇

勁敵。自身創新不足，外圍虎視眈眈，蘋

果是否就此陷入困境？“固守硬件領域，

沒有在其他領域和行業有所突破，這是最

大的問題。”唐欣表示。而對於蘋果的掌

舵人庫克，丁道師認為，相比喬布斯的創

新突破精神，庫克更多的是壹個守成之

主，壹位職業經理人的角色。

首批輸華白俄羅斯牛肉上海入境
綜合報導 來自白俄羅斯的冷凍牛肉，經上海

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簽發《入境貨物檢驗檢疫證

明》，正式進入中國消費市場。

這是2017年中國與白俄羅斯共同簽署《關於白

俄羅斯輸華冷凍牛肉的檢驗檢疫和獸醫衛生要求議

定書》後，首批輸華的白俄羅斯牛肉。據悉，該批

牛肉共計148.45千克。

據了解，中國是世界第三大牛肉消費國，每年

牛肉消費總量達790萬噸。但受上世紀80年代歐洲

頻發瘋牛病疫情影響，進口牛肉占國內需求總量的

比例仍相對較低。近年來，牛肉輸華貿易相繼破

冰；與此同時，隨著中國民眾消費結構升級，進口

牛肉明顯的價格和品質優勢，使其日漸受到青睞。

上海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當日披露的進口數據

顯示，在豬肉、禽肉等傳統肉類產品進口量均出現

下降的情況下，上海口岸牛肉產品的進口量仍保持

20%左右的增速。

據了解，白俄羅斯是中東歐國家重要的牛肉出

口國，擁有優良的天然牧

場，畜牧業發達，牛肉品

質較好且無疫情發生。該國

活牛存欄量超430萬頭，每

年向國外出口牛肉超13萬噸。白俄羅斯歷來是俄

羅斯的牛肉主要供應基地。

2016年9月，國家質檢總局與白俄羅斯農業和

食品部簽署關於中白牛肉檢驗檢疫合作協議；2017

年7月，雙方簽署正式文件，白俄羅斯冷凍牛肉產

品正式通過輸華檢疫準入；2017年12月，兩家白俄

羅斯肉類生產企業獲批在華註冊，其位於明斯克州

和莫吉廖夫州的企業所生產加工的冷凍牛肉獲準向

中國出口。

介紹，為保障白俄羅斯首批輸華冷凍牛肉順

利入境檢疫和口岸通關，上海機場檢驗檢疫局與

進口商主動對接，推出專窗受理、隨到隨報、加

速轉單等現場報檢便利措施；該局還創新采取

“快檢快放”、“邊檢邊放”等措施，簡化縮

短進口鮮凍肉類、水產品等動物源性食品的檢

驗檢疫流程，切實推進貿易便利化，營造上海口

岸便利化營商環境。

據了解，本次白俄羅斯牛肉順利輸華，不僅體

現中白雙方深化質檢領域合作，還對壹度趨冷的歐

洲牛肉市場釋放出積極信號。未來，越來越多的優

質牛肉或將逐步打開中國市場，進口牛肉供給不足

和價格較高的矛盾有望得到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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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子青年運動員李思穎19
日在亞洲場地單車錦標賽捕捉賽力
壓群芳勇奪冠軍，而“牛下女車
神”李慧詩也在早前連奪女子500米
計時賽及女子爭先賽兩枚金牌。亞
洲場地單車錦標賽於馬來西亞首都
吉隆坡舉行。李慧詩先在17日進行
的女子500米計時賽中，以33秒395
的佳績封后，在為港隊“開齋”的
同時，也第7度贏得該項目金牌。

另外，當日由李思穎、趙蕙
芸、吳思穎及楊淑妍組成的香港女
子青年隊，在團體追逐賽季軍戰中
以2分24秒794力壓哈薩克選手，贏
得銅牌。
18 日，李慧詩乘勝出擊爭先

賽。先於 200 米資格賽以 10 秒

655、平原個人最佳成績晉級首輪
比賽，其後在16強、8強及4強的
較量，這位香港的“女車神”先後
淘汰印度對手、國家隊宿敵及日本
的車手，躋身決賽。冠軍爭霸戰，
狀態大勇的李慧詩再直落2場力壓國
家隊名將、里約奧運場地單車女子
團體競速賽金牌得主鍾天使再添金
牌。18日，還上演了男子全能賽，
去年在全運會奪得該項目金牌的港
將梁峻榮，以1分之差憾負哈薩克車
手，得“梗頸四”無緣獎牌。

19日，李慧詩休戰一天，20日
出戰最後一個項目──凱林賽。另
外，刁小娟出戰女子全能賽，以及
張敬樂出戰男子記分賽。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 陳曉莉陳曉莉

李思穎 李慧詩場地單車亞錦賽奪金

短道速滑賽場，在
師姐、師兄相繼

被判犯規無緣爭牌的
情況下，17歲小將
李靳宇異軍突起，
在女子1,500米比
賽和她的偶像、
兩屆冬奧會該項
冠軍周洋、韓雨
桐通過兩輪比賽
進入複賽，可惜周
洋和韓雨桐都在複賽
位居小組第三未能晉級

爭冠組決賽，李靳宇孤身闖
入決賽。
初生牛犢不怕虎。李靳宇在決賽

大部分時間排在倒數第二位的情況
下，於最後3圈時奮力滑行開始超越
對手，並僅次於韓國名將崔敏靜、第
二個衝過終點，為短道隊迎來一枚珍

貴的銀牌。
在雪上項目，徐夢桃失誤出局，

白俄羅斯選手漢娜．胡什科娃在最後
一輪上演高難度動作，中國冬奧軍團
“王牌之師”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
隊未能捅破窗戶紙，再次無緣冬奧會
金牌。

不過令人欣慰的是，32歲的老將
張鑫帶傷參賽勇奪銀牌，首次參加冬
奧會的小將孔凡鈺則獲得銅牌。

短道女子3000米接力衝金
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比賽，

奧運“新兵”王心迪資格賽遭淘汰
後，中國共有3名選手進入18日的決
賽，但第四次參加冬奧會的32歲老將
劉忠慶和賽前被廣泛看好的兩度世錦
賽冠軍齊廣璞都止步第二輪，奪牌的
希望落在“三朝元老”賈宗洋身上。

在令人窒息的第三輪決賽中，以

128.76分、第二輪第一名晉級的賈宗
洋最後一個出場，結果他順利完成難
度系數4.525的空中動作，落地也未出
現重大失誤，可惜姿態不及烏克蘭選
手阿布拉緬科平穩，僅以0.48分之差
屈居亞席。
花樣滑冰賽場，儘管已盡了自己

的最大努力，但中國冰舞組合王詩玥/
柳鑫宇在19日進行的冰舞短舞蹈比賽
中名列第22名，無緣晉級20日的自由
舞比賽。
而在15日結束的雙人滑決賽，中

國“90後”組合隋文靜/韓聰以刷新個
人紀錄的總分235.47摘得銀牌，與奪
冠的德國組合只差0.43分，雖敗猶
榮。
比賽繼續，短道速滑20日誕生女

子3,000米接力金牌，以及展開女子1,
000米和男子500米初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冬奧軍團
中國冬奧軍團

新春期間，中國人喜氣洋洋送舊迎新、歡樂滿

堂。但在平昌冬奧賽場，運動員們拚搏廝殺、為

國爭光。19日的速度滑冰男子500米爭奪，中

國小將高亭宇以34秒65奪得銅牌，這是中國

男子速滑選手在冬奧會歷史上首枚獎牌。

另外，在過去的4日新春佳節，中國冰雪

健兒尚添4銀1銅。

剛剛在平昌冬奧會上贏得冰
壺混雙銅牌的俄羅斯奧利匹克選
手克魯舍爾尼茨基疑被查出服用
禁藥米屈。

俄羅斯塔斯社援引俄奧林匹
克運動員發言人維波諾夫的話
說：“我們代表團收到國際奧委
會的正式通知說，有一名運動員
可能被查出服用了禁藥。”

另有俄羅斯媒體透露，這名
運動員就是與妻子一起贏得了冰

壺混雙銅牌的克魯舍爾尼茨基。
維波諾夫說，他們正在等待這名
運動員B瓶尿樣檢測的結果。

國際奧委會去年12月5日
以俄羅斯在索契冬奧會期間違反
了反興奮劑條例為由，禁止俄羅
斯代表團參加平昌冬奧會，但會
邀請符合條件的運動員以“俄羅
斯奧林匹克運動員”名義參加個
人或集體項目。

■新華社

俄奧運冰壺銅牌得主疑用禁藥

新春佳節 再添四銀二銅

■■李慧詩在李慧詩在
女子爭先賽女子爭先賽
奪冠後揮動奪冠後揮動
區旗慶祝區旗慶祝。。
沈金康提供沈金康提供

■■ 賈 宗 洋 僅 以賈 宗 洋 僅 以
00..4848分之差屈居分之差屈居
亞軍亞軍。。 法新社法新社

■■““9090後後””組合隋文靜組合隋文靜 // 韓聰韓聰（（左左））
在雙人花樣滑冰屈居亞軍在雙人花樣滑冰屈居亞軍。。 法新社法新社

■■ 克 魯 舍 爾 尼 茨 基克 魯 舍 爾 尼 茨 基
（（右右））疑被查出服用禁疑被查出服用禁
藥米屈藥米屈。。 新華社新華社

■■3232歲老將歲老將
張鑫奪女子張鑫奪女子
自由式滑雪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銀空中技巧銀
牌牌。。 法新社法新社

■■1717歲的李靳宇在短道歲的李靳宇在短道
速滑女子速滑女子11,,500500米比賽米比賽
摘銀摘銀。。 路透社路透社

即將升上世界第1的瑞士36歲老將費
達拿，19日在鹿特丹網賽單打決賽中只花
55分鐘就輕鬆以兩個6:2打敗世界第5、同
樣是單手反拍的保加利亞球星迪米杜夫，
費達拿繼2005、2012年之後第三度在鹿特
丹賽封王並奪下職業生涯第97個冠軍。
費達拿對迪米杜夫有6戰全勝的優勢，

但讓人料想不到的是，費達拿在面對這名
昔日被封為“小費達拿”的球星時，兩盤
沒被拿到任何的被破發點下，兩盤共破了
對手4個發球局，輕鬆花不到1小時就對迪
米杜夫拿下7連勝封王。

對於在鹿特丹的表現，費達拿賽後
說：“這絕對是讓我職業生涯永遠難忘
的，奪下個人第97個冠軍，重返世界第1
是相當特別的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費達拿鹿特丹賽封王

■費達拿捧盃。 法新社

為 國 爭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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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屬鼠人進入2018年戊戌狗年，今年為驛馬年
，有遷移外出的動象，走動一定會比平時要頻繁
，即使平日不喜歡外出的屬鼠人，今年亦可能會
作一個短途旅遊，平時已經喜歡旅行的人，今年
積極性將會更高。屬鼠人今年行動上會較為懶散
，有時放慢一下脚步也是好的，加上今年是驛馬
年，如果時間許可的話，可給自己放一個長假，
看看一下外面世界，感受一下別人的生活，這樣

對自己的內心亦能起到正面作用，能更清楚自己
所需，因為每天待在一個忙碌的崗位上，有時迷
失了自己也不知道。

今年吉星有 「地解」入宮，此星可逢凶化吉
，能大大減輕凶星的影響力，如果在事業上遇到
困難，不妨主動向有能力的親友或者同事求助，
在他人的幫助下可輕鬆解決問題。

凶星則有 「孤辰」在命宮，主要對情緒帶來
負面影響，心情難免會孤獨，時常被消極的情緒
左右自己，尤其是被派到外地工作者，孤獨的心
情更明顯，在此期間儘量多約朋友外出，吃飯、
逛街或者遊玩，及時化解負面的情緒。 「飛廉」
、 「喪門」、 「地喪」入宮則會給身體帶來較大
的衝擊，不管工作還是生活上都不要給自己太大
壓力，今年是一個適合放慢節奏的年份，以輕鬆
的姿態面對各種問題，不但會使得事情簡單化，
身體也會收益匪淺。另外家中的老人身體容易出
現問題，尤其是有舊患的老人，更要悉心照料，
發現問題及時醫治，以防病情惡化。

鼠

丑 生肖屬牛人去年為太歲相合年，
人緣運不差，進入2018年戊戌狗年，
更是有 「天喜」桃花入宮，不但人緣

運更佳，單身者更可把握機會，極有機會在今年
開展一段新的感情；雖然 「天喜」桃花沒有 「紅
鸞」那麼重，但也是真桃花，比較容易認識到能
夠發展下去的異性。已經有穩定感情者，亦有婚
嫁機會，加上今年運勢亨通，精神氣較佳，在這
氣氛的影響下，必然增加婚嫁的機會。

肖牛人今年為思維清晰活躍的年份，是一個
可以放慢脚步仔細思考的時期，尤其是73年及85

年出生的屬牛人，踏入社會已經有一段時間，可
仔細審視目前的情況，客觀看待自己的能力和位
置，發現不足之處和未來的方向，為自己制定周
全的發展計劃，對未來的事業發展會有重要的指
導意義。

今年吉星有 「天喜」桃花星，除了對男女感
情有幫助外，對人緣運亦能起到積極作用，即使
是已婚者，這顆天喜桃花對夫妻的感情和諧也有
正面的助力。 「太陰」則為女貴人星，今年在工
作上易得女性貴人扶助，若上司、合作夥伴或者
下屬是女性的話，都有機會給屬牛人提供較大的
幫助。

凶星有 「貫索」、 「勾神」、 「破碎」等小
的凶星，不足以對吉星造成大的威脅，因此並無
大礙，所以本年可說是只有吉星而無凶星的一年
，加上桃花星相助，事業必煞較為順暢。

至于經商投資的屬牛人，則可借助今年良好
的人際運，加大產品和服務的推廣力度，可有效
獲得客戶的認可，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

牛

寅 去年為屬虎人的桃花年，而這桃花
的影響力在 2018 年狗年的上半年仍然

存在，單身者可把握好今年農曆一月、五月這兩個
桃花月，有望帶來一份新的感情；準備結婚的屬虎
人，如果去年未能成功，今年上半年機會仍大。今
年又為肖虎的寅戌相合年，人緣佳，感情運亦穩定
，尤其是去年結識的異性，今年容易有良好的進展
。今年屬虎人為學習能力極強的年份，適合考取證
書、學位或者職稱，在大機構任職的屬虎人也有望
通過評級而獲得升職加薪的機會。今年財運良好，
正財偏財都能獲得不少的進賬機會，通過踏實努力

的工作能得到相應的回報，經商投資人士如能把
握好市場變化，提前做好準備，可在貴人的助力
下贏得更多的商機。

今年吉星有 「天解」、 「解神」，這兩顆乃
逢凶化吉的星曜，有利減輕凶星之力，雖然屬虎
人今年是太歲相合年，人緣運是不錯的，不過今
年是非星亦不少，這兩顆解星正好能與是非的凶
星對沖。

[三台] 星入宮，意味著地位提升有進步，良
好的人緣運，正好讓虎人增加升遷機會，即使非上
班一族，亦可借助此星把自己在行內的名聲提升，
這總能為事業帶來正面影響。

凶星有 「五鬼」小人星，今年小人無處不在，
防不勝防，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莫管閑事、不搬
弄是非，小人自會遠離。 「官符」、 「年符」入命
，會帶來突如其來的官非是非，導致人事不和，但
這些官非不一定是要緊的，可能只是闖紅燈又或者
是違規停車而被罰款，總之今年做事規規矩矩便可
以了。

虎

卯
屬兔人去年沖太歲，容易出現感情、事業及住

房等方面的變化，而這種不穩定因素會維持至
2018年上半年，尤其是感情方面，有穩定感情而
又未婚者，感情仍然容易出現問題；相反，單身者
上半年仍然有意想不到的桃花運出現，尤其是農曆
三月及六月，這兩個桃花月更要積極參加活動或者
聚會，多給自己結識異性的機會。

本年屬兔人為權力地位提升年，這對上班一族
的影響最為直接，如今年公司準備作內部提升的話

不妨努力爭取，積極奮進，將會得到上司的認可。
從商或者投資者名氣地位提升帶來的得益不一定是
直接的，因個人或者品牌的知名度提升了，將會得
到更多客戶的支持和認可，並且不斷擴大規模，為
將來的良好收益打下堅實的基礎。

吉星有 「月德」臨門，此星有逢凶化吉之意，
今年即使遇到困難和挫折，只要虛心向周圍的人求
助或者請教，將會得到強有力的幫助，並且使得問
題迎刃而解，事半功倍。

凶星有 「劫煞」入宮，代表容易因親友而無故
招致損失，譬如借錢不還、替他人擔保卻要自己承
擔、受人連累而導致破財等，年初可多做善事，主
動用金錢去幫一些有需要的人，能化解破財的隱患
。 「小耗」也是另一顆破財星，若有一些較為心儀
而不捨得買的物品，可趁著今年花錢購買，既可應
掉了破財的情況，又能獲得心頭所好，可謂一舉兩
得。 「死符」意味著今年會有不少小的疾病，除了
上半月因去年相沖的關係仍然容易身體損傷外，本
年身體總體上不會出現大的問題，只是一些舊患需
要留意，以防有復發的危險。

兔

辰
屬龍人進入 2018 年狗年，今年是

沖太歲生肖，各方面都會面臨較大的變
化，運勢難免動蕩起伏。且今年為有大耗、歲破等
凶星進入命宮，易見刀傷或者車禍，尤其是農曆三
月、九月宜進行捐血、洗牙以應損傷流血，駕駛者
更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以免招致意外損傷。變化方
面，如要搬遷，應當選好良辰吉日，並且在室內進
行簡單的風水布局，化解太歲煞氣，無論收入穩定
的上班一族又或者是從商者都適合。

事業方面，工作穩定的工薪一族可以不變的話
最好便留在原地，如無可避免要轉變的，記著不要

心存厚望，如要跳槽或者轉職，需要事先做好周全
的準備和規劃，不打無準備的仗，以免陷入失業的
被動局面中。相反，對于收入不穩定的經商人士或
者創業者，今年要主動出擊，尋求產品或者管理模
式上的創新以及變化，不斷提升品質和服務，在變
動中贏得市場和客戶。

感情方面，以三十歲的屬龍人最容易出現變化
，除了結婚、分手外，添丁亦是變化之一種；而單
身者，今年容易出現一段突如其來的感情，但需要
花費一些心思去維護。

今年吉星有 「月空」，逢凶化吉，能減輕凶星
的壞影響。

凶星有 「大耗」，代表大破財，這是每年沖太
歲生肖都會跟隨的凶星，但這不一定代表錢財無端
耗費掉，因沖太歲生肖特別容易出現遷移及外出，
而這兩者都必然會導致一些額外支出，這樣也算應
掉了破財。 「囚獄」入宮，不但要提防牢獄之災，
也意味著今年是非較多，小人纏繞，沖太歲年是非
本來就會較平時多，今年不管做人還是做事都以低
調為前提，不參與是非和隨意評論他人或者公司，
以免帶來是非煩惱。

龍

巳
屬蛇人來到2018年狗年，有【紅鸞】這顆

正桃花星入宮，人緣及貴人運比去年更佳，人
緣運好，必然會為事業帶來正面作用，現代商
業社會，人際關係也算是重要的一環，人緣好
了，做事自然容易水到渠成，否則便會處處遇
到阻力。肖蛇今年又為思想投資得財年，人緣
運所起的作用比往年來得更重要，尤其是打算
在今年想要在事業上大展拳脚譬如創業或者擴
大投資的屬蛇人，更能起著積極的正面作用，
因為開始籌備時，必然需要各方之助又或者時

常要徵詢別人意見，這個人緣年正好為屬蛇人
避免了不少阻力，即使沒有打算在今年開始新
的計劃，在這經濟逆轉期能得貴人扶助，也能
使得蛇人在各方面遇到困難時能夠扭轉乾坤，
轉危為安。

吉星有 「紫微」、 「龍德」，這兩顆是最
有力的貴人星，必然能得有力之貴人扶助，加
上今年又是桃花年，在人緣交往時必然能事半
功倍。

凶星有 「天厄」、 「歲煞」、 「天煞」、
「暴敗」，影響不大，只是需要留意細節的問

題，容易因為一時疏忽而導致出現大的紕漏，
以致功敗垂成，故2018年可說是鴻運當頭的一
年，屬蛇的朋友無論是在事業上還是在個人感
情上，都能左右逢源；一旦有了目標和想法必
須積極去落實，不要因為猶豫和缺乏自信而錯
失良機，否則即使再好的運氣也只能白白揮霍
掉。

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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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

猴

亥
屬豬人2018年為學習運以及投資運強勁的年

份，如果已經在去年報讀了專業課程或者做好了
詳細的投資計劃，今年是能力和事業穩步上升，
利于實行計劃，獲得可觀收益的年份。如果去年
因整體經濟狀況不太好而猶疑不決的話，今年亦
是一個起步的時機。

屬豬人今年吉星有 「太陽」入宮，得到男貴
人的助力，如上司、合作夥伴或下屬是男性的話
，會特別容易帶來正面而有力的幫助。 「扳鞍」
星則有助權力地位提升，尤其在農曆三、四月的

升遷月，有望在工作上獲得表彰和肯定，並給予
更多的權力或者升職提拔。至于從商或者投資的
屬豬人，在行內的名聲提升了，獲得更多客戶的
認可，也算是升遷的一種，故今年宜以求名為先
，積極推廣並提升公司和品牌的知名度，便可得
到更豐厚的回報。

凶星有 「陰煞」侵擾，代表女性小人，故今
年要遠離愛搬弄是非的女性，必然在提升事業上
有幫助。 「天空」則代表著計劃易成空，故宜按
部就班實行已經確定的計劃，不宜三心二意，否
則將會一事無成。至于想在今年創業的屬豬人，
如時機成熟，不妨果斷進行，不要畏首畏尾，創
業過程中必然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需要靈活
應對，遇到問題時也要沉著冷靜。

「晦氣」進入命宮，此星主要對心情容易產
生負面影響，而且也容易使得事情功虧一簣，即
使已談好的合作，到最後都有可能泡湯，只要作
好心理準備，事事盡力去做，不管成功與否，都
能收穫寶貴的經驗以及得到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豬

午
生肖屬馬人在2018年狗年裏與太歲戌狗相

合，人緣運比去年要好得多，雖然今年並無貴
人星，外來助力不大，但人際關係好了，也能
為生活及工作帶來一定的便利，況且今年亦無
力量大的凶星入命宮，壞影響也較弱，使得馬
人更容易掌握現狀，是攻是守，就看自己是否
準備充分以及自身的進取心是否足夠強勁。今
年與太歲相合，凡事多有助力，今年與人合作
更佳，取長補短，成功的機會也會增大，管理
階層的屬馬人今年要善于團結下屬，增強團隊

凝聚力，勿過于強勢與得理不饒人。
今年肖馬人為財運旺盛年，尤其是收入不

穩的從商或者投資人士，財運年必然能帶來滿
意的收益。如果想在今年作新嘗試，在這個財
運年也能帶來好契機，不過凡事需要付諸行動
去把握，天上並不會自己掉餡餅！

今年吉星較少，故外來助力不多，事事要
靠自己親力親為。凶星有 「地煞」、 「白虎」
、 「破碎」等，力量不大，只是會給身體帶來
衝擊，故今年可算是平穩的年份，但憑著太歲
相合，得人緣運之助，這也是正面的影響。

肖馬者也能因財運年而獲得一定的好處，
這對從商、投資者而言是個好消息，而收入穩
定的上班一族，今年也可以嘗試多買做理財，
可獲得一些意外收穫。不過今年健康受到白虎
凶星的影響，容易有突如其來的疾病或者傷害
，導致錢財耗費在看病上，因此屬馬人平時要
注意安全，日常生活保持鍛煉和規律的飲食作
息。

馬

屬羊人去年是驛馬年，影響會延伸至今年上半
年，遷移外出的機會仍較多，而進入2018年狗年
，為紅鸞桃花年，有婚嫁的機會，這亦會增加了遷
移的可能。但單身的屬羊人，桃花星入宮除了代表
本年人緣運較佳外，也代表容易開展一段長久穩定
的新感情。只是今年亦是太歲相破年，是非會來得
比往常多，所幸今年桃花人緣的力量比小人是非要
大，故多近貴人，遠離小人便可。

今年為肖羊人的財運年，因得紅鸞桃花星的助
力，不管對單身或者已婚者都能起到積極的正面作

用，因桃花除了代表男女關係外，亦代表在人緣上
能起到好處，在桃花年別人對你的印象會比平常好
，也樂意與你展開合作，故在洽談生意上明顯會順
利得多。

「福星」、 「福德」為貴人星，雖是普通力量
的貴人星，但得紅鸞之助，必能提升貴人的助力。
「天德」為逢凶化吉之星，能減弱凶星的壞影響，

且天德為心慈之星，心慈而少怨恨，凶事自然少。
凶星有 「咸池」，咸池也是桃花星的一種，對

單身者必能起到正面作用，只是咸池是霧水桃
花，易聚也易散，故今年真假桃花同時展現，

如處理不當，容易墮入三角關係的陷阱之中。尤其
是已婚者，切記要提醒自己將桃花化成人緣，這必
能對事業起到正面作用，避免陷入婚外情中，否則
會給生活和家庭會帶來巨大的困擾和煩惱。

今年容易與人發生爭吵，即使平常脾氣良好的
屬羊人，也容易因一時之間失去理智而爭吵起來；
所幸今年得貴人與桃花星的強力相助，這些小吵鬧
不會對事業構成不良影響。 「披麻」星入宮，要小
心提防長輩身體，如家中長輩稍有不適，宜及早帶
去醫院作檢查，防患以未然。

去年是屬猴人的桃花年，桃花星力量的影響
力可伸延至今年上半年，已有穩定感情者，如在
上半年結婚也算是在紅鸞桃花年結婚。單身者亦
不要氣餒，上半年機會仍在。

屬猴人2018年有【文昌】星入宮，為學習能
力較強的年份，不管是工薪一族還是經商人士，
都有獲取新的技能、掌握新的資訊以及瞭解市場
變化的強烈意願，學習能力對任何人都是極為重
要的，尤其是上班一族，要不斷提升自我才不致

被社會淘汰，經商者要緊跟市場的步伐才能不斷
改進自身的產品和服務。肖猴者今年並無刑沖，
是非並非特別多，但外來助力亦不明顯，事事要
靠自己親力親為，踏實做好每一件事情，才能獲
取應有的成績。

吉星有 「八座」入宮，有助地位提升，雖然
屬猴人今年不是升遷年，但事業上仍可借助此星
之力更進一步。今年【驛馬】入宮，意味著今年
外出的頻率較高，與愛人的關係會較為疏遠，一
些事情容易因無法及時溝通而產生誤會，需要雙
方共同付出努力去維護好這份感情；單身者在外
地旅遊或者出差時有不少機會遇到合適的對象，
不妨留下聯繫方式加深瞭解，有望發展為一段美
好姻緣。

凶星有 「披頭」、 「吊客」、 「天狗」等侵
擾，不管對自身的身體還是對家人的健康都會有
負面的衝擊，年初不妨在客廳的正西方二黑病符
方位簡單布置化煞風水，有助于全家身體安康順
遂。

申

酉

雞

戌

狗
屬狗人進入2018年戊戌狗年，也就是本命年

，今年是犯太歲年，容易被悲觀負面情緒籠罩，當
中尤其是以36歲者最為嚴重，事事都容易往壞處
去想。如可以的話，今年多抽空外遊，或是進修一
些無考試壓力的課程去分散注意力，讓悲觀情緒不
至于太嚴重。

其次是12歲及48歲的屬狗人，也要注意情緒
問題，尤其是農曆九月份，最好去外遊散心。

二十四歲的屬狗人，最容易出現感情變化，單
身者還好，因只會變來一段感情，而不會變走。但
如果有穩定感情者，卻沒有打算在今年結婚，便要

好好維繫，以免有分手危機。
六十歲的屬狗人今年要好好注意身體，如面相

嘴角左右下垂、門牙早已脫落，或嘴唇暗黑者，更
宜去作身體檢查，防患于未然。

而且犯太歲年易見損傷、撞車，尤其是農曆三
月、九月為高危月，可以的話，這兩個月宜少駕車
為妙；又這兩月宜捐血、洗牙，以應損傷。

今年肖狗者為辛苦個人力量得財年，對從事收
入不穩的自雇人士最有幫助。肖狗今年除了犯太歲
，亦是小人當道之年，是非亦較別的生肖多，唯有
在家中或辦公室的東北方放一杯水，西北放粉紅色
對象以旺人綠、化是非。

今年吉星有 「將星」入宮，權力提升，對管理
階層起到正面作用。 「金匱」為財帛星，經商創業
者今年除了財運可提升外，亦代表可以儲積財富。

凶星有 「劍鋒」、 「伏尸」，這兩顆凶星是每
年都會跟隨著犯太歲者，代表易受金屬所傷、容易
受傷流血，故今年宜捐血、洗牙以應掉損傷。 「天
哭」，心情不佳、易哭，尤其是眼淺者，往往容易
因一時感觸而落下淚來。但其實有時讓感情抒發一
下也是好的，反而能令心情容易回復平和。

屬雞人 2017 年雞年裏為本命年犯太歲，2018
年上半年仍然會受太歲煞氣的影響，如果去年已經
結婚了又或者正在懷孕的尚好，因一喜擋三災，喜
事可以沖散負面情緒；但如果因去年犯太歲而分了
手，又或者沒什麼喜事發生，農曆六月前負面情緒
仍然會困擾著屬雞人，可以的話，今年農曆六月宜
到外地旅行散心，即使情緒沒有問題，就當作是一
個暑期旅行，也可以緩解身心壓力。感情方面，單
身者在上半年仍可以積極主動，因犯太歲而帶來一

段新感情的機會仍較大。
屬雞人2018年為依靠個人力量辛苦得財年，

最直接得益者為從事多勞多得工作的屬雞人；其次
為經商一族，因工作忙碌，意味著商機隨之上升。
收入穩定的上班一族，今年工作會變得更加忙碌，
負責的工作範疇和業務也會增加，但這也意味著給
公司創造不少的價值，只要能維持這種局面，升職
加薪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吉星有 「陌越」入宮，有助于地位提升，對上
班一族最有幫助，意味著在工作上的努力和出色的
表現能獲得領導的認可，並給予升職加薪的機會，
則收入必然會隨之而上漲，使得屬雞人能在忙碌的
工作中獲得應有的回報。

凶星有 「天官符」的侵擾，帶來口舌是非，
人事不和，提醒屬雞人今年做事要遵守法規，勿劍
走偏鋒，嚴重者會招來官司訴訟，輕者則會遭受交
通罰單等情況。 「病符」入命宮，導致小的病痛出
現，但因今年並無刑沖，這顆疾病星影響不大，只
是上半年仍要處理好個人情緒，勿因一時的不順而
悲觀煩躁。 「亡神」則代表丟失物品，此星雖然是
小凶星，但遺失一些私人物品如鑰匙、錢包、手機
、身份證等，必然會為生活帶來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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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訊】今年年初，包括華為、阿里巴巴
在內的中國知名企業在拓展美國市場時紛紛受挫，
被美國政府以 「國家安全」 為由拒之門外，導致與
中國企業技術合作方面的焦慮和恐懼情緒上漲。對
此，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Domi-
nic Ng）近日特別撰文表示，對於有可能損害美國
經濟和國家安全的中國創新實踐，美國政府有必要
保持合理的擔憂，但倘若將中國科技完全拒之門外
，美國消費者將錯過行動支付、生物科技和運輸基
礎設施為生活帶來的便利。

吳建民在文中談到，中國在行動支付技術和普
及率方面遙遙領先於美國。如今，中國城市中的大
多數人都使用智慧型手機和二
維碼來進行支付，從餐廳付賬
到繳納水電費，幾乎所有種類
的帳單都可以用行動支付完成
。現在，中國的科技巨頭正考
慮將他們的行動支付系統推向
海外，這將加劇對於 Visa 和
Mastercard等傳統支付方式的
競爭，並迫使企業將價值返回
給消費者。吳建民舉例，2016
年，美國企業支付的信用卡手
續費逾880億美元，若使用手
續費較低的中國行動支付功能
，將為企業主省下一筆相當可
觀的支出。

其次，針對時下熱門的醫
藥和生物科技領域，吳建民提
到，雖然中國用於生物科技和
醫藥研發的支出，以及在療法

和藥物研究方面仍落後於美國，但
其強大的人口力量正推動著該產業
迅速發展。中國目前研製的一些尖
端藥物、醫療器材和療法正顯示出
該國在產業創新方面的潛力，他以
北京的百濟神舟生物科技公司
（BeiGene）和深圳的華大基因
（BGI）目前在抗癌藥物及造基因測
序設備上的突破為例。吳建民指出
，如今，中國不僅為全球生物技術
和製藥行業提供了原創研究，且增
強了該領域的競爭，這將造福更多
消費者。
最後，就美國常被詬病的運輸基

礎設施方面，吳建民表示，中國在
高速鐵路建設發展上的成就有目共
睹，本國相關企業的產業製造水平

在過去十年也得到了顯著改善，並已能夠提供世界
級的、具有價格優勢的運輸技術。針對美國未來在
基礎設施上的需求來說，中國所擁有的技術專長將
為加強美國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回報提供巨大幫助
。同時，與中國合作還能為美國的基礎設施項目帶
來可觀的資本和材料收入。

文末，吳建民總結道，儘管還未在全部高科技
領域佔據主導地位，但中國正快速取得進展，並在
許多技術領域達到領先水平。雖然美國政府需要謹
慎對待安全風險和其它合理的關切，但不應阻礙中
國科技進入美國以及兩國的創新合作，否則將損害
本國民眾和企業的切身利益。

華美銀行華美銀行CEOCEO吳建民撰文詳吳建民撰文詳
述美國如何從中國創新科技述美國如何從中國創新科技

中獲益中獲益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Dominic Ng））

衍易老師衍易老師 「「 風水格局班風水格局班」」 22 月月
2525日開新班是學習風水的入門日開新班是學習風水的入門
課程課程，，購屋置產的必修課程購屋置產的必修課程

（本報訊）衍易工作坊主辦、一年一度
的風水格局班將於2月25日，3月4日兩個
星期天，下午2點到6點在中華文化中心上
課。今年特別開放網路報名，可以到
FengshuiProfessor.com 上面登記，也可以
電 話 報 名 ： 832-417-8168，
832-202-5751。

只要是華人，大概都聽過 「風水」 兩個
字；但是對於風水的真正內涵究竟是什麽，
恐怕很多人都不能說得清楚。知名風水家衍
易老師在休士頓開的風水格局班，專門談住
宅裡所有眼睛看得見的風水問題，是風水的
入門課程，由衍易老師親自授課，運用現代
思維，演繹古人智慧。各種風水問題都有圖
片說明，簡單易懂，人人都能馬上學，馬上
用，了解正確的風水理念。

朋友，您對風水有興趣嗎？想知道自己
住宅的風水是吉還是凶嗎？趕緊來參加衍易
老師的風水格局班，可以幫助您認識自己的
住宅有哪些問題，如何改進，如何趨吉避凶
。風水是我們老祖宗留下來的智慧結晶，我
們不但有權利享用它的成果，更有責任把正
確的思想觀念發揚光大，留傳給我們的下一
代。

衍易老師曾說：我在替朋友們看風水的
時候，常常覺得：如果大家都能來上風水格
局班，基本上來說，就不太會誤入 『壞風水
』 的住宅。自己住宅有缺點的人，上了這門
課，也可以知道該如何改進。是值得向朋友
推薦的一門課程。

衍易老師又說：2018年最有利的方位
是中宮。大家應該多注意中宮的清潔與動線
的流暢。

八字方面：戊戌年土行的氣非常重，凡
是日主屬 『土』 或者 『金』 的學友，如果日
主強旺，要注意收斂自己，多聽聽別人的意
見；如果日主弱，這一年意志堅強，比往常
更有決斷力，不妨自我推動，藉機擴大自己
的生命領域。（不知道自己日主的學友，可
以到衍易工作坊網站上填寫自己的出生日期
，找到自己的日主。我將在這一頁上面增加
新的資料供大家參考，添加之後將會email
給大家。）
癸水日主的學友，因為太歲正官來合，在事
業上可能會有特別的際遇。不過因為日主有
從水化火的可能，最好在做決定的時候，能
聽聽配偶或者好朋友的意見，以免做錯選擇
。
日主是甲乙木的學友，這一年太歲為財，如
果日主強，財氣旺，不妨在賺錢方面積極進
取一點；如果日主弱，財多傷身，有機會不
妨多做善事，或者在與朋友來往的時候，多
做一點付出，可以對自己的健康有幫助。

2018年風水格局班的上課時間是2月
25日，3月4日兩個星期天，下午2點到6
點。想要報名，請上 FengshuiProfessor.
com網站登記，或者打 832-417-8168，
832-202-5751，電話報名。衍易工作坊今
年最後一年對外招生，想要上課的朋友，請
把握機會，趕緊報名。

圖為圖為::衍易老師衍易老師

達福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等僑團愛心協助達福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等僑團愛心協助
阿靈頓台灣留學生阿靈頓台灣留學生

達福地區僑界關懷救
助協會發起花蓮震災

愛心賑災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年會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年會
““徐慕平徐慕平20182018戊戌狗年走戊戌狗年走

勢與面相勢與面相””座談會座談會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李迎霞將於3月17
日 ( 星 期 六)6:30pm 在 幸 運 村 (Lucky Village
10755 Westheimer, Houston, TX 77042 Tel:
(713)789-0845)召開年會，特邀中華命學研習社
社長徐慕平主講”2018戊戌狗年走勢與面相”
座談會，歡迎台聯會理事會員和僑胞們對狗年
各生肖走勢與面相有興趣者，踴躍參加研討；

會員收費$10、非會員收費$15。請與李迎霞聯
絡 電 話 (832)643-5830、 電 郵 gulfsouthinvest-
ments@gmail.com或羅秀娟(832)607-5038或 ju-
lienews09@gmail.com、洪良冰(832)818-6688 或
nancygri@aol.com ，座位有限，儘早報名，以
免向隅，敬祝大家新年快樂，健康平安，狗年
發大財，財運旺旺來。

圖圖：：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林副處長映佐化辦事處林副處長映佐((右右77))、、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右右
55))與達福地區僑界救助關懷協與達福地區僑界救助關懷協
會會長曹明宗會會長曹明宗((右右66))、、副會長孟副會長孟
敏寬敏寬((左左55))、、僑務諮詢委員牟呈僑務諮詢委員牟呈
華華((左左11))、、畢可樸畢可樸((右右44))、、林郁林郁
方方((左左44))、、方芸芸方芸芸((右右33))等多位等多位
僑務榮譽職人員僑務榮譽職人員、、達拉斯華人達拉斯華人
活動中心理事長許祖瑛活動中心理事長許祖瑛((左左 55))
等各僑團領袖共同參與關心花等各僑團領袖共同參與關心花
蓮賑災活動蓮賑災活動

台灣花蓮造成嚴重傷亡，災情慘重，達福地
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關心台灣花蓮災情，於2月
17日上午11時在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發起愛心
募款活動，該會會長曹明宗、副會長孟敏寬呼籲
達福地區僑學各界踴躍參與，共同來為台灣祈福
，為花蓮災區重建盡一份心力。現場多位包含牟
呈華等僑務榮譽職人員及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理
事長許祖瑛等各僑團領袖亦共同參與。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副處長映佐
表示花蓮災民無法歸依，遠在德州僑胞心繫故鄉
，愛心不落人後，令人感動。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表示，僑務委員
會已接獲各地僑胞紛紛表達高度關心，全球各地
僑團及僑胞紛紛以各種方式主動表達捐款，對達
福僑界愛心表示感動。

達福地區僑界救助關懷協會曹會長表示將使
用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災難專款專用帳戶收集善
款，捐款者可於 2 月底止將捐款支票抬頭寫為
DCCC, 支票下方請註明捐助給【花蓮震災】事
件善款將於收齊後，轉回台灣0206花蓮震災專
案」(0206 Hualien Earthquake)。

自臺灣留學生德州大學阿靈
頓分校臺灣留學生何沛霖同學於
1月25日因為身體不適送醫，檢
驗出急性白血病，與死神拔河近
20天，於2月12日不幸過世，何
同學突然在美國急症死亡，其母
親以及妹妹專程由台灣趕來處理
，但相關醫療、喪葬以及火化骨
灰攜返回台灣費用龐大以及後續
個人帳戶提存法律問題繁瑣，休
士頓僑教中心商請達福地區僑界
關懷救助協會先予以就近協助，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教育組亦多
次探訪協助，德州大學阿靈頓分
校臺灣同學會、達拉斯台灣同鄉
會等組織更發起愛心募款，希望

幫助何家度過難關。
2 月 17 日下午 4 時駐休士頓

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休士
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代表陳家
彥處長從休士頓前往阿靈頓探訪
至美處理何同學喪葬事宜的何太
太，達福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
曹明宗會長、孟敏寬副會長、中
華社團聯誼會張志榮會長亦前往
，林映佐、莊雅淑轉達政府關心
，協助相關文件驗證諮詢，同時
致送急難金紓困，達福地區僑界
關懷救助協會曹明宗會長、孟敏
寬會長、中華社團聯誼會張志榮
會長則協助針對相關法律以及喪
葬進行協助，曹會長、孟副會長

期間多次與何同學母親聯絡以及
探訪，提供相關協助，並呼籲達
福地區僑學各界以愛相連，一起
伸出援手，慷慨解囊，幫助何同
學的家人度過這次的難關。

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臺灣同
學會也為何同學家人於達拉斯台
灣同鄉會2月17日晚間新春聯歡
發起愛心募款，駐休士頓台北經
文處林映佐副處長、休士頓僑教
中心主任莊雅淑亦到場參與，與
會同鄉們熱情捐款，募得一萬餘
元，將由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臺
灣同學會轉交何同學母親作為支
付醫療、喪葬以及火化骨灰攜返
回台灣支出運用。

圖圖：：駐休士頓駐休士頓
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台北經文處林映佐
副處長副處長((左左 22))、、休休
士頓僑教中心主任士頓僑教中心主任
莊雅淑莊雅淑((左左 33))代表代表
陳家彥處長從休士陳家彥處長從休士
頓前往阿靈頓探訪頓前往阿靈頓探訪
至美處理何同學喪至美處理何同學喪
葬事宜的何太太葬事宜的何太太，，
達福地區僑界關懷達福地區僑界關懷
救助協會曹明宗會救助協會曹明宗會
長長((左左 44))、、孟敏寬孟敏寬
副會長副會長((左左 11))、、中中
華社團聯誼會張志華社團聯誼會張志
榮會長亦前往榮會長亦前往


	0220TUE_B1_Print
	0220TUE_B2_Print
	0220TUE_B3_Print
	0220TUE_B4_Print
	0220TUE_B5_Print
	0220TUE_B6_Print
	0220TUE_B7_Print
	0220TUE_B8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