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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高級珠寶店，專門定制設計珠寶。

●為您創造夢想中獨特的珠寶首飾！

●休斯頓最好的價格、最佳鑽石選擇！ 
（GIA和EGL認證鑽石）

●我們購買古董與高質量珠寶。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te. E219B, Houston, TX. 77036
 (面對百利大道)

Bellaire Jewelry 百利珠寶

G03-BELLAIRE JEWELRY百C珠寶_C1357_4

電話: 713-636-2780 (英文)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位於 Memorial City Mall ( Outside of Apple Store and Tumi)

慶首家 OSIM3月30、31日盛大開幕

Coupon Valid Through 4 /15 / 2018 
Exclusion apply: uLove and 
uDeluxe Massage chair only.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超長的按摩軌道能針對更多的酸痛點按摩完

$200
      off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創新的V形手按摩“抓”走
肌肉深處的酸痛

T04-OSIM 傲勝國際_C5_16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憑此券兌換可以現場折抵$200的折扣 開幕當天 

憑此券也可現場參加抽獎 

我們將送出總價值高達$1290的獎品 還有小禮物免費放送

凡購買uLove白馬王子按摩椅或是

uDeluxe按摩椅的顧客 

沈燕 青年鋼琴演奏家

Email: yanshen.piano@gmail.com

鋼琴演奏博士學位和

演奏家文憑獲得者，

現招收有限名額的私人學生授課，

限周六日。有意者請郵件聯系面試。

M06-Shenyang 沈燕C_567_4

電話：832-380-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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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在美國一個自然人已經認識到不
怕死亡，而深懼傷殘與長照需要的事實
>這個現像到了退休年紀更是每一個人
揮之不去的夢想。

（*）美國的醫療保健支出從1960
年的2210億美元已經躍升至2016年的
3.4萬億美元，平均每年增長5％。預計
到 2026 年美國醫療保健支出預計將達
到5.7萬億美元

（*）2018年美國最新醫療統計資
料顯示：阿茲海默症人口的持續上升，
他所引出的長照費用平均值是每一個人
42.4萬美金。

21 世紀的今天，我們的平均壽命
因為醫療科技的突飛猛進而延長了，但
誰能保證健康呢？以上例而言，現代社
會所面對的更是超越健康的考量，還有

（生命記憶喪失）的風險。所以<我不
怕死>，但<我怕殘，我怕失去記憶>。
長期照顧的保障是在<生命規劃>中不
可或缺的元素，尤其在醫療費用高漲的
美國。長期護理（LTC）的保險在 90
年代的時候，它屬於<醫療費用>，保
費高昂而且沒有規劃的彈性。時至今日
，保險產業因為累積了足夠的經驗值，
而產生了許多在財務規劃上能夠運用的
工具與產品。最大的差異就是<它可以
用個人部分退休資產做質押的方式取得
（當然必須經過保險公司的承銷與核准
），其它許多特色甚至在全球規劃中都
有它特殊的規劃意義。

你需要進一步認識了解 LTC - 美
國的長期照顧保障嗎？請發郵件至：
smar@hwafamily.com您的問題。

（本報記者黃麗珊）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區家庭診所
於3月24日上午9時至上午10時，在10623 Bellaire Blvd. #C280,
Houston,TX.77072的該診所舉行 「蔬菜疾病及蟲害-認知及預防
」講座，黃以法教授、鄔貴新博士應翁佩珊社區活動負責人邀請
主講，與會僑界人士受益良多。黃以法教授首先談到 「自然界的
植物也會生病嗎？」，他說，自然界中存在各式各樣的生物，每
種生物都有自己的生態地位，像是生產者、消費者、二級消費者
及分解者，組成一個平衡的食物鏈，再放大一點，也就是我們熟
知的生態系。一個達到平衡的森林，可以發現有各式各樣的植物
、動物及微生物，每種生物都有一定的取食與被取食的關係，所
以每種生物的族群數量都受到限制，相對的生物多樣性也會比較
高。

黃以法園藝專家說明，原來 「病蟲害」是正常的生態現象，
舉例來說，一隻毛毛蟲吃了植物以後，鳥又吃掉了毛毛蟲， 「掠
食食物鏈」就這樣開始了。 「腐生食物鏈」也是一樣，腐生真菌
取食落葉或是動物的糞便，把養分再度分解回到土壤之中，造就
了另外一條食物鏈。即使是病原性的真菌也是一樣，感染侵入了
植物，導至整株植物枯死，死掉的植物被腐生真菌分解，養分又
再度回到土壤中。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很少在自然環境中發現
大量的同一種生物，就算是 「病蟲害」也是一樣。這些害蟲、真
菌及細菌，也是自然界食物鏈的一環，在生態系中扮演著自己的
角色。因此，植物病蟲害的這個 「害」，是人類所定義的。在自
然界中，任何生物都是食物鏈的一環，取食與被取食者巧妙地維
持動態平衡，並沒有 「優」與 「劣」之分。但如果受害的是人類
所關心的蔬果，或是園藝花卉，這些 「取食者」就變成了 「有害
生物」，也就是 「對人類利益有害的生物」。

黃以法園藝專家向與會人士介紹 「共榮作物的混植與間作」

，他贊成 「與共榮作物進行混植」，在自然界之中，像農
耕用地這樣只有單一物種生長茂盛的狀況，幾乎不存在。
各種植物生長在一起，一邊競爭一邊共存才是大自然的常
態。以效法大自然為基本的天然菜園，除了利用草類跟綠
肥作物之外，還會用可以互助合作的蔬菜或農作物來進行
混植、間作、輪作，當作基礎性的手法。種在一起可以互
相改善生長狀況的植物，稱為共榮作物（Companion
Plants).兩個物種的性質如果相同，很容易就會互相競爭，
但如果 「植物的科」、 「對於養分、光、水的喜好」、
「根的擴散方式」、 「成長期間」等各個方面有所不同，

就算根部延伸到各自的自立根圈內，也可以互相接受、成
為互助合作的共榮作物。日本從以前就有流傳 「在柿子樹
下種植蘘荷，雙方都可以順利成長」。美國的印地安人，
則是流傳有讓玉米、南瓜、四季豆進行混植來順利成長的
三姊妹的故事。廣為人知的 「番茄跟九層塔」，則是栽培
與料理都能一起使用的經典組合。最近的研究還告訴我們
，這些組合不光是可以幫助對方成長，還具有減少對方蟲
害、預防疾病、有效分配營養等多元的效果。同一科內的
蔬菜，與其他科搭配起來是好是壞，其實相當的類似，可
以瞭解一下自己種的蔬菜屬於哪一科，將來與其他蔬菜搭

配的時候可以當作參考。
黃以法園藝專家提到，混植、間作有夫妻型、朋友型、學姊

學妹型。混植與間作的模式，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當類似。可
分成種在同一個孔內，兩者根部糾纏、莖幹倚靠在一起的 「夫妻
型」；稍微保持距離，像朋友一樣以對等身
份相處，用一定間隔輪流種植或種在隔壁田
畦，採用間作方式的 「朋友型」；注重年齡
或地位等上下關係，有如學姊學妹一般，把
長期栽培的蔬菜跟短期收成的蔬菜混植在同
一塊田畦的 「學姊學妹型」。天然菜園經常
使用的共榮作物，有百合科的青蔥、韭菜、
大蒜，豆科的毛豆、花生，菊科的茼蒿、萵
苣、萬壽菊，脣形科的九層塔，傘型科的紅
蘿蔔、芹菜、香芹等等。

黃以法園藝專家提及 「用青蔥或韭菜的
夫妻型混植來預防茄科或葫蘆科的疾病」.百
合科的青蔥、韭菜、大蒜，與這些蔬菜根部
共存的微生物，會發出抗生物質來抑制病菌
的繁殖。茄科的番茄或茄子、葫蘆科的小黃
瓜或西瓜，在植入幼苗的時候，如果跟青蔥
或韭菜的根部互相纏繞來進行夫妻型的混植
，則葫蘆科的黃葉病、茄科的青枯病等土壤
型性疾病就比較不容易出現。百合科的根部
是鬍鬚型，再加上往下伸展的深度較淺，跟
茄科或葫蘆科那往深處延伸的根部不會互相
衝突。但豆科的毛豆、十字花科的大白菜與

白蘿蔔、菊科的萵苣等等，跟青蔥、韭菜、大蒜等百合科比較合
不來，要避免夫妻型的混植，就算進行朋友型混植，也要相隔
50cm以上。黃以法園藝專家說 「豆類用朋友型混植來促進生長
」.毛豆（大豆）、四季豆、花生等豆科的根部，與根瘤菌處於
共生的狀態。根瘤菌會從根部得到養分，把空氣中的氮留在土中
，讓土壤變得肥沃。另外，聚集在豆科根部的根瘤菌，還會將磷
酸轉換成容易吸收的型態。跟毛豆或花生進行朋友型混植，可以
改善蔬菜的發育，土地也會變得肥沃起來。但毛豆必須使用80
天內收成、高度較矮且不會變得大株的極端性的早生種.中生或
晚生種的毛豆、大豆，會長得太過大株，讓蔬菜被陰影覆蓋。

黃以法園藝專家介紹 「菊科或傘型科，跟脣形科的草本植物
混植來預防疾病跟害蟲」。菊科的茼蒿跟萵苣，傘型科的紅蘿蔔
跟香芹、芹菜，脣形科草本植物的九層塔等等，都擁有特殊的氣
味，可以驅逐其他科的許多害蟲。跟容易產生白粉蝶、蚜蟲、小
菜蛾等害蟲的十字花科進行朋友型混植，讓菜青蟲或蚜蟲等害蟲
不想靠近。另外，紫蘇跟九層塔等脣形科的草本植物，擁有驅逐
病菌的效果，可以透過朋友型的混植來發揮效果。特別是九層塔
，對番茄來說是關聯性很強的共榮植物。但九層塔本身較為強勢
，可使選擇比較小株的幼苗，或是比番茄晚一點來種下去。薄荷
等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會長出茂盛的地下莖，因此並不適合混植
。

鄔貴新博士以幻燈片介紹蔬菜疾病及蟲害-認知及預防，與
會人士有進一步認識和了解。Home Depot的Nancy蒞臨和現場
人士交流互動，她帶來十幾種蔬菜種子供大家摸獎。

黃以法教授、鄔貴新博士應邀主講
「蔬菜疾病及蟲害-認知及預防」

<財務規劃專欄>末世的保障 - 美國的長照保險

黃以法教授黃以法教授（（左二左二）、）、鄔貴新博士應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區家鄔貴新博士應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區家
庭診所翁珮珊庭診所翁珮珊（（右一右一））社區活動負責人邀請主講社區活動負責人邀請主講 「「蔬菜疾病及蟲害蔬菜疾病及蟲害--
認知及預防認知及預防」」 ，，Home DepotHome Depot的的NancyNancy帶來十幾種蔬菜種子供大家摸帶來十幾種蔬菜種子供大家摸
彩彩。（。（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如果您想開店做生意，但又不知
做什麼，品牌連鎖是最好的選擇。一項由華人專業協會與糖城廣
場舉行的 「加盟連鎖創業講座及座談」 於上周六上午十時起，
在59 公路邊（ 近Hillcroft ) 的希爾頓大飯店舉行。特邀來自洛杉
磯的美亞連鎖顧問集團總裁謝宗煌先生作專題演講，以及該公司
的經營管理 & 培訓顧問凌偉棟在會中介紹經營連鎖店的種種細
節，而休巿著名律師歐陽婉貞也出席大會，在現場回答觀眾有關
投資移民的問題。

目前休士頓地區華人的人口數量、帶有華人風味的市場需求
、以及不甘平淡而躍躍欲試的華人創業者都在迅速增加。而根據
統計，一般自行創業者的五年存活率只有20%，稍有不慎，或是
雖然謹慎勤勞，但運氣稍有不佳，多年的辛苦很容易就就付諸東

流，相對的，
加盟連鎖創業
的成功率卻高
達 80% ， 然 而
美國本地的連
鎖市場發展已
經近百年，有
750,000 家經營
者，是一個高
度成熟，高度
競爭的市場，
對於初次創業
者來說 極具挑
戰性，知名的
連鎖大品牌不
但申請加入的
困難度高、限
制多、且前期
投資金額大，

使許多想要加入的創業者望門興嘆，因而在未來華人社會的潮流
，將是由海外引進具備良好創意,在海外已經有成功經驗的連鎖
品牌，在針對美國本土之市場特性及法律規章加以調整後，引進
到美國來落地生根。

這一次座談的題目是 「連鎖店，是創業、投資、辦移民的最
佳選擇」，美亞連鎖顧問集團的總裁謝宗煌先生以詳實的內容、
豐富的信息來協助大家了解，在眾多的海外連鎖事業當中，如何
挑選適合自身條件的事業，同時以標準化、統一化、簡單化的原
則來經營，他將會為糖城廣場帶來一些名牌連鎖餐飲業資訊，幫
助糖城廣場的店東作為創業的選擇。休市律師歐陽婉貞也在現場
回答有關投資移民的問題。

主講者簡介:
謝宗煌先生擁有超過25年的連鎖業及房地產經驗，加州房

地產 Broker執照，美亞連鎖顧問公司及家世界房地產執行長。
他曾擔任多家美國連鎖公司的亞洲市場代表。1995年安排中國第
一個的特許經營代表團訪問美國國際連鎖協會(IFA)和國際連鎖
特許經營大展 (IFE)。2012年於洛杉磯創立美中連鎖企業協會。
他是美國國際連鎖協會會員(IFA)，持有協會認證的連鎖經營執
行的CFE執照(首位在美華人持有)。謝宗煌先生畢業於台灣國立
政治大學，美國國際連鎖經營管理學院(ICFE)和美國Concord 法
學院。著有"美國連鎖加盟系統介紹"。

美亞連鎖顧問公司為一專業連鎖店及生意投資諮詢顧問公司
，為客戶提供連鎖店或生意投資之仲介及諮詢顧問服務，投資人
同意讓亞美連鎖顧問公司為投資人選擇適合投資或辦理投資移民
之企業，審核客戶提交的文件，並且讓所選擇的律師審查這些文
件，完成買賣交易及辦理投資移民。

「華人專業協會」 會長唐心琴也在會上介紹她負責的 「糖
城廣場」，是糖城第一個＂中國城＂上巿銷售。位於6 號公路最
繁華地帶，有14.2 英畝的土地，介於Colonial Lakes 與Dulles 之
間，面對Hwy6, 前方有Spring Creek BBQ 和德州恆豐銀行，旁
邊有騰龍教育學院。廣場中將有餐廳、辦公室、學校、診所和休
閒中心等，優質地段帶來最佳投資機會。

位於休士頓地區西南角的糖城（Sugar Land ) 2014 年被
Money 雜誌評選為全美提供工作機會第一名城市。從2010 年來
工作增加10% ，預計2018 年工作機會再增加18.4% ,, 糖城也曾被
評選為最安全城市第四名。

糖城學區最優秀，房價便宜，交通方便，環境優美，該市平
均家庭收入十萬以上，房價中間價位三十至四十萬，是華人最喜
歡居住的城市，也是一般中產階級的最愛。現有多家美國大公司
，如 Schlumberger, Texas Instrument, Minute Maid------ 等多
家多已遷入糖城。

（ 休士頓 / 秦鴻鈞
報導 ）哈里斯郡檢察長
Kim Ogg 與休士頓警察局
於28 日（ 本周三） 上午
舉行記者會，介紹經過一
年多的調查，休士頓中國
城地區有 22 人因涉及非
法賭博、洗錢等犯罪而被
指控，其中有二人是休士
頓警察局已退役的警察。

這 22 名涉案嫌犯，
其中 13 名是越南裔（ 包
括二名休士頓退役警察在
內），另外9 名是華裔。
除警察外，餘為賭場老闆
或是其雇員。在此次調查
中，中國城有6 間涉事遊
戲是或私人住宅被查處，
起獲案值高達230 萬美元

。
據悉，這兩名退役警

察已經承受犯下不法行為
。其中一位 Ly 姓退役警
察在 2016 年買下一部首
付六萬美元，以貸款方式
購買了一輛價格高達 21
萬美元的跑車，而他也因
涉及協助洗錢、他們將面
臨五年乃至終身監禁的處
罰。

華裔律師陳文，當天
也受哈里斯郡檢查長Kim
Ogg 邀請，作為當天記者
會的三位發言人之一。陳
文律師向主流媒體介紹了
中國城搶劫頻發的現狀。
她說：自 2016 年以來，
休士頓中國城治安狀況每

况愈下，中國城已儼然成
為劫匪的目標地區。今年
僅前兩個月，就有五起搶
劫案發生，受害者皆為華
裔女性，而且此一數字還
是有向警方報案的紀錄，
未報警的數目就不得而知
。陳文律師認為，搶劫案
數量的上升與當地非賭博
錢財招引了歹人的注意有
關。她呼籲嚴懲在中國城
的各種犯罪。

目前，警方和檢方正
在進行更進一步后的案件
調查工作，他們也呼籲當
地民眾能提供犯罪綫索，
積極舉證，並能為警方提
供一些翻譯工作。

檢警雙方聯手調查，22 人被指控
在休市中國城非法賭博及洗錢行為

華人專業協會、糖城廣場舉行加盟連鎖創業座談
題目： 「 連鎖店是創業、投資、辦移民的最佳選擇」

演講畢會長唐心琴演講畢會長唐心琴（（ 左一左一 ）） 頒獎給遠來自加州洛杉磯的主頒獎給遠來自加州洛杉磯的主
講人謝宗煌先生講人謝宗煌先生（（ 左二左二）。）。旁為主講人歐陽婉貞律師旁為主講人歐陽婉貞律師（（ 右右
二二 ）） 及白釗民及白釗民（（ 右一右一）。（）。（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美亞連鎖顧問集團總裁謝宗煌先生在美亞連鎖顧問集團總裁謝宗煌先生在
會中作專題演講會中作專題演講。（。（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這幾起非法賭博和洗錢這幾起非法賭博和洗錢，，Kim OggKim Ogg 認為與中國城搶劫等案有關聯認為與中國城搶劫等案有關聯。。重案組負責人重案組負責人
希望華人社區多多支持他們調查取證希望華人社區多多支持他們調查取證。（。（ 圖由陳文律師提供圖由陳文律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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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

從著名僑領之死談心肌梗死的防治
專訪冠心病介入治療專家劉勇主任醫師

近日，著名僑界名人，休斯頓和統會會長、中國人活動中
心董事許華章先生不幸離世。許先生多年來對僑學界社團的建設
和發展貢獻良多，尤其是他致力於台海兩岸和平發展與統一，資
助北京大學、中國聯合校友會、華夏中文學校的學子求學與發展
，得到了僑學界和被幫助學生及家長的高度讚譽。

許先生十年前突發昏迷倒地，經影像學等臨床指標檢測發現
急性冠狀動脈阻塞，立即經皮冠狀動脈放入支架，病情立即好轉
，逐漸恢復正常，繼續活躍於休斯頓僑學界。近日，他感覺心臟
虛弱，考慮支架老化，正計劃更換。可是整天忙於社區服務，還
沒來得急更換，突然昏迷，失去知覺，經臨床指標檢測，出現嚴
重的心肌梗死，經搶救兩個小時無效死亡。休斯頓華僑華人都表
示惋惜和沈痛的哀悼。

心肌梗死 (Myocardial infarction) 是指由缺血時間過長導致的
心肌細胞死亡，是心肌灌注供給與需求失衡的結果。心肌缺血在
臨床中常可通過患者的病史、心電圖和心肌酶學的改變而發現。
心肌梗死有時表現為不典型症狀，甚至沒有任何症狀，僅能通過
心電圖、心臟標志物升高或影像學檢查發現。為此，我們專訪了
天津醫科大學第四臨床學院內科教研室主任、天津市第四中心醫
院心內一病區科主任、心血管疾病介入診治專家劉勇主任醫師。
劉主任說，要有科學的、正確的心態看待心肌梗死，一切都要緊

急，時間就是生命，老化支架可以更換，心肌梗死是可以防治的
，死亡是可以避免的。

據院方介紹，不久前，天津市一位40歲的於先生上班期間
出現煩躁不安、大汗淋漓等癥狀，被同事緊急送往天津市第四中
心醫院，救治情況十分危急，急診科立即電話通知心血管介入治
療專家劉勇主任，劉主任接到電話後立即趕到急診科查看患者。
搶救期間患者意識喪失，心電圖提示III、avF、V3R-V5R導聯
ST段擡高，I、avL導聯ST段壓低，結合病人高血壓史，考慮患
者為急性右室下壁心肌梗死，造影提示右冠狀動脈第一屈膝部閉
塞，立即行急診經皮冠狀動脈介入（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
vetion，PCI）治療，劉主任立即置入1枚支架後，癥狀好轉，經
過幾天的護理，患者現康覆出院。近日，天津市第四中心醫院導
管室又上演了一場生死時速，在醫護人員密切配合下，爭分奪秒
，面對患者4次室顫危險，在1個臨時起搏器和5個靜脈泵支持
下，成功救治命懸一線心臟已放入三支嚴重老化支架的79歲老
人，使危重病人化險為夷。

據劉勇主任介紹，在突發急性心肌梗死時要把握三點：第一
點，爭取黃金搶救時間。從發病到首次接觸到醫生要在2個小時
以內，而首次醫療接觸至血管開通的時間在120分鐘以內。第二
，首選一家有能力迅速救治心梗的醫院。具有胸痛中心認證的醫

院在患者到達急診時，有清晰明確指向標識，將患者急診處置時
間盡量縮短，嚴格按制度及流程救治，徹底打通胸痛急救生命線
。第三，信任並配合醫生。越來越多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受益於
冠心病介入治療，支架置入是救治冠心病極為有效的方式。患者
一旦確認就應馬上進行手術，要抓緊時間搶救，開通血管，挽救
生命。

劉醫師為高血壓、高血脂患者提出以下一些註意事項預防冠
心病人出現的心肌梗死。（1）身體異常，不容忽視。平時工作
壓力較大，飲食不太規律，患有高血壓和高血脂多年，血壓最高
160/105mmHg，如果覺得自己還年輕並未服藥進行治療，這都
為疾病的爆發埋下了隱患。（2 ）及時救治，千萬別忍。發病前
要了解一些基本的醫療知識，不要覺得胸痛強烈才是心梗。有些
病人有高血壓、冠心病的病史，有時心前區疼痛、胸悶並不明顯
，與典型心肌梗死的症狀很不同，只是不停地冒冷汗，這時也要
及時就醫。（3）相信醫生，配合治療。一旦檢查結果顯示出心
肌梗死的體征，需要馬上心臟介入治療。（4） 堅持鍛煉，調整
用藥。平時堅持健步走，養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並定期到醫院複
查，按照醫囑到醫院檢查各項指標，並根據病情變化及時在醫生
的指導下調整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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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易年度風水調氣班衍易年度風水調氣班
44 月月 11 日為最後一次上課日為最後一次上課

（ 本報訊）衍易工作坊主辦、一年一度的風水調氣
班、將於4月1日星期天最後一次上課。
下午 2 點到 6 點在中華文化中心上課。可以網路報名，
到 FengshuiProfessor.com 登 記, 也 可 以 電 話 報 名:
832-417-8168，832-202-5751。

我們對風水的需求，其實因人而異。希臘人有句諺
語，說是： 「一個人的美酒佳餚，很可能是另一個人的
穿腸毒藥。」 放在風水氣場上，其實也非常貼切。一棟
本身格局沒有問題的房子，對A來說，可能是安居樂業
的好場所，但是對B來說，就有可能非常不適合。

在這個課程裡，衍易老師將為大家講解如何分辨住
宅本身的氣場特性，同時了解每個人自己對風水氣場的
特別需要。主要就在讓大家了解，什麼樣的風水是自己
的 「美酒佳餚」 ，什麼樣的風水有可能變成自己的 「穿
腸毒藥」 。

前面的四個小時，課程的重點在如何分辨住宅本身
的氣場特性，同時了解不同的人，對風水氣場的不同需

要。一家人住在一棟房子裡，因為各人對風水的需要不
一樣，應該要找到各自適合的位置，經常在那裡活動，
或者坐臥休息，讓住宅的風水，對家裡的每個人都能發
生正面效果。

後面的四個小時，重點在講解如何分辨家中氣場的
旺衰強弱，那些地方的氣場應該加強，那些地方的氣場
需要稍微減弱。

生命是一個不停改變的過程，年齡、職業、健康、
婚姻狀態，都會與時推移。每個人在人生不同的時段中
，對氣場的旺衰要求並不一樣。學會風水調氣，隨時根
據自己與家人的需要做調整，可以一生受用。

尤其今年是衍易工作坊招生的最後一年，想要了解
風水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這個上課的好機會。第一次
參加衍易研習班的朋友，風水調氣班的收費是$200。

關於風水調氣班的詳細內容，請上網查看 www.
FengShuiProfessor.com 的命理風水研習班，或電：
832-417-8168，832-202-5751。圖為衍易老師圖為衍易老師

（本報記者秦鴻鈞）由於德州地處溼熱地
帶，地板日漸成為住家的寵兒，很多上檔次的
住房，皆一一把房間換上地板，不怕冷熱，清
理方便。

「敦煌地板」 就在敦煌超市旁，由WIL-
SON余先生主持，已開設六年，在此之前，
余先生在休市地板界已服務十餘年，累積豐富
的經驗，加上做人實在，腳踏實地，做事熱誠
，很多與他合作過的人，都會不斷回來找他，
並介紹新客戶給他，其口碑可見。

「敦煌地板」 專營地板，地毯，磁磚，花
崗石…等上百種款式，包工包料，且價格公道
，品質佳，歡迎比較。如其8MM每呎僅1.99
元起，12.3MM每呎2.35元起，12.3MM高仿

真複合地板，每呎2.99元起
，實木複合地板，每呎4.99
元起。

「敦煌地板」 與 「敦煌
裝修」 是同一家， 「敦煌地
板」 除為您更換地板，地毯
，磁磚，花崗石外，還兼做
與其環境相關的如內外油漆
，櫉浴更新。

「敦煌裝修」 更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
板，瓷磚，地毯，內外油漆，精細木工，浴室
，廚房更新，廚櫃，花崗石，大理石等工程。
價格合理，工細用心，備受好評，歡迎您家
（或公司）有大小工程，跟余先生打一通電話

即 可 。 電 話 ︰ 832-353-6900，
832-877-3777或至 「敦煌地板」 找他面洽，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B-24C（敦煌
超市旁）

圖為敦煌地板內部圖為敦煌地板內部。。

圖為位於敦煌超市旁的圖為位於敦煌超市旁的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門面門面。（。（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敦煌地板 敦煌裝修
工細價公道 新店 新舊屋裝修最在行

LycamobileLycamobile 讓您與世界通話花費更少讓您與世界通話花費更少
每月僅需$19 元，您可無限量通話和短信到中國

（本報記者秦鴻鈞）手機市場界又竄出黑馬
了，Lycamobile 以無敵之勢全世界50個國家電
話隨便打，每月僅需 19.99 元，有的計劃僅需

$17 元多，可隨時打中國，台灣，香港等50 個
國家。甚至兩個人都是使用 Lycamobile 電話，
在歐洲互相打電話，不論多長時間，都一律免

費 。
在 全
美 各
地 都
可 無
限 制
通 話

或發短信至中國，台灣，每月僅需19 元。代理
該公司的 「王朝通訊 」 表示： 因為 Lycamo-
bile 如此優惠，現在該店有很多 AT&T , T-

Mobile 的客戶都轉來Lycamobile , 就是因為它如
此方便，全世界打透透，價格又如此低廉。Ly-
camobile 上巿已五、六年，是世界級的公司，
其大本營在英國。

請儘快前往敦煌廣場#312 ，山水眼鏡對面
的 「王朝通訊 」（ ZaZa Digital ) 洽詢。 「王
朝通訊」 服務所有品牌手機，電腦，互聯網，
電視，護照照片。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
312, Houston TX 77036 , 電話：713-777-7233
/ 832-277-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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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sanNissan車款車款Good FridayGood Friday大特價大特價
省油耐用省油耐用 最多可省最多可省$$90009000元元

((本報訊本報訊)) 好消息好消息! Sterling McCall Nissan! Sterling McCall Nissan公公
司目前有車款大特價出售司目前有車款大特價出售，，本周末是本周末是GOODGOOD
FRIDAYFRIDAY ，，又逢月底又逢月底，，包括包括20172017,, 20182018的車款的車款
都大特惠找買主都大特惠找買主，，最多可省最多可省$$90009000元元，，要買車要買車
的朋友動作可要快喔的朋友動作可要快喔!!

這波大特價這波大特價，，價格好的讓人心動價格好的讓人心動，，例如例如
20182018 Armada $Armada $90009000 offoff、、 20182018 MURANOMURANO
$$60006000 offoff、、 20182018 ROGUE $ROGUE $45004500offoff、、 20172017
ROGUE sport $ROGUE sport $55005500 offoff、、 20172017 ALTIMAALTIMA
$$70007000 offoff、、 20182018 PATHFINDER $PATHFINDER $58005800 offoff、、

20182018 Maxima $Maxima $85008500 offoff、、
20182018 TITAN $TITAN $1100011000 offoff。。
需要買車的朋友趕緊聯繫需要買車的朋友趕緊聯繫
Sterling McCall NissanSterling McCall Nissan的安的安
娜娜，，千萬別錯過囉千萬別錯過囉。。

Sterling McCall NissanSterling McCall Nissan
公司的車公司的車，，座位舒服座位舒服，，空間空間
比同等級的車來的大很多比同等級的車來的大很多，，
都是偏向經濟都是偏向經濟、、家用家用、、代步代步
的類型的類型，，民眾能以實惠的價民眾能以實惠的價
格格，，找到新的愛車找到新的愛車。。NissanNissan
公司的車子公司的車子，，向來以耐用向來以耐用、、
好開好開、、價格好聞名價格好聞名，，NissanNissan

的引擎非常耐操的引擎非常耐操，，開個十多年沒問題開個十多年沒問題。。
無論是要選購轎車無論是要選購轎車、、或是休旅車或是休旅車，，NissanNissan

都有許多車款可供選擇都有許多車款可供選擇，，例如例如AltimaAltima、、RogueRogue、、
MuranoMurano、、SentraSentra、、ArmadaArmada、、MaximaMaxima等等等等，，趁趁
著目前大優惠著目前大優惠，，民眾應可選到划算又耐用的車民眾應可選到划算又耐用的車
款款。。

ArmadaArmada是大型是大型SUVSUV，，是一款專供美國市場是一款專供美國市場
的全尺寸的全尺寸SUVSUV，，裝配有裝配有55..66升升VV88的的305305匹馬力匹馬力
發動機發動機。。

MuranoMurano內裝很有質感內裝很有質感，，整體車室採用零重整體車室採用零重

力的設計概念力的設計概念，，中控台及座艙是以鷗翼造型設中控台及座艙是以鷗翼造型設
計計，，適合所有乘員適合所有乘員，，感覺溫馨舒適感覺溫馨舒適。。前座的乘前座的乘
員還有座椅加熱功能員還有座椅加熱功能，，在寒冷的冬天可享受溫在寒冷的冬天可享受溫
暖暖。。

RogueRogue是全美國銷售量第一的是全美國銷售量第一的SUVSUV！！為什為什
麼這麼多人選擇它麼這麼多人選擇它，，原因就是原因就是NissanNissan的產品質的產品質
量佳量佳，，是全美返修率最低的是全美返修率最低的，，價格又好價格又好，，外型外型
設計美觀設計美觀，，而且是所有而且是所有SUVSUV當中油耗最低的當中油耗最低的。。
每一加侖油耗在高速上可以跑每一加侖油耗在高速上可以跑3333英里英里，，NissanNissan
RogueRogue 被稱為目前市面上最經濟實用的被稱為目前市面上最經濟實用的SUVSUV。。

AltimaAltima外形氣派時尚外形氣派時尚，，尾部設計更讓人稱尾部設計更讓人稱
讚讚，，既新穎又大氣既新穎又大氣，，車體的線條很美車體的線條很美；；在內部在內部
方面方面，，格調溫暖格調溫暖，，座位舒適座位舒適，，並有日系車省油並有日系車省油
的特點的特點。。

NissanNissan車行的華人業務代表安娜鮑車行的華人業務代表安娜鮑，，為所為所
有休斯頓的華人朋友服務有休斯頓的華人朋友服務，，保證是最優的價格保證是最優的價格
、、最好的服務最好的服務、、最高的品質最高的品質，，確保您買的安心確保您買的安心
、、放心放心。。歡迎撥打諮詢電話歡迎撥打諮詢電話 832832--606606--95999599 找找
安娜鮑安娜鮑，，地址地址1223012230 Southwest Fwy, Stafford,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TX 7747777477 。。歡迎試車選購歡迎試車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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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上元寶旦暨元宵佳節上元寶旦暨元宵佳節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 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 、、
李明德李明德、、陳作堅陳作堅、、江伯母江伯母 向向 觀世音菩薩上香祈福觀世音菩薩上香祈福 求求 聖恩庇佑聖恩庇佑
世界和平世界和平

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 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 、、
李明德李明德、、陳作堅陳作堅、、江伯母江伯母、、信眾信眾向向 閔關聖帝君上香祈福閔關聖帝君上香祈福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33月月44日在該廟大殿舉行上元寶旦慶賀大典向玉皇日在該廟大殿舉行上元寶旦慶賀大典向玉皇
大帝致敬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大帝致敬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 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江副理事長江
鎮煖鎮煖、、李明德李明德、、陳作堅陳作堅、、江伯母江伯母向向 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上香祈福上香祈福

德州天后廟慶祝德州天后廟慶祝元宵佳節與信眾同歡元宵佳節與信眾同歡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慶祝上元寶旦先向天后娘娘致敬慶祝上元寶旦先向天后娘娘致敬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 慶祝上元寶旦慶祝上元寶旦 理事長周滿洪及副理事長江鎮理事長周滿洪及副理事長江鎮
煖煖、、李明德李明德、、陳作堅陳作堅、、江伯母江伯母向天后娘娘上香向天后娘娘上香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慶祝上元寶旦信徒先向觀世音菩薩敬拜慶祝上元寶旦信徒先向觀世音菩薩敬拜

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信眾及信眾及 理事長周滿洪及副理事長周滿洪及副
理事長江鎮煖理事長江鎮煖 、、李明德李明德、、陳作堅陳作堅、、江伯母江伯母 向向 觀世音菩薩上觀世音菩薩上
香香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33月月44日在該廟大殿舉行上元寶旦慶賀大典向玉皇日在該廟大殿舉行上元寶旦慶賀大典向玉皇
大帝致敬大帝致敬



BB88訃聞
星期五 2018年3月30日 Friday, March 30, 2018



BB99廣告
星期五 2018年3月30日 Friday, March 30, 2018

 7天辦公 請電話預約:

(713)772-0300 / (832)863-8882

專精一般跌打痛症
出名治理/

＊坐骨神經炎痛;腰痛;落枕
＊足踝扭傷;扳機指
＊足跟骨剌;骨裂;風濕關節痛
＊膝關節炎;肘關節痛
＊足癬病;牛皮癬

[ 匯琳堂 ]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TX 77036
A03_SELFWELLNESS匯琳堂謝鸚翰中醫56B_8

中 醫 內 外 全 科  ( 頭 痛  /  失 眠  /  減 肥 )

武術跌打 名醫傳人

(美南銀行後面 / 華埠大廈二樓)

>>>>> 新傷老病
一次見效

>>>>>

>
>
>
>
>
>

滄洲 孫振環

福建少林跌打師傅 柯金木

名武術家萬賴聲傳人 洪敦耕 教授授徒

謝鸚瀚 中醫碩士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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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018 -4/8/2018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 3 4 5 6 7 8

00:00-00:30
地理•中國 (重播)

00:30-01:00
明星加油站(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動物傳奇(重播) 
(English)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地理•中國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05:30-06: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健身舞起來（重播

）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地理•中國 

(首播)

10:00-10:30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空姐新發現(首播)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13:00-13:30
美食鳳味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15:30-16:00

地理•中國 
(重播)

中華文化遺產 
(首播)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中華文化遺產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司馬白話 (首播)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健身舞起來（首

19:30-20:00
美食鳳味 生活(首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快樂童年(首播)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明星加油站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幸福來敲門(重播2)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3/29/2018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8年3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生活魔法師 (首播)

少年中國 (重播)
味道(重播)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English 900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人到四十》（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大瓷商》（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防務新觀察 
(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電影藏密（重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重播)

男左女右 (首播)
檔案（首播）

經典電影(首播)文明之旅  (重播)
電影藏密（首播

）
今日關注(首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謝謝我的家 (首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休士頓論壇(重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人到四十》（首播）（English Subtitles） 特別呈現 (首播)

卡通片《鞠萍姐姐講故事》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一

季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
一季 (首播)

真情部落格(首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Howdy Philippines!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城市一對一 休士頓論壇 台灣心動線

綠水青山看中國 
(首播)電視劇《大瓷商》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味道(首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首播)
真情部落格 

(重播）
檔案（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印度小鎮將建成全球最高塑像印度小鎮將建成全球最高塑像 為自由女神像兩倍為自由女神像兩倍

在經過了四年的漫長工期，“全球最高”塑像接近完工。這壹雕塑

樹立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凱瓦迪耶小鎮，位於訥爾默達河中壹個島上。

超過超過150150頭領航鯨頭領航鯨
擱淺澳大利亞海灘擱淺澳大利亞海灘

超過超過150150頭領航鯨擱淺在澳大利亞哈梅林灣頭領航鯨擱淺在澳大利亞哈梅林灣，，目前已有壹目前已有壹
半死亡半死亡。。救援人員正嘗試幫助幸存的鯨魚重回海中救援人員正嘗試幫助幸存的鯨魚重回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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