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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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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1 月 6 號，美國總統特朗
普的死忠支持者在他的鼓動
、慫恿下，硬闖入美國首都

華府的國會大廈，企圖干擾新任總統拜登的就職活動，即塲與執法
人員發生流血衝突，做成5 死及過百人受傷的慘劇。在現場電視新
聞的直播當中，不單止讓美國人民，就是世界各地的.電視觀眾，都
有如置身現場，目睹整個過程，令到美國民主自由的形象，遭受到
一次無情的打擊。民主黨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誓言
對特朗普發動第二次彈劾。1 月10日，她致函眾議員，表明眾院將
會展開彈劾總統程序，承諾會嚴肅但盡快行事，因為他對憲法和民
主的威脅迫在眉睫

彈劾程序是：眾議院會先在11、12 號兩天，表決決議案，他
們會要求副總統潘斯（Mike Pence）及內閣引用憲法第25修正案，
將特朗普免職，否則將展開彈劾程序。

民主黨眾議員在8 號己開始傳閱 「煽動叛亂」彈劾條款草案。
截至10日晚間，已有近210位眾議員支持。 而裴洛西又繼續點燃戰
火，她在推特（twitter）上發文指出： 特朗普精神錯亂而且有危險
傾向，他必須下台。她周日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60分
鐘》（60 Minutes）訪問時，坦言想利用彈劾成功，可以令特朗普之
後也不能再競選公職。她又擔心特朗普可能在剩餘幾天任期之中，
再特赦他的激進支持者。而眾議院民主黨黨鞭柯里本（James Cly-
burn）周日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表示：彈劾條文週一就
擬好，周二或周三即提出。

另外，共和黨籍賓州參議員圖米（Patrick Toomey）周日呼籲特
朗普 「辭職，早走早好」，指他已經 「自我DQ（取消資格）」，
不再有參選資格。

究竟特朗普會不會在短短的三五天之間，被民主黨人彈劾成功
？我樂意為大家介紹下今次要取勝的關鍵條文：美國憲法第25修正
案修正案（the25thAmendment），究竟是怎樣立即剝奪總統職權，
有無難度

美國《紐約時報》指，依據第25修正案剝奪總統
的權力，會比彈劾程序更艱難。只要有眾議院的簡
單多數就能彈劾總統，有參議院2/3的票數支持就
能將總統免職，但根據第25修正案，剝奪總統權力

需要兩院都以2/3的票數通過。美國憲法第25修正案於1967年正式
通過，主要對總統職務的暫時性和永久性移除做出流程規定。

美國《紐約時報》指，1963年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
遇刺後，副總統詹森（Lyndon B. Johnson）接任成為總統，在如何
選擇新副總統的問題上, 出現了一些困惑。還有人擔心，如果詹森在
找到接任者之前生病或喪失能力該怎麼辦。因此1965年，國會正式
提出第25修正案，並於1967年在得到38州批准後將之變為憲法的
一部分。

法案如何運作？
該法案共有4款，其第1款規定，若總統死亡、辭職或被免職，

副總統接任；第2款規定，副總統職務空缺，則由總統提名人選，
再由國會兩院通過；第3款規定，若總統因身體原因暫不能履職，
可由副總統擔任代理總統，直到總統告知國會他已可恢復履職。

該修正案的前3款都曾被使用過。尼克森辭職，福特接任總統
職務；洛克斐勒（Nelson Rockefeller）被福特提名為副總統並得國
會通過；布希接受結腸手術期間，錢尼擔任兩小時代總統。

而目前成為焦點是從未被啟用過的第4款：一旦副總統及多數
內閣成員一致認為總統已狀態不佳、無論是身體上或精神上，而無
法有效履職，就可在未經總統同意的情況下採取一定步驟暫時或永
久解除總統職務。

啟用第4款的首要環節，就是副總統和多數內閣成員致信眾議
院議長以及參議院臨時議長，一致聲明總統已無法履職。這一行動
將即刻剝奪總統職權，副總統成為代總統。

但總統也可以隨後立刻致信上述兩位國會領導人，表明自己可
以履職。這一行動也將即刻恢復總統職權。

不過若副總統及多數內閣成員再致信國會，堅持立場，副總統
就再次即刻成為代總統；與此同時，國會須在48小時內集會，並在
21天內投票表決，國會參眾兩院2/3以上成員支持才能永久解除總
統職務。

正是基於第4款流程中的 「即刻性」，國會兩院的民主黨領袖
裴洛西以及舒默（Chuck Schumer）都表示，啟用第25修正案,將.特
朗普免職,是 「最快」、 「最有效」的方式。但有消息指，副總統潘
斯的顧問已向媒體表示，潘斯反對使用第25修正案將特朗普免職。

身居華盛頓的公共事務顧問、前國會共和黨議員助理霍爾登
（Drew Holden）告訴美國之音，這幾天對特朗普不滿的內閣成員已
陸續辭職，但仍然堅守崗位的人，顯然不是想在這時候解除總統職
務的人。

啟用第25修正案是否合理？會否被濫用？
不過，除了第25修正案的現實可行性因素，也有專家表達對此

做法本身的顧慮。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教授特利（Jonathan
Turley）上周四接受福斯新聞採訪時表示，需謹慎使用第25修正案
的第四款。 「你一旦開始用主觀判斷的精神殘疾來解除總統職務，
這就很容易成為一個被濫用的判斷標準。」

霍爾登認同對特朗普過去幾天行為的批評聲，但他也表達對啟
用該修正案的顧慮， 「第25修正案的主要用意是應對總統因身體或
精神問題無法履職的情況，但現實是，過去幾天中做那些決定的特
朗普，不管那些決定多麼糟糕，也是2016年被選為總統的特朗普，
也是過去四年裡擔任總統的特朗普」， 霍爾登接著說： 「除非他的
內閣成員有什麼公眾不知道的訊息，能證明總統現在精神健康出了
狀況，否則用第25修正案試圖剝奪他的總統職權是沒道理的」。

曾任.特朗普白宮幕僚長的凱利（John Kelly）日前向美國有線電
視新聞網（CNN）表示，如果他還是內閣成員，他會支持啟用第25
修正案。他批評特朗普對支持者的 「謊言和欺詐」直接導致上周三
的騷亂，並表示潘斯等內閣成員，.應是該對第25修正案的啟用進行
討論。但他也表示，啟用第25修正案基本不可能, 這種做法沒有成
功的可能。

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常駐研究員福捷
（John Fortier）向美國之音表示，潘斯副總統和特朗普內閣的多數
成員，一致認為啟用第25修正案基本沒可能。他說，當日的騷亂，
不僅讓民主黨人對特朗普的不滿加深，很多共和黨人也加入批評，
但這些變化不足以構成罷免總統的合力，尤其考慮到特朗普總統的
任期只剩不到兩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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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何再論李香琴
香港影視紅星李香琴

被影迷稱為<一代姦妃>，
那是指她演技出色，把中
國古代帝皇宮廷中多是奸
險小人的西宮娘娘，表演
得入木三分，是以影迷才
付與她<一代姦妃>的稱讚
。在現實生活中，李香琴
卻是一等好人。她人緣甚
佳，於影壇、電視界相識
滿天下，不少後輩曾獲其
提攜，得知其死訊大感可
惜。且聽香港一眾影視藝

人對她的評價：
汪明荃：大家合作過唔少大型節目同劇集，知佢之前都開始唔

記得嘢，以為佢身體不是太差，但突然間聽到消息……咁老人家病
都冇辦法，希望佢個女同啲孫呀都保重，好懷念佢。

黎諾懿：同琴姐合作係《溏心風暴》，佢係非常之好嘅長輩，
有佢喺度係非常之開心，真係好錫我哋啲後輩，佢雖然唔喺度，但
佢嘅精神會帶畀我哋，話畀我哋聽永遠都要開心。

陳敏之：2010年琴姐喺《公主嫁到》飾演金太夫人，好好人，
和藹可親，個性幽默，好肯提攜後輩，係一個非常值得尊敬嘅前輩
，希望佢一路好走。

古天樂：佢係個好好嘅前輩，提攜所有嘅後輩。佢嘅離開我覺
得相當惋惜，希望佢家人節哀。

黃百鳴：我哋自《八星報喜》開始合作，每部賀歲片都自然會
想到搵佢參興，之後佢身體唔好，我同古天樂探佢同佢飲茶，所以
收到佢走咗嘅消息，好唔舒服。

任達華：我哋相識於1977年《家變》，佢係好好嘅長輩，今日

知道佢離開，個心都好唔舒服，我覺得佢永遠都係陪伴大家、陪伴
我。以前好多時都會同佢、炳哥（譚炳文）去食飯同出席慈善活動
，希望佢家人節哀。

胡楓：心情好悲痛，我哋識咗60幾年，阿炳（譚炳文）又係，
我都唔知點講，佢當年多數做鍾意我嘅女人，佢又靚又肯做反派，
好多導演鍾意用佢。

薛家燕：好耐之前都睇過佢，嗰陣時佢都OK，仲同我講自己有
練歌，仲話之後一齊去登台。琴姐，好想念妳，佢係非常好嘅前輩
。

上世紀40年代尾加入娛樂圈的李香琴，橫跨歌影視及粵劇界，
貢獻良多，帶給港人不少歡樂。 20歲時，她獲武俠大師關德興賞識
拍攝處女作《黃飛鴻三戲女鏢師》，成為矚目新星，其後在《鴛鴦
江遺恨》演大反派更受注目，又跟餘麗珍合演《無頭東宮教子鬧金
鑾》等，把姦到出汁的 「西宮娘娘」演得入木三分，從此深入民心
。 1964年，她與譚倩紅等 「九大姐」合資拍電影《香城九鳳》，初
嘗做老闆的滋味，1974年更跟譚炳文組公司開拍喜劇《大鄉裡》。

直至70年代，琴姐加盟無綫，成為長壽節目《歡樂今宵》台柱
，多年的電視生涯中 「姦味」逐漸減淡，多做母親角色，跟周潤發
、周星馳等合演多部經典劇集包括《親情》、《網中人》、《他來
自江湖》及《流氓大亨》等。她曾於1990年轉投亞視，及後重返無
綫，參演《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等，最後一部無綫劇是《盛世仁
傑》。近代電影作品一樣無數，她曾參演《家有囍事》與《星月童
話》等，當中在《家》片因沒有電視睇而大叫 「世界末日喇！」一
幕，更被改成潮圖。她於2011年《萬千星輝頒獎典禮》獲頒 「萬千
光輝演藝人大獎」。

貫徹堅持專業精神的她，曾試過拍4日戲、每日拍足10小時的日子
，最驚險是2003年跟資深演員梁愛在內地深圳試造型時，在酒店門
外遇到黑幫尋仇，持鐵枝及磚頭撲爛其車輛，其後才發現是被點錯

成名後片約不斷的李香琴，視買樓及買股票為財富增值之道，
但1973年股災令她輸掉逾40萬港元，這筆錢當時已足夠買3層樓！
雖然身家幾乎輸光，但性格樂天的她卻看得開，並先後在中港及澳

洲等地投資物業，又跟友人合資搞酒樓，奈何 「親情」兩字，再度
令她荷包大傷！

事緣她對同父異母的弟弟李樹佳本來十分照顧，但對方在1996
年欠下逾百萬賭債，念親情的她，出力代還，可惜弟弟賭性難移，
在澳門再賭再藉欠債百萬，債主卻向琴姐登門追債及在門外淋油，
令她氣得登報斷絕姊弟關係。

晚年的她生活無憂，有女兒及女婿悉心照顧，據知身為醫生的
女婿傅蔭鎈，是澳門一代賭王傅老榕的兒子。她曾透露金融海嘯下
，輸掉6成身家，但女婿在九龍何文田山買入幾千萬豪宅讓她居住
，並在樓上另購單位自住，方便照顧。

提過琴姐年輕時的入行經歷及感情生活。再談談琴姐的其他事
跡。據維基百科介紹，琴姐曾經是網上遊戲及一款朱古力的代言人
，但事實上琴姐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已經擔任過一個藥品的代言人
，不過由於該藥品目前仍有生產，所以在此不便提及藥品的名稱。
話說該藥品先是在內地建立品牌，品牌創辦人陳少泉於一九四九年
移居香港，並開設廠房大展拳腳。

在一九五五年、亦即琴姐首部電影上畫前一年，一直甚為喜愛
粵劇的陳少泉已率先看中琴姐的受歡迎程度，所以邀請她為商品代
言。自此，琴姐亦多了一個“檸檬小姐”的稱號。

此外，琴姐也曾率領粵劇團到台灣演出，時為一九五六年十月
二十九日。該粵劇團由白玉堂任團長，琴姐任副團長，成員包括陳
非儂等共三十多人。當天他們一行三十多人一齊在台灣的基隆港上
岸，十分熱鬧。

值得注意的是，該劇團團長白玉堂的女兒正是憑著《星星月亮
太陽》獲得首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的尤敏，任劍輝更是尤敏的表姑
，換言之任姐是白玉堂的表妹。琴姐一直十分欣賞任姐的演出，所
以琴姐當年的台灣行到底是為親近偶像的親戚，還是另有原因已不
得而知。但當年她的台灣之行，確實獲不少報章刊登消息報道。而
且，上文提及的陳少泉亦有到台灣，但卻不是以劇團成員身份同行
，而是出席當地“華資工業展覽會”。琴姐雖然是該粵劇團副團長
，但同時也是“檸檬小姐”，所以粵劇團副團長身份以外，她亦以
“檸檬小姐”的身份陪同陳少泉會見“華資工業展覽會”的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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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妳治李醫生免費幫妳治，，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

國，每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
了車禍怎麼辦？壹般來講，傷
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壹系列
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
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妳
就不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
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
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
，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
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
以幫妳免費治療！不用妳自己
掏壹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
單！不管是妳的過錯還是對方
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汽車
買了保險，妳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妳治
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壹
次就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
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
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
，有壹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
上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
是壹直從事體力勞動，腰痛病
已經好幾年了，起先感覺腰部

酸痛，由於工作忙，沒有引起
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
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
，並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
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難以維持
。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
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了上
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
路需要人扶，並且壹側臀部肌
肉開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
所做牽引治療，第壹次治療疼
痛就減輕很多，壹個療程下來
，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走
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
需壹個人。再治療壹個療程，
癥狀基本消失，身體恢復，現
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
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之後
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
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
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
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壹分錢
，而且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
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
很快去看李醫生，但看了幾次

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
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了大毛
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
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
電話給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
，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錢，
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
筋動骨，不去看醫生，不知道
車禍後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保險
公司負責，白白錯過了免費治
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年、
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
人（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
出現了病癥。壹般是頭部、視
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
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兒
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
遺癥有壹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
期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現
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
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
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
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
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眩
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

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
治車禍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
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
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
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
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
並配合推拿、註射、器材和營
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
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
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
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
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
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
，車禍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
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
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壹、三、
五全天，二、四、六上午。

疫情期間李醫生接受電視采訪疫情期間李醫生接受電視采訪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十一十一））
34，轉向時沉重費力。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原因有轉向系各部位的滾動

軸承及滑動軸承過緊，軸承潤滑不良；轉向
縱拉桿、橫拉桿的球頭銷調得過緊或者缺油
；轉向軸及套管彎曲，造成卡滯；前輪前束
調整不當；前橋車或車架彎曲、變形。另外
轉向輪輪胎虧氣、四輪定位數據不准也會造
成轉向沉重。

35，行駛時車輛的轉向盤難於操縱。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可能是兩側的前輪規格或氣

壓不一致；兩側的前輪主銷後傾角或車輪外
傾角不相等；兩側的前輪轂軸承間隙不一致
；兩側的鋼板彈簧拱度或彈力不一致；左右
兩側軸距相差過大；車輪制動器間隙過小或

製動鼓失圓，造成一側制動器發卡，使製動
器拖滯；車輛裝載不均勻等。

36，行駛時車輛轉向“發飄”。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往往是由行駛中前輪“擺頭

”引起的，原因有：墊補輪胎或車輛修補造
成前輪總成功平衡被破壞；傳動軸總成有零
件鬆動；傳動軸總成動平衡被破壞；減振器
失效；鋼板彈簧剛度不一致；轉向系機件磨
損鬆馳；前輪校準不當。

37、平常能正常行駛，但有時在緩慢停
車時，有緊急制動的感覺，起步時有拖滯感
；高速時油耗較大，車速受限。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故障可能出在製動總泵上。

實際案例：有一輛車再現上述現象，將汽車
支起，拆檢各制動器、制動分泵、卡鉗導軌
以及手製動拉線等，未發現異常。進行路試
也未發現異常。過了一段時間，上述故障再
次出現，並在無制動情況下推不動。用手觸
摸兩輪輪轂，明顯過熱。將總泵與真空助力
器的連接螺栓鬆開後，制動解除，車能被推
動。將總泵拆下，用工具測量助力器頂桿長
度及總泵活塞深度，發現兩者間沒有間隙。
這使得總泵回油不徹底，產生製動拖滯。在
總泵與助力器之間加墊並調整好間隙之後，
裝複試車，故障排除。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新冠疫情
流行期間，宅家的人多了，免不了
用電也增加許多，而做生意的更少
不了電，您知道如何聰明用電而能
省錢嗎？休斯頓有30多個電力公司
，各家收費規則與服務都不同，選
對電力公司，知道用電技巧，能省
心又省錢。其中，Reliant 電力公司
是歷史最悠久的一家，口碑信譽也
好，曾獲BBB 的年度Excellent 最優
獎，無論是規模或服務，都獲得專
業肯定。

Reliant 電力公司提供住家和商
業用電、搬家通電、轉換電力公司
等服務，加上有華人專門為華裔社
區服務，不少民眾換過幾家電力公
司後，最後又回到Reliant，感覺還
是Reliant的服務比較好。

有專人負責華裔市場
民眾劉太太表示，她經朋友介

紹，轉用Reliant 的電，Reliant有華
語的市場負責人員幫忙，她叫林玉
儀(Yuyi Lin)，協助接電等相關事項
，覺得她服務很親切，尤其是解釋
的很清楚。

林玉儀負責經營Reliant 電力公
司休斯頓的華裔市場，國語、粵語
和英文都相當流利，曾在Reliant門
市部銷售 8 年，為住家提供搬家通

電、轉換電力公司等服務。與她合
作過的民眾，都有很好的評價，說
她在解釋用電的部分非常清楚。

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
一位用戶陳先生表示，有些電

力公司希望增加客戶，只說了部分
用電收費，等到實際上收到電費通
知，收費往往高出很多。而Reliant
電力公司的林小姐，會據實說明每
一項的收費，能源費用是多少？輸
電費用是多少？月費是多少？白紙
黑字清清楚楚，用戶同意之後才簽
約。

另外，有些公司一千度與兩千
度的用電有很大的費用差別，或是
有隱藏費用，用戶以為找到便宜的
計畫，但實際上卻吃虧了。例如，
1001kWh 與 1999kWh 同價，如果
你平時用 1001 kWh 左右就虧了，
用1999kkwh比較合算。所以，要根
據自家用電量來選擇不同計劃。按
標準，電力公司都要提供2000 kwh
的 平 均 價 ， 但 有 時 1999 kwh 和
2000 kwh會差很遠，有人一看2000
KWh 均價便宜就簽了，但實際上，
他們可能用不到2000 kwh 。

因此，提醒民眾，在找電力公
司時，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找
一家信譽優良、誠實可靠的電力公

司才是上策。
自住的房子盡量要簽合同
此外要注意的是，有些小的電

力公司可能會倒閉，倒閉之後，因
為轉手給其它公司，價格可能猛長
，等你知道時，已經太晚了。例如
，前兩年，因為石油價格太低，以
致有幾個德州大的用煤生產電力的
工廠競爭不過，最後關閉了，由於
電供不應求，大熱天會導致 Energy
Charge 猛增，所以要避免那種 En-
ergy Charge 會變的計劃，比如去年
夏天，有個公司曾經1 kwh 要 $9，
真是嚇死人的天價。

如果是自住的房子，盡量要簽
合同，沒有合同的電費會時不時的
漲價。

用電的訣竅，告訴您如何省錢
在商業用電的部分，知道秘訣

和不知道，所交的電費會相差很多
，有技巧地用電，將會幫你省下很
多錢。商業電費主要由兩部分組成
的，我們分別來了解如下：

第一部分是 Energy Charge：
電 的 量 度 單 位 是 千 瓦 時

（KWH)，Energy Charge 這部分是
電力公司決定的價格。通常天然氣
和供求關係會決定 Energy Charge，
在合同期內是一個固定的價格。一
般來說，越長的合同越便宜，例如
五年合同就比一年合同便宜。

Nodal Pass Through: 有時候，
如果某城市高峰期不夠電用，會向
別的城市要電，如果長途運輸電，
運輸過程中電會損耗很多，所以有
些公司有這項收費，一般是用電量
少的公司。Reliant 公司的 Energy
Charge已經包含這部分在裡面，用
電量大的公司，可包可不包，看具
體合同而定。

第二部分是Demand (KW) ：
Demand 是你用電的速度。比

如說接滿同樣大小的一缸水，你可
以打開水龍頭慢慢地裝一個小時，

也可以快快用15分鐘裝滿。家居用
電一般沒什麼區別，用多少算多少
。但是，商業用電差別可大，越快
裝滿越貴。

商業電算你15分鐘的用電速度
。如果你15分鐘用電很多，電線桿
公司會為你準備大的用電量，會收
貴很多。這部分費用由電線桿公司
收，並非電力公司決定，是由你自
己怎麼用來決定。休斯頓的電線桿
公司是Center Point。

有技巧地用電，將會幫你省很
多錢

比如一家Home Depot，晚上要
給機器充電，起初全部機器一齊充
，結果發現電費很貴。後來分開充
電，電費便宜多了。所以盡量不要
集中一齊用電，這樣子省很多的。
而且如果你只要一個月曾經集中急
用電，下幾個月帳單也會受影響。
上面情形有點類似網速越快，收費
越貴。

通電ID
家庭住戶也可憑駕照、社安號

、外國護照通電。剛來美國憑護照
辦電，多數要查證件，一般提前 5
天辦比較好，因為查證件需要二個
工作曰。對大部分人，如果不需查
證件，5 點之前辦理，可當天通電
。

如轉換到 Reliant，不須要打電
話取消原來公司，Reliant會替客戶
把原來公司取代。若是住戶通知原
來公司斷電，反而造成公司交接手
之中停了電。

多項方便的服務
Reliant 依不同計畫有多項方便

的服務，每週會寄出用電摘要的電
子郵件，讓用戶了解自家的用電情
況，幫助降低能源使用量。有些計
劃還會提供免費的 Nest Thermostat
™ and Google Hub and Google Mini
，Nest Thermostat 可以自己編程以
節省用電，可以用手機遠程控制溫

度，甚至在中國動一下手指， 也可
控制美國家裡的溫度。

而Google Home Mini 很有意思
，可用語音搜索信息，然後Google
Home Mini 會語音回答你。對孩子
來說，是個不錯的學習方式，好玩
又長知識。如果是獨居老人，沒事
也可以找Google Mini 對話，但前提
是要會說英文！

萬一用電量暴增，Reliant 也提
供簡訊提醒，讓民眾注意。此外，
Reliant 提供全天候客服，一年 365
天、天天24小時，都有電話真人服
務。

此外，林玉儀也為房地產經紀
人提供特別服務，通電很容易，讓
管理房屋更有效率。

詳情請洽Reliant 電力公司林玉
儀(Yuyi Lin)，電話: 713-898-8043
。 Email: Yuyi.Lin@nrg.com。 微信/
Line ID: yuyilin2005。

老招牌老招牌ReliantReliant 電力公司服務好電力公司服務好 獲專業肯定獲專業肯定
家庭用電家庭用電、、商業用電的技巧商業用電的技巧 分享如何省電分享如何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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