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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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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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香港自從進入二千年以來
，大概每隔兩年，都會研究
一下勞工階層的法定最低工

資，有否需要調升一下，以應付日益增長的生活水平。大約在10
年前的2010 年，市內最低層民眾的最低工資的金額，僅為時薪28
港元。當年這個價格一出，馬上在香港引起莫大的反應。28 港元
，只是等於美金3 元7 角而矣，而香港的物價及生活指數，均較美
國為重，所以這個數字，簡直就是 「可恥」的待遇，是以港府馬上
即時調升，而且立刻生效，並且向勞工家屬以立法方式宣布： 以
後需要每隔兩年，就必須檢討一次最低工資的狀況，務必令到最低
工資，至少可以跟生活指數持平。經過4次調整後，在2019年，香
港的最低工資，調升至現行的37.5元。

今年2021 年，又到了檢討時刻，近日港府公布的《最低工資
委員會2020年報告》顯示，香港的經濟在2019年下半年陷入衰退
，及至去年上半年爆發疫情，經濟衰退加劇，衰退程度較1997年
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及2008年的環球金融危機更為嚴重。即使港
府去年6至8月推出保就業計劃，但職位流失數量，仍然是高達約
22萬個，當中超過80%屬較低技術職位，今次維持工資水平不變，
港府稱之為：可以避免加重香港企業的負擔。港府要在明年底，才
再作檢討，換言之，最快至2023年，工人才有望獲得調整工資。

香港最低工資水平作10年來首次凍結，維持$37元5 角，消息
傳出，工會斥港府刻薄窮人！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卻宣稱：
本港經濟處於深度衰退，加上失業率高企，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已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凍結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維持於時薪
37.5元。由於最低工資兩年一檢，約2.12萬名基層僱員變相凍薪4
年。

有工會立刻批評，港府早前斥大筆公帑，去支助企業支薪，又

動用上百億元來拯救海洋公園和國泰航空，卻對基層員
的微薄加薪，斤斤計較，指斥有關決定是港府偏幫商界
、欺壓基層勞工的不義行為。

工會又駁斥政府的報告，避重就輕，說什麼 「預計本
港經濟活動，短期內難以回復至衰退前水平，若是調升最低工資，
將造成流失更多低薪職位，影響弱勢社群就業；而下調亦可能影響
低薪僱員收入，因此委員會才建議凍薪。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王沛
詩指出，最低工資於2017年由34.5元調升至37.5元，增幅達8.7%
，而同期通脹僅得5.2%，當時升幅已 「跑贏」通脹3.5%，而2019
年5月至去年12月通脹升幅僅1.7%，強調即使凍薪，基層員工仍
有足夠保障。明年底港府會再作檢討，換言之，廣大低層市民，最
快至2023年才有機會獲得最低工資的調整。

對於社會期望把最低工資提升至生活水平，羅致光指出：最低
工資不應被理解為解決低收入或在職貧窮的唯一途徑，因 為港府
另設綜援及在職家庭津貼等扶貧措施。他又提到，檢討最低工資涉
及大量資料分析，兩年一檢時間上已算緊迫，若採用既定指標每年
調整，現時經濟衰退，或令工資下調，風險難以估計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批評，政府的決定是偏幫商界、欺壓基層的
不義行為，斥港府刻薄窮人，令人憤怒。即使政府全資補貼時薪兩
元增幅，全年只涉及一億元，故應按通脹調整增至39.1元，以確保
基層購買力不變。職工盟亦不滿凍薪決定，指不少國家如期今年上
調最低工資，批評港府倒行逆施，對基層落井下石，可能令僱主倣
效壓抑薪金。勞聯指政府漠視勞工意見，懶理民間疾苦。

香港失業率創十六年新高，新春後失業會有再惡化程度，實令
人擔憂。此波百多年來最嚴重公共衞生危機掀起的失業潮，形態多
樣化，被逼放無薪假、停薪留職等成為新常態。工聯會上月底公布
訪問超過一點七萬會員的調查，發現約三分一受訪者正失業、放無
薪假、停薪留職、減人工等，其中有百分之五十二點九人無工開半
年，百分之二十三點三人甚至長達一年。

面對失業問題日益惡化，面對香港特區政府無所作為，勞工界
非常重視、亦非常關心失業工友的困境，大家都希望用具體行動，

引起政府正視失業打工仔女困境、認真解決失業問題。勞工界各個
集團工會積極響應參與自回歸以來首次聯署行動，九個參與集團工
會代表超過五百五十間工會、六十四萬會員，十分罕見，具有代表
性與象徵意義。

聯署要求立即發放緊急失業援助金，每月九千元，為期六個月
；同時提出放寬申領失業綜援門檻，允許個人名義申請；又促請當
局增加再培訓名額，提高津貼；並積極創造更多臨時性職位。聯署
工會日前已會見勞福局反映意見，並向特首遞交聯署信。
解救失業人士是社會普遍共識，政黨、學者及非政府社福組織均支
持推出緊急失業援助金，商界亦明言不反對短期失業支援措施。然
而，勞工界在爭取過程及與官員會面中，他們口裏常說關注失業問
題，但對解決辦法卻諸多憂慮，當中不外乎擔心 「易放難收」、被
濫用、養懶人等技術性問題。

世上無百分百完美政策，政府近九百億元保就業計畫、注資近
三百億元予國泰航空、撥款五十四億元救海洋公園，難道沒有漏洞
、沒有濫用？特殊時期要特殊措施，勞工界對官員所謂憂慮積極回
應，提供解決方案。

假如勞工界建議不夠好，政府可提出其他切實可行措施。若果
擔心緊急失業援助金易放難收，臨時變長遠措施，勞工界可以背書
承諾；若擔心失業援助金養懶人，可以增撥資源創造更多臨時職位
，失業工友也不希望攤大手板，需要的是一份工作、一份收入。

政府可以不同意勞工界具體建議，但不能無視勞工界共同訴求
，漠視失業工友逼切需要。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即將發表的《財政預
算案》，必須積極回應民意，撥出專款用於解決失業問題。譬如，
一筆一百五十億元基金可用於發放緊急失業援助金，亦可用於創造
臨時職位等。

失業問題是重大社會問題，關乎社會穩定及政府民望，期望行
政長官與民同行，了解民間疾苦，積極回應勞工界聯署建議，採取
具體措施幫助失業人士。勞工界非常樂意和特首直接對話溝通，任
何有助解決失業問題的辦法，都歡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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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富辭CEO交棒他人
才踏入新歲2 月初，美國
網購巨擘，也是世界網購
巨擘亞馬遜的創辦人貝索
斯（Jeff Bezos) ，於本週
二，2 月2 號宣布，他將
會卸任行政總裁 CEO 一
職， 並將於第三季時，
交棒予多年來主管該公司
現正強勁增長的雲端業務
AWS 的安地 賈西（Andy
Jassy）。這是亞馬遜自從
1994年於華盛頓州車庫創
立以來，逾 26 年，該科

技巨擘領導階層最重大的變化。而多年來帶領亞馬遜一路高歌猛
進、成為世界商界神話的貝索斯，辭職之後，將擔任執行主席，
並專注於其他創新發展，很可能包括太空探索。

憑着精明的頭腦，敏銳的洞察力，四分之一的世紀經營亞馬
遜，才57歲的貝索斯，成為全球最受尊崇和令人畏懼的商界領導
之一，更成為全球知名的富豪。數據顯示，貝索斯周二身家，己
達至1,970億美元，是全球首富，儘管他於2019年離婚後，需讓出
四分之一亞馬遜持股予前妻。但他仍然擁有1.5萬億美元家底，可
以說得上是富可敵國！

此刻離別前夕，在致員工的電郵中，貝索斯表示計劃將精力
投放在世界新產品和自己一向關注的個人初期理念，以及其他興
趣之上。他坦言作為亞馬遜的重量級舵手，責任異常沉重，而且
每時每刻耗時耗力，透支驁人。這樣的責任，令他無法專注於其
他方向理念的發展。

看一看貝索斯的出身經歷。他於1994年離開華爾街創立網上
書店Amazon.com，當時大部分美國人，大多數還是並沒有個人電
腦。26 年的今天，發展至今，亞馬遜不但徹底改變了賣書業務，

也顛覆了發展路上涉及的其他行
業，包括物流和廣告。如今，亞
馬遜不但是美國最大的網上零售
商，也是雲端服務的主要供應商

、旗下高級超市連鎖店Whole Foods與實體商店競爭、在荷里活電
影製作佔一席位，在物流市場上，也愈益對聯合包裹和聯邦快遞
構成挑戰，單單看一下今畤今日亞馬遜僱用的員工，就有近130
萬之多，等於一座中等城市的人口。

近年，貝索斯已減少參與亞馬遜的日常營運，但到了去年新
冠肺炎病毒爆發初期，貝索斯擁有超人預算能力，馬上重新坐鎮
亞馬遜，跟過百萬員工一起，24 小時操作、24 小時營業。今次順
利交棒之後，貝索斯他將把時間放在其他創新領域上，以往他也
會投入副線項目如亞馬遜的語音助理Echo，以及花時間與亞馬遜
的製作室高層，討論電影和電視節目庫存。

貝索斯交棒後的時間，將會涉足的其他範疇還包括太空探索
科技公司Blue Origin、《華盛頓郵報》，以及氣候變化等議題。
其中，Blue Origin成立時間較對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
早兩年，但未見重大成績，即使貝索斯每年出售10億美元亞馬遜
股份以資助其發展。

不過，有指今年1月，Blue Origin的火箭New Shepard測試成
功，冀今夏能達成載人上太空。這大大吸引着貝索斯。此外，今
次貝索斯之所以退下火線，亦可能與亞馬遜面對愈來愈大的政府
監管壓力有關，該公司現正是司法部、聯邦貿易委員會、歐盟和
其他監管機構的調查對象，調查該公司是否有違反市場競爭的操
作。國會議員正草擬條例，可能迫使亞馬遜重組業務。

將接掌亞馬遜、53歲的賈西向來是公司熱門接班人選之一，
去年另一接班人選、負責消費者業務的維爾克（Jeff Wilke）離巢
後，更成為不二之選。

早於貝索斯事業發展初期，賈西已擔任其技術顧問；他喜歡
以數據推動決策，並將消費者放在決策核心，對於關心的項目，
會仔細監察。令同事印象深刻的是，他能夠記得很久以前的會議
細節。

有分析員指出，賈西近20年來專注於亞馬遜的雲端業務，如
今當上了舵手，幾可肯定會把重點放在自己的 「孩子」身上，對

於甲骨文和微軟等雲端業務對手而言可說是個壞消息
「就跟我仍會跳著舞進入辦公室一樣，我很期待這次的交接

。」57歲的貝佐斯2日致信給亞馬遜全體員工表示，未來擔任執
行主席後，將把精力和注意力放在新產品、初步計畫和其他熱忱
上。

「擔任亞馬遜執行長責任深重，而且耗時耗力。」貝佐斯寫
道： 「當你背負如此責任，很難將注意力放在任何其他事務上。
」

亞馬遜財務長歐薩夫斯基(Brian Olsavsky)2日表示，貝佐斯哪
裡也不會去，這波變動只不過是結構重整；董事會幾乎每年都在
討論接班計畫，從公司領導層與結構可見一二。

亞馬遜宣布領導層大異動之際，也公布創下其新高的第四季
財報，營收大漲44%至1255億6000萬元，利潤比去年同期成長逾
兩倍，這是亞馬遜單季營收首次突破1000億元。

貝佐斯領導亞馬遜20餘年間備受業界敬重，並成為世界首富
，儘管他在1月初遭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一度超越；
但不需多久，他又重新站上世界首富的寶座。貝佐斯卸任執行長
是近年科技業最新的領導層交棒；谷歌共同創辦人在2019年退出
母公司Alphabet領導層，蘋果和微軟創辦人也都已交棒後繼者。

雖然去年春季新冠疫情使得電子商務需求大增，貝佐斯重新
執掌每日業務，但許多內圈人士表示，過去幾年貝佐斯的角色已
逐漸類似執行主席，早上10時前不開會，傍晚5時前做完所有重
要決策；許多亞馬遜員工表示，從未在公司看過貝佐斯。

貝佐斯2016年開始將日常業務管理工作交給全球消費者業務
執行長威爾克(Jeff Wilke)；賈西自 2000 年代初期成為貝佐斯的
「影子」，陪伴貝佐斯出席會議和出差，並為雲端業務AWS打下

基礎。
貝佐斯在2013年買下華盛頓郵報(WP)，也曾表示要一年花10

億元在旗下航太公司藍源(Blue Origin)。
貝佐斯個人生活也經歷重大變化，他在2019年與前妻離婚，

更被國家詢問報(National Enquirer)披露貝佐斯發生婚外情；同時
亞馬遜也面臨前所未見的審查，司法部、聯邦貿易委員會(FTC)、
歐盟等其他監管機構，紛紛調查亞馬遜是否違反競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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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方太廚電以
清除廚房油煙聞名於世，在廚房中
寫下傲人的歷史，品牌名列國際前
茅。以不斷的創新迎合廚房各種需
求，方太廚電廣受主婦們的喜愛，
口碑相傳，目前在全球已經有超過
五千家專賣店，出口三十多個以上
的國家，並得到多項國際設計大獎
，成績斐然。

方太年貨節，福利滿滿
方太推出多款套餐組合購買，

從2月5號起至2月21日大優惠，產
品特價+豪禮相送+年貨代金券，延
續2020黑五全年最低價，錯過黑五
的朋友們抓緊時間購買，單品油煙
機新春特惠價，機不可失，失不再
來。

只有真正關注客戶需求的產品
才能打造出極致的用戶體驗，才能
真正成為行業的顛覆者。為讓北美
諸多家庭享受更方便的廚房空間、
更潔淨的空氣品質，方太不斷推出

新產品，更符合主婦們的需求。
讓全世界人看到中國的優質品

牌
方太產品，可謂華裔之光，讓

全世界人看到中國的優質品牌，也
讓北美千家萬戶享受更愉悅的烹飪
、更清潔的環境、與更健康的生活
！無論是吸油煙機、大火力三環灶
、三合一水槽洗碗機，都是主婦們
的好幫手，讓廚房成為家中溫馨的
來源，又能兼顧維護環境的清爽。

方太吸油煙機是中國廚房電器
第一品牌

有了方太油煙機，炒
辣椒、花椒的時候不會再
被熏眼睛、嗆鼻、戴口罩
。

有了方太油煙機，家
裡煙霧警報器不用再用紗
布包裹。

有了方太油煙機，櫥
櫃牆壁不用再貼保鮮膜。

的確，現在醫療
技術發達，什麼
器官都可以換，
但唯一不能換的
就是我們的肺。
油煙致癌，不要
傷害了我們最珍
貴的器官。
記得每年過年，
看著媽媽在廚房
裡忙進忙出，眼

看著那些香噴噴的菜，一道道端上
桌子，弟弟妹妹臉上露出開心的笑
容，大家都知道有好吃的。好友
Jean 也喜歡做飯，她總會抽時間，
走進廚房，為自己、或是身邊的朋
友做飯，如果舉行Potluck，她做的
菜一定大受好評。

所有愛做飯的人身上都會流露
一些類似的特點，善良、無私、喜
歡分享，和他們在一起，總是感覺
很溫暖。他們以一顆暖心和一雙巧
手，總喜歡把美好的東西分享給別

人。
然而，在廚房待久了，如果不

注意油煙問題，他們的健康可會受
到影響。

方太吸油煙機是中國廚房電器
第一品牌，能滿足中國人的烹飪習
慣，無論是炸雞、辣椒小炒、宮保
雞丁，都能快速排走油煙，讓你在
炒菜時不受油煙侵擾，有個更清爽
舒適的廚房環境。

Tri-Ring大火力三環灶
中心精銅主爐頭採用專業三環

火科技，熱量輸出高達 21,000BTU
，是專業級別的家用燃氣灶。這款
新品配備有中式圓底炒鍋支架，可
以輕鬆駕馭各類中式爆炒，配合急
速點火系統，帶給用戶絕佳的使用
感。此外，熄火保護裝置可在意外
熄火時自動切斷氣源，避免廚房燃
氣洩漏，保護家庭用火安全。

了解更多產品詳情：GLS30501
https://www.fotileglobal.com/us/he-
ro/cook2020detail

三合一水槽洗碗機
方太明星產品三合一水槽洗碗

機，是一款集水槽、洗碗機、果蔬
清洗機為一體的集成產品。該產品
可以極大節省空間、能源、和時間
，非常適合緊湊的快節奏現代生活
。獨特的人性化台嵌式設計避免了
洗碗時的彎腰動作，對孕婦和老人
更友好。三合一水槽洗碗機的安裝
環境非常靈活，房車、家庭吧台、
台球室、迷你屋等均可安裝。
了解更多產品詳情：
SD2F-P1X
https://www.fotileglobal.com/us/he-
ro/insinkdishwasher2020detail.html

門市資訊
中國新年即將到來，趁著特價

優惠期購買方太產品，福利多多，
福 氣 多 多 。 歡 迎 來 電 諮 詢 ：
281-201-8186。 門 店 地 址 ： 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
大華超市旁）。

方太方太20212021春節大酬賓春節大酬賓 福利多多福利多多
特惠活動特惠活動22月月55號全面開啟號全面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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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十四））
44、坡路停車時，有時“P”檔位置變

速不能搬動。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有時車輛在坡路停車後，再

次起動發動機時出現“P”檔位置檔把不能
搬動的現象。這是因為我們一般停車時都是
先踩下制動後，將檔把放倒“P”檔位置，
抬起制動踏板後，車輛會因為自重移動，導
致變速器內的機械鎖止“爪”受力卡在爪槽
內所致，造成出現搬動檔把時費力的感覺。
這不是故障，正確的操作方法會避免這種情
況出現。即：踩制動踏板，將變速桿放置在
P檔，拉起手動制動器，然後抬起制動踏板
。

45、前照燈內起霧氣。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前照燈的後蓋上有一塑料或

是膠皮的透氣通道，這個通道在前照燈的結
構上必須存在，否則熱膨脹的氣體無法排除
，這個透氣通道只能出氣體不能進水。如有
輕微的起霧現象，經空氣循環或開前照燈後
會很快散去，如果始終有水或霧氣散不掉則
需去專業的汽車維修廠排除。

46、車輛行走不平路面或是通過減速
隔離帶時有“咯吱”的響聲。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情況下，無論新車還是

舊車，在行走不平路面或是通過道路減速隔
離帶時，會有“咯吱”的響聲。新車聲音會
小一些，舊車會大一些，這不是故障。這是
由於目前的轎車都採用了獨立懸架結構，連
接的部位為了實現減振採用了橡膠件，當車
輛振動達到一定的程度時，因橡膠件的變形
而發出聲音，當振動的幅度比較小時，發出

的聲音相對較小。
47、踩離合器時踏板出現輕微“吱吱

”的聲音。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有些車輛在踩離合器踏板時

，總是會發出類似於“吱、吱”的聲音，很
是煩人，還以為是離合器出現了故障，這種
現象的出現是由於離合器踏板支撐軸由於長
期的使用出現輕微的磨損所致，一般在支撐
軸處塗抹一些潤滑劑就可以了。 （未完待
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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