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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房屋保險費率可能上升的原因可能很
多，但2023 年房屋保險費率上漲的罪魁禍首仍
然由於通貨膨脹和昂貴的自然災害所帶來的高
於平均水平的勞動力和建築成本。

在房主保險續保前一個月左右，您的保險
公司會通知您來年的承保範圍或費率的任何變
化。大多數年份，這些變化要么不存在，要么
只是小到房主不會注意到。但在 2022 年，全國
各地的房主看到他們的保險費率在某些州上漲
了數百甚至數千美元。
房主保險費率上漲的5個原因

如果您是去年在更新保單時發現您的費率
突然間增加了數百元甚至上千元，您可能想知
道這是怎麼發生的。以下是房主保險費率上漲
的一些最常見原因。
通貨膨脹的持續

在某些情況下，您的保險公司會因為在您
控制範圍內的因素而提高您的費率——例如您
的屋頂需要更換或您最近提出索賠。但事實是
，由2020 年開始的供應鏈問題和創紀錄高通脹
導致勞動力和建築材料成本增加造成房屋保險
費到處都在上漲。

房屋保險費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您保單
中的住宅承保範圍 -房屋保險的這一部分，將
支付重建費用如果一旦房屋被損壞或被毀壞。
通貨膨脹導致的重建成本上升意味著房屋需要
更高的住宅保險限額才能跟上價格上漲的步伐
。這是導致房屋保險費率全面提高的主要原因
。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儘管我們在
過去三年中看到的建築材料成本上升的幅度有
開始逐漸減少的趨勢，但建築業的勞動力短缺
仍然是保險公司乃至房主面臨的一個問題。這
對保險公司來說，將會使得房屋索賠更加昂貴

。
更極端的自然災害

持續的風災和德州的意外寒流，
家庭保險行業在過去幾年中經歷了創
紀錄的索賠賠付和財務損失。因此，
許多保險公司正在提高費率以支付這
些損失，並確保它們在未來的氣候災
難後不會破產。

僅在 2022 年，美國國家海洋和大
氣管理局報告稱，18 次代價高昂的自
然災害造成了超過 1650 億美元的損失
。

在佛羅里達州、德克薩斯州和加
利福尼亞州等面臨颶風、龍捲風和野
火破壞的高風險州，由於需求增加和
供應短缺，受影響地區的建築和勞動
力成本往往更高。

因此，如果你住在西部或南部的高風險地
區之一，並且你的利率最近上漲了，你可能會
是受到價格通脹和你居住地更高的重建成本的
影響。
你的房子比較舊，需要升級

一些最常見的房屋保險索賠是由於管道爆
裂或屋頂洩漏後的水損壞。這些也是最昂貴的
房屋保險索賠類型之一。如果您的保險公司在
續保時進行檢查，發現您的屋頂需要更換，或
者您需要新的管道或電氣工程，則可能會增加
您的費率以應對索賠的高風險。
您的保險評分下降

決定您的房屋保險費率的另一個因素是您
的保險評分，它衡量您在統計上提出索賠的可
能性。保險公司通常通過結合您的信用評分和
索賠歷史等因素來確定您的保險評分。

較低的保險評分通常意味著較高的保費，

因此，如果您的信用評分下降或您在 2022 年有
索賠的歷史，這都有可能是您的房主保險上漲
的原因。
有吸引孩子並可能造成風險的環境和設施

保險公司認為游泳池、蹦床甚至家養寵物
都被看成是吸引孩子並可能造成風險的環境和
設施（Attractive nuisances），因為它們會吸引
孩子進入您的物業並使他們面臨受傷的風險。
如果您安裝游泳池或添加新的寵物，您的保險
公司可能會提高您的費率以抵消更高概率的昂
貴的責任索陪。
如果保費上漲了，我該怎麼辦？

如果您在續保時發現保險單的承保金額增
加或費率更高，歡迎聯繫我們免費諮詢。我們
代理許多家A級保險公司，會免費幫您評估保
單，並根據您的情況建議降低費率的切實方法
。

每家保險公司評估屋主的個人條件的重點

都不盡相同，保費費率各異，尋找有經驗靠譜
的保險代理綜合報價尤為重要。瑞源保險事務
所代理眾多A級保險公司，全力為您尋找合適
的保單和優質便宜的報價。

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請不收取任何手續
費。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的各類保險，包括車
險、房險、醫療保險、人壽保險、年金、長期
護理等。保險計劃的全面性和保險諮詢的專業
性是德州瑞源保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力，在本
領域享有盛譽。瑞源保險事務所創始人張瑞女
士擁有20年的保險行業經驗。曾任美國知名保
險公司副總多年，擁有豐富的保險專業知識，
是美國醫療保險協會認證會員、長期護理保險
認證專員和資深醫療保險專員，積極義務服務
社區並長期舉辦知識類講座。
張瑞女士直線電話：214-971-8026，微信個人
號 ： 12149718026， 公 司 Email:INFO@BENE-
FONS.COM。公司在達拉斯和休斯頓均有辦公
室，服務全德州居民。

注：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許請勿轉
載。

為什麼我的房險在 2023 年上漲了？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應邀出席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第38屆週年慶暨理監事宣誓就職典禮晚會

本處羅處長復文夫婦於2月19日晚間應邀偕本處相關同仁共同出席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第38屆週年慶暨理監事宣誓就職典
禮晚會，休士頓及達拉斯包括陳美芬、劉秀美、陳文燦、鄭昭、宋明麗
、葉宏志、趙婉兒、嚴杰等僑務榮譽職人員及各社團主要負責人及幹部
與多名台商代表均到場出席，嘉賓雲集。

羅處長應邀致詞時，首先恭賀何真會長連任，也期許何會長能夠繼
續帶領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所有理監事及會員一起努力無私
為僑界服務，羅處長也特別向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名譽總會長黎淑瑛
致謝，感謝黎總會長過去多年來努力不懈推動各項僑務工作，關懷僑胞
，成果豐碩，各界均有目共睹，對此羅處長表示嘉勉及高度肯定。

此外，羅處長並頒發第九屆世界十大傑出華商婦女之璀璨華冠獎杯
及獎狀給王寶玲女士，恭賀她成為世華之光，是海外華僑婦女創業楷模
。

另外，晚會活動中，羅處長感謝黎總會長及何會長所發起之為土耳
其及敘利亞地震災民賑災募款義舉，並於會中致詞時也代表台灣人民與
政府，向受災民眾表達誠摯的哀悼和慰問，其他與會嘉賓更在羅處長號
召下，陸續熱心捐出善款，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精神，本次晚會共
計募得美金一萬元，全數將由總會統籌捐贈給日前土耳其及敘利亞地震
受災戶，此次捐款活動彰顯出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所有會員
無國界之愛心，本屆理監事宣誓就職典禮晚會活動，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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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社區會議
敬請參加二月社區會議，歡迎公眾及投票站工作人員

分享意見
LOCATION
Robinson-Westchase Neighborhood Library, 3223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42

DATE AND TIME
02/28/23 11:00am - 02/28/23 12:00pm

Feedback from public/poll workers in Nov 2022 is very
welcome! Join us in-person or virtually. Register to receive
Zoom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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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休城工商

全素食好嗎全素食好嗎？？
從營養學的角度來談全素食從營養學的角度來談全素食

作者: 劉文利醫生
(休士頓整合醫學門診www.integrativemedicine-
houston.com)

在討論植物性飲食方式的時侯，常常遇到
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不推崇100%植物性的飲食
呢？難道全素食不是最好的飲食方式嗎？這個
問題還真不是一句是與不是就能回答的。那我
就從營養學的角度來講講全素食的話題。
植物性食物含有一些特殊營養元素

植物性食物的確有一些特殊的營養元素，
是動物性食物中完全沒有的，最特別的就是纖
維和植物營養素。它們是必須通過吃植物性食
物而獲取的。沒有別的捷徑可以走。因為種類
太多，任何的補品都替代不了。

除了纖維和植物營養素之外，一些維生素
和礦物質也是在植物性的食物中含量豐富，而
在動物性食物中就很貧乏。比如：葉酸、維生
素C、維生素K、鎂元素、和鉀元素。所以植物
性飲食的營養優勢是無可爭議的。

全素食者容易缺乏B12
但是，有一些營養元素在植物性
食物中是匱乏的。完全素食的人就
有這些營養元素缺乏的風險。
比如維生素 B12 就在動物性食物
中很豐富，而在植物性食物中很少
見。只有幾種植物性的食物中B12
的含量比較多，發酵的黃豆食品，
比如像天貝、納豆、味增、和豆豉
等。
就天貝而言，一小碗 250ml 左右
的量，可提供近10%的B12的日常
需要。但是每天吃 10 碗天貝當然

是不合理的，也不建議。
還有，就是香菇，50克的乾香菇頭可以滿

足 100%的 B12 的日常需要，這大概是 1 碗多的
乾香菇頭、或者是半斤多的新鮮香菇頭。每天
吃這麼多的香菇對於很多人來說是不習慣的，
所以也就不容易堅持。

最後，就是紫菜，它的 B12 含量非常豐富
，每天只需要4克的乾的紫菜就能完全滿足B12
的日常需要，這個還是可以做到的。有一些綠
色海苔也含B12，但是含量差距很大。這可能是
海苔生長環境中的細菌種類和數量造成的，因
為海苔自己並不造B12，它的B12 來源於細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的食物
營養成分表裡，往往不提供天然 B12 含量的信
息，這就不便於全素食的人獲取足夠的B12。

B12 當然不是唯一的在植物性的食物中比
較缺乏的營養元素。植物性的食物中維生素B2
、B6、生物素、鈣、碘，以及特殊omega-3 中
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都是有限的或甚至是

缺乏的。要想從植物性的食物中獲取足
夠量的這些營養元素，就必須對每一天
的食物有特殊的選擇。
全素食者需注意營養完整與
平衡

我用生物素來舉例，生物素在雞蛋
、魚、和肉類中含量豐富。在植物性的
食物裡，生物素的含量在堅果 （花生
和黑芝麻）、豆漿、納豆、海苔、紅薯
、以及牛油果中比較高。但在提到的這
些食物裡，只有花生和牛油果可能在西
方飲食中比較常見，而其它的就很少見
。

如果素食者每天加入一些這樣的食
物，就可以幫助達到足夠的生物素的攝
入量。如果要想把自己的飲食變成全素食的方
式，最好是和自己的醫生或營養師討論一下相
關的營養元素缺乏的風險、以及預防措施。

要想讓全素食做到營養完整和平衡，就必
須對每天飲食中的食物選擇做許多特殊的考慮
。營養完整而平衡的全素食並不是一件很容易
的事。我們還沒有說到全素食裡蛋白質攝入的
話題。這個我會單獨講。

我希望這對您了解全素食的飲食方式有一
些幫助。如果您對整合醫學內容感興趣，可以
關注YouTube整合醫學視角頻道來獲取更多的
內容。
關於劉文利醫師
休士頓整合醫學門診負責人( Integrative Medi-
cine Clinic – Houston)

劉醫師是著名的安德森癌症中心的退休醫
生，她將22年的專業經驗帶給讀者，用整合醫

學的方式治療許多疾病，減輕病人的身心負擔
，尤其是做化療前期與後期、手術的前期與後
期，都需要許多相關的準備與應對，整合醫學
能發揮極大的作用，幫助病人盡早恢復，同時
減輕痛苦。

服務項目: 代謝病、肥胖、糖尿病、高血脂
、營養、更年期、失眠、焦慮

改善代謝病: 減低發生跟代謝病相關疾病的
風險。

營養準備: 幫助減低化療副作用、提高手術
後恢復。

網址：www.integrativemedicinehouston.com
YouTube頻道: 整合醫學視角 https://www.

youtube.com/channel/UCyOjgCiqqL-
wu8yvuGg8ISJg

電話： 281-520-0617
地 址 ： 6300 West Loop South, Suite 360,

Bellaire, TX 77401

劉文利醫師劉文利醫師

猪油，有一个独特的好处，那便是

「吃起来很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炒青

菜……烹调时加上一点猪油，瞬间就会香

味四溢。

猪油为什么这么香？有人认为吃猪油

会导致高血脂，有人则认为老一辈常吃猪

油，却很少得心血管病……

《生命时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告

诉你猪油到底能不能吃。

受访专家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

教授 杨力

猪油为何吃起来那么香？

按照来源，食用油分为植物油和动物

油，前者有大豆油、花生油等，后者包括

猪油、黄油等。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作为一种动物油

脂，一盆猪油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国家高级食品检验师王思露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猪肉香主要来源于一些微

量的特殊蛋白质和甘油酯的分解产物。

此外，猪油饱和脂肪含量多，这会把

油脂、淀粉及纤维素融合，使菜肴变得酥

、脆、润、滑。

跟植物油相比，猪油的耐热性较好，

长时间受热后氧化聚合较少。因此，这类

油脂常被用来加工面点、煎炸食品。

猪油的营养有好有坏

当我们考虑食用油对健康的影响时，

主要考虑油的脂肪酸组成。

脂肪酸主要由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

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构成，其中后两

者对健康有益：

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可增加心血管

疾病和死亡风险；

增加不饱和脂肪酸摄入，则可以降低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在

其个人公众号中表示，猪油的单不饱和脂

肪酸含量为47.9%，确实比我们日常用的

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高。

但猪油饱和脂肪酸含量达43.2%，而

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等饱和脂肪酸

含量不超过20%。

另外，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的

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为猪油的5倍以

上。

部分人主张吃猪油，理由是：猪油含

有油酸，属于单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

“坏胆固醇”水平，对健康有益。

其实这里有个重要的前提——用不饱

和脂肪酸代替同样量的饱和脂肪酸，且控

制食谱中的脂肪总量，而不是说“吃了单

不饱和脂肪酸就有利于心血管健康”。

猪油到底能不能吃？

综合来看，还是少吃猪油更健康一些

。如果你真的想吃，少吃一点解解馋也没

有什么大问题。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表

示，如果你看中了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可以选花生油。

因为花生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和

猪油差不多，饱和脂肪酸却低于猪油，同

时多不饱和脂肪酸比猪油高。

如果实在想吃猪油，最多吃多少？

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饱和脂肪摄

入量不超过每日总热量的10%。普通成年

女性每天大约需要1800千卡热量，若全部

转换成猪油，就是50克。

但日常吃的肉类和奶类已经让人获得

足够的饱和脂肪酸，不建议多数人经常食

用这类油脂。

有人可能疑惑“以前物质匮乏常吃猪

油，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却很少。”其实，

影响心血管健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膳食

、运动、环境等等，跟吃不吃猪油无关。

吃油记住3组数字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

，不同的油应换着吃，主要考虑的是脂肪

酸的平衡。

种类：避免只吃1种油

如果脂肪酸构成类似，换着吃和不换

的区别并不大。比如大豆油、玉米油和葵

花籽油类似，茶籽油和橄榄油类似。

不同油脂替换，应该按照脂肪酸构成

不同的品种来换，比如葵花籽油和花生油

替换。

7种常见食用油的优缺点和烹调建议

↓↓

用量：每天不超过3瓷勺

不管哪种食用油，每人每天烹调油摄

入量在25~30克，如果体重超重，建议最

好控制在25克以下。

家里喝汤用的白瓷勺，一瓷勺差不多

是10克的烹调油，全天别超过3瓷勺。

烹调方式：推荐5种

烹饪时多用蒸、煮、炖、焖、凉拌等

方式，使用不粘锅、烤箱、电饼铛、空气

炸锅等烹调器，用好了都有助省油。

有些食物如面包、鸡蛋煎炸时，会吸

取较多的油，最好少用煎炸的烹饪方式。

除了猪油渣以外，猪油也是个有很大争议性的食

物，有人说猪油对健康有很大好处，甚至可以当成药

，这可信吗？

猪油主要由脂肪构成，其内里几乎不含有蛋

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其内里的脂肪主要为饱和脂

肪。

至于猪油可当成药的说法，其实也是无稽之谈。

它只是普通食物的一种，主要作用是给身体提供脂肪

和热量，调味作用比营养作用要高，不能盲目将其作

为药品。

相反，关于猪油对心血管健康一直有争议。

因为猪油内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43.2%，比

其他的日常用油要高上许多，长期摄入会导致身体罹

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

为了健康着想，建议日常还是要控制猪油的摄入

量，中国膳食指南推荐每日的用油量应保持在25~30g

以下。这个量的用油包含了植物油和动物油，日常要

注意配比。

如若烹饪的是素菜的话，可适当添加猪油，而如

若烹饪的是荤菜的话，则可以添加植物油，不要盲目

地只吃猪油。

不论是什么食物，只要过量摄入都容易给健康带

来威胁，猪油、猪油渣也是同理，日常我们可以偶尔

吃这些食物，不要过量即可。

猪油，是营养丰富，还是有害健康？

“一勺猪油等于五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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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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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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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德州本地新聞

【美南新聞泉深】伊斯坦布爾2 月 23 日消息
：土耳其內政部長表示，土耳其將擴大對涉嫌在毀
滅性地震後違反安全標准的建築承包商的調查，同
時該國正在加強受害者住房建設計劃。

內政部長蘇萊曼·索伊盧（Suleyman Soylu）說
，到目前止已經確定了 564 名嫌疑人，160 人被正
式逮捕，還有更多人仍在接受調查。

他告訴國家廣播公司 TRT Haber：“我們的城
市將建在正確的地方，我們的孩子將生活在更強大
的城市。我們知道我們面臨著什麽樣的考驗，我們
會從這場考驗中脫穎而出。”

塔伊普·埃爾多安總統已承諾在一年內重建住
房。

執政二十年的埃爾多安將在四個月內面臨選舉
。 甚至在地震發生之前，民意調查就顯示他承受
著生活成本危機的壓力，隨著災難擾亂農業生，這
種情況可能會惡化。

索伊盧說，已經搭建了大約 313,000 個帳篷，
在地震區將安裝 100,000 個集裝箱房屋。

索伊盧隔夜表示，土耳其在本月的毀滅性地震
中喪生的人數已上升至 43,556 人。

索伊盧說，在 2 月 6 日的第一次地震之後發生
了 7,930 次余震，超過 600,000 套公寓和 150,000

套商業樓宇至少遭受了中等程度的破壞。
城市化部長穆拉·庫魯姆（Murat Kurum）說，

地震摧毀或嚴重破壞了 164,000 座建築物和超過
530,000 套公寓。

庫魯姆補充說，政府已經開始在受災地區建造
新公寓的合同流程。

土耳其周叁啓動了一項臨時工資支持計劃，並
禁止在 10 個城市裁員，以保護工人和企業免受該
國南部大地震的財務影響。

2 月 6 日發生的 7.8 級地震損壞或摧毀了數十
萬座建築物，並使數百萬人無家可歸。

埃爾多安周二表示，大約有 865,000 人住在帳
篷裏，23,500 人住在集裝箱房，還有 376,000 人住
在地震區以外的學生宿舍和公共賓館。

隨著地震死亡人數上升
土耳其調查建築承包商

世界名人網供圖世界名人網供圖
Photo Provided By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network
www.famehall.comwww.famehall.com

www.zzi.netwww.zzi.net

世界名人網

20232023年年11月月2929日是國際麻風病日日是國際麻風病日，，旅居休斯敦著名作家趙美萍在這旅居休斯敦著名作家趙美萍在這
樣一個特殊的日子裡樣一個特殊的日子裡，，在糖城怡茗軒茶館舉行個人新書在糖城怡茗軒茶館舉行個人新書《《隱居者隱居者》》
發布會發布會，，休斯敦幸福讀書會休斯敦幸福讀書會，，德州安徽同鄉會德州安徽同鄉會，，美南江蘇總會等主美南江蘇總會等主
辦單位的僑領二十多人出席了這一震撼心靈的細節披露辦單位的僑領二十多人出席了這一震撼心靈的細節披露。。

20232023年年22月月11日日，，在休斯敦喬治布朗會議中心舉辦的在休斯敦喬治布朗會議中心舉辦的
NAPENAPE能源峰會上能源峰會上，，主辦者為五名進入主辦者為五名進入20232023名人堂的個名人堂的個
人和三個進入名人堂的單位頒發名人堂榮譽證書人和三個進入名人堂的單位頒發名人堂榮譽證書，，表彰表彰
他們數十年來在世界能源行業擔任的領導角色和傑出貢他們數十年來在世界能源行業擔任的領導角色和傑出貢
獻獻。。

20232023年年22月月22日日，，Champions MortgageChampions Mortgage經經
紀人紀人Virginia ChengVirginia Cheng邀請甜歌皇后明星地產邀請甜歌皇后明星地產
經紀人經紀人Fay WangFay Wang出席一場別開生面的在米出席一場別開生面的在米
蘭活動中心舉辦的聚餐活動蘭活動中心舉辦的聚餐活動。。剛剛獲得剛剛獲得
FORBESFORBES雜誌表彰的五星專業雜誌表彰的五星專業20222022市場領市場領
袖獎獲得者袖獎獲得者Joel Mathew(Broker/CEO)Joel Mathew(Broker/CEO)熱烈熱烈
歡迎王飛雪的到來歡迎王飛雪的到來。。

20232023年年22月月33日日，，KatyKaty最好的泰日餐廳最好的泰日餐廳Thai Cuisine RamenThai Cuisine Ramen
King Sushi BarKing Sushi Bar舉行盛大開幕剪彩舉行盛大開幕剪彩，，董事長董事長Aguilera JorgeAguilera Jorge邀邀
請商會領袖和著名黑馬地產經紀人阿芳請商會領袖和著名黑馬地產經紀人阿芳Susan ChangSusan Chang和艾隆和艾隆
貸款負責人羅敏貸款負責人羅敏Min NicarMin Nicar等一起上台剪彩等一起上台剪彩，，慶祝這一偉大時慶祝這一偉大時
刻刻。。阿芳阿芳20232023年開啟體驗式看房年開啟體驗式看房，，其其YoutuboYoutubo頻道阿芳秀美頻道阿芳秀美
房也每周播報房源動態房也每周播報房源動態，，非常受消費者歡迎非常受消費者歡迎。。

20232023年年 22月月 44日晚日晚，，台海和平論壇智庫開啟大典在台海和平論壇智庫開啟大典在SignatureSignature
ManorManor雅苑連線台北雅苑連線台北、、華盛頓華盛頓、、休斯敦正式宣布成立休斯敦正式宣布成立，，台海和平台海和平
論壇智庫籌備委員會翁履中從中國國民黨休士頓黨部支委甘幼蘋論壇智庫籌備委員會翁履中從中國國民黨休士頓黨部支委甘幼蘋
、、常委唐心琴手中接過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捐助的特大支票常委唐心琴手中接過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捐助的特大支票。。
此次莫款活動獲得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此次莫款活動獲得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中國國民黨國際事務部中國國民黨國際事務部
，，以及休士頓地區僑界的協助以及休士頓地區僑界的協助，，知名網絡媒體人朱學恆知名網絡媒體人朱學恆，，國民黨國民黨
駐美代表黃介正出席並發表專題演說駐美代表黃介正出席並發表專題演說。。蘇起蘇起，，江啟臣江啟臣，，徐巧芯及徐巧芯及
多位政治人物也以視頻方式參與活動多位政治人物也以視頻方式參與活動。。

20232023年年22月月44日農曆兔年正月十五元宵節上午日農曆兔年正月十五元宵節上午，，德州德州
黃氏宗親會炎黃堂舉行每年一屆的元宵節遊園會邀請黃氏宗親會炎黃堂舉行每年一屆的元宵節遊園會邀請
到福遍郡長到福遍郡長KP GeorgeKP George率領幕僚長率領幕僚長HinaHina、、國會議員國會議員
希拉傑克遜李代表希拉傑克遜李代表、、AALCAALC創始人創始人Ling LuoLing Luo、、斯塔福斯塔福
市議員市議員Alice TanAlice Tan等重要嘉賓出席並與民眾一起吃元等重要嘉賓出席並與民眾一起吃元
宵宵，，同時為同時為AALCAALC舉行的反對舉行的反對SBSB147147和和SBSB552552活動活動
爭取民意支持爭取民意支持。。

20232023年年 22月月 44日農曆兔年正月十五元宵節下午日農曆兔年正月十五元宵節下午，，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Complete Auto Center首次在修車廠總部停車場舉行慶祝服務社首次在修車廠總部停車場舉行慶祝服務社
區區2828週年年慶週年年慶，，數百位忠實客戶數百位忠實客戶、、休斯敦頂級藝術家和休斯敦休斯敦頂級藝術家和休斯敦
各大華文媒體均前往參與各大華文媒體均前往參與，，見證並祝賀一介才女徐云華麗轉身成見證並祝賀一介才女徐云華麗轉身成
為成功企業家的漫長歲月為成功企業家的漫長歲月。。圖為徐云總經理接過休斯敦少林功夫圖為徐云總經理接過休斯敦少林功夫
學院龍獅團祥獅口吐預示財源滾滾的生菜的剎那學院龍獅團祥獅口吐預示財源滾滾的生菜的剎那，，釋行浩大師親釋行浩大師親
自捧場助陣自捧場助陣，，各界人士齊聲喝彩各界人士齊聲喝彩。。

20232023年年22月月77日晚日晚，，再次當選福遍郡長的再次當選福遍郡長的KP GeorgeKP George在糖城在糖城
Sweetwater County ClubSweetwater County Club舉行上百人參加的慶祝活動舉行上百人參加的慶祝活動，，表示對表示對
福遍郡的支持表示感謝福遍郡的支持表示感謝，，並表示會繼續為全美最重要的郡的未並表示會繼續為全美最重要的郡的未
來發展做出新的貢獻來發展做出新的貢獻。。華裔僑領羅玲女士華裔僑領羅玲女士、、施慧倫博士和謝忠施慧倫博士和謝忠
先生及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均受邀出席先生及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均受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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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3年2月23日（星期四）

眾星眾星眾星333月到港月到港月到港
爭大滿貫入場券爭大滿貫入場券爭大滿貫入場券

中國男籃迎戰哈薩克 周琦冀打出狀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香
港首位LPGA（美國女子職業高爾夫
協會，Ladies Professional Golf Associ-
ation）巡迴賽職業高球手陳芷澄獲瑞
士盈豐銀行延長商業贊助三年，而香
港高爾夫球代表劉弦也獲盈豐青少年
運動員基金會（EFG Young Athletes-
Foundation）資助。

陳芷澄由14 歲開始至今已踏入第
六個LPGA巡迴賽賽季。她在上個賽
季的表現出色，並會繼續擔任盈豐國
際體育大使。她22日在簽約儀式上表
示：“我的球感確實進步了很多，我
期待延續上季的氣勢，乘勝追擊，再
闖高峰。”

另外，在2021年獲得盈豐青少年
運動員基金會全額資助的劉弦在過去
幾個月亦帶來驕人的成績，在新加坡
連續贏了兩場頂級青少年錦標賽，包
括2022年“新加坡青少年大師賽”和
“EFG/SICC 青少年邀請賽”。最
近，她更在“香港哥爾夫球會獎盃
賽”公開賽組別中榮獲第三名，在業
餘組別中獲得亞軍。

作為亞洲巡迴賽（亞

巡賽）其中一個分站賽

事的“國際都會高爾夫

球錦標賽”，將於3月

23日至26日在香港哥爾

夫球會粉嶺球場內的複合球

場舉行，此項賽事不僅是2020

年後首個在港舉行的職業高爾夫球賽，

22日更獲The R&A認可，成為高爾夫

球四大滿貫之一“英國公開賽”的資

格賽，屆時世界頂尖球手將雲集香

江，爭奪這項大滿貫入場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陳
芷
澄
獲
延
長
贊
助
盼
再
闖
高
峰

◆◆陳芷澄陳芷澄（（左左））獲瑞士盈豐銀行延長獲瑞士盈豐銀行延長
贊助三年贊助三年。。

◆◆周琦周琦（（右右））出席國家隊公開訓出席國家隊公開訓
練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中國男籃主帥佐積域中國男籃主帥佐積域。。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 香港哥爾夫球香港哥爾夫球
會粉嶺球場將迎會粉嶺球場將迎
來世界級賽事來世界級賽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中國男籃23日晚7時30分
於香港荃灣體育館出戰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對哈薩克的賽事，
首度以香港為主場下門票早已火速售罄。主將周琦表示今場是
疫情以來球隊第一次主場出戰，加上是首度在香港作賽，對自
己來說是一次全新體驗，亦更加希望表現出最好的狀態。

“2023國際籃聯籃球世界盃亞大區資格賽”於23日及2
月26日假荃灣體育館舉行，主場出擊的中國男籃將分別迎戰
哈薩克及伊朗兩支球隊，22日中國男籃首度踏足荃灣體育館
進行賽前訓練，身為中國籃協主席的姚明亦有到場觀操，今堂
訓練內容相對輕鬆以調整狀態為主，新任主帥佐積域（前譯喬
爾傑維奇）更決定提前近1小時結束操練，似乎對與哈薩克的

賽事充滿信心。
雖然中國男籃已提早獲得世界盃決賽圈資格，不過今場

作為佐積域上任後的首場正式比賽，球隊肯定會以一場漂亮
勝仗為目標。主力中鋒周琦表示佐積域在細節上力求完美，
球隊需要時間去適應，但相信團隊之間會產生良好的化學作
用：“佐積域與很多歐洲教練一樣，很注重細節亦力求完
美，加上球隊有不少新人，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但相信會
產生一些好的化學作用。”周琦亦表示自己很期待比賽的來
臨：“這是中國男籃疫情以來第一次主場比賽，加上這亦是
我首次在香港比賽，更加想表現出一個好的狀態，打一場好
比賽。”

The R&A全名為皇家古老高爾夫俱樂部（The Royal
and Ancient Golf Club），是“高爾夫球公開賽”

的主辦機構，負責事務包括制定與頒布每年7月舉辦的英國公開
賽比賽規則，以及裁判人員的認證等。而“英國公開賽”則是高
爾夫球四大滿貫之一（其餘三個大滿貫賽事分別為美國名人賽、
PGA錦標賽以及美國公開賽），今年將踏入第151屆，是世界上歷史
最悠久的高爾夫球大滿貫賽事。而在港舉行的“國際都會高爾夫球錦
標賽”22日成功獲得The R&A認可，成為“英國公開賽”的資格賽，
屆時將吸引世界頂尖球手雲集香江，爭奪這項大滿貫賽事的入場券。
亞巡賽專員兼行政總裁唐籌民（Cho Minn Thant）表示：“香港一

直是亞巡賽其中一個分站，作為賽事場地的香港哥爾夫球會粉嶺球場更
是亞洲其中一個最知名的球場。”
他續稱：“香港站成為‘英國公開賽’資格賽，讓球手有機會直接晉

身世界歷史最悠久的大滿貫賽事，足證香港在國際高爾夫球賽事中佔有重要席
位。參加大滿貫賽事是每一位職業球手夢寐以求的目標，對亞洲球手來說，能夠透過參

與‘國際都會高爾夫球錦標賽’爭取晉身資格，是他們高球生涯中難得的機會。”

香港哥球會今年將辦三大賽
對於“國際都會高爾夫球錦標賽”成為“英國公開賽”資格，香港哥爾夫球會會長郭永亮表示

歡迎：“香港哥爾夫球會一向以獨特且豐富的歷史氛圍、自然美景和具挑戰性的粉嶺球場馳名於高
球界。”

郭永亮還透露，除“國際都會高爾夫球錦標賽”外，今年3月至11月間香港還將舉辦“沙特
阿美石油團體系列賽”以及“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其中“沙特阿美石油團體系列賽”屬全
球最大型女子高球團體賽事，總獎金高達500萬美元。

國際都會高球賽成英國公開賽資格賽

◆◆香港男子冰球代表隊將出征波黑香港男子冰球代表隊將出征波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清水灣鄉
村俱樂部（“清水灣”）與慈善合作夥伴聖雅
各福群會的合作邁入第14個年頭，每年一度的
“慈善高爾夫球日”讓一眾青少年高爾夫球手
聚首一堂，於“清水灣”廣闊無邊的綠野環境
下互相切磋球技，為聖雅各福群會的受惠弱勢
社群籌款外，同時鼓勵更多年輕人回饋社會，
共建互助共融社會。

港冰球隊時隔3年再戰國際賽

慈善高球日鼓勵年輕人回饋社會

◆“慈善高爾
夫球日”為聖
雅各福群會所
服務的弱勢社
群籌款。

◆國際都會
高球賽將為香港
球手提供一個晉身
大滿貫的良機。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國香港男子
冰球代表隊經歷3年全球疫情大流行後，最近終於
再戰國際賽，角逐2月27日至3月5日假波斯尼亞
和黑塞哥維那（簡稱波黑）舉行的“IIHF世界錦
標賽2023”第三級別B組賽事。

屆時世界排名第47位的港隊將與世界排名第
49的吉爾吉斯、第50的東道主波黑、第56的伊
朗、第53的馬來西及第55的新加坡同組，爭奪首
名升級資格。

由於疫情關係，港冰球隊已有三年沒有出戰
世錦賽，期間2020及2021年兩屆世錦賽被取消，
2022年因旅遊限制而未能派隊參賽。但隨着疫情

緩和及防疫措施逐步放寬，港隊終於去年年底開始
復操。

港隊繼續由來自俄羅斯籍的Nikita Smirnov擔

任主帥，並於20晚在Mega Ice集訓。隊長梁健邦
訓練後說：“雖然港隊在去年尾逐步復操，但球員
在防疫措施許可下繼續參與本地聯賽，以保持狀態
和累積實戰經驗。”

梁健邦繼續表示：“‘IIHF 世界錦標賽
2023’是疫情緩和後港隊首個參加的國際賽，大
家都很雀躍能再次與其他國家選手較量，而且這比
賽對港隊非常重要。大家渴望比賽已久，所以訓練
時分外賣力。”

港隊於“IIHF世界錦標賽2019”第三級別資
格賽的戰績是4勝1負獲得第2名，當中包括以7：
0輕取波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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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2022年7月7日，人社部印发《关于开展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稳就业促就业行动的通知》，要

求各地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匹配供需、专

业高效优势，不断扩大市场化就业服务供给，切

实增强促就业实效。《经济日报》3月16日报道

，当前我国灵活就业群体已超2亿人，以平台为

组织基础的新就业形态成为灵活就业的新趋势。

目前，还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解决劳动权益保

障问题，促进就业长期健康发展。

在历年的就业人潮中，还有一类备受关注的

求职群体，那就是海归求职者。中共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党组于 2022 年 6月 16 日发表文章

《坚持就业优先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文章称，2022届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人

，增量增幅均创新高，再加上留学回国人员和往

届未就业毕业生，青年就业总量压力持续加大。

与此同时，青年的求职择业观念发生一些新的变

化，加剧了供求矛盾。部分大龄劳动者专业技能

、创新能力还不能很好满足市场需要，就业也面

临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

虽然海归群体与其他求职群体存在着一定程

度的不同，但这些就业群体需要面对的就业浪潮

是相同的。

归国就业走另一条赛道

2022年，年轻一代进入职场求职的人数又将

刷新纪录，其中，“00后”留学海归学生也将

迈入职场大门，开启自己的人生新篇章。

留学人员的求职赛道和其他人群既有相同，

又有不同。目前，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海归人员

和国内毕业生时存在不同程度的学历歧视现象。

对国内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一些用人单位明确只

招聘985工程或是211工程院校毕业的学生；而

对海外归国学生，则对毕业院校的世界大学排名

有明确的名次要求。这类要求并不区分海归人员

和本土院校毕业的求职者。

真正让海归求职者感受到赛道迥异的是其他

方面。留学人员取得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不能

直接获得我国教育部的认可。2011年，教育部就

回答了承认国外硕士研究生学位的根据。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中国加入或

签署的国际公约以及国家间学历认可协议等，对

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进行认证评估，评估中

须考察申请者的个人学习经历，包括学习时间等

各方面的要素。

如今，海外学历学位认证一般都要通过中国

留学网进行在线认证，出具认证函。该函是承认

海外学历学位的依据。

细化到求职路径，国内的应届毕业生求职时

可参加企业校园招聘会，而海归学生则可以参加

各城市专门举办的海归人才求职招聘会。虽然，

一些面向海归人才的岗位也会通过其他媒介发布

，但面向海归人才的，最直接的招聘形式还是全

国各地以各种形式举办的海归人才求职招聘会。

面向特定人群，可以提高招聘效率，优化招聘流

程，同时也为求职者在寻找用人企业时节省了时

间。2022年，各招聘机构联合用人企业，准备召

开秋季海归人才招聘会。目前，许多求职机构都

发布了即将举行招聘会的信息。

用人需求方面，海归人才和国内高校毕业生

也是不一样的。海归人才比起国内高校毕业生，

拥有语言上的优势。即使海归人才所学的专业没

有对口工作，也可以利用语言优势，来应聘外语

类文字工作。用人单位如果招聘海归留学人才，

一般都会要求外语翻译和口译能力，而国内高校

毕业生一般不做特殊要求。同时，部分用人单位

也需要熟悉海外社交平台运营策略、海外市场生

态和与海外人士沟通的经验以开展海外业务经营

，这种要求决定了部分企业要设置适合海归人才

的岗位。

就业呈现新形势海归人才多途径就业

不断扩大就业，提供更多的岗位，结构优化

，让就业服务体系日臻完善，让就业制度法律更

加完善。《坚持就业优先推动实现更 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文章称，就业是民生之本，不断扩

大就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推动劳动者体面劳

动、全面发展，对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

、发展权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海归群体就业也存在着不同的矛盾。智联招

聘公司发布的《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

示，留学回国人员数量呈持续上涨趋势。这主要

是因为国内疫情防控工作更好，国内的生活方式

更加适合相关人士。由于归国人员的增多，海归

人才竞争正在不断扩大。

一些海归人士认为目前的求职环境非常不利

于自己，求职的门槛在提高。海归人才应该如何

破局？如何通过多途径实现就业？

首先，海归人才应该清晰认识到自己的综合

实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充分了解

招聘公司和自我能力，才能找到符合自身条件的

岗位。然而，许多求职者既不了解招聘公司，也

不了解自我。在求职前，海归人才应该提前了解

国内招聘的流程和信息，提前做好学历学位认证

，熟悉“五险一金”保障性待遇以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法律条文。同时还要多了解

海归人才招聘会的信息，提前关注适合自己的海

归人才招聘岗位，做好第一手准备。在了解求职

市场的同时，还要多了解自身条件，复盘自身的

优势和劣势，可以在求职过程中提高自己的效率

。

目前，我国各省市已经推出了众多利好海归

人才的就业政策。

随着近年来留学回国人员数量的增长，为了

吸引优秀归国人才到当地发展，各地相继出台了

惠及留学生的落户福利政策。这些福利可以帮助

海外归国人才在国内实现良性的多样化发展。

根据现行的政策，北京市规定，出国留学满

一年以上，在国（境）外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

年龄在45周岁及以下的留学毕业生可享受落户

政策。2022年6月，上海市出台了《关于助力复

工复产实施人才特殊支持举措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通知》明确毕业于世界排名前

50名院校的留学回国人员，取消社保缴费基数

和缴费时间要求。只要全职到上海工作就可以直

接落户。

除了出台落户政策，为了提升海归人才的生

活质量，各地也相继开展了部分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针对留学归国人员的活动。一些城市陆续

推出了留学人才联谊会。以厦门为例，厦门自

2013年开始，已经举办了九届海归人才联谊会。

这些活动的开展，拓宽了海归人才的交际圈，能

够让他们更好地融入本地城市文化。

针对海归人员，我国还有免税车购买政策。

1992年，《海关总署等七部委关于回国服务的在

外留学人员用现汇购买个人自用国产小汽车有关

问题的通知》发布，准予回国服务的留学人员用

现汇购买国产小汽车一辆。2004年，在该政策的

基础上简化了购买免税车的手续，进一步放宽了

留学归国人员免税购车时限。符合条件的留学归

国人员在购车时可以免除进口零件的海关关税。

办理车牌时还可以免缴纳车辆购置税。

目前，我国仍有众多不明确就业方向，还未

找到适合工作的海归人员。相信在不久以后，这

些海归人员也将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我国海

归人才的利好政策支持下，通过多途径的就业方

式，获得自己心仪的、适合的工作。海归人才都

可以在自己梦想的岗位上，迈向更好的未来。

海归人才就业呈现新趋势

缓解就业困境途径多样

“大厂裁员，最难就业季，2023高校毕业生达

到1158万....."当下的求职环境用一句话总结就是：

“应届生瑟瑟发抖，留学生不敢说话。”

根据猎聘大数据研究院调研的“2019-2023年

毕业的留学生回国的求职意向”的数据显示：

38.76%的往届留学生已回国工作，

16.85%的在读留学生将来准备回国工作；

14.61%的应届生已在国内工作；

2.93%的应届生准备回国工作；

12.92%的留学生已在海外工作，后续准备回国

工作；

准备长期留在国外的留学生仅占3.93%。

也就是说，在所有留学生中，有超过96%的人

选择回国发展！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内就业压力只会随着

留学生的回归逐渐增大，留学生回国面临的竞争也

十分激烈。

毕竟现在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只要有高学历，就

能全员offer的时代了，留学生这一学历光环正不断

削弱。能不能“混”上offer，全凭个人本事。

准备回国的留学生and已经回国准备求职的留

学生，基本都会给自己留下三连问：

“回国之后我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吗？”

“当下海归还有竞争力吗？”

“国内应届生那么多，留学生还有优势吗？”

各位留学生先不要慌，求职时一定要有自信，

因为留学生在求职时，自身带着企业想要的加分

buff！很多国内企业在招聘时，都会对留学生有一

些小小的“偏心”。

毕竟出国在外那么多年，优势嘛，肯定还是有的。

留学生求职，有何优势？

那么，留学生在求职市场上有哪一些优势呢？

针对“过去一年招聘留学生的原因”，猎聘对企业

HR进行了调研。

80.85% 的企业 HR 认为在同等条件下，留学

经历会成为候选人的加分项。理由如下：

✅相关岗位对外语能力要求高，得票率为

75.81%；

✅公司人才需要多元化，66.05%；

✅留学生更有国际视野，见多识广，得票率为

52.56%。

留学生如何准备国内求职？

了解国内求职线

由于留学生的毕业时间不统一，所以大家可以

参与校招的时间和次数也不太一致。下面就以英美

和澳洲作为例子来说明~

美国

美国的大多数留学生都是在夏季毕业，这个时

间跟国内的毕业时间差不多。因此，美国的留学生

可以参与两次国内秋招：

第一次：大四/研二刚开学，可以参加全行业校

招，尤其是很多大厂都会有的海外校招；

第二次：毕业后回国，以毕业一年内的往届生

身份参加快消/四大等企业的校招。

英国

英国留学生的毕业时间也集中在6月份，但一

般要隔一段时间才能拿到毕业证，所以求职时间以

毕业证书上的时间作为参考哦

一般来说，英国留学生可以参加3次国内校招

第一次：22年的秋招，可以先准备起来了；

第二次：23年的春招，23年的三四月份开始；

第三次：23年的秋招，23年的七八月份开始。

澳洲

由于澳洲的季节与国内相反，因此，国内和澳

洲的寒暑假时间是颠倒的。因此，澳洲的同学需要

花费更多时间精力在求职上，可以多参加日常实习

，此外要注意在网上投递简历，回国才能参与部分

校招哦。

确定求职目标

求职秋招，首先要确定行业和职业，投入

100%的精力求职，才能在竞争者众多的情况下

胜出。

行业的选择：

看行业的发展趋势、个人的偏好、以及招聘需

求的大小。

职业的选择：

留学生在归国求职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许多

问题。

✅想从事的职业：专业对口，有能力。这种情

况，比较容易找到较好的公司和岗位。因为校招中

，HR最看重你的学历、经历、能力。

这需要在简历和面试中，充分展示和目标岗位

一致的实习经历、项目经历、校园经历，并分别展

示取得的成绩。

✅不想从事本专业的工作，有明确的职业方向

。能否找到适合的工作取决于两点：想做+能做。

既然选择专业不对口的工作，那就要用诚心和实力

证明自己能做好它。

可以一个岗位准备一份简历，根据岗位要求呈

现项目展示。梳理自己以往和目标职业相关的经历

，提高匹配度。

✅不想从事本专业的工作，但不知道做什么。

对于大学生，择业的依据包括：过往的经历、优势

能力、性格特点、兴趣等。结合你喜欢的工作内容

、优势能力、性格特点、兴趣，推出适合自己的职

业方向。

多渠道投递

密切关注海外招聘会，例如六月和九月，不少

招聘平台都会举办海外留学专场招聘会。其次是关

注企业的官网。一般大型企业和事业单位都会在官

网上贴出招聘信息。

然后是多在招聘平台上投递，很多企业也会把

校招岗位挂在不同的招聘平台上，还会有一些校招

专场、直播专场。最后是熟人推荐，要充分利用内

推机会哦！

春招即将开始，想要进大厂的小伙伴们可得抓

紧网申和准备面试啦！提前准备真滴很重要！！

在准备的过程中可以多多向有经验的学长、学

姐们或是专业的老师们请教咨询哦，会让你在准备

过程中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96%的留学生都选择回国，海归求职有哪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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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地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1817 年，英國醫
生詹姆斯·帕金森（James Parkinson )在“關於顫
抖性麻痺”的論文中首次描述了帕金森病（PD
),它是一種慢性進行性神經系統疾病，會影響大
腦中的多個系統和多種神經遞質（化學物質）
，主要影響運動。為進一步了解該疾病，2月11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在僑教中心203室，由
宏武協會、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和休士頓美華協
會（OCA-Great Houston )共同舉辦了一場 「帕
金森氏症的認識與解惑」免費講座，邀請到大
休士頓地區負責人賽萊斯特哈里斯（Celeste
Harris ) 主講，吸引許多僑胞前往聽講。

主講人 Celeste Harris 獲休士頓大學社會工
作碩士學位，專注於老年人保健醫療，致力於
為患有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和護理人員的教育16

年，包涵帕金森症狀、治療、療法和資源，運
營十多個帕金森氏症支持小組，負責大休士頓
區帕金森氏症的宣導。 講座中，Celeste Harris
首先解釋什麼是帕金森病？ 該疾病以1817 年，
英國醫生詹姆斯·帕金森 (James Parkinson) 命名
，它是一種慢性進行性神經系統疾病，會影響
大腦中的多個系統和多種神經遞質（化學物質
），最主要影響運動。 誰會得帕金森病？ 根
據統計: 平均發病年齡60歲，男性略多於女性，
以美國百萬人口計，每 100 名 60 歲以上的人中
就有 1 人受到影響。目前休斯頓都會區約有2萬
2 千名患者，85%的患者年齡在 65 歲以上。 帕
金森病的病因是什麼？ 根本原因是患者大腦發
生變化，多巴胺耗竭；很可能是由於遺傳和環
境因素的結合，每種因素在患者之間皆不同。

Celeste Harris 舉例殺蟲劑農藥以及水源污
染等環境因素都有可能。 如何診斷帕金
森病？ 診斷是基於病史和詳細的神經系統
檢查配合以臨床動作反應診斷。而帕金森
病的症狀有：震顫，運動緩慢（運動遲緩
），Rigidity，姿勢不穩定，還有可以從平
時姿勢、步態和平衡的變化，面部表情減
少，寫字的字跡變小，咀嚼和吞嚥困難，
言語變化，腸道/膀胱問題，睡眠障礙和抑鬱和
焦慮觀察出患者的症狀。 帕金森病如何治療
？ 帕金森氏病無法完全治愈，但可以控制。 目
前的治療方法包括藥物、手術和非藥物方法。
這些治療在緩解症狀和改善功能能力方面非常
有效。Celeste Harris鼓勵每天都要運動，不局限
特別的訓練，依照身体狀況運動，即使走路也

可以，在飲食方面，多攝取蔬菜水果及天然精
緻蛋白質(肉類)等，與醫生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也非常重要。 最後，與會者提問踴躍，Ce-
leste Harris也十分仔細耐心解答，由於時間有限
，主辦單位表示，有關帕金森病的更多信息，
可聯繫休斯頓地區帕金森協會 713-626-7114。

宏武協會、台大校友會、美華協會合辦
「帕金森氏症的認識與解惑」 免費講座

由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創會會長林富桂（中 ）發動，並起頭捐
款$400， 借上周三中午春宴上舞獅共籌募$1000 元，透過慈濟送給
到土耳其地震賑災，由慈濟代表Sam Chang 代表接受。因為當天在
場表演的共有四頭獅子，林富桂打趣的說：所以我每一頭餵了$100
。

當天在現場極吸引人眼球，引發全場熱情騷動的這支舞獅隊，
是由四個不同國籍的成員所組成。多年來都是由林富桂帶領這支多
元化的舞獅團。上周三在春宴的舞台上每一位舞獅者都用自己國家
的語言帶來新年賀詞，為全場帶來難得的歡樂氣氛，今年他們的獅
子為來自台灣、日本、韓國、菲律賓四國的代表。

圖文：秦鴻鈞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全美亞裔地產協會（（AREAA)AREAA) 春宴送愛心春宴送愛心

（（左起左起) OCA) OCA （（美華協會美華協會））代表常先群律師代表常先群律師、、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
、、主講人主講人Celeste Harris ,Celeste Harris ,和台大校友會前會長羅茜莉在會中合影和台大校友會前會長羅茜莉在會中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OCAOCA 代表代表 常先群律師常先群律師 （（右右 ））介紹帕金森學會負責人介紹帕金森學會負責人Celeste HarrisCeleste Harris
(( 左左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帕金森學會負責人圖為帕金森學會負責人Celeste HarrisCeleste Harris 在會中演講在會中演講
的神情的神情。（。（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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