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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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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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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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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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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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22廣 告
星期五 2018年4月13日 Friday, April 13, 2018



BB33休城社區
星期五 2018年4月13日 Friday, April 1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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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規劃專欄]
長照在美國的重要性

聖南宋詩人陸游《題畫薄荷扇》：一
枝香草出幽叢，雙蝶飛飛戲晚風。莫恨村
居相識晚，知名元向楚辭中。詩中的“香
草”就是薄荷。我今天借詩發揮，拜祭祖
母：一枝香草出幽叢，龍飛鳳舞戲春風。
若問風水何處好，天鵝棲憩此山中。我祖
母的墓，坐落在浙西南老家碧湖南山名曰
“天鵝孵卵”的風水寶地。我叔叔生前為
祖母修墓時，隨手折獲一枝小竹竿，在墓
兩旁未乾的水泥上劃了“龍飛鳳舞”四個
字。今天，從堂親們傳來的照片看，仍然
清晰可見。

據說名貴的花都有自己獨特的花語。
然薄荷雖談不上名貴，但也有像徵“美德
”的含義。有人說：“願與你再次相逢、
再愛我一次”，就是薄荷的花語。

薄荷又名夜息香，聽上去很接近我祖
母的名字：葉愛香。隨著風兒吹過，薄荷
搖曳著身姿，那清新的香氣自然散發出來
。除此就是用開水沖泡後的撲鼻沁香。小
時候我會生病，一生病，祖母就給我“扭
痧”，“扭”到來勁時，她會“呸”一聲
，在自己的食指和中指之間吐上一些口水
，再接再厲。每逢此刻，我便知道“戰鬥
”的高潮到了，肯定大哭。這時候祖母也
很有騙術，口念：一、二、三、四、五、
六、七，讓我覺得“戰火”馬上便會熄滅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七掉好了

！七掉好了！七！
七！七！在我們老
家方言中，“七”
的發音與“扭”、“擰”的意思是一樣的
。現在回想起來，祖母最後那乾脆利落的
三下子，簡直就像交響樂尾聲爆發性的指
揮動作！“戰鬥”結束後，祖母會讓我喝
薄荷茶。然而我喝下去的自然還有抽泣時
幾滴委屈的眼淚。五十多年過去了，“扭
痧”一幕彷彿就在眼前。直到今天，我仍
然特別喜歡聞那沁人肺腑的薄荷清香味兒
。幾年前，我在College Station自家後院移
植了薄荷，沒過多久便蔓延開一大片了。
天下大雨後，我常常被屋外薄荷的清涼香
味吸引住而久久不願關上窗戶。家搬到休
斯敦之後，似乎再也沒有見到過薄荷。

說起薄荷，聽說還有一個美麗的傳說
：

冥王哈迪斯愛上了美麗的精靈曼茜，
冥王的妻子十分嫉妒，將她變成了路邊不
起眼的小草。可是善良的曼茜變成小草後
，身上卻有了這清涼的芬芳，越是被踩踏
，沁香越濃烈。於是，有更多的人愛上了
她——薄荷。

清明節到了，我卻到不了祖母的墓前
，但我仍然聞到了薄荷的沁香！我永遠懷
念我的祖母 —— 葉愛香

（本報訊）休士頓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徵求義工志願者。
凡十五歲至二十歲的青少年，經過面試甄選後，自6月4日起至8月17日止,於每週一至週

五 「暑期夏令營中文課程」或每週六 「暑期班成人中文課程」義工，歡迎有興趣此項服務的
青少年，請在2018年5月12日以前 ，向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報名面試。報名地址是中
華文化服務中心，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洽詢電話: (713)271-6100分機163。
E-Mail : chineseschool@ccchouston.org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徵求義工

驚悉高如山先生與世長辭，我們失去了一位
，品性高潔、年高德劭的老學長，更是失去了一
位摯友與導師。他的仙世，令我們休斯敦（Hous-
ton)僑界學界感到極其悲痛。

高先生1921年7月出生於上海，慟於2018年3
月20日，享年98歲。高先生自幼在上海上小學、
中學，1946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工學院機械工
程系。

1949年解放後，先後在北京農業部，水電部
任職，歷任工程師、高級工程師、教授級高級工
程師、副處長、副總工程師。中國灌排技術開發
公司常務董事、副總經理兼總工程師。1990年退
休後被國務院三峽經濟開發辦公室聘為 「移民顧
問」。1992年獲頒在工程技術方面有特殊貢獻的
「政府特殊津貼」。2001年獲頒中國水利學會從

事水利工作五0年以上的 「優秀老專家」榮譽稱號
。

1956年在工作期間，曾作為 「水利專家」赴
越南工作，得到胡志明主席親自簽發的 「金星友
誼」獎章。 在職期間，曾任國家科委農機組成員
，中國水利學會-農水專業委員會及國家灌排委員
會例秘書長等職。

1979年改革開放後奉派出國專業考察和參加
國際水利學術會十多次，他的足跡遍及歐美亞非
20多個國家。 1981年、1986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兩
次在中國召開 「提水工具及水利管理」國際研討
會議，他被推選為大會主席主持會議。1984年第
12屆國際 「灌溉排水會議」在美國召開，我國取
代台灣第一次參加大會，他參加會議並被推選為
「論文評審委員」，同時在大會上宣讀了他的論

文- 「中國提水工具發展史」。
幾十年來，他除工作外，他的主要著作有

「機械灌溉手套」、 「提水工具與排灌機械」、
「排灌機械配套手套」等十多部。

可以看出，高先生一生從工作到著作，全部
從事中國農田水利、灌溉工程、灌溉機械的研究
，貢獻了畢生精力，作出了卓越貢獻，這種堅毅
的精神正是我們尊敬的楷模。

1993年高先生移居美國，年已過古稀，他的
業餘愛好是玩橋牌與打乒乓球。他打聽到，每年
有市、州兩級老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每兩年舉行
一次國家奧林匹克運動會，還有在猶他州舉行的

世界老年人運動
會。

2000 年 他 第
一次報名參加休斯敦（Houston)市老年
人奧林匹克運動會乒乓項目的比賽，一
舉奪得了男單、男雙兩項冠軍，對他鼓
舞很大（時他已79歲高齡）。同年他又
參加德州老年奧運會，贏得了乒乓球男
雙冠軍，男單季軍。此後他年年參加休
斯敦（Houston)市老年奧運會，並以優勝者資格升
格參加德州及國家老年奧運會。 截至2009年三月
以乒乓球為主，包括橋牌、二英里競走在內的冠
軍金牌 「75」面，亞冠銀牌 「12」面，季軍銅牌
「6」面，戰果輝煌，成績突出，真可謂在美國體

壇上的傳奇人物。他雖身居異國，但處處心繫祖
國，時刻不忘是炎黃子孫，為華夏爭光，為華人
爭光，為中國人爭光。

需要指出的是：1. 2001年在休斯敦（Houston)
市老年奧運會上，他除了參加乒乓球外，還參加
兩英里（約等於6，438市里）競走的比賽。開賽
前醫生檢查他患有攝護腺癌（抗原指標PSA高達
26.5，正常值為4以下）。進行了約長達兩個月的
放射治療。放射波影響了膀胱與肛門，引起大小
便失禁，比賽時他不顧傷痛，硬是穿了尿褲參賽
，拼得了競走第一名。 2. 2002年，他是左手跌了
一交，骨折，上了石膏，仍報名參加市老年奧運
會，奪得了一金一銀獎牌。 3. 2006年身體安裝了
四個支架，動手術後不到半個月就到赫茨曼去參
加世界老年運動會，一舉奪得乒乓球項目三個冠
軍。 4. 2007年三月右腿動脈血栓，80%堵塞，醫
生在堵塞段安裝了支架，僅五天後他又去參加休
斯敦市老年奧運會，又奪到乒乓球項目三項冠軍
。 5. 2006年休斯敦市老年奧運會邀請高先生擔任
開幕式火炬手，這是華人首次獲此殊榮，轟動了
僑界。
高先生這些年參與老年奧運會成績突出，受到美
國各級政府、議會及中國駐休斯敦各屆總領事的
極高評價與褒獎。

高先生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是榮譽燦爛
的一生，是絢麗多彩的一生，是勤勞奮進的一生
。

高如山先生 安息吧!

沉痛悼念高如山先生

白浮水

65 以上, 在相
對便宜的德州而
言, 平均長期照顧
的花費每年是$54,
800 週遭一些已經
或正在經歷的朋
友們, 對於現實的
認知恐怕不是言
語能夠形容.

現實的迷失最嚴重的莫過
於 今 天 我 們 要 談 論
的 -- -- -- -- - (1). 我 有
錢, 我不怕, (2). 兵來將擋,水來
土掩, (3). 一切平安, 保費全丟
了!!

X先生在休斯頓早就名列
在富豪榜上, 一日起風了, 日常
生活中的 6 項活動(ADL)中有
兩項需要幫助. 感謝主, 他仍然
可以在家中自理, 但這個時候
他的心境已經在不知覺中進入
到另一個狀態 -- -- -- 好朋
友的婆婆轉進了位於 Westhi-
mer 大道的長照機構, 每個月

的開支是 美金 9 千元, 另一個
朋友的母親決定(居家自理), 歷
經無數的徵人活動, 3班制的人
工成本已經去掉了8000元, 外
加所有的醫療開銷. 這個時候
X先生發現自保與第三方保險
的差異 它提供了另一份看不
見的平安係數. 因為(我有錢)就
相信(自己擁有無限能力), 在西
方的社會制度下往往證明是一
個令人失望的結果. 同樣的經
歷 – 用現金買車/買房, 就不
買保險,同樣地在美國也是行
不通的. 每個人都會死, 死亡卻
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知道甚麼
時候發生; 一個人需要別人的

照顧並不可怕, 但
不一定發生的恐懼
卻永遠暗藏在每一
個現代老人的腦後
. 規律的生活和現
代的醫藥都可以(拉
長了)我們的壽命,
卻不能保證我們的

健康.
現代生命中的平安需要規

劃, 長照(LTC)的需要已經是一
個現代人無法逃脫脫的惡夢.
長壽生命在未來的世界是必須
藉著正確運用第三方保障, 來
建立家庭的安全網.你的問題
可以寄到smar@hwafamily.com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日常自理的生活)

Bathing: 洗澡
Dressing: 穿衣
Transferring: 行動
Toileting: 如廁
Continence: 失禁
Eating: 吃飯

懷念我的祖母——葉愛香

靳自齊

【華府新聞日報訊】美國禪學院(US Zen Institute)的夏令
營活動即將邁入第七個年頭，今年特別安排在馬裡蘭州Cato-
ctin Mountain國家公園舉辦為期六天的露營活動。本次夏令
營特別邀請到台灣中國佛教會副理事長明光法師擔任營長，
主題為 「生命昇華的探索」。

活動行程除了生活化的佛法課程以及文化、藝術、生命
科學等課程之外，本次的戶外課程將由國家公園的專業保育

員及環境生態專家帶領，針對生態環境與自然保育的專題，
為學員們做詳細的介紹。希望藉由生動活潑的課程，讓所有
參與者徜徉於大自然中，於團體生活中體驗佛法的益處。

此外在夏令營活動期間，美國禪學院方丈和尚法曜法師
將於該營地同時指導四無量心禪修。歡迎有興趣學習禪修的
家長與能夠有機會跟孩子一起生活、禪修、在大自然與佛法
中得到喜悅。禪修營同時開放給對禪修有興趣的朋友參加。

本次六天五夜的夏令營暨四無量心禪修營活動，將於今
年七月一日下午開始報到，七月六日上午結營。夏令營報名
資格為年滿八歲至二十四歲的孩子以及成年義工，限額四十
位，額滿為止。禪修營限額六十位，額滿為止。報名日，自
即日起至六月十五日止。

活動相關詳情及報名方式請上網 http://uszen.org 或電洽
(301)353-9781。

20182018美國禪學院夏令營美國禪學院夏令營

180405B06美國禪學院

 

       

 

 

 

 

                      

             

                                      

                                                                                                                                                                                                                                                                     

                                                                                                         

  

夏令營活動期間，美國禪學院

法曜法師方丈和尚 將於該營地

四無量心禪修同時指導 。歡迎

有興趣學習禪修的家長與朋友

參加。 

    

 

 

七月一日下午開始在公園夏令營暨禪修營活動，將於

營地報到 七月六日上午結營， 。費用隨喜。 

夏令營限額四十位，報名資格為年滿八歲至二十四歲

禪修營限額六十位的孩子及成年義工，額滿為止。 ，

即日起報名至六月十五日截止額滿為止。 。 

生命昇華的探索~2018美國禪學院夏令營 

 

四無量心禪修 

活動相關詳情及報名方式請上網 http://uszen.org 或電洽(301)353-9781。 

 

美國禪學院(US Zen Institute)的 2018 7/1至 7/6夏令營活動將於 展開。今年特別安

馬里蘭州 Catoctin Mountain 國家公園 六天五夜的露營活動排在 舉辦為期 。  

戶外課程將由除了生活化的佛法課程以及文化、藝術、生命科學等課程之外，本次的

國家公園的專業保育員帶領，針對生態環境與自然保育的專題，為學員們做詳細的介

紹。希望讓所有參與者徜徉於大自然中，於團體生活中體驗佛法的益處。 

 

 



















 

       

 

                                                                                                                                                                       

               

             

                                      

                                                                                                                                                                                                                                                                    

                                                                                                                                                 

                                                                                                                                                                                                                                                                                                                                                                                                                   

A separate meditative retreat will 
take place at the same location 
an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but in a different building. It 
will be a Four Sublime Abiding 
Samadhi retreat presided and 
instructed by Ven. Dr. 
Dhammadipa, Abbot of the US 
Zen Institute. All interested 
individuals are welcome to sign 
up for the retreat.  
    

 

 

Both events will start sign-in on 7/1 afternoon at the 
Catoctin Mountain Park camp site, and draw to a close 
on the morning on 7/6.  Enrollment for summer camp 
is limited to 40 people, open to young folks between 8 
to 24 years old and adult volunteers. The meditation 
retreat is limited to 60 people. First come first serve 
until enrollment full. No registration fee, but donations 
are welcome & appreciated. Registration starts 
immediately and ends when the quota is met.  

 

2018 US Zen Institute Summer Camp 

 

Brahmavihāra 

活動相關詳情及報名方式請上網 http://uszen.org 或電洽(301)353-9781。 

 

Between 7/1 and 7/6, this year’s camp will be administered at the Catoctin Mountain 
Park that highlights hiking program led by park ranger. The arrangement is intended to 
embody the main theme of the 2018 summer camp – exploring the sublimation of life. 
As usual, our summer camp offers accessible Buddhist teachings, plus classes pertaining to 
culture, arts, and life science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experiencing group life, most of 
the classes will be executed in a group setting that underline active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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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月月77日在休士頓日在休士頓Westchase Marriott HotelWestchase Marriott Hotel所有評委教練合影於所有評委教練合影於
20182018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開募式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開募式。。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
中華武術展刀棍全場飛揚熱鬧非凡中華武術展刀棍全場飛揚熱鬧非凡

2018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於4 月 7 日在 Houston West-
chase marriot隆重登場，超過四十個武術學校報名投入，超過四
百多個比賽項目，上千人次參賽，其中年次由6歲至80歲，分初
學、習武年資1至2年、3至4歲、進階4年以上等四個層級，現
場人潮湧動，項目中涵蓋套路、兵器、對打、太極推手和詠春對
打等等。從4月6日至8日連續三天的六個講座，有詠春應用、
太極發勁、鷹抓應用、陳氏太極拳的蠶絲勁和推手、神鏢和氣功

等等，場場座無需席。值得一提，乃參賽隊
伍來自四面八方，有從紐約、佛羅里達州、
馬里蘭州、路易斯安那州、芝加哥、奧斯汀
等武林高手匯聚一堂，彼此切磋琢磨，學員
們獲益良多。

4月8日上午舉辦了中華武術展暨第五屆
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頒獎典禮，得獎者 Sara
Tin-U和曾凱莉，均榮獲獎金$1,000和獎狀，
都自幼練武，習武多年且將於今秋進入德州
大學；各門各派的武術，輪番上陣表演，目
不暇接，精彩萬分；大會特邀贊助商石山地
產董事長詹姆士伯尼、共同會長吳而立和羅
茜莉頒發各組總冠軍大型獎盃，名7至9歲男
童傳統功夫總冠軍 Carter Capoy、7 至 9 歲女
童傳統功夫總冠軍 Regina McLemore、10 至
12歲少男傳統功夫總冠軍Ruojin Yang、10至
12歲少女傳統功夫總冠軍Karolyn Dai、13至

17歲青少男傳統功夫總冠軍Max Gao、13至17歲青少
女傳統功夫總冠軍Kiara Morris、18至35歲男性傳統功夫總冠軍
Ah-bel Lara、18至35歲南派傳統功夫總冠軍Taran Champagne、
36至45歲男性傳統功夫總冠軍Mitchell Purpera、36至45歲女性
傳統功夫總冠軍 Nell Rovira、7 至 9 歲男童武術總冠軍 Bobby
Chen、7至9歲女童武術總冠軍Elaine Wang、10至12歲少男武
術總冠軍William Wei、10至12歲少女武術總冠軍Maggie Cheng

、13至17歲青少男武術總冠軍Josh Weinstein、13至17歲青少女
武 術 總 冠 軍 Cara Zhuang、 18 至 35 歲 男 性 南 派 武 術 總 冠 軍
Ah-bel Lara、17歲以下男童傳統太極總冠軍Julian Guerrero、18
至45歲男性傳統太極總冠軍WenChang Cheng、46歲以上男性傳
統太極總冠軍wen Meng、46歲以上女性傳統太極總冠軍Queena
Tong、女性競技太極總冠軍 Eliza Wu、其他男性內家總冠軍
Christopher Hart和其他女性內家總冠軍Sharon O’Brien。

宏武協會於宏武協會於44月月88日舉辦中華武術展日舉辦中華武術展，，共同會長吳而立共同會長吳而立((圖左圖左))和羅茜莉和羅茜莉((圖圖
右右))特邀贊助商石山地產董事長特邀贊助商石山地產董事長James Birney(James Birney(左二左二))共同頒發第五屆宏武傑共同頒發第五屆宏武傑

出青年獎學金各出青年獎學金各$$11,,000000和獎狀予曾凱莉和獎狀予曾凱莉((圖中圖中))和和Sara Tin-U(Sara Tin-U(右二右二))。。

中國護照免簽墨西哥中國護照免簽墨西哥！！全新推出墨西哥坎昆天天全新推出墨西哥坎昆天天
出發精品系列團出發精品系列團$$399399起起！！有中文導遊服務喲有中文導遊服務喲！！

2018 全旅假期全新推出
墨西哥坎昆天天出發精品系列團

$399起
陽光海灘-坎昆瑪雅4天3夜、5天

4夜、6天5夜
墨西哥4天3夜

坎昆墨西哥雙城6天5夜
墨西哥坎昆雙城7天6夜

中國公民如持有美國多次往返簽證
包括有效學生,工作,多次B1/B2簽證

在護照有效期一年內
都可報名參加墨西哥旅遊產品

無需辦理墨西哥簽證
可最長停留180天

7001 Corporate Dr Suite210 ,
Houston , Teaxas 77036

行程特色行程特色：：
【【精品品質小團精品品質小團
】】品質小團品質小團，，天天
天出發天出發，，全程中全程中
文導遊服務文導遊服務

【【花樣姐姐景點花樣姐姐景點】】
廣受好評的廣受好評的XcaretXcaret
生態主題樂園生態主題樂園，，集集
生態生態、、娛樂和古文娛樂和古文
化為一體的主題公化為一體的主題公
園園

【【雙重盛宴雙重盛宴】】美美
洲最佳獨家天堂洲最佳獨家天堂
坎昆與瑪雅古文坎昆與瑪雅古文
明明，，湛藍加勒比湛藍加勒比
海海++細軟白色沙灘細軟白色沙灘
，，交織壯闊金字交織壯闊金字
塔塔，，風情萬種風情萬種

【【自由選擇自由選擇，，行程行程
你做主你做主】】行程內可行程內可
自費選擇瑪雅文明自費選擇瑪雅文明
圖倫古城深度遊等圖倫古城深度遊等
行程行程
【【獨家行程獨家行程】】高爾高爾
夫車環遊女人島夫車環遊女人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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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顏抗老首選 百度十大化妝品名列第一
La Prairie舉辦試用活動 邀您參加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當身體內在系統出了毛
病，尤其是疑難重症的時候，許多人往往慌了手
腳，然而，拜科技發達之賜，在美國許多地方有
著傑出的專業醫師，加上遠距醫療的崛起，能夠
結合不同地區的專家一起在線上會診，為病病人
提供更多好的醫療方案，給身體復原創造更多的
機會。

MORE Health（愛醫傳遞）是一家中美跨境
的醫療機構，其創始人之一是美國外科醫師學會
董事Dr. Robert Warren，他本人曾是肝癌患者，經
歷了患病、化療、肝移植手術的全過程，也因為
這樣的經歷，使他能更好地體會患者有什麼需求
，應該如何與醫者互動，讓他更迫切地希望把優
質的醫療服務推廣開來。

經由簽約700餘位美國一流的醫學教授與
專家，愛醫傳遞已經完成超過兩千例會診，為中

國病人提供遠程會
診的醫療服務，科
別橫跨腫瘤、心血
管、神經、兒科、
罕見疾病等等。目
前 ， MORE Health
服務的對象除了涵
蓋中國、美國，還
延伸至英國、新加
坡、香港、韓國等
地。

同 時 ，
MORE Health 的 合
作醫院也覆蓋全美
綜合排名前十、癌
症專科排名前十、
心腦血管專科排名
前十、神經專科排

名前十、婦科排名前五、與與兒科排名前五的醫
療機構。知名的斯坦福醫院、加州大學舊金山分
校醫療中心、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Tufts醫療
中心、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波士頓兒童醫
院等，都是MORE Health的合作夥伴。

一周內集結美國名醫
實際上，赴美醫療已經在市場上出現數年，

然而往往花費巨大，普通家庭難以負擔。而
MORE Health醫療服務平台則希望幫助更多普通
家庭的重症疾病患者。

通過MORE Health的在線會診平台，國內的
重症病人在提供自己的完整病歷五天后，就能獲
得美國頂尖專家的評估與診療意見。此後，平台
會繼續安排一次與美國專家的視頻會診。參加會
診的除了美國頂尖醫生與病人及家屬外，還有該
病人國內的主治醫生，並配備專業的醫療翻譯。

聯合會診後，病人會獲得一份個性化的診療意見
。通過這樣的在線會診方式，美國醫生和中國醫
生經過討論，在治療方案方面達成共識，最終醫
療方案可在國內本地執行。

創始人 Dr. Warren 表示:“與其說僅治好現有
的病人，我更希望能做到的是把更多、更好的先
進醫療資源帶給更多的患者”。

Dr. Warren是美國外科醫師學會董事，胃腸道
、肝臟腫瘤專家，連續14年被美國權威機構“US
News”評選為“美國頂級醫生”，也是加州大學
舊金山分校醫療中心前腫瘤外科主任。

在 談 及 創 辦 MORE Health 的 初 衷 時 ， Dr.
Robert Warren表示: “過去，想要享受美國領先的
醫療資源，必須親自赴美就醫，這樣的過程花費
不貲，動輒上百萬人民幣。而通過MORE Health
的在線問診服務，病人只需要花費數千美金，就
可以在一周內接觸到美國名醫，並隨後獲得會診
方案，還可以在國內就近執行。對於不幸罹患重
症的病人及其家人來說，不僅更有效率，在金錢
方面也更能負擔。”

在治療方案完成後，通過美國醫生開具的電
子處方簽，國內的病人還可
以獲得最先進的美國新藥，
這對罹患各種疑難雜症的國
內病患來說無疑是一個全新
的希望和契機。

以肺癌藥物為例，中國
治療肺癌的藥物只有七種，
但在美國針對肺癌的有效藥
物超過50種。

在治療方案遞交後，
MORE Health還會提供長達
三個月的跟踪隨訪，並安排
一名專業的相關案例經理全

程跟進，以確保患者病情持續得到改善。
對於重症患者來說，在時間的壓力下，很多

中國醫生往往只能採取流水線的治療方式，無法
給出個性化的診療方案，以致於誤診情形和醫患
問題時有所聞。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豐富的醫
生資源正好可以彌補上這個亟待填補的缺口。通
過MORE Health在線平台，醫生可以方便地閱讀
病患完整的病歷數據，並在會診後給出個性化的
解決方案，這無疑更符合病人的需求，進而帶來
更高的治愈率。

另一方面，美國大型研究醫院投入多年資源
研究出的重大疾病的前瞻療法，對於中國的病患
也往往療效顯著。並且在藥物種類方面，美國也
有更多的選擇，給中國的病患帶來了新的希望。

更多資訊可瀏覽網站:www.morehealth.com (
英)、 www.aiyichuandi.com ( 中)。 聯 繫 人: Sharon
Tan。 郵 箱: sharon.tan@morehealth.com。 電 話:
888-908-6673 (總部)。 832-930-6871 (休斯頓)。
地址:矽谷總部: 950 Tower Lane, Suite 1200, Foster
City, CA 94404。休斯頓: 2700 Post Oak Blvd. 21st
Floor Houston, TX 77056。

將先進的將先進的醫醫療資療資源源帶給帶給更多更多患者患者
跨境醫療跨境醫療 讓重症病人一周內獲名醫會診讓重症病人一周內獲名醫會診

( 記 者 韋
霓 休 斯 頓
報導) 有個
護 膚 品 牌
， 價 格 不
菲 ， 但 是
口 碑 卻 超
好 ， 讓 貴
婦 淑 女 們
喜 愛 有 加

，在其他護膚品牌業績慘澹之時，她的業績卻逆
勢成長，外型媲美藝術品，幫女性延緩青春的消
逝，甚至逆轉時空，讓肌膚重現光采細嫩，這就
是世界頂級品牌La Prairie，名列百度十大化妝品的

第一名，中國大陸叫做萊珀妮，台灣則稱為蓓麗
。

當女性發現歲月在臉上留下了痕跡，內心的
渴望莫過於找到安全又真正能駐顏抗老的產品，
這也是化妝品與護膚行業面臨的最大挑戰，如何
能真正提供實現女性願望的產品？滿足名媛貴婦
們對美麗的追求。

La Prairie萊珀妮是歐美貴族豪門、名媛淑女摯
愛的品牌，使用者認為，La Prairie能為臉部增強活
力，讓膚質更加柔細、光滑。使用一小段時間後
，肌膚就變得更為明亮動人、白淨緊緻，能有效
抵抗老化。

據悉，楊冪、佟麗婭都是這個品牌的愛用者
。楊冪的皮膚白嫩細緻，即使不化妝都很好看，

她的保養秘密武器正是La Prairie。另一位愛用者林
女士也表示，她用過許多護膚品，La Prairie是令她
覺得最能夠對抗衰老的護膚品牌。

La Prairie名列全球生化美顏科技最高的指標，
在嚴格的品管下屢屢推出新的護膚產品，已遍及
世界九十餘國。

La Prairie的產品分類很細，以適合不同的肌膚
需求，像著名的魚子美顏系列，以增加肌膚的緊
實度與彈性著稱，有絕佳的保濕效果。鑽白魚子
系列重點在透亮緊緻，緊膚豐盈霜帶給女性空前
的光感鑽白體驗，據稱特別適合做準新娘婚前的
密集保養。極致亮顏系列以賦活肌膚著稱。凍齡
系列則以完勝皺紋為目標。新的鉑金系列重於嫩
顏緊膚。

邀請您來體驗
La Prairie 將於

四月18日傍晚舉辦
體驗會，讓您試用
La Prairie 的專業藝術。現場用由 La Prairie 的專家
指導的 mySkin 皮膚美容儀檢析您的皮膚，並做
mini facial，一對一諮詢，了解如何實現護膚目標
。還備有香檳、高級精美點心。購買$400 以上，
將獲價值數百元精美禮物。
報名專線: 301-509-1137(名額有限，先報先得)。
時間: 6:00-8:00 pm, April 18(週三) 。地點: Neiman
Marcus ( 在 Gelleria， 地 址 是 2600 Post Oak Blvd,
Houston Texas 77056)

來自加州大学舊金山医学院來自加州大学舊金山医学院、、斯坦福醫學中心等醫療機構的斯坦福醫學中心等醫療機構的MOREMORE
HealthHealth簽約醫生簽約醫生Dr. Robert WarrenDr. Robert Warren、、Dr. Edmund W. TaiDr. Edmund W. Tai、、Dr. PierreDr. Pierre

TheodoreTheodore等等。。

MORE HealthMORE Health提供的會診截圖提供的會診截圖，，參與者包括參與者包括：：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Brigham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And Women's Hospital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北京大學人民醫院、、MORE HealthMORE Health簽約的簽約的Dr. WaxmanDr. Waxman

（（哈佛大學醫學院哈佛大學醫學院）、）、Dr. ZamanianDr. Zamanian （（斯坦福大學醫學中心斯坦福大學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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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面對長期護理需求面對長期護理需求，，你準備好了嗎你準備好了嗎？？」」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美南銀行陳蔚奇大堂經理特別與會眾們分美南銀行陳蔚奇大堂經理特別與會眾們分
享有關享有關Health Saving Account(H.S.A.)Health Saving Account(H.S.A.)除了除了
支付日常醫療費用外支付日常醫療費用外，，也能用於支付長期也能用於支付長期
護理保費支出護理保費支出，，保險經紀代理人曾玉菲提保險經紀代理人曾玉菲提
供有用資訊供有用資訊。。

美南銀行於美南銀行於44月月77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在該行總行時在該行總行
舉行社區服務講座舉行社區服務講座，，著名保險經紀代理人著名保險經紀代理人
曾玉菲應邀主講曾玉菲應邀主講 「「面對長期護理需求面對長期護理需求，，你你
準備好了嗎準備好了嗎？？」」 ，，分析關於現今多元化類分析關於現今多元化類
別的長期護理規劃保險的細節內容及應注別的長期護理規劃保險的細節內容及應注
意事項意事項

隨著社會年齡層老人化隨著社會年齡層老人化，，長期看護和慢性病長期看護和慢性病
護理越來越受到大家的關注護理越來越受到大家的關注，，特別是退休或特別是退休或
年長者年長者。。根據美國的官方統計根據美國的官方統計，，年齡層在年齡層在6565
歲以上平均歲以上平均6565--7575%%需要長期護理需要長期護理

曾玉菲曾玉菲 解釋解釋 所謂的長期護理是一種需要長時間所謂的長期護理是一種需要長時間
的協助的協助，，用以控制用以控制，，而非治療某種慢性病況而非治療某種慢性病況，，例例
如關節炎如關節炎、、包括中風包括中風、、癌症及老人痴呆症或意外癌症及老人痴呆症或意外
事件所致的體弱事件所致的體弱，，需要的護理服務包括協助進食需要的護理服務包括協助進食
、、穿衣穿衣、、洗澡等洗澡等

曾玉菲應邀曾玉菲應邀 為大家分析關於為大家分析關於
現今多元化類別的長期護理現今多元化類別的長期護理
規劃保險的細節內容及應注規劃保險的細節內容及應注
意事項意事項，，與會人士獲益良多與會人士獲益良多

著名保險經紀代理人曾玉菲應邀主講著名保險經紀代理人曾玉菲應邀主講美南銀行於美南銀行於44月月77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中午時至中午1212時時，，在在69016901
Corporate Dr.,Houston,TX.Corporate Dr.,Houston,TX.7703677036的美南銀行總行社的美南銀行總行社
區會議中心舉行區會議中心舉行 「「面對長期護理需求面對長期護理需求，，你準備好了嗎你準備好了嗎
？？」」 社區服務講座社區服務講座

美南銀行陳蔚奇大堂經理美南銀行陳蔚奇大堂經理 贈送美贈送美
南銀行紀念品給與會佳賓南銀行紀念品給與會佳賓

美南銀行大堂經理陳蔚奇特別與會美南銀行大堂經理陳蔚奇特別與會
衆們分享有關衆們分享有關H.S.A.H.S.A.除了支付日常除了支付日常
醫療費用外醫療費用外，，也能用於支付長期護也能用於支付長期護
理保費支出理保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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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馬首回合作客大勝祖記3：0，此
役回到班拿貝原本有巨大優勢，

然而甫開賽便被打亂部署。鳴笛僅七
十多秒，基迪拉右路傳送，無人看管
的文迪蘇傑入楔近門頂入。捷西斯華
利祖頂替停賽的隊長沙治奧拉莫斯鎮
守中路，祖記把握皇馬整體防守甩漏
增多，之後由文迪蘇傑在37分鐘力壓
卡華積窄角度頂入梅開二度，加上馬
度迪把握皇馬門將基羅拿華斯一次接
接脫手，於60分鐘射成3：0，將總比
數扳為3：3。

球王極刑奠勝：不解對方投訴
距離完成驚天翻盤奇蹟是如此之接

近，眼看快要進入加時，就在補時最後

階段，盧卡斯華斯基斯在祖記禁區內被
貝拿迪亞從身後踢到獲判12碼。祖記球
員都顯得非常不忿，衝向球證理論，雙
方部分球員亦爆發口角。門神保方向球
證激烈抗議被罰離場，施捷斯尼入替臨
危受命把關。負責主射12碼的C朗頂住
壓力，冷靜將球抽入網窩，粉碎祖記逆
轉的最後希望。

皇馬成為連續8屆歐聯打入4強的
首支球隊，再過兩關便能完成歐聯三連
霸的歷史偉績。C朗今屆11場歐聯賽事
全部有“士哥”，前無古人，合共入了
15球。對於這個12碼的爭議，意大利多
家媒體亦替祖記呼冤，C朗卻直言：
“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抗議？如果他
們不犯規，盧卡斯（華斯基斯）已經得

分了。這場比賽，貝拿迪亞和其他人一
直都在身後踢我們。”

阿帥：表現配得上有加時打
貝拿迪亞堅稱，這絕非12碼，“當

時我在華斯基斯附近並先碰到球，然後
他就跌倒了。皮球從我腳上彈起並改變
了方向，這樣判12碼有些荒唐。”馬度
迪更直斥“球證毁了一切”。帶領祖記
接連稱霸意甲、近4屆歐聯兩度屈居亞
軍，主帥阿利基尼認為今仗雙方表現都
配得上晉級，但己方從後追上的鬥志
“至少值得有加時打，尤其我們還有兩
個換人名額未用，”對功敗垂成難免感
到“苦澀”。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同樣是被意甲對手一舉收復了首回合落後3球的失地，皇

家馬德里差點便步西甲宿敵巴塞羅那的後塵。祖雲達斯於北京

時間12日凌晨的歐洲聯賽冠軍盃8強背水一戰，一度將總比

數追成3：3，眼看將要加時之際，“祖記”中堅貝拿迪亞禁

區內犯規被罰12碼，隊長保方向球證抗議換來紅牌黯然離

場。葡萄牙球王C‧朗拿

度頂住壓力順利將這個

關鍵球送入網窩，帶領

皇馬創下連續8次殺入歐

聯4強的紀錄，延續完

成三連霸的希望。

對於祖記球員不

服 球 證 判

決，C朗表

示 12 碼

絕非誤

判。

祖雲達斯老牌門將保方對於球證
奧利華在比賽末段的12碼判罰非常不
滿，炮轟球證把“心扔進了垃圾
桶”。這位40歲一代傳奇鋼門極大可
能將於本賽季結束後退役，在歐聯賽
場無冠或就此以紅牌離場留下遺憾。

炮轟球證的心在垃圾桶
“93分鐘因為一個不確定的意外

判罰，而我們首回合一個明顯的12碼
卻沒獲判，你不能這樣做的吧。球隊
付出了全部，但一個人一個不肯定的
決定卻將你的夢想破壞了。”保方賽
後說：“你（球證）的心不在胸口，

而是在垃圾桶。如果你沒能力去站在
場上做好決定，你可以上看台與太
太、孩子喝着汽水吃薯片的。”

前英超名哨撐奧利華判決
祖記教頭阿利基尼對保方的反應表

示理解，“我們只餘下3秒的時間便將
（有機會）取得歷史性的結局，然後他
看着這在手中溜走，這是人之常情。”
前英超球證普爾在英國《每日郵報》的
專欄則支持奧利華的決定，“他在班拿
貝所作的決定都有很強而正確的理
據。”

2006年世界盃決賽告別之戰同樣
領紅牌黯然謝幕、現任皇馬主帥施丹就
安慰保方說：“我不認為他該被罰出
場，無論如何這不會抹殺他為足球界奉
獻的一切。也許明年還會再在歐聯賽場
上出現。”不過，保方本人賽後卻暗示
退役，“告別賽場始終是無可避免的，
要離開祖雲達斯一班出色的球員，很令
人傷感。人生總要繼續，希望我已為球
隊留下了將讓人珍視的東西。”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暗示退役 保方歐聯領紅留憾

■■保方保方((右二右二))十分激動十分激動，，向球證投向球證投
訴訴，，結果換來一面紅牌結果換來一面紅牌。。 美聯社美聯社

■■貝拿迪亞貝拿迪亞((右右))在防守時抬起左腳在防守時抬起左腳，，踢到踢到
盧卡斯華斯基斯盧卡斯華斯基斯((右二右二))心口心口。。 法新社法新社

■12碼判決引起祖記球員不滿，
雙方球員險些講手。 路透社

■■臨尾輸臨尾輸1212碼出局碼出局，，希古恩希古恩((左左))跟跟
基迪拉都感到難以接受基迪拉都感到難以接受。。 路透社路透社

■■CC朗朗((左左))頂住壓頂住壓
力射入力射入1212碼碼，，協協
助皇馬取得出線助皇馬取得出線
資格資格。。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
謙）銀河娛樂香港體育記者協
會最佳運動員選舉12日圓滿結
束，曹星如及吳安儀分別蟬聯
最佳男、女子運動員獎項，以
新髮型示人的曹星如坦言很希
望可以再踏上擂台，不過傷勢
尚未明朗暫時未能恢復正常訓
練。

繼2013及2016年後第三度
獲獎的曹星如表示，自上年對
河野公平一戰受傷後，眼部傷
勢仍在慢慢康復當中，近半年
未能打拳，曹星如坦言相當技
癢：“受傷至今很少運動，更
不要說訓練了，腳傷令我有時
想跑步也不能，有時‘手痕’
會在家揮空拳，但對打訓練就
還未可以。”曹星如左眼受傷
時的可怕情境仍然歷歷在目，
他表示康復進展雖然緩慢但總
算有進步：“當時預計要休息6
至9個月，主要是眼睛對焦還有
點問題，希望醫生給我的眼部
訓練有助我盡快復出。”

曹星如望盡早再踏擂台

陳仲泓再刷新110米欄紀錄
香港田徑選手陳仲泓（見左圖），在新加坡舉行的國際

田徑賽110米欄，兩度打破了由他保持的香港紀錄，並最
終以13.84秒的成績，奪得賽事的銀牌。陳仲泓寫下新紀
錄後，與亞運標準僅差0.18秒。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咸美頓：不能再輸給法拉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微 上海報道）F1中國賽13日開
幕，曾五度在上海折桂的咸美頓目前暫時落後開季兩連冠
的維泰爾，“黑帝”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上海是他的福
地，故車隊不可以再輸給法拉利。

■■一眾獲獎運動員大合照一眾獲獎運動員大合照。。 香港體育記者協會圖片香港體育記者協會圖片

■■曹星如獲香港體育記者協會頒發最佳男子運動員獎曹星如獲香港體育記者協會頒發最佳男子運動員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美國職業籃球聯賽11日進行了常規賽最後一個
比賽日共12場比賽的爭奪，東西岸前八強和各自對
陣形勢也隨之揭曉。

東岸，頭號種子多倫多速龍將對排名第8的華
盛頓巫師；排第2的波士頓塞爾特人對排第7的密
爾沃基公鹿；排第3的費城76人將同第6的邁阿密
熱火交手；位居第4的克里夫蘭騎士將同列第5的
印第安納溜馬較量。西岸，頭號隊伍休斯敦火箭將
接受排名第8的明尼蘇達木狼挑戰；排第2的金州
勇士將和排第7的老牌勁旅聖安東尼奧馬刺較量；
排第3的波特蘭拓荒者鬥位列第6的新奧爾良鵜
鶘；第4和第5的奧克拉荷馬雷霆和猶他爵士將捉
對廝殺。

76人16連捷鎖定東岸第3
11日常規賽收官戰，有8場左右着本賽季季後

賽的對位形勢。在其中較關鍵的場次中，76人以
130：95大勝公鹿，最終76人拿到東岸第3，也是
他們在2001年後首次位列東岸前三。以西蒙斯、艾
比迪等年輕球員為核心的76人本賽季發揮出色，而
戰勝公鹿一仗也為球隊帶來第16場連勝，也是
NBA史上常規賽收官階段最長的連勝紀錄。騎士以
98：110輸給紐約人，騎士終列東岸第4，也是
2008年來勒邦占士和所在球隊首次無法進入東岸前

三。由於兩場比賽同時開打，騎士若想鎖定東岸第
3就必須獲勝，同時76人輸，但76人早早同公鹿拉
開差距，讓騎士前進無望，因此勒邦占士只打了11
分鐘就離場休息，但其登場亮相依然創造了一個紀
錄，就是其職業生涯15個賽季中首次在全部82場
常規賽都有上陣。

西岸關鍵對決，此前分列西岸第8、第9的木狼
和金塊進行生死戰，結果木狼主場加時賽以112：106
力克金塊。全明星後衛畢拿大放異彩獨攬31分，這也
是木狼自2004年以來首次進軍季後賽。 ■新華社

木狼趕上季後賽尾車 馬刺首圈硬撼勇士

■■占美畢拿入球占美畢拿入球，，全場表現大勇全場表現大勇，，是木狼晉級的主是木狼晉級的主
要功臣要功臣。。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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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失3球歐聯險步巴塞後塵 C朗補時12碼率隊創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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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6 17 18 19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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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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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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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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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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舉辦鬥牛賽西班牙舉辦鬥牛賽 鬥牛士遭襲擊倒地鬥牛士遭襲擊倒地

真
球
迷

真
球
迷

埃
及
小
夥
騎
車

埃
及
小
夥
騎
車

前
往
俄
羅
斯
看
世
界
杯

前
往
俄
羅
斯
看
世
界
杯

阿
根
廷
旅
遊
勝
地
現
擱
淺
鯨
魚

阿
根
廷
旅
遊
勝
地
現
擱
淺
鯨
魚

民
眾
救
助
但
無
力
回
天

民
眾
救
助
但
無
力
回
天



BB1111廣 告
星期五 2018年4月13日 Friday, April 13, 2018

許氏參業集團 創辦人

許忠政 誠心推薦

精選珍珠參 (4oz) 精選珍珠參 (8oz) -  特價限量供應中 -精選珍珠參珍藏錦緞禮盒 (5oz)

產自威州唯一華人自營參場

四十多年信譽全球知名品牌

許氏
嚴選

精挑細選  珠圓玉潤

許氏珍珠參
自用養生珍藏  送禮體面尊貴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214-521-6981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469-586-8195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百佳超級市場 972-517-8858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713-271-3838
金荷中醫診所 713-772-2999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713-818-2770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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