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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中華文化學院新春聯歡熱鬧溫馨
話，獲得家長們會心一笑。中三班的 「擁抱世
界擁抱你」；中五班的 「猜燈謎」表演，現場
學生紛紛搶答，猜對獲得紅包獎品。中四班的
「兒童詩歌：讀唐詩」，廣受好評。中簡五班
的 「唱臉譜 Matthew 武術表演」深受歡迎。中
六班/中七班的 「中國美國大不同」令人印象深
刻，中八班的 「快歌慢舞」，中簡八班的 「青
春修煉手冊歌舞」，中十一班/中簡十二班的
中華文化學院區結成董事長（
中華文化學院區結成董事長
（左一
左一）、
）、陳根
陳根
「依然愛你」高年級組的一連串青春熱力的歌
雄校長（
雄校長
（右二
右二）、
）、吳乃彬前校長
吳乃彬前校長（
（右一
右一）
）熱
舞表演，帶來歡樂。
休士頓中華文化學院 2019 年新春聯歡活動中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應邀參加中華文化學院
烈歡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與僑
文四班學生精彩表演 「兒童詩歌
兒童詩歌：
：讀唐詩
讀唐詩」」
新春聯歡，
新春聯歡
，在會上她推銷台灣的語文研習班
處長出席 「新春聯歡
新春聯歡」」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教中心陳奕芳主任應邀參加午餐，陳家彥處長
。（記者黃麗珊攝
。（
記者黃麗珊攝）
）
及英語服務營。（
及英語服務營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致詞，肯定與感謝陳根雄校長與老師們為學校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中華文化學院於 2 月 9 日上午 10 陳根雄校長，賴朝仁副校長在會上向大家致以新春祝福，祝福大 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並鼓勵同學把中文學好。陳奕芳主任表示
時至下午 2 時在該學校大禮堂舉行 2019 年農曆新年春節聯歡系列 家豬年諸事大吉，闔家平安。
，僑教中心與中華文化學院是鄰居，也是她到休士頓半個月以來
活動，上午表演與下午團拜。全校師生、歷任校長與董事會成員
首先表演的是中十班兩位同學優美的彈奏電子琴 「音樂世家 第一個訪問的中文學校，非常開心。陳奕芳主任在會上推銷台灣
外，家長來賓超過 400 多人，大家歡聚一堂，熱鬧溫馨，歡度新 」，旋律動聽。幼兒班的小花貓，小臉蛋畫上貓鬍鬚，模仿小貓 的語文研習班及英語服務營的活動，歡迎學中文的學生報名參加
年。
咪可愛模樣，台下家長們拿起手機拍照。注音學前班的 「兩隻老 ，學以致用。新的學年最重要的校務報告，幼兒園丁冰玉主任向
中華文化學院師生們為慶祝中國農曆豬年春節的到來精心策 虎」，注音首冊班的 「咚咚鏘過新年」揚溢歡樂祥和的氣氛。漢 與會人士介紹即將落成的新校址，與針對二至五歲的學前中文沉
劃與籌備一系列表演節目，2 月 9 日上午 10 時至上午 11 時 30 分， 拼 K 班的 「請你跟我這樣做」，中一班的 「當我們同在一起」， 浸式教育的中英雙語幼兒園在僑教中心正對面，還有 2019 年夏
總共 16 組精彩的表演。胡美健、張翠玲、王麗君三位老師與孫 中簡一班/中簡二班的 「拔蘿蔔」都認真演出。中二班的 「小對 令營開始招生了，凡有興趣的家長，可參考網站資訊 http://icc巧熙、薛沛恩兩位學生聯合主持。中華文化學院區結成董事長， 口」，中國傳統相聲，學生用中文表演語言的藝術，童言童語對 schooltx.org

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 「健康保險」 講座

（本報訊） 雖然聯邦醫療年度申請時間已經過了，但是
2019 年新增加了開放申請期（OEP) 即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因
此，對於自己目前的醫療保險不滿意者，想要更換保險，或
取消保險。這是一個機會，但條件規定必須是今年一月已經
擁有聯邦醫療優勢計劃（Medicare Advavantage Plan)者，也就
是說在這三個月時間想要取消原優勢計劃，然後就可以申請
補缺計劃（Medigap 或 Supplement). 或想從 HMO 改為 PPO 計
劃，或想從 PPO 改申請 Medicare Saving Account 醫療儲蓄計
劃（MSA 計劃). 新的醫療儲蓄計劃是可以看醫生不受網絡限
制，而且政府提供每人每年 2520 元作為醫療費用的使用。
另外 2019 年有関 Medicaid 老人醫療補助計劃也有新的規
定，就是將以往每個月可以更改計劃改為一年只能最多更改
三次，就是 2019 年 1 月到 3 月可以改一次，4 月至 6 月可以改
一次，7 月至 9 月可以更改一次，其他時間不允許更改。
有關老人醫療保險新的卡已將每人的原號碼是社安號的
全改為新號碼，將陸續從 4 月起分區一個個寄出，凡收到新
卡者可以銷毀舊卡，新卡將規定於 2020 年 1 月 1 日每人都必
須開始啓用。
今年的聯邦醫療保險很多公司都提供了非常好的福利，
諸如退 Part B 的月費或部分月費， 送飱食到府上，提供免費
交通車，牙保，針炙，助聽器，眼鏡，免費健身房，贈送礼
卡購非處方藥，個人緊急救援服務，海外急診，在家不用出

門也可以看病的服務等。在選擇保險計劃方面，每個人都需
要配合自己的需求，並且多加了解 Part A, Part B, Part C, Part
D 和 Medigap 到底那些項目是包涵在保險內的，那些項目是
不會包括在這些保險項目內的，休士頓角聲中心為配合大眾
的需求，將訂於 2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 2 點-4 點在 7001 Corporate Drive Suite#379， Houston， TX 77036 角聲辦公室，
為大家回答各種問題，並協助處理各種問題。需要事先電話
: 713-270-8660, 832-419-2084 預訂座位。
講座內容: 2019 年的聯邦醫療保險的資訊
講座時間：2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二點至四點
地點：7001 Corporate Drive Suite#379， Houston， TX
77036 角聲辦公室
需要事先電話: 713-270-8660, 832-419-2084 預訂座位
。
講員: 曾惠蘭博士曾任職貝勒醫學院 18 年。聯邦醫療保
險合格專業人員，有二十年服務經驗，且為號角月報 「醫療
保險」問答專欄作者。
角聲社區中心 CCHC
7001 Corperate Dr. Suite# 379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60(O)
Web:www.cchchouston.org

歡迎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志工行列
（本報訊）對象：就讀 11 年級以上且於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年
滿 17 足歲，但未滿 25 足歲之海外青年，並以英語為母語、能簡單中
文溝通、且適應團體生活者。
時間：2019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7 日
內容：第 1 週─英語教學訓練課程
第 2、3 週─前往偏遠地區國中、國小從事英語教學服務。
第 4 週─寶島名勝參訪
費用：自行負擔僑居地至臺灣之往返旅費、醫療保險理賠額度
以上之醫療費用及提前或延後離營之膳宿及其他等費用
全程參與前 3 週服務並完成心得感言、無違反各項規定之學員
，將由主辦單位頒發 80 小時之中英文服務證明。
報名：自即日起至 3 月 15 日止。
線上報名網頁 https://teenage.ocac.gov.tw 將自 2 月 15 日開放建
立個人網路帳戶，報名表及相關資料，請送（寄）至休士頓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成績單則另
由學校直接寄至僑教中心。相關簡章及報名表件可至(www.ocac.
gov.tw) /僑生服務/青年研習/英語服務營下載運用，或洽僑教中心
張小姐：713-789-4995 分機 113，電子郵箱：lorrainec@houstonoc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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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文藝尖兵弘揚中華文化於博
【泉深/圖文】應路易斯安那州金德市（ City of Kinder）庫
沙塔博彩娛樂城（Coushatta Casino Resort）之邀，休斯頓國際
區區長、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
蔚華先生率領美南國際電視藝術團旗袍隊、變臉魔術師、少林
寺文化中心和歌手一行 37 人於 2 月 3 日星期日赴庫沙塔博彩娛
樂城演出，弘揚中華文化，讓中華優秀傳統藝術在世界舞台上
發揮積極作用，讓美國人民更加了解中國，在美中貿易摩擦的
緊要關頭，從民間促進美中關係的全面健康發展。
美南國際電視藝術團董革團長帶領的旗袍隊表演了旗袍秀

《山茶花》和《夜來香》。著名專業變臉大師陳連紅表演了川
劇《變臉》，她頭戴鳳冠，身披龍袍，短短幾分鐘，變了綠、
紅、白、黑等 13 種臉，虛幻莫測。陳連紅也是專業魔術師，師
從拉斯維加斯著名魔術大師傑夫·麥克布萊德（JeffMcBride）。
她表演了魔術《變幻莫測》。少林寺文化中心舞獅隊表演了舞
獅，在鑼鼓點的伴奏中，顏色鮮豔的醒獅或翻、或滾、或臥、
或撲、或躍、或閃，時而威武，時而憤怒，時而安靜，時而頑
皮。少林寺文化中心功夫團隊表演了傳統的少林中國功夫，讓
世人了解到 “學好少林功夫，走遍天下都不怕”。少林武術已

成為中華武術的象徵。歌手高勇、胡新曙、韓麗玫演唱了中外
歌曲，受到在場觀眾的熱烈歡迎和喝彩。
演出期間，迎來了國際農曆新年，李蔚華先生代表華人向
在場觀眾拜年並送新年紅包，祝賀他們在新的一年裡，博彩日
進斗金、事業蒸蒸日上、家庭美滿幸福！
美南國際電視藝術團與少林寺文化中心初步決定長期合
作，組建 “美南國際功夫節” ，每年邀請各界武術高人到美南
國際電視台比武爭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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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療痛中心
李娜療痛中
心：最新康復手
最新康復手法
法，最前沿康復理念
現代運動醫學和康復學最講究無藥
無針無手術的自然療法，同時還要快速
康復。 那就需要醫生對病痛的診斷精
確，治療方法得當。
李娜療痛中心引進最前沿的運動康
復 NOMATEC 空 氣 壓 縮 搏 動 系 統 ，
ROCKETPOD 和 GRASTON® 軟 組 織

快速康復療法，是現下最前沿的康復手
法。 明星運動員賽前賽後、康復治療都
在使用，以達到減少賽中受傷幾率，加
速傷後康復，增加運動機能。
NOMATEC 空氣壓縮搏動系統運用
順序脈沖技術使用動態壓縮（擠壓），
有效的將回流不充分的血液從新輸出到
各肢體。動態脈沖作用更有效地模仿腿
部和手臂的肌肉泵，極大地增強了身體
的血流和代謝物在肢體中的循環。世界
上最好的 IRONMAN®鐵人三項運動員
將他們的身體推向極限，需要更高水平
的 恢 復 才 能 達 到 最 佳 狀 態 。 CRAIG
ALEXANDER 和 MIRINDA CARFRAE
等世界冠軍每天使用 NOMATEC 空氣壓
縮 搏 動 系 統 獲 得 恢 復 。 LINSEY
CORBIN，目前的美國 IRONMAN®記
錄保持者，在每次鍛煉後都會使用，當

被問及為什麽恢復如此重要時，她說
“努力只能帶你到目前狀態，而康復則
優化了你的努力。” NOMATEC 空氣
壓縮搏動系統不僅適合運動員，更適合
所有運動人群，軟組織傷後康復，肢節
血液循環不充分（肢節易冷），下肢肌
肉無力萎縮，以及老年人群。
ROCKETPOD 和 GRASTON： 軟
組織康復的難點是發炎粘連和疤痕的集
結增長、韌帶肌肉的完整性及張馳度受
到破壞，疼痛遲遲不好反復發生。
ROCKETPOD 和 GRASTON® 由 淺 入
深，快速有效的解決了以上問題：
• Separates and breaks down
collagen cross-links, and splays and
stretches connective tissue and muscle fibers （分離並分解膠原交聯，擴張
和伸拉結締組織和肌肉纖維）

• Facilitates reflex changes in
the chronic muscle holding pattern (inhibition of abnormal tone/guarding
leading to pain reduction via improved
sensory input) （促進和幫助慢性肌肉
反射變化（抑制異常反射，通過提高感
官輸入，導致疼痛減輕））
• Alters/inhibits spinal reflex
activity (facilitated segment) （改變/抑
制脊髓反射活動（便利段））
• Increases the rate and
amount of blood flow to and from the
area (angiogenesis vs. immediate local increases in blood flow) 增加治療區
域血流速率和血流量（血管生成與即時
增加本地的血流）
• Increases cellular activity in
the region, including fibroblasts and
mast cells （ 增加治療區域的細胞活性
，包括纖維細胞和肥大細胞）
• Increases
histamine
response secondary to mast cell activity

（增加肥大細胞活性從而增強組織胺反
應）
李娜療痛中心運用最新康復手法，
最前沿康復理念，長年致力於人體各類

疼痛治療和對整體醫學的研究，中西醫
結合，有著豐富的經驗和純熟的診療技
術。
快速門診無須預約和等待，快速精
準的診斷疼痛病癥，省去病人過渡消費
個人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分級診療可
以讓病人在理解自身真正問題的情況下
選擇對自己最適合治療方案。
快速門診初診檢測 $ 50.00
快速康復性治療 $ 75/次， $300/5 次
李娜疼痛中心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聯絡電話: 713-492-0686，
832-863-8003

歡樂旅遊帶團
歡樂旅遊帶
團：最新原創行
最新原創行程
程，品質旅
品質旅遊
遊，沒有隱藏價格
歡樂帶團 2019 年最新原創行程, ：
①7/3 阿拉斯加郵輪 7 天，$999
②9 月歐洲 12 天 $3100
③9 月/10 月（只出兩團）黃山、雲貴西
遊記 15 天$299
歡樂旅遊，我們一貫的宗旨是設計
研發，堅持原創，隨著同業惡性競爭日
益加劇，我們很多的自創行程一出，便
被同業抄襲，他們抄做同樣線路但降低

品質廉價出售。
但我們一直保持
服務水平，註重
旅遊質素，讓大
家能盡情享受旅
遊，滿意而歸。
請大家睜大雪亮
的眼睛，務必在
出發之前問仔細
所有關於行程和
價格的事宜，不然旅遊團上再出現隱性
消費，反而讓您的旅遊失去了原本的樂
趣。關於旅遊事兒，歡迎您隨時與歡樂
旅遊溝通洽詢。
隨著網絡的普及，大家越來越傾向
於網上購物，除了衣服鞋帽、日常雜貨
之外，現在連旅遊也可以網上訂購。殊
不知，網絡訂購的機票或者旅遊項目，

有可能出現一定的安全隱患。歡樂旅遊
可以為您解除這一後顧之憂，因為我們
銷售的不僅僅是票務和旅遊團，我們比
網絡做的更好的是服務！
關於票務，比如您在網絡上購買了
一張機票，若您不小心將護照的一個號
碼輸錯了，等到辦理登機牌的時候才發
現這一小錯誤，有可能您就上不了飛機
……再或者，您很早之前就在網站訂購
了機票，當時得到了所有的航程確認信
息，由於網絡重複劃位，導致您的機位
被重複賣出，有可能您就無法趕上那一
班飛機……以上一系列關於機票的小事
故，若您選擇跟歡樂旅遊購票，都能輕
鬆解決。跟旅行社購票，您將您的護照
信息提供給旅行社，若旅行社出錯機票
，責任是旅行社，您可以向旅行社追討
您的利益損失。而且您若在歡樂旅遊購

票，若您的行程由於天氣原因或航班變
更而改動，我們的工作人員在接到信息
之後，將會第一時間通知到我們的每一
位客人。若出票後，您對行程有任何的
感動，您也可以直接找我們代為處理，
可以大幅度為您節省時間和精力。
至於旅行團，其實大家一直對旅行
社有些誤解。
首先，旅行社的利潤不是遊客的錢
，而是通過批量採購和集中採購獲得的
。旅行社和酒店、賓館、車隊、景區等
都有批量採購的協議，都可以拿到協議
價格，而旅行社給遊客的優惠價，有時
候會比官網上的更低。
其次，旅行社追求安全第一，個人
旅行追求享受第一。旅行社是受旅遊質
檢部門監管的，具有非個人或俱樂部不
可取代的優勢。也就是說所有的旅遊產

品都符合旅遊資質！旅行期間，旅行社
承擔了很大的風險，一切活動都要在安
全的基礎上安排。跟旅遊團出行，不論
是車輛還是食宿，都是有安全標準的，
一旦出現問題，都是有法律保護的。而
且旅行社自身也有高額的旅行社責任險
，遇到事故，除了旅遊保險的理賠之外
，旅行社的責任險也將是大家有力的保
障。
歡樂旅遊不僅為您提供了省心、舒
心、放心的旅遊，積極研發，不斷創新
，更設計了一些獨特線路，專為旅遊達
人提供的私人訂製系列。不論您是想參
加美東、美西經典圖，還是參加郵輪享
受休閒旅遊，亦或是探訪四大文明古國
的中國和埃及，甚至是親近大自然的非
洲旅遊，只有您想不到，沒有我們做不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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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如何成為互聯網專家
講座:: 如何成為互聯網專家
築夢踏實 藉由 CCIE 找到高薪工作

(本報休斯頓報導) 不少在求職的朋友
發現，美國的熱門求職網站如 Indeed、
Simply Hired、 CareerBuilder 上 ， 許 多 高
薪的工作都與互聯網相關，並且要求具
備 一 張 證 照 ， 稱 為 CCIE。 一 位 取 得
CCIE 十 多 年 經 驗 的 專 家 表 示 ， 取 得
CCIE 其實不是那麼難，重點是要有方法
，有人帶。只要能念大學，決心學習，

即使是沒有專業背景的人，經過培訓，
也能成功取得這張黃金證照。Lanecert.
com 是經政府認證的專業培訓機構，將於
2 月 16 日舉行兩場講座，分享如何成為互
聯網專家，帶領有心走這條路的朋友一
窺堂奧，找到入門蹊徑。
據悉，有 CCIE 這張證照的人，與全
球眾多的電腦網絡工程師比起來少之又
少。但是，有這張證照後，在找工作的
時候超級管用，是可以讓人年收入超過
美金十萬以上的證照。
什麼是 CCIE?
CCIE 是 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Cisco 互聯網專家，是網絡界公
認的最高認證。
Cisco 認 證 系 統 分 為 評 估 （Associate
）、專業（Professional）、與專家（Ex-

pert）三個等級，而 CCIE（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是最頂級的，包
括 Routing and Switching、Service Provider、 Security、 Voice， Storage Networking
等五大領域。
在今日飛速的網絡環境中，網絡工
程師若能掌握 Cisco 設備所需的專業知識
，擔任與數據技術、互聯網相關的職位
，有 CCIE 這張黃金證照，能輕鬆找到年
薪十萬美元的工作。
眾所周知，Cisco 是網絡設備大廠，
全球約有 80%的公司使用 Cisco 網絡設備
，這樣的網絡龍頭地位，讓 CCIE 認證價
值高居金字塔之頂。
CCIE 需要上機考試，通過考試者，
證明他具備了真實能力，已經具有完整
的網絡問題解決的功夫，專業上已得到

認可，因此，能得到各大企業的青睞，
像是 500 強公司、銀行、保險公司、電信
公司、航空公司、政府單位等，在徵求
互聯網人才時常把 CCIE 列入條件要求。
需求量高，人才缺口很大
目前有 CCIE 的人，全美只有一萬多
，需求量高，人才缺口很大，對於留學
生而言，雇用互聯網專家的都是大公司
、或政府單位，未來能解決身分問題。
CCIE 的互聯網專家劉老師表示，即
使非電腦相關科系出身，憑著毅力，肯
踏踏實實的學，也能拿到 CCIE。中間不
可避免的需要付出與努力，只要有人能
好好教你，你真心願意學習，除了能找
到高薪工作，更讓未來生活不無聊、有
極大的發展空間。
如何取得 CCIE 證照?

想要擁有 CCIE，最快的方式是由專
業培訓機構有條理的、一對一的教導，
學生從理論與實務兩方面同時做準備。
Z 先生表示，在培訓中心，要接受
800 小時的培訓。每位學生都有三位老師
培訓，一位培訓實務操作，一位教理論
，另一位幫忙學生通過證照後未來找工
作。
如果您目前正在找工作、不滿意現
有工作、或是在留學中，不妨考慮取得
一張 CCIE 證照，在競爭激烈的互聯網時
代，能幫助你脫穎而出，輕鬆找到年薪
十萬美元以上的工作。
講座名額有限，請事先登記，詳情
可洽 301-509-1137。

信用修復專家 幫您處理不良紀錄

45 天內提高信用分數 助您順利貸款
(本報休斯頓報導) 眾所周知，在美國
「信用」非常重要，可以說，美國是個
信用社會，生活中大量使用信用卡做為
付費方式，幾乎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
環。對於居民或是新移民來說，優良的
信用紀錄非常有幫助。若是沒有好的信
用，不僅無法獲得好的利率，甚至不能
取得貸款。
信用分數不夠，貸款會有困難
你知道嗎？許多日常生活繳費都在
默默衡量你的信用，像是繳信用卡費、
電費、網路費、或是其他購物分期付款
費用等都是。很多民眾平時不知道自己
信用有問題，往往是在買車子、買房子
要貸款時，信用報告被調出來，才知道
自己的信用分數居然太低。

對很多人來說，如果
信用分數不夠，許多事
情都辦不了，例如，你
想要買房子，可是信用分數只有 680 分，
銀行是不肯貸款的。又比如想要貸款買
車，可是信用分數不夠，貸款也會有困
難。

合法消除不良的信用紀錄
上述這些例子，其實都不難處理，
信用修復專家（CK Portfolio Capital）的
負責人 Nam Le 能幫助你解決，他知道怎

樣幫人消除不良的信用紀錄，完全合法
，具有多年信用修復的經驗，他已經成
功地協助許多人修復信用，提高信用分
數，讓客戶順利貸到款。
Le 先生表示，在正常的情況下，一
般在 45 天的時間內，就可以讓人重獲經
濟的自由，過程根據信用法案， 100%合
法，有些例子甚至更快。
Le 先生藉由專業知識，幫人把不好
的紀錄都消除，幫助修復信用分數。他
有 95%的客戶是經由原來的客戶再推薦的
，這些客戶因為他們自己成功的經驗分
享給朋友，因此周圍有相同困擾的人也
找到信用修復專家，能夠成功地把信用
恢復到良好的分數。
成功案例
舉一個成功的例子來說，30 歲的 A
先生想要買新車、未來還想買房子，然
而太低的信用分數讓他什麼也做不了。A

先生在 2018 年 12 月 5 號的時候，信用分
數只有 492 分。他找到信用修復專家 Le
先生，經過一個月的信用修復之後，在
2019 年的 1 月 3 號，他的信用分數已經提
高到 645 分。
A先
生在去
年 12 月
的時候
，還有
很多不
好的信
用紀錄
，然而
在這一個月之內，信用修復專家幫他把
這些不好的紀錄都消除掉了，才能夠在
短短時間之內，快速提高 150 分。經由信
用修復專家的協助後，他順利地貸到款
買車了。

信用修復專家 Nam Le 表示，他保證
成 功 的 修 復 信 用 ( money back guarantee)
，也提醒大家要按時的繳款，不要晚付
，他會教導客戶如何維持優良的信用分
數。
信用 「紀錄」 可以被更新
Nam Le 表示，任何人過去信用上的
不良紀錄都可以被修復，無論是多麽嚴
重的紀錄，即使是破產、拖欠、法拍、
延遲，這些都只是 「紀錄」，就法律上
只要是 「紀錄」都可以被更新的。
信用修復專家（Portfolio Capital）總
裁 Nam Le 電 話: 713-815-5011( 中 文)、
713-826-9971(英文)。地址: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09, Houston, TX 77036 （ 恆
豐 銀 行 大 樓 ） 。 網 站 www.kcportfoliocapital.com。 email: nam.le@kcportfoliocapi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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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謝元傑會長 （ 二右五
謝元傑會長（
二右五）、
）、吳而立
吳而立（
（ 二右六
二右六）、
）、鄧曉林副會長
鄧曉林副會長
（二左四
二左四）、
）、劉美玲前會長
劉美玲前會長（
（二右二
二右二）、
）、何有靜
何有靜、
、Amy 辜、
廖珮君（
廖珮君
（ 一右一
一右一）、
）、羅茜莉前會長
羅茜莉前會長（
（ 一右二
一右二）、
）、陳著釧
陳著釧（
（一
左二）、
左二
）、徐小玲前會長
徐小玲前會長（
（一左一
一左一）
）及理事們提供報到服務
及理事們提供報到服務。
。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圓滿成功舉行
年會暨新舊會長鄧曉林、
年會暨新舊會長鄧曉林
、謝元傑交接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謝元傑會長（右六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謝元傑會長（
右六）、
）、鄧
鄧
曉林副會長（
曉林副會長
（右五
右五）
）及 2018 年團隊合影
年團隊合影。
。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 2019 年會長鄧曉林
年會長鄧曉林（
（右
六）、
）、副會長吳而立
副會長吳而立（
（右五
右五）
）與新的理事團隊合
影。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新會長鄧曉林（右一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新會長鄧曉林（
右一）
）頒
贈感謝獎牌給 2018 年會長謝元傑
年會長謝元傑（
（左一
左一），
），謝
謝
謝他的貢獻。
謝他的貢獻
。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謝元傑會長（右一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謝元傑會長（
右一）
）頒
發感謝獎牌給羅茜莉（
發感謝獎牌給羅茜莉
（左一
左一）、
）、徐小玲
徐小玲（
（左二
）、陳著釧
）、
陳著釧（
（右二
右二）
）三位資深顧問
三位資深顧問。
。

在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右二
右二）
）監交下
監交下，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新
舊會長鄧曉林（
舊會長鄧曉林
（右一
右一）、
）、謝元傑
謝元傑（
（左一
左一）
）完
成交接。
成交接
。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 2018 年會長謝元傑
年會長謝元傑（
（前
右一）
右一
）及 2019 年會長鄧曉林
年會長鄧曉林（
（二左一
二左一）
）頒發紅
包給現場的小朋友們，
包給現場的小朋友們
，歡度新年
歡度新年。
。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 2018 年會長謝元傑
年會長謝元傑（
（左三
），2019
），
2019 年會長鄧曉林
年會長鄧曉林（
（右二
右二）、
）、副會長吳而立
副會長吳而立
（左一
左一）
）於 1 月 27 日在珍寶海鮮餐廳熱烈歡迎駐休
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左二
左二），
），僑
僑
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右一
右一）
）出席 「第 41 屆年會
屆年會」」 。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林婉珍理事（右二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林婉珍理事（
右二）
）歡
迎校友周宏（
迎校友周宏
（左一
左一）、
）、毛志江醫師
毛志江醫師（
（左二
左二），
），
鄭昭僑務諮詢委員（
鄭昭僑務諮詢委員
（左三
左三），
），佳賓鄔逸卉參加
佳賓鄔逸卉參加
「年會
年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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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治鼻炎 中醫與世界“鼻腔養護”里程碑
鼻炎膏的傳承人扈福證先生。
鼻炎膏的傳承人扈福證先生
。
【本報訊/鄧潤京】2018 年 7 月 9 日，由中國國家發改委和德
國聯邦經濟和能源部共同主辦的第九屆中德經濟技術合作論壇(
以下簡稱論壇)在德國柏林經濟與能源部成功舉行，中國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共同出席論壇閉幕式並致辭。會議
期間舉行了 “品牌興商，服務健康” 品牌推選活動。
中國山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製作技藝傳承人扈福證先生受邀
參加了此次醫學技術分論壇，並考察柏林健康研究院和柏林夏里
特醫學院。扈福證先生的鼻炎膏製作技藝是中醫與世界“鼻腔養
護”接軌的一次重要里程碑。
鼻子是人體呼吸的第一門戶。其功能，一是嗅覺，二是通氣
。然而鼻炎一犯，鼻塞到窒息，失去了嗅覺，吃什麼山珍海味都
不覺得香。整天打噴嚏、流鼻涕、甚至流眼淚。鼻炎使得睡覺被
憋醒，只能張著嘴呼吸，喉嚨又乾又癢，白天也沒有精力，嚴重
影響了情緒和生活品質。鼻炎還會引起一些並發症，咳嗽、咽痛
、頭痛，甚至是中耳炎、結膜炎等等。過敏性鼻炎如果處理不當
，還容易誘發哮喘。
鼻炎難以根治。原因有二：
1， 對鼻炎不夠重視。早期鼻炎引起鼻塞和流清涕, 常被誤
認為是感冒，不夠重視。未能進行有針對性的診療，導致鼻腔反
复感染，從而形成慢性鼻炎。
2， 對鼻炎的誤解。因為這個“炎”字，常常被錯誤理解為
有細菌引起鼻腔炎症。西醫用抗生素來治療炎症，希望藥到病除
了。事與願違，用抗生素治療鼻炎，百無一愈，而且越治越重，
甚至最終治成頑疾。鼻子堵了，就用麻黃素、滴鼻淨等激素藥收
縮一下血管；鼻甲肥大了，炎症消不下去了就手術切除。所有的
這些治療方法還是在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只是控制症狀，而沒
有從鼻炎的根源上進行治療。因此鼻炎當然會反复，藥物的副作
用會進一步導
致鼻炎的加重。
從中醫的角度來講，鼻炎一般稱為鼻鼽、鼽嚏或鼻窒。鼽即
鼻出清涕，嚏乃鼻中因癢而氣噴作聲，窒是以鼻塞時輕時重，或
雙側鼻竅交替堵塞，反復發作，經久不愈。甚至嗅覺失靈為特徵
的慢性鼻病。中醫在兩千年前即明確地診斷了此病，並且提出了
有效的治療思路和方法。
鼻鼽的本質是正氣不足，無力祛邪。 《黃帝內經》指出，

鼻炎膏“
鼻炎膏
“洗、排、養” 三部曲
三部曲。
。
“肺氣通於鼻，肺和則鼻能知香臭矣。 ”肺主一身之氣，掌管
呼吸。鼻作為氣體出入的通道，與肺直接相連。因此，鼻的通氣
和嗅覺必須依賴肺氣。肺氣調和，才能鼻竅通利、嗅覺靈敏。如
外感風寒襲肺，則鼻塞流涕，影響嗅覺。肺有燥熱，則鼻孔乾澀
。邪熱壅肺，往往有氣喘、鼻翼扇動等症狀。人體是一個動態的
陰陽氣血臟腑經絡的平衡體，凡病需要整體辨證，以求其根本。
且多數慢性病往往不拘泥於一個臟腑的問題，而是整體影響。所
以，治療鼻炎當然也不能拘泥於肺臟。
中醫認為鼻炎多因臟腑功能失調，再加上外感風寒，邪氣侵
襲鼻竅而致。此病往往纏綿難愈，一則是正虛而邪戀，二則是外
邪久客，化火灼津而痰濁阻塞鼻竅。因此五臟六腑功能失調為本
，主要包括肺、脾、腎之虛損。脾屬土，為肺之母，脾虛則肺之
生源化絕而肺虛；腎屬水，金水互生，且肺納氣歸於腎，二者互
相影響。因此，治療鼻炎先需治本，重點是溫補肺氣、健脾益氣
、溫補腎陽。正氣是祛邪的基礎，扶正即所以祛邪。治鼻炎如此
，治療其他大病亦如此。
山東泰正堂傳承國藥精髓，繼承了源自山東扈氏傳承 200 餘
年的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扈氏鼻炎膏”的製作技藝。泰正堂擁
有的扈氏百年配方及製作工藝傳承，可上溯至 400 多年前明朝萬
曆年間，原先為湯劑配方，針對各類鼻炎效果在民間備受好評。
後傳至清朝時，當時的傳承人對湯方進行重大改進，用 36 味中
草藥文火熬製，滴水成珠後加入動物油配置成膏藥，將內服湯劑
改為外用膏劑。膏方對鼻淵、傷風感冒效果更加顯著，是中醫膏
方發展重要的里程碑。新中國成立後，當代傳承人在祖傳配方不
變的基礎上，對熬製方式進行了改進，並在原先 33 道工藝流程
基礎上更加細化，明確工藝流程，將原來配方的豬油改為芝麻油
，去除腥味。使鼻炎膏的純度更高，效果更加顯著，更符合現代
人使用習慣。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國藥精髓與現代醫學成果相結合，通過中
醫分型辨證理念，在鼻腔養護行業率先提出“洗、排、養”三維
養護理念。針對各類鼻炎雜症，不打針，不吃藥，不手術，安全
無痛。以祛除鼻炎為根本目的，業內首創“以養代治，三維養護
”理念。即通過&quot;洗(噴劑)、排(藥膏)、養(精油)&quot;三步
驟，360 度無死角對鼻腔進行科學維養，達到全面清洗鼻粘膜表
層鼻垢的目的。再通過抑菌膏排除鼻毒，修復鼻腔粘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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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清洗鼻腔，消炎殺菌
清洗鼻腔是治療鼻炎最有效
的方法。不僅能清除鼻內潛伏
的細菌病毒，還可以增強鼻黏
膜的抗病能力，讓細菌無法繼
續生存。最終達到維持衛生與
平衡、提升免疫力的目的。
排：排出毒素，修復粘膜
在藥物有效成分持續作用下
，將鼻腔內的潰瘍面逐漸修復
。患者鼻腔內腫痛情況逐漸好
轉。頭痛頭暈，精神萎靡等症
狀逐漸消失。
藥膏經長時間熬製，已將藥
物分子進行破壁處理成為納米
級，能引藥力快速滲透鼻粘膜，靶向定位鼻粘膜深層組織的腐肉
及細胞結構，快速清除鼻炎病毒、炎症。
養：養護鼻腔，防止複發
徹底排出毒素後，修復鼻粘膜並形成保護，增強鼻粘膜的免
疫力。讓鼻腔恢復到健康狀態並持續鞏固。
通過泰正堂“洗、排、養”三維養護，可有效解決急性鼻炎
、慢性鼻炎、萎縮性鼻炎、乾燥性鼻炎、藥物性鼻炎、過敏性鼻
炎、變態反應性鼻炎等各類鼻炎困擾。鼻炎膏治療打破傳統激素
方法治療鼻炎的局限，讓鼻腔健康免受鼻炎痛苦。根據科學維養
理念，對鼻腔內部進行養護，達到排出鼻毒，修复鼻腔粘膜，使
鼻腔問題不再反復發作的目的。
鼻炎膏的使用方法：使用 3-5 秒，出現打噴嚏症狀，是將肺
內的濁氣排除體外。通過打噴嚏張嘴，起到清肺毒，理肺氣的作
用。從而提高機體免疫力。使用 1-2 分鐘，鼻腔內排出大量的粘
液絲或膿性分泌物，將鼻腔內的毒素垃圾排出體外。使用後 5 分
鐘，呼吸暢快。一般患者使用 7-10 天，鼻塞、頭疼，頭暈、鼻
炎、鼻癢等不適症狀基本消失。

扈福證先生（左）在第 9 屆中德中德經濟技
扈福證先生（
術合作論壇。
術合作論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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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霆沙贊！》
猛男身正太心
繼《海王》之後，華納兄弟影片公司出
品的最新 DC 超級英雄電影《雷霆沙贊！》即
將於 4 月 5 日北美上映。今日片方曝光“另類
英雄”特輯，三大主演紮克瑞· 萊維、亞瑟·
安其、傑克· 迪倫· 格雷澤歡樂現身，為大家
揭秘全新英雄沙贊的獨特魅力。特輯中“猛
男外表正太內心”的沙贊惹出了不少啼笑皆
非的鬧劇，測試超能力的場面更是笑點十足
，逗比氣質壹覽無余。而天生強大的正義感
又讓他肩負起了拯救世界的重任，與希瓦納
博士的打鬥戲驚心動魄。究竟這位最“另類
”的 DC 英雄還有哪些驚喜會帶給大家？更多
精彩，敬請期待。

天降神力！
小正太變身大英雄啼笑皆非
全新特輯中，沙贊的扮演者紮克瑞· 萊維率
先登場，向觀眾介紹了片中自己的另壹身份——
13 歲的男孩比利· 巴特森。身為孤兒的他生活在
寄養家庭，雖然身世坎坷，但純真的品質和天生
的正義感讓他被巫師選中，賜予了強大神力，只
要他喊出“沙贊”這個名字，就會瞬間“長大”
化身超級英雄沙贊。但沙贊的內心畢竟還只是這
個 13 歲的孩子，於是壹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發生
了。小比利的飾演者亞瑟· 安其和片中好友弗萊
迪的飾演者傑克· 迪倫· 格雷澤歡樂現身特輯，講
述了他們究竟如何處理這突如其來的超能力。壹
個是不知所措、連穿著戰衣如何尿尿都不會的懵

圈少年，壹個是自詡為超級英雄狂熱粉的不靠譜
好友，於是“災難”發生了。攻擊路燈、高處摔
落、取款機飛錢等鬧劇輪番上演，兩人還不忘體
驗壹把成年人的生活，正大光明的去買啤酒，卻
被酒精瞬間擊垮。無數啼笑皆非的逗比瞬間令人
忍俊不禁，沙贊的“另類”表現成為影片的壹大
爆笑看點。

天生正義！
壹心除暴安良救世界三觀超正
而在特輯後半段，觀眾們則看到了壹個英
勇的超級英雄形象。面對希瓦納博士的毀滅陰
謀，沙贊強勢出擊，接連展現了飛速移動、力
大無窮、刀槍不入、雷霆釋放等大招，超強戰
鬥力令人刮目相看。紮克瑞· 萊維也表達了自
己對沙贊這個全新英雄的理解，許多其他的超
級英雄都是在面臨危機時才被迫走上拯救世界
的道路，而沙贊不同，他對自己的超能力充滿
好奇與興奮，他是真心想要成為壹個超級英雄
，痛扁那些壞人，超正的“三觀”也再壹次展
示出了他作為少年的單純與善良。“猛男外表
正太內心”的沙贊絕對會是壹個觀眾們前所未
見的超級英雄，獨特的魅力必將圈粉無數。
《 雷 霆 沙 贊 ！ 》 由 《 安 娜 貝 爾 2： 誕 生 》
《關燈以後》導演大衛· F· 桑德伯格執導，紮
克瑞· 萊維、亞瑟· 安其、馬克· 斯特朗、傑克·
迪倫· 格雷澤等聯袂出演，將於 2019 年 4 月 5 日
北美上映。

《速度與激情：特別行動》強森合作斯坦森
如果讓世界上最大幾個電影票倉
市場的觀眾選擇自己最喜歡的好萊塢
電影系列，美國人心中的第壹無疑是
《星球大戰》，英國觀眾或許會選哈
利· 波特，日本人可能更喜歡“侏羅紀
”等怪獸電影，而在中國，這個答案
極有可能是《速度與激情》系列。
速激系列在中國究竟有多受歡迎
？不妨先看個數據，目前的中國總票
房排行榜中，前十位只有三部外片上
榜，按照票房高低來排，這三部影片
分別是《速度與激情 8》26.71 億，位
列第 6，《速度與激情 7》24.26 億，列
第 9，還有就是排在第 10 的《復仇者聯
盟 3》，票房 23.89 億。其中，2015 年
上映的《速度與激情 7》，其電影票房
在當年中國外片總票房中占比就超過
了 14%。
每次有速激系列的影片上映，對
內地電影市場無疑都是壹次狂歡，妳
會看到票房榜單的壹次次震動，各項
數據榜首的壹次次易主。從 2015 年到
2017 年，觀眾們用實際行動和漂亮的
票房數據告訴大家，他們真的很愛
《速度與激情》系列，現在，2019 年
剛來沒多久，速激系列又壹部作品正
式亮相了。
《速度與激情：特別行動》作為
速激系列全新力作，日前在“超級碗
”發布了全球首款預告，影片聚焦
“速激”裏大受歡迎的兩個角色---由
“巨石”強森飾演的聯邦特工盧克· 霍
布斯和傑森· 斯坦森飾演的英國特勤殺
手德卡特· 肖。與速 8 中如出壹轍，霍
布斯與肖在新片中再壹次被迫合作，
將共同阻止新反派，拯救整個世界。

影片目前定於 2019 年 8 月 2 日北美上映
，距離上壹部速激系列電影已經 2 年。
這支《速度與激情：特別行動》
首款預告，讓人看到了更加鮮明獨特
的人物關系，近距離爆破、高空攀爬
、近身肉搏、激烈槍戰以及高速飆車
以外，兩位嘴上互不吃虧的主角透過
擦槍走火、彼此嗆聲的嘴炮兒鋒芒，
顯示出他們是壹對“我看不慣妳，卻
又離不開妳”的另類兄弟，而這種基
於人物性格和生動關系發酵出的看點
，無疑將擴大影片的吸引力，也勢必
為影片帶來不同以往更加多元的興奮
點。
《速度與激情》系列第壹部的問

世是在 2001 年，從最早 B 級制作的飛
車電影，到如今完全好萊塢壹線配置
的商業動作大片，這個系列已經陪伴
全球觀 眾 整 整 18 年 。 18 年 裏 ， 該 系
列曾經經歷過第 1 部的以小博大初露
鋒芒，憑低成本制作收獲倍數票房以
及良好口碑，也經歷過第 2 部與第 3
部因為更換主角演員而造成的票房和
口碑低谷；到了第 4 部，速激系列迎
來對其影響最大的壹次故事線調整，
主演範· 迪塞爾與保羅· 沃克重新聚首
，華裔導演林詣彬初步將後來觀眾們
最熟悉的速激整個飛車家族的成員聚
齊，也是從這部開始，速激系列不再
只是單純的街頭飆車電影，它融合了

警匪追擊、動作槍戰等多種要素，徹
徹底底開始向好萊塢 A 級制作的水準
邁進。
前 4 部的積累換來了此後速度與
激 情 系 列 口 碑 的 全 面 爆 發 ， 速 5、 6
中飛車家族概念正式確立並被充分運
用，各具技能的隊員們為了情義並肩
作戰，這讓速激與其他好萊塢動作大
片相比有了壹絲不壹樣的溫情，而作
為後期重要角色的盧克· 霍布斯也正
式登場。
速 6 在全球取得 7.89 億美元票房成
績，創下了當時好萊塢華裔導演的單
片票房紀錄，但這壹紀錄兩年後被執
導速 7 的亞裔導演溫子仁以席卷全球 15

億美元的票房佳績打破，不斷升級的
危險情節，更加震撼的場面和快節奏
的剪輯讓越來越多的觀眾愛上速激系
列，也是從這部開始，作為絕對主角
之壹的保羅· 沃克被更多觀眾認識，此
後他因壹場意外車禍永遠離開了我們
，而他在賽車世界的瀟灑身影卻永遠
留在了電影中。
有了速 7 的珠玉在前，作為在中國
“下沈”最成功的好萊塢電影系列，
速 8 能夠拿下超 26 億的票房也就不足
為奇，該片中，奧斯卡影後查理茲· 塞
隆加盟出演影片反派，範· 迪塞爾、
“巨石”強森、傑森· 斯坦森三位在中
國最具票房號召力的好萊塢明星同框
飆車，世界上最厲害的三個光頭硬漢
的聚首壹度成為全球觀眾最津津樂道
的話題。
《速度與激情：特別行動》的角
色關系也基本從速 8 便初見端倪，霍布
斯與肖當年的監獄大戰被稱為系列名
場面，兩人之間幼稚的鬥嘴、永不停
歇的互相嘲諷以及總是無可奈何壹起
行動的相處模式在《速度與激情：特
別行動》中依舊有效---哪怕大敵當前
，對兩人來說最重要的，依然是率先
向對方發出無情的嘲笑。
《速度與激情：特別行動》將由
大 衛 · 雷 奇 執 導 ， 他 曾 是 《 死 侍 2》
《極寒之城》等多部動作影片的導演
，除道恩· 強森、傑森· 斯坦森外，因
“白寡婦”壹角而吸晴無數的凡妮莎.
柯比將飾演德卡特· 肖的妹妹海蒂· 肖
，《雷神 3》中海姆達爾壹角的扮演者
伊德裏斯· 艾爾巴則飾演實力超強的反
派布裏克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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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說》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談古論今，引經據典，笑談風雲，豐富學識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是中國大陸音樂人高曉鬆的一款脫口秀講壇節目，高曉鬆在節目中兼任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導演、編劇與主持人。 ，主要講述歷史、文化、社會等人文學科知識。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節目名字是由著名公共知識分子韓寒名英文名“morning call”取自高
曉松。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本期節目將介紹: Top Gun 淺談我軍新戰機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節目播出時間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文華時間》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 節目截圖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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