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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

THE GRAND VIEW CONSTRUCTION LLC.
大型建築公司高薪招聘木工
崗位職責﹕
1 ﹑有 木 工 基 礎 即 可 ﹒ 根 據 工 藝 或 客 戶 要 求 ﹐完 成 內
部 裝 修 ﹐和 家 具 安 裝 ﹒
2 ﹑按 時 按 量 完 成 生 產 任 務 ﹔
3 ﹑能 夠 聽 從 領 導 安 排 的 各 項 任 務 ﹒
任職資格﹕
1 ﹑男 性 ﹐20 -60 歲 ﹔
2 ﹑吃 苦 耐 勞 ﹐有 責 任 心 ﹐具 有 良 好 的 溝 通 能 力 ﹔
3 ﹑有 裝 修 經 驗 ﹔
聯系方式﹕
聯 系 人 ﹕JERRY
聯 系 電 話 ﹕346
346-666
666-0900
EMAIL: jerry@grandviewhouston.com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吳沛桓
醫生助理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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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吳沛桓
醫生助理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美南新聞網站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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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人氏，他
們之中，以劉
關張趙四姓族
人為多。鉄路
建成後，眼見當時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民不聊生，是以築路成
功後的台山人氏，便留在美國生活，分別遍佈美國各大城市，開
枝散葉，形成人數不少的唐人。為了顯示華人團結一致，以便向
美國政府爭取權益，四姓先人便以鄉親劉関張趙之名字，組織成
龍岡公所，屹立在美國各個唐人街上。而休市中之龍岡公所，更
成為休市最大的華人宗親團社，無論是在中美建交之前的台灣政
府、或是中美建交之後的新中國政府的官員，每有蒞臨休市，皆
會到訪龍岡公所，以示新舊政府對海外華人遊子的尊重。
而我乃早於 40 年前的 1980 年便落腳到休市，因有家母及內
子兩位家人忝屬四姓鄉親，固此我亦樂於參與龍岡公所每年舉辦
的多項鄉親活動，例如春節聚餐及龍岡公所會慶等。我追隨雙親
經營本市李家莊 15 年時,每次龍岡公所有所活動，夫妻二人大多
數會爭取出席，這除了廣結人緣，得以結識眾多富有名堂的四姓
華人之外，我更主動為該團體撰寫大小活動概況文字，送回香港
及澳門兩份報刊，刊登在我個人的 「花旗通訊」的專欄內，好讓
港澳同胞也認識到海外華人生涯，一顯我休市四邑（台山）華人
的愛國愛鄉的優良傳統觀念。我這個義務工作，得到像 Tony
Kuan 主席及著名書畫大師趟青坪老師的賞識，他倆讚賞我為
「龍岡公所義務秘書」，我則自戲我為 「龍岡公所駙馬」。
其實在此 40 多年旅美光景中，我除了一邊從事經營粵菜酒
家生涯之外, 另一邊，也從事本人心愛的文化副業： 就是每周定
期為美港澳三地報刊, 撰寫海外文章，報導海外華人生活百態，
其中在我出生及接受教育的蓮花寶地的澳門，更是我勤寫勤刊的
筆下地方城市，休市不少華人團體對我的寫作能力，盡皆知曉，
而休市華人翹楚之一的徐松煥先生及鄧潤京先生，更是我每週為
美南日報撰寫 「美南人語」及 「政海楓聲」的捧場客。

我與休斯敦總領事館一段緣

7 月 22 日 ，
中國駐休斯敦
總領事館被美
國國務院以莫
須有的罪名強
行關閉後，中
國駐休斯敦總
領事蔡偉先生
，於 7 月 25 日
離開休斯敦前
夕，向美南地
區各個社團發表一封公開信。信內表達出美方此舉，嚴重違反國
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違反中美領事條約的有關規定，
蓄意破壞了中美關係。中方對此予以強烈譴責並堅決反對。
這一封公開信，是發放到休市總領事館管轄之下的八個美南
地區之內的各個愛國團體中去。八個州份地區分別是:德克薩斯
州、阿拉巴馬州、喬治亞州、佛羅裡達州、阿肯色州、密西西比
州、路易斯安那州、奧克拉荷馬州。此外，此一信函也送至上述
州份中各個華人社團主席及僑領手上。筆者乃一介布衣，又不是
任何社團大佬，本身應該無資格接收此函。但有兩件因緣際會的
良機，使我成為在休市中唯一的一位以個人的身份，收到他的大
函的華人。
說來有些巧合。我本身姓楊，但家母姓劉、太太姓關，正好
合符美國劉關張趙龍岡公所的會眾要求。回看華人來美的歷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 150 多年前美國興建東西走向的大鉄路時期。為
了建築鐵路需要，美國公司從中國廣東省請來了數以千計的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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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日
子，新冠
病毒肺炎
像壁虎尾巴，斷而再生，主體不滅，我們祖國國
人奮勇撲壓，幾經艱辛才得以控住局面。然而，
有關狡毒變異的種種說法、外圍環境病毒流行的
猖獗勢頭，無疑對內地疾控，仍帶來很大的威脅
和潛在風險。三朝兩日，一時三刻，仍會在中國
國內不同地區，傳出有人會感染病毒，只是人數
會逐步下降。不過, 盼望疫情從此永成過去，只屬
天真之念。我認為我們要打的，看來是一場步步
為營的持久戰爭。
說到外圍環境，好像西方世界，尤其是花旗
大國,那是在上層建築及社會意識形態方面, 與我民
族有 很大分別之地方，因此讓新冠病毒如魚得水
，找到了快速繁衍的溫床。君不見花旗國曾一度
日增高達五萬確診病例，繼續成為全球受疫之冠
。而巴西、印度、俄羅斯、澳洲、墨西哥等國的
新增確診數字，亦長期高踞不下，因此，本來指
望短期內肅清 COVID-19 重振經濟的地球村人，
如今不得不調整心態，作好與病毒長期共存的準
備。
可是，偏偏卻有些無知愚民與全球抗疫唱反
調，讓大眾防疫努力付諸東流。早前阿拉巴馬州
爆出有大學生為求追尋刺激，竟然會罔顧危險，
舉行了一場世上罕見、不一樣的派對。該派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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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人，故意邀請已有新冠病毒確診者到
來出席聚會，大會設立了現金彩池來收
集現塲人士帶來的獎金，當天出席者過
後誰人首先感染上病毒，即可中彩！領
取當晚的現金！這真是一場以疾病和性命來下注
的死亡遊戲，就好像 47 年當代最偉大的武俠天皇
巨星李小龍所拍攝的電影 「死亡遊戲」一模一樣
，世人想不到的是，這個死亡遊戲，竟然會在美
國高等教育學府中的學子間進行！更出人意外的
地方，這種危險派對，尚有大量的支持者，這一
切一切籌備及安排，就好像課餘節目般漫不經心
去進行。雖然事後惹來批評之聲，但仍有一些袒
護者認為，這是小孩少不更事，唔識死字怎寫，
一時貪玩少不免的了。真是慚為長者，一派胡言
！
再有一件數以事件，發生在我們休士頓市隔
離的美國第 7 大城市的德州聖安東尼奧市內。結果
真的是有一名男子，在參加過這個被認為 「新冠
趴」後誰會染疫而後，病逝於聖安東尼奧衛理公
會醫院，該院醫師錄製影片，將此案分享給大眾
，為了呼籲年輕族群，從此一刻起, 直至一生，不
要輕視疫情的威力。
衞理公會醫院的首席醫學官阿普爾比（Jane
Appleby）醫師，向聖安東尼奧的媒體透露，日前
聽到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案例，一名 30 歲的死者，
因為參加了由新冠肺炎患者所主辦的派對，不幸
染疫身亡。這場派對據悉，是為了測試病毒的真
假而舉辦，這名男子不信邪參加，沒想到卻染疫
去世。
阿普爾比說，死者在臨終時向醫護人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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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2019 年，乃澳門回歸祖國 20 週年。此乃國家大事、澳
門大事。剛於去年 8 月來休市履新的中國蔡偉總領事，鑑於馬交
是 「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特別於去年 12 月 22 號，在中國駐
休斯敦總領事館官第之內，隆重舉行慶祝活動' ，活動內容重點
是： 400 年前的澳門及回歸後 20 年的澳門的座談會。因為我的
文筆深受休市華人歡迎，更得到上述徐、鄧兩位先生的推薦，蔡
偉總領事對我的學歷、經歷有所欣賞，故我被挑選為當天 10 位
演講嘉賓中的首位演講者，我夫妻二人欣然應邀出席，榮幸地坐
在官府現場的中央，與蔡偉總領事、劉虹副總領事、高樺文化參
贊等領事館要員並肩而坐。
我是於 1973 年移民來美，因此我把澳門的歷史，分柝為
1966 年 「12 月 3 日」之前及之後來演說，把產生 「12 3」愛國
抗葡運動的成因及成功，配上彩色幻燈片的穿插，向官府中 50
多位來賓細說從頭，深受歡迎。
會議過後，領事館以豐富的日式壽司食品及美式紅酒來歡宴
我們。席間文化參贊高樺小姐向我邀請，加入他們的領事館輞站
及微信中去，每週撰寫一文，內容主要報導美南八州華人生活的
新貌及對祖國的懷念。這正好是我以 「文章報國」為一生的宗旨
，故此二話不說，欣然接受。而從去年除夕開始，每周保持一文
運作，不經不覺之間，到 7 月夏天，已有 240 多天。想不到 8 月
下旬，風雲變色，休市中領事館受迫封館，當然中國領事館的網
站及微信，亦要停頓，令我被迫停筆，不禁黯然無言。
不過，正如蔡偉總領事在向美南地區各界朋友發表一封公開
信的結尾所言：
「歷史的前進方向雖然有時會受到少數人的干擾而出現曲折
，但中美人民友誼不會中斷，中美友好合作的光明前景是任何人
都不能阻擋的。」
我對中美的大方向早晚變好仍然是充滿信心，我的停筆只是
短暫，祈望不久的將來，領事館可以重開，到哪時，我會再度提
起筆桿，為領事館揮筆疾書，為中美兩國唱頌驅歌

「我想我犯了個錯，我以為那（新冠）是惡作劇
，其實不是。」
阿普爾比指出，分享這個案例是希望能喚起
民眾意識，近來住院人口年齡層有下滑趨勢，以
二、叁十歲者居多，有些身體好的人，住院後就
能順利回家，有些則不然，反而惡化的很嚴重。
她也提醒，若是平時患有高血壓、肥胖、糖尿病
者，一旦染疫便可能會嚴重惡化，呼籲民眾務必
帶口罩、少出門、少群聚，並多消毒雙手。
在美國拿命作賭注的荒誕事件，疫情下看盡
不少；什麼限聚令、居家令、距離令……等等，
但凡有人被政府及醫院要求大家外出或身處公眾
地方、參加集會、進行遊行等, 一律要帶上口罩時
，就是 「剝奪他的人身自由」時，輕者便會受到
抗拒咒罵，重者甚至倒行逆施或上街示威抗爭。
總之，不自由，沒享受，毋寧死！
別以為這些人不知“死”字何解，到真的死
到臨頭，便又悔不當初。曾在網上看到一個患者
於去世前一天以視頻發表自白忠告，除了後悔當
日不聽勸告摘下口罩及參與群聚外，更以自身走
向死亡的經歷，呼籲友儕認真做好防護、保持社
交距離。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情此景，讓我
再 次 想 起 上 世 紀 美 國 一 代 巨 星 尤 伯 連 納 (Yul
Brynner) 關於不要吸煙以防肺癌的傷感宣言。生命
何價？一念天堂、一念地獄而矣！
然則，要正視的，並不是那些甘於拼死也要
齊歡暢的“勇士”們的生死問題。人關心的，是
玩命遊戲有沒有大量播毒，以釀成一發不可收拾
的局面，這麼一場豪賭遊戲，若輸了便賠上萬千
人的健康和性命。當今全球疾控的剋星，大抵就

是這些搵命博的不合作人士，也可說他們就是弄
壞了一整鍋粥的“老鼠屎”。
回看我出生的城市澳門，可愛的鄉親們向賭
命說“不”，大熱天時，全民戴口罩堅持防護。
這種珍愛生命之高尚情操，也正好解答了至今沒
有爆發真正屬於本土病例的內在原因。誠如中國
鍾南山教授所評價，澳門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方
面的成績“相當不簡單”，最後五個字，飽含著
全澳市民的艱辛付出和受疫情影響的沉重代價，
雖慘烈而猶未悔，縱低迷尚不會放棄。因為誰都
知道，生命只有一條，沒有 take two，實在 我
國戰國時代一代儒生宋玉的《風賦》裡有句話
“風起於青萍之末”，很多人引用。百度的解釋
是喻指大影響、大思潮從微細不易察覺之處源發
。現在的新冠疫情也是這樣，其產生和發展很難
預期。我們大抵只能用“每臨大事有靜氣”來調
整心態，冷靜觀察，細心思考，因勢利導，從容
應對。
當新冠肺炎疫情剛剛冒頭的時候，我們乖乖
地宅居，許多人取消了回家團年、春節出遊，希
望疫情在元宵節就會過去。當然疫情不會這麼快
銷聲匿跡，人們又把希望寄託在清明節；清明節
不行，那就再等到端午節吧！心想端午節天氣開
始炎熱，病毒該收斂了吧。可情況並非一帆風順
，端午節過後不久，東北、北京那頭疫情突然告
急，打破了內地頗長時間的平靜。然後，又來一
個沉重打擊，香港的疫情捲土重來！澳門人是多
麼企盼港澳乃至大灣區相互通關啊！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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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nt 電力公司評價好
信譽優良 專人華語服務

(本報休斯頓報導) 自從新型冠狀病毒
在全球爆發之後，原有的工作與生活模式
需要重新打造，很多人在家工作、居家做
三餐，加上現在是夏天，電費不免節節往
上升，那麼，要如何能聰明省電呢?
曾獲 BBB 的年度 Excellent 最優獎
在疫情流行期間，居家時間變長很多
，家家戶戶用電增加，而做生意也少不了
電，知道如何聰明用電而能省錢嗎？在休
斯頓 30 多個電力公司中，各家收費規則
與服務都不同，選對電力公司，能省心又
省錢。Reliant 電力公司是其中歷史最悠
久的一家，口碑信譽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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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專人服務華裔社區
Reliant 電力公司有華人專門為華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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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劉太太表示，她經朋友介紹，轉
用 Reliant 的電，Reliant 的華語市場負責
人叫林玉儀(Yuyi Lin)，協助接電等相關
事項，覺得她服務非常親切，解釋的很清
楚。
林玉儀的國語、粵語、和英文都相當
流利，曾在 Reliant 門市部銷售 8 年，為住
家與商業提供搬家通電、轉換電力公司等
服務。與她合作過的民眾，都有很好的評
價。

自住的房子盡量要簽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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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小
的電力公司雖然便宜，但可能會倒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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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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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
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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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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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電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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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用電的訣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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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

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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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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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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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yuyilin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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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中斷險」
」是什麼
是什麼﹖
﹖律師
律師﹕
﹕疫情期間
疫情期間﹐
﹐保險經紀說不理賠別盡信
保險經紀說不理賠別盡信﹗
﹗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之下﹐
企業保險理賠出現了什麼樣的現象﹖近
來熱議的
「營業中斷險」
又是什麼﹖保險
契約中﹐
「病毒條款」對疫情之下的理賠
造成了何種影響﹖本台獨家專訪到了德
州執照律師﹑以及美國特許金融分析師﹐
來帶民眾深入了解﹒
疫情之下﹐何謂
「 營業中斷險
營業中斷險」
」
﹖
「 病毒條
款」
是什麼﹖

美國特許金融分析師 Monty Hsu 指出﹐
疫情之下餐飲業﹑旅遊﹑租車行業﹑娛樂
等﹐都受到不勝枚舉的影響﹒他提出﹐近
來保險中的
「營業中斷險」
可謂是許多企

的律師﹒
「責任保險」
（ liability insurance）就沒什
保險賠與不賠講不清﹐法律如何解決﹖
麼機會﹐若是有購買
「商業財產險」
（ com德州暨紐約州執照律師 Tracy Lin 指出﹐ mercial property insurance）的業主﹐可
保險經紀人的話
「不要盡信」
﹐她最近遇 以仔細閱讀一下保單是否有營業中斷險
到很多的案件是﹐許多餐館﹑零售業業主 ﹑以及病毒條款﹒
除了營業中斷險﹐還有這些條款可以作
為保障企業渠道....
為保障企業渠道
....
Monty 指出﹐除了營業中斷險以外﹐民眾
還可以注意保單上是否有
「公權力條款」
(Civil Authority Coverage)﹐也 就 是 說﹐
若是由政府公權力介入﹐導致企業無法
﹐因為疫情無法正常執業﹐卻不曉得自己 營業﹐也可能構成理賠範圍﹐舉例來說就
「居家令」
等命令﹐但 Monty 提醒﹐詳
的保單其實可以讓自己申請這方面的理 像是
賠﹐保險經紀人對長達百頁的保單本身 細細節會依各州政策有所不同﹐有些州
了解不足﹐直接和被保人說不理賠﹒因 保障被保人﹑有些州比較保障保險公司﹐
業﹑零售商家都密切注意的﹐這種保險能 此﹐最終要保障自身權益還是必須透過 此外﹐
「居家令」命令的文字細節也會對
保護被保人﹐在遇到停業的時候﹐可以讓 親自了解保單內容﹑或訴諸專家﹒業主 理賠與否所影響﹐因此詳細細節還是必
保險公司支付公司開銷與營業利潤﹐聽 也應該仔細詢問保險經紀﹐保單上哪一 須諮詢律師或專家﹒
起來對於疫情期間受損的商家﹐似乎有 個條文﹐有明文規定無法理賠﹒
很大的幫助﹒然而﹐疫情發展至今﹐並不 保單就是一份
「 文字合約
文字合約」
」
﹐可經詮釋﹐業
是所有企業都受到病毒保護的原因是因 主要注意哪幾條﹖
為﹐許多保險合約中會添加
「病毒條款」
﹐
因為從 SARS 與豬流感的前車之鑑中﹐保
險公司意識到疫情這種天災人禍是無法
預測的﹐於是這項條款便應運而生﹒
疫情得到理賠﹐要如何加速申請腳步﹑避
另外﹐還可以注意
「連帶責任條款」
﹐也就
免溝通不清﹖
是說客戶出現問題﹐連帶對企業造成影
Monty 提醒﹐最終理賠與否﹐還是要透過
響時﹐可以理賠﹒但每張保單上寫法大
審視保單內容﹐才能確定承保範圍﹐保單
相徑庭﹐若是有模糊之處﹐可能就能成為
也是需要由專家仔細評估的﹒Monty 指
出﹐若是幸運得以理賠﹐營業中斷險大多 Tracy Lin 分享﹐自叁月份時﹐全美已經 維護自身權利的契機﹒
賠的是無法避免的經營開銷與利潤﹐而 有約 175 個與保險理賠相關的官司開打 總體來說﹐Monty 指出﹐保險理賠的過程
不是
「營業收入」
﹐因此﹐保險公司有權要 了﹐Tracy 更提醒﹐保單就是一份
「合約」
﹐ 可能會十分冗長﹐若是要加快處理步伐﹐
求被保人提供公司的財務資料﹒比如說 而合約又是由文字所組成﹐總是會有詮 業主能做的就是將財務資料準備妥當﹐
﹐租金﹑薪資成本大多可以理賠﹐但若是 釋空間﹐若是保單上沒有明確定義有
「病 需要用上時﹐馬上就可以提供給律師﹑鑑
餐廳的食材成本﹐可能就不納入理賠範 毒條款」
﹐這時候就是律師發揮的地方﹒ 識會計人員﹑外部顧問﹐就能省下不少處
圍﹐因為是
「可以避免的」
﹐因此﹐情況可 不過她指出﹐一般小商家如果只有購買 理時間﹒
以十分複雜﹐詳細細節仍然要請教專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