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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德州分公司 17031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http://www.luckymoving.com

281-265-6233

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商家名店
百樂公寓

中國城地王全新裝潢公寓，位於敦煌，陽光和王朝廣場旁，幾分
鐘可走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銀行及餐廳！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2-8100

百泰旅遊
地址﹕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38
#138 ,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13-988
988-0718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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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牙齒全科：

牙齒矯正：$4500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

3D Cone Beam

CT 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Dr. Dat V.Pham,DDS

英文：
281-402-8188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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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童年
快樂童年》
》快樂學織布扯鈴
平安夜晚間 8 時播出
內容介紹﹕美南國際電視網 15.3 台﹐娟子策劃擔綱
主持的兒童節目「快樂童年」﹐本周六 12 月 24 日平
安夜(周六)晚間 8 時播出﹐主題為「快樂學紡線織
布和扯鈴」﹐特別邀請專精紡線織布的 Nora 以及
扯鈴達人王忠貴上節目﹐教孩子培養興趣﹐學習新
事物﹒精彩內容﹐觀眾請準時收看﹒

另外﹐節目後半段也邀請扯鈴大師王忠貴﹐他擅長
扯鈴技藝﹐學習已 10 幾年﹐現場他表演扯鈴秀﹐扯
鈴在他手中上下翻轉﹐呼呼作響﹐表演時閃轉騰挪
腳下生風﹐讓現場人大開眼界﹐參加錄影的小朋友
顧修如﹑羅恩妮和路子衿都主動向達人請教﹐收穫
滿滿﹒

就讀凱蒂獨立學區(Katy ISD) Taylor High School
的 15 歲 Nora﹐自 8 歲學習紡線織布﹐產生極大興
趣﹐一位美國白人小女孩﹐卻專精於中華傳統織布
技藝﹐讓在場人士都為之驚嘆﹐她也分享她學習經
過和現場教學小朋友織布技巧﹒

播出時間﹕本集播出時間是 12 月 24 日平安夜黃金
時段晚上 8 點到 8 點半﹐12 月 28 日周三上午 9 點
半到 10 點重播﹐每月兩次﹐隔周播出﹒精彩內容﹐
敬請準時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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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音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國各地選舉人團投票 川普正式當選

選舉人團正式宣布川普當選﹒
選舉人團正式宣布川普當選
﹒

【VOA】共和黨人唐納德·川普正式
當選為美國的 45 任總統﹒美國各州
選舉人團星期一投票﹐確認他擊敗
了希拉里·克林頓﹒
雖然美國人 11 月初大選結束後就知
道川普將於 1 月 20 日接管白宮﹐但
是在法律程序上﹐美國總統不是由
選舉日的實際投票﹐而是由 50 個州
和首都華盛頓的 538 名選舉人投票
決定的﹒
各選舉人團星期一以歷史悠久的方
式在各州首府和市政府投票﹒川普
的得票多於當選總統所必須的 270
張選票﹐從而正式贏得了四年的總

統任期﹒
川普的民主黨競爭對手希拉裏·克
林頓的堅定的支持者們之前一直要
求一些州的選舉人不要把票投給川
普﹐理由是克林頓的全國得票總數
領先川普近 300 萬張﹒一些克林頓
的支持者星期一在投票地點外抗
議﹐希望在最後的時刻擊敗川普﹒
反川普抗議者斯格特說﹕
“不要投票
給他﹒不要選川普﹒這是個壞主
意﹒ 川普有太多的利益沖突﹒俄羅
斯可能對他進行敲詐﹐他被俄羅斯
操控了﹒”
各州選舉人團星期一報告投票結

果﹐結果顯示在川普獲勝的那些州
裡﹐選舉人的立場相當堅定﹒
賓夕法尼亞州的選舉人團主席羅伯
特·格里森宣布﹕
“總統選舉結果﹐20
票投給唐納德·川普﹔副總統選結
果﹐20 票投給邁克爾·彭斯﹒”
在德克薩斯州選舉人團投票後﹐川
普就拿到了當選總統所需要的至少
270 張選票﹒ 川普隨後發表聲明﹐
感謝“美國人民以壓倒多數投票選
舉我為下一任美國總統”﹒

中國交還劫走的美國潛航器

【VOA】中國星期二交還了上星期在南中國海國際水域劫走的美國潛航器﹒
五角大樓發言人庫克說交接在中國劫走進行海洋勘測的美國潛航器的同一區域進行﹒
庫克在一份聲明中說﹕
“這起事件不符合國際法也不符合各國海軍的海上行為規範﹒”
庫克還表示﹕
“美國通過適當的外交渠道向中國陳述了這些事實﹐並且呼籲中國當局遵守國際法義務﹐今後避
免阻礙美國合法活動的行為﹒”
中國國防部星期二表示兩國進行了友好磋商後順利地交還了潛航器﹒

美國海軍無人潛航器（資料圖
資料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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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童年大師教織布扯鈴 陪您溫馨過平安夜
（記者黃相慈／休
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
視網 15.3 台，娟子策劃
擔綱主持的兒童節目
「快樂童年」，本周六
12 月 24 日(周六)晚間 8
時播出，主題為 「快樂
學紡線織布和扯鈴」，
特別邀請專精紡線織布
的 Nora 以及扯鈴達人王
忠貴上節目，教孩子培
養興趣，學習新事物。
精彩內容，觀眾請準時
收看。
紡線織布和扯鈴(又
稱斗空竹)為中國傳統民
扯鈴大師王忠貴((右二
扯鈴大師王忠貴
右二))講解扯鈴絕竅
講解扯鈴絕竅。
。(截圖
截圖))
間技藝，代表中華文化
博大精深，也是傳統藝
術 傳 承 。 就 讀 凱 蒂 獨 立 學 區 (Katy ISD) Taylor High 越來越給予支持。主持人娟子也特別感性的說，現在
School 的 15 歲 Nora，自 8 歲學習紡線織布，產生極大 走在街上、飯店、超市和購物中心經常被人家認出來
興趣，尤其一位美國白人小女孩，卻專精於中華傳統 ，說明節目有一定的影響力。
她說，策劃這個節目的初衷就是給孩子們的童年
織布技藝，讓在場人士都為之驚嘆，她也分享她學習
留下美好的回憶，讓休士頓的孩子們在才藝、才華方
經過和現場教學小朋友織布技巧。
另外，節目後段也邀請扯鈴大師王忠貴，他擅長 面有展示的舞台。娟子說，未來希望能策劃更優質的
扯鈴技藝，學習已 10 幾年，現場他表演扯鈴秀，扯鈴 節目，也希望學校、商家抓住機會參與廣告贊助。節
在他手中上下翻轉，呼呼作響，表演時閃轉騰挪腳下 目剛好在平安夜播出，她也祝賀觀眾聖誕快樂。
有興趣的觀眾，本集播出時間是 12 月 24 日平安夜
生風，讓現場人大開眼界，參加錄影的小朋友顧修如
黃金時段晚上 8 點到 8 點半，12 月 28 日周三上午 9 點半
、羅恩妮和路子衿都主動向達人請教，收穫滿滿。
到
10 點重播，每月兩次，隔周播出。精彩內容，敬請
快樂童年節目帶著感恩的心為休士頓的孩子們帶
來了一期又一期精彩的內容，感謝大家越來越喜歡、 準時關注。

主持人娟子((二排右一
主持人娟子
二排右一))及與會嘉賓一起在美南新聞合影
及與會嘉賓一起在美南新聞合影。
。(娟子提供
娟子提供))

如何在聖誕假期車陣中輕鬆找到車位
（實習記者丘鎮豪／編譯）如果在這周有出門的
民眾一定知道，在某些商場或是人多的地方一定都有
找不到停車位的問題，特別是在這個聖誕期間。 其中
一個最嚴重的地點就位於休士頓 Galleria 繁華商業區
(Houston Galleria)，而現在有些建議可以幫助駕駛們擺
脫這情況，甚至輕鬆找到車位。
根據 ABC13 報導指出，首先，除非必要那就避免
駛於 Westheimer，因為這路段總是堵塞，可以選擇以
Westpark 開往 Sage，那裡最好的停車位子就在 Sage 旁
Sak 的車庫或者是在 West Alabama 右手旁也有一個開往
紅色車庫的小入口。

另一建議為代客泊車，其價格為 11 美金，如果是
以共乘的方式，泊車價格還算合理，這些地方附近都
有不少代客泊車的地點。
居住的位置離 Westheimer 很近的話，可以考慮搭
乘公共巴士，它沿著 Westheimer 東西方向行駛，政府
在去年也增加了巴士行駛的班次。
如果只是經過沒有打算進入購物商場，那可以選
擇 Richmond 或 San Felipe 來避免塞車的情況。多花一
些時間做功課，這樣一來，就可以省去不少塞車時間
，也不至於因為堵塞交通而掃興。

Nora(右二
Nora(
右二))示範織布的技巧
示範織布的技巧。
。(截圖
截圖))

聖誕假期溫暖 降雨機率40%
【本報訊】聖誕節即將到來，擺脫
寒冷刺骨的攝氏零度低溫，周二休士頓
氣溫開始回暖。氣象專家表示，平安夜
和聖誕節周末假期，氣溫可回升至華氏
70 度，相當於攝氏 20 度左右的好天氣

，今年將會是一個暖和的聖誕節。不過
，聖誕節假期雖然氣溫可達華氏 77 度
，但降雨機率偏高，聖誕節假期將會有
40%至 50%的降雨機率，日夜溫差偏大
，民眾外出還是需注意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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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圓滿成功舉行2016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圓滿成功舉行
2016年學期結業典禮暨成果展
年學期結業典禮暨成果展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於 12 月 14 日上午舉行 2016 年學期結業典禮暨成果展，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副處長林映佐、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休士頓僑務諮詢委員鄭昭、國慶主委趙婉兒、休士頓台灣同鄉
會周建佑副會長及世台聯合基金會(STUF)秘書長林誌銘均應邀出席，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及院長許勝
弘致詞時表示，學院舉辦各項活動都離不開社區大力支持，特別感謝經文處、僑教中心以及社區的協助。
駐處林副處長肯定松年學院的貢獻，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則感謝學院為休士頓長輩們提供精采的課程，豐
富長輩們的退休生活，而長輩們熱愛學習的精神，值得所有晚輩效法。結業典禮中，由所有長輩們所組成
的松年學院合唱團帶來精彩表演，並邀請陳正德醫師針對糖尿病保健進行演講，會場週邊所展示長輩學員
們的作品，從插花、書法、國油畫到紙雕等藝術作品，多元且精緻，更讓與會貴賓留下深刻印象，結業典
禮在溫馨氣氛下圓滿成功.

休士頓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

在僑教中心數位學習示範點舉辦年度 「數位教學觀摩會」
休士頓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 12 月 17 日下午在
僑教中心數位學習示範點舉辦年度 「數位教學觀
摩會」，共有 40 餘位華文教師參與。本次數位教
學觀摩會共邀請到李玉珍、梁甄芸、姜丁云及邱
林貴美等 4 位主流學校及僑校教師前來介紹中文
教學與平版電腦 APP 的運用、方位詞的運用課程
、兒童華語文數位教學教案分享及數位資源在華
語文教學的運用分享等課程，透過經驗交流，切
磋彼此在數位教學上的經驗與技巧。
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特別感謝示範點及教
學點數位教師的協助與付出，並表示透過數位教
學觀摩會，能提供教師更多的教學資訊及教學方
法，並能提昇本地華文教師數位專業知識與教學
品質，有助海外華語文教育推廣，會中更藉機說

明 2017 年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活動內容及報
名辦法，將僑委會所舉辦的華裔青年活動介紹給
大家參考。
今年度休士頓華語文數位學習中心已陸續開
辦了 「結合現代漢語特色設計華語文教學遊戲活
動」、 「實用華語文數位教學資源」、 「全球華
文網雲端 Moodle 課程(1)、(2)」、 「數位華語文互
動評量、藺草編織文化教學」、 「以學習者為中
心的華語教學」、 「華文教學雲端應用課程」等
多項課程，並獲得許多參加培訓的教師好評，未
來示範點將接續開設更多的數位課程，歡迎所有
致力於華語文數位教學推廣的教師們繼續報名參
加。

信義會西南國語教會定於12月25日主日 慶祝耶穌基督降
【本報休士頓訊】定於 12 月 25 日主日，慶祝耶穌基督降生，聚會時間 9:30-11:30am，有詩歌敬拜、
獻詩、短片欣賞等等，歡迎社區的華人同胞一起來參加。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及院長許勝弘頒發紀念禮物給陳正德醫師感謝他
針對糖尿病保健進行演講.(記者黃麗珊攝
針對糖尿病保健進行演講.(
記者黃麗珊攝))

2016-2017年總統科學獎

為提升臺灣在國際學術界之地位，並獎勵相關科學在國際學術研究上具新創性及
重大貢獻之學者， 「2016-2017 年總統科學獎」自即日起明年(2017)3 月 17 日止受理提
名，該獎項遴選要點請至中華民國科技部(http://www.most.gov.tw)下載參閱或可洽該科
技部聯絡人:林雨萱小姐，電話:886-2-2737-7569，電子信箱:psp@most.gov.tw。

2017年德州中文教師研討會 現正接受報名中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與德州中文教師學會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Texas, CLTA-TX)及聖
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合作辦理的 「2017 年德州中文教師研討
會 (2017 Houst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PD workshop) 」將於
2017 年 1 月 15 日 (星期日) 在休士頓聖湯瑪斯大學舉行。研討會
首度邀請到全美外語教學協會(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主席 Desa Dawson 進行專題演講。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也十分重視這項活動，

將蒞臨為開幕致詞。
德州中文教師學會成立十年來致力於在德州推廣中文教育，
不僅積極與州教育廳(TEA-Texas Education Agency)溝通協調，制
定中文教師審核標準。並陸續於州內幾個大城市舉辦教師培訓講
習會，希望能盡快培訓出對教育有熱忱、且具有高水平、高素質
的中文教師，以解決各獨立學區想開中文課程但又找不到合格中
文教師的困窘。
德州中文教師學會每年會在德州不同的城市舉辦年會和各種

教師研討會，今年研討會移師到休士頓舉行，由多位
資深的大學教授、校長和老師擔任本次教師培訓講師
，師資陣容堅強。除可增進華語教學專業技能，也是
建立華師人脈連結的好機會。全程參與教師培訓者，
將發給結業證書(Certificate)，研習費用單據亦可抵稅
。歡迎中文老師以及有志在中文教育領域發展的各界人士踴躍參
與，報名方式及詳細課程內容請上德州中文教師學會網站 http://
clta-texas.org/。
日期：2016 年 12 月 21 日
發稿單位：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發稿人：鍾慧
電子郵件：houcul@houstoncu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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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亞裔整體學歷高 在近年收入有很大增長
美國亞裔可以被稱作是“模範族裔”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從最新幾個統計數據來看，美國華裔
的收入在近年有很大增長。據聖路易斯聯儲銀行 2 月末發布的研
究報告，亞裔美國人 2013 年的中位數財富為 9.1 萬美元，相當於
白人的 70%（後者達 13.4 萬美元），但與 25 年前（1989 年）相比
，增長了 43%，白人同期增幅僅為 3%。 62 歲以下亞裔的中位數
財富和收入則已超白人同齡群體，顯示亞裔年輕人明顯比老年人
富有。
馬薩諸塞大學社會學教授 CN Le 則說：“美國白人會基於族
裔背景來推斷亞裔人的地位，亞裔被認為是'模範少數族裔'——
事業成功、收入可觀、勤勉好學，且安靜低調，此觀念很普遍。
” 從最新統計數據來看，美國亞裔財富 25 年內增長 43%，其中
62 歲以下亞裔的財富已超同齡白人，美國亞裔整體學歷高收入高
, 美國華裔的收入在近年有很大增長。 在華人之外，1970、1980
年代以來，還有大批南亞高學歷人士移民美國，打下向高階層移
動的基礎。另外一個促使亞裔財富增加的的原因就是，亞裔美國
人的平均年齡更大。五六十歲的人當然會更富有一些，因為他們

要為養老存錢。 這種現像被歸功於亞裔青年的高教育水平與投
資習慣。報告顯示，亞裔整體的教育水準，較其他族裔要高。在
35 至 39 歲年齡組，擁有高中以上和大本以上學位的亞裔分別佔
73%和 65%，白人的比例則分別為 54%和 42%。經濟學家埃蒙斯
（Bill Emmons）分析，富有的亞裔人更有動力來學習金融及理
財知識，形成良性循環。這一類的簡單數據統計是美國亞裔仍舊
被看做是 “模範族裔” 的原因之一。
一項針對華人移民的研究——美國移民政策研究所（MPI）
2016 年發布的《華人居民在美國》報告顯示，華人移民學歷和家
庭收入均較高、被雇用機會大。美國華人家庭中位年收入為 5.7
萬美元，比美國本土居民多 4,000 美元。相比而言，來自香港的
華人移民更富有，美國香港移民家庭中位年收入為 8.96 萬美元，
不到 10%的香港移民處於貧困。報告分析，1978 年以來，來自中
國大陸的移民數量增加迅速；華人移民中，一半擁有綠卡，其他
則持工作簽證或難民身份；技術人才和持工作簽證的留學生佔比
都很大。

附中，中山女高，交大校友會
上周邀請美林証券王先生談投資

據統計，每三個亞裔美國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紐約、洛杉磯
或者舊金山，來自越南、寮國和柬埔寨的人們，他們佔據美國亞
裔人口的 40%到 45%, 華裔的比例更多，住在這三個城市的佔
46%。
如同美國其他族群，包括 48 個以上不同族裔的亞太裔，其
貧富差距相當懸殊。人口普查數據已經顯示，收入不均等在亞裔
當中更加嚴重。例如，印裔美國家庭的收入是美國平均家庭收入
的近兩倍，而孟加拉裔和柬埔寨裔的家庭收入卻低於平均收入。
亞裔移民中，既無經濟基礎、也無高收入工作所需技能的人（特
別是難民）也為數不少。相比白人與亞裔，非裔與西語裔的財富
值要更少一些，並且似乎他們也並未有所進步。部分原因是，這
些群體平均賺的錢要更少，並且他們能夠獲取的機會也更少。
美國亞裔的生活蒸蒸日上。平均來看，他們比白人賺得更多
，鑒於此，亞裔美國人群體的財富收入便更加顯著。 正如 CAP
報告中所指出的，這是一個最富有亞裔逐漸從人群中脫穎而出的
現象。在這個問題上，美國亞裔確實可以被稱作是 模範族裔。

光鹽社健康講座
主題為 「中醫粥的食療與時辰養生」
粥是中國人飯桌上再平常不
過的東西了，中醫強調食補，注
重食材的屬性，在不同的時節，
選擇合理的食材來煲粥，可以對
身體起到很好的調養作用。
光鹽社於 2017 年 1 月 7 日下午
2 點到 4 點於華人聖經教會舉辦健
康講座，邀請超過 30 年臨床經驗
的劉青川中醫師主講 「中醫粥的
食療與時辰養生」。

劉青川中醫師出身於醫學世
家。 1982 年畢業於著名成都中醫
藥大學醫學系。曾從師川蜀名老
中醫，並從事中西醫結合臨床及
中醫函大教學。來美二十餘年作
為資深的德州執照中醫針灸師，
對內、婦、兒、外諸科疾病及腫
瘤癌症的輔助治療都有豐富的臨
床經驗。
如有疑問, 歡迎致電光鹽社詢

問：713-988- 4724
主題： 「中醫粥的食療與時
辰養生」
主講： 劉青川中醫師
時間： 2017 年 1 月 7 日下午 2
點到 4 點
地 點 ： 華 人 聖 經 教 會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圖文：
圖文
： 秦鴻鈞
又是新的一年即將開始，
又是新的一年即將開始
，休士頓附中校友會
休士頓附中校友會，
，中山女高及交大校友會成員上周
六在 Tracy Gee Center 集會
集會，
，邀請美林証券投資專家王先生談川普上台以後美國的投
資前景。
資前景
。王先生在演講中指出
王先生在演講中指出，
，股票漲漲跌跌
股票漲漲跌跌，
，仍有其不確定的風險存在
仍有其不確定的風險存在，
，他談股
票証券，
票証券
，沒有絕對的賺與賠
沒有絕對的賺與賠，
，要投入此行者
要投入此行者，
，必需先具抗壓的能力
必需先具抗壓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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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即將來臨---中國人過聖誕節為何與西方人不同
（記者陳松/休斯頓報導）“中國式”聖誕
節，指的是聖誕節在中國越來越具有中國特色
，這些中國特色有時令人著迷，有時令人困惑
。因為商業的炒作以及年輕人的追捧，正在變
味。聖誕節在西方，是和家人在一起團聚。而
中國人過聖誕節的典型活動則是外出娛樂，包
括看電影、去卡拉 OK 吧或者購物。
聖誕節，這個被認為是西方“洋節”的節
日，開始在中國“入鄉隨俗”。 中國式聖誕節
，形態各異的聖誕樹，身著紅色聖誕服飾、留
“白胡子”的店員，“聖誕快樂”句句問候。
西餐廳特出的“溫馨”、“浪漫”等主題，更
加是贏得年輕情侶的追捧。
“中國式”聖誕節是一個令人著迷的中國
矛盾：聖誕節在中國已成為一個非常受歡迎的
節日，相關的生意非常紅火，但中國並不是一
個宗教國家。聖誕節傳統在中國還很年輕，但
是與中國數百年來吸收和改造的許多外國風俗
壹一樣，中國的聖誕節也越來越具有中國特色
。對於外來者來說，這些中國特色有時令人著
迷，有時令人困惑。如在平安夜，一種叫“平
安果”的禮物，在人們的手中悄然傳遞著。平
安夜送“平安果”這個習俗，只有在中國才有
。
過聖誕節的傳統在中國興起的時間仍相當
短，但正如中國幾個世紀以來已經吸收並為其
所用的許多外國習俗一樣，聖誕節已形成中國
特色。第一，人們對待聖誕節的方式更像是過
聖帕特裏克節或情人節。也就是說，它是一個
讓人感到心情愉快的日子。人們紛紛外出與朋
友聚會，而不是像美國人與家人共度時光。慶
祝聖誕節的典型方式包括看電影、唱卡拉 OK 或
者購物。聖誕前夜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購物時段

。年輕的情侶或夫妻把
它視為一個浪漫的日子
。滑雪場和遊樂園是很
受歡迎的度假場所。
中國的基督徒若想
過西式的聖誕節，將會
受到約束，盡管政府允
許更加商業化的聖誕節
自 20 世紀 90 年代起開
始逐漸變得欣欣向榮。
無論是否有意為之，它
都使西式的聖誕節黯然
失色，淡化了這個節日
的宗教內涵。從某種意
義上說，聖誕節在中國
變得越流行，其具有的
基督教特性就越少。
每當聖誕臨近，人
們打開電腦，總能收到
一些熱心網友的聖誕祝
福，一張張圖文並茂、
喜氣洋溢的聲樂電子賀
卡，讓人在逐漸變暖的
冬季感受到異洋的溫暖
。的確，西洋文化在中國已由微風細雨演變成
狂風驟雨，最為直接和集中的體現，莫過於聖
誕節在中國的悄然興起與日趨流行。每值聖誕
節來臨，商場、飯店、賓館擺放起耶誕樹，懸
掛起慶祝耶誕橫幅，員工們戴起小紅帽；幼兒
員孩子們圍繞在耶誕樹前載歌載舞，期盼著老
師分發耶誕禮物。中國人把聖誕節西洋化的宗
教節日賦予濃重的中國特色：喜慶而又熱烈，
有聲而又有色，真是匠心獨運，別具壹格。聖

各大商場內聖誕老人忙著促銷活動((圖片來自網絡
各大商場內聖誕老人忙著促銷活動
圖片來自網絡))

充氣聖誕老人戶外展示((圖片來自網絡
充氣聖誕老人戶外展示
圖片來自網絡))
誕節前夜，大小餐館必定人滿為患，高級飯店
的聖誕派對必定座無虛席，大型超市商場必定
通宵營業，大街小巷必定人群摩肩接踵，浩浩
蕩蕩。
據了解，中國主要城市有三分之一的市民
慶祝聖誕，慶祝聖誕的主要城市居民中，70%的
年齡在 38 歲以下。有零售業者認為，這個源自
西方的節日已經變得幾乎跟傳統的春節一樣重
要。商家以聖誕節刺激消費，並以年輕人和受

室內佈置得充滿聖誕節的氣氛((圖片來自網絡
室內佈置得充滿聖誕節的氣氛
圖片來自網絡))

良好教育者為主要消費對象。在中國，聖誕節
只是一種狂歡。看電影、搞促銷、大酬賓、大
甩賣. 確切來說，這是一種商業的狂歡, 也是很
多年輕一族一年當中最期待的一天, 盡情的瀟灑
, 盡情的釋放自己的情懷, 也就是西方文化對中
國文化的影響,不管怎麼, 只要每個人高興就好,
享受這美好一天的到來.

踩著高蹺的聖誕老人((圖片來自網絡
踩著高蹺的聖誕老人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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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gage Alliance

全通貸款

林臻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TX NMLS #290226

2016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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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www.mortgage-alliance.com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8

Harwin Dr.

er

圍牆鐵門電子鎖
閉路監控與巡邏
國粵滬語服務佳
幸福永遠跟隨您

ssn

☆
☆
☆
☆

↑
N

Ge

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王朝

華人管理順心意
位於西南城中區
購物辦事兩相宜
公車校車在門前
(1)(2)(3)房任君選

頂好超市
Ranchester

☆
☆
☆
☆
☆

59

惠康超市

Bellaire Blvd.
Beechnut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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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牙科

特色服務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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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CENTRAL DENTAL
˙20 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 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 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 Bellaire 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D.D.S., M.S., Ph.D.

醫生專頁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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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癌症后的積極生活”支持小組
癌症健存者經常感到疲勞和壓力。癌症健
存者如遵照健康生活習慣，則可以降低他們的
癌症復發概率，減少疲勞和壓力，並提升體
能。“癌症後的積極生活”（Active Living After
Cancer） 是 一 個 由 德 州 癌 症 預 防 及 研 究 中 心
（CPRIT）提供資金的項目。此項目通過鼓勵
癌症健存者進行體能活動，及提供健存者所需
的支持及導航服務，從而幫助休斯頓地區長期

靜坐的癌症健存者提高生活質量。休斯頓地區 /
哈裏斯郡有數量龐大並持續增長的癌症健存者，
許多健存者在醫療方面並未得到足夠的服務。
這樣的需求使得幫助健存者提高健康狀況及身
體機能，帶來生活狀態顯著改善，並能夠預防
癌癥重發的項目體現出其必要性。
2017 年 1 月開始，每月第二個週六下午 2
至 4 點，安德森癌癥中心講師將在光鹽社帶領

“癌症後的積極生活”支持小組聚會，現場提
供中文翻譯。聚會共 12 次，外加一次項目結束
兩個月後的重聚聚會。每次小組聚會內容包括
有關增加體能活動的認知和行為技巧訓練，營
養以及癌症健存者相關話題的討論。 參加此項
目者，必須是曾經被診斷有癌症的女性，目前
沒有進行放療或化療（荷爾蒙治療除外），每
週進行中等強度的體能活動不足 150 分鐘。12

次小組聚會將會幫助參加者學習如何更積極地
參加體能活動，了解癌症健存者所需資源，從
其他女性癌症健存者那裡獲得支持。為了使參
與者最大受益，請盡可能出席每次聚會。
支持小組報名咨詢請致電光鹽社 713-9884724，報名截止時間為 2017 年 1 月 13 日。第
一 次 聚 會 時 間 為 2017 年 1 月 14 日 下 午 2:004:00。

野花牌綠蜂膠蜂膠 Apiario Silvestre 讓“亞健康”成為歷史
國內外醫學界近年就此種狀況提出了一項
新概念，即“亞健康”狀態，指的是人體雖無
明確的疾病，卻呈現出活力下降，功能減退的
一種生理狀態。
從生理而言，隨著年齡增長，人體各部位
器官功能逐步退化，衰弱。有的專家還提出，
由於計算機等現代辦公工具的出現，大大加速
了信息運轉，人們生活，工作的節奏也大大加
快，生活與工作的壓力日增，這種變化極大的
影響了人們的身體健康，最直接的就是這種屬
於“亞健康”狀態的特定人群，已由原來的老
年人群擴大到中年。
野花牌綠蜂膠是一種珍貴的天然免疫增強
劑，它富含的 400 多種有效成份，能夠顯著增
強人體的免疫能力，刺激身體產生抗體，抵抗
多種健康問題，同時蜂膠殺菌，消炎，淨化血
液，軟化血管，改善微循環及抑制脂質過氧化
等都是保持健康必不可少的條件。這樣可以增
加體力，改善體質，使心情舒暢，疲勞消除，
夜裏能熟睡，大便有規律，臉色變好，眼也有
神，飲食增加等，各種不適症狀都明顯改善。
野花牌極品綠蜂膠——“強化免疫力，改
善亞健康”真實案列：鄭某某，女，47 歲，曾
經體格非常健康，幾乎很少去看醫生，對自己
的健康狀況很有信心，但是從 2、3 年前就開始
覺得身體的狀況不是很好，總是覺得有一種疲

倦感。有一天在路上走著走著，突然在路上跌
倒了，自己也不知道是為什麼。到醫院去檢查，
醫生也沒有說出究竟是哪兒出了毛病。他也買
了不少保健品來吃， 但身體狀況越來越差，頭
總覺得沉沉的，幾乎無法工作。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她遇到了一位朋友，
看到她的精神狀況很差，氣色蒼白，便向她推
薦了野花牌綠蜂膠。但她並不是很相信，抱著
試試看的態度，買了兩瓶野花牌綠蜂膠，並照
說明開始服用。剛開始服用的 2-3 周，不知不
覺中，清早比較容易起床，晚上睡覺時也安穩
多了，一個月後，身體感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
輕鬆，原來頭上沉重的感覺消失了，身體又充
滿了活力。
有類似狀況的人，可以口服野花牌綠蜂膠，
每日 3 次，每次 15-20 滴；早晚空腹舌下含服
蜂王漿，每日 2 次，每次 5-10 克，是改善“亞
健康”狀態，促使精神旺盛的最有效方法。
巴西 Apiario Silvestre 野花公司秉懷對人類
健康事業的愛心，每一滴“野花牌綠蜂膠”，
均 為 國 際 GMP 產 品， 淨 濃 度 85%， 類 黃 酮
(Flavonoids)7%, 酚多體 3.5%，數倍或數十倍于同
類產品，且不含酒精、無有害重金屬和蜂蠟等，
自 1982 年以來巴西質量評測及出口銷量穩居第
一，是您保健養生的最佳伴侶。
加拿大 NPN#80006418·
美國 FDA 食品藥品監管局註
冊 #10328566522·國際 GMP
Site License#300909· 全 球
HACCP 質量認證 BR13/7429
野 花 牌 綠 蜂 膠 (Apiario
Silvestre) 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
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 美 免 費 長 途：
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
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
訪問，祝您健康！

健康保養
医生·保健与养生

揭

种错误壮阳法
种食物常吃胜伟哥

（家庭医生在线） 壮阳的方法是人们一直都在

种看法影响了很多现代欧洲人。然而据美国著名松

关注的健康话题，为了达到壮阳效果，大家也一直

露研究专家詹姆斯·特雷普介绍，松露含有的麝香

在常识各种壮阳食物，壮阳方法。那哪些壮阳方法

味只能促使猪发情，
没有证据表明对人有效。

最有效呢？

5、
香料提神壮阳

揭秘 5 种错误的壮阳方法

源自亚洲的很多香料被人认为可以挑起性欲。

1、
牡蛎催情壮阳

然而芝加哥香气与味道疗法研究基金会博士艾伦·

牡蛎是欧美人崇尚的催情美食，调查显示，

荷西指出，测量显示，使用香料后，阴茎与阴道的充

25%的人认为它有催情作用。心理学家、
《无畏的性

血程度并无太大变化。

3 种食物效果超过伟哥

爱》一书的作者乔伊·大卫森认为，牡蛎特殊的形状
经常被比作女性生殖器，从心理角度来说，可能刺

一般男性的那事不行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就

激男性性欲。但从营养角度来说，牡蛎中含有大量

是“伟哥”
，但是药三分毒，常吃肯定是是有风险的。

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锌，只能帮助提高系统免疫

那么说，有什么可以取代“伟哥”的作用呢？有以下

力，提升性欲是绝不可能的。

三个食物，
常吃可以超过
“伟哥”的功效。

2、
巧克力壮阳

1、
海藻类

也许是情人节的关系，
人们习惯把巧克力与爱

海藻含藻胶酸、甘露醇、钾、碘及多种微量元

情联系在一起。但在心理学者及性保健专家林达·

素，与淡菜、牡蛎等生长于海藻间的贝类海鲜食品，

戴维勒的研究中，巧克力的主要成分是可可，能抗

均具有补虚益精、温肾散寒的功效，也是滋阴平肝

氧化，
降血压，
但绝不可能让人一夜神勇

的营养食品。对防治肾功能虚损，阳痿、早泄、精力

3、
辣椒壮阳

不足、
妇女阴虚白带，最为有效。

印度、南美洲很多人认为，辣椒外观类似男性
生殖器，味道辛辣刺激，正像如火的爱情。实际上，

2、
坚果类
维生素 E 与生育有关，
故又称生育酚。维生素

辣椒所含的物质只有抗氧化、促进新陈代谢、止疼

E 可通过垂体前叶分泌促性腺激素而调节性功能。

的作用，
跟壮阳完全无关。

坚果种仁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有促进性兴奋作用。

4、
松露壮阳

在常饮酒精饮料及口服避孕药、阿司匹林等药物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深信松露具有壮阳作用，
这

时，都会增加机体对维生素 E 的需要，所以应注意

补充。另外，坚果种仁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

提高人体耐力、
体力、
精力。麦芽油中含有一种叫二

物、糖类、果酸、可食纤维素、维生素 C、胡萝卜素及

十八(烷)醇的物质，研究表明，二十八(烷)醇能将食

各种微量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滋养、保健功效，多

物储存的能量转化为生物能，从而加强肌肉的力

食有益。

量、
耐力和活力。二十八(烷)醇还能提高服用者的生

3、
麦芽油

育力和精子产量。麦芽油还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有

麦芽油是许多营养品的重要组成成分，有助于

抗氧化活性，所以被誉为天然维生素 E。

咖啡可降低癌症发病率！
（环球网）
糖尿病是危害
中老年人群健

日本 Livedoor 新闻网 11 月 6 日刊文进行了详细的

人，
女性约 3.1 万人。研究组在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

喝咖啡的人的肝癌发病率比几乎不喝咖啡的人低

介绍。

追踪调查后，于 2009 年在相关学术报刊上发表了

一半，每天喝 5 杯以上的人发病概率仅为不喝咖啡

研究成果。调查数据表明，每天喝咖啡达 5 杯以上

的人群的四分之一。

据悉，2002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部副教授罗

日本营养学家安中千绘称，类似的相关趋势也

康的几大疾病

布?M?范达姆在医学杂志《医学志》上发表论文称，

的人群比几乎不喝咖啡的人群患糖尿病概率低，具

之一，日本国

其研究团队在对约 1.7 万名荷兰男女进行了长达 7

体到性别则男性约为 2 成，
女性约为 6 成。不过，
以

可以在其他癌症研究中找到，如口腔癌、咽喉癌等。

内的糖尿病患

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每天喝咖啡 7 杯以上的人患

上研究均没有对放不放糖做出规定。同时，
这项“多

她介绍：
“2013 年美国癌症协会以 97 万人为对象进

者多达 700 万

糖尿病的概率比每天喝不超过 2 杯的人低一半。

样人群研究”还表明常喝咖啡可以降低肝癌的发病

行了大规模的追踪调查。期间，共 868 人患口腔癌、

风险。

咽喉癌死亡，而经常喝咖啡的人群这一死亡概率偏

人，潜在患者人数更是超过 2000 万。除了存在运

此外，日本国立癌症研究所预防治疗研究中心

动、饮食、遗传基因等影响因素外，各国研究都得出

也进行了类似的“多样人群研究”
。研究对象为约

据 2005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对约 9 万

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常喝咖啡的人不易患糖尿病。

5.6 万名 40 至 69 岁的日本人，其中男性约 2.5 万

名男女跟踪调查 8 至 10 年后，研究组发现每天都

低。每天喝 4 杯以上的人比不喝咖啡的人的死亡概
率低约 40%。”

休城工商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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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醫療中心栗懷廣醫學博士談保健
在於即早就醫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於 2014 年
出來開業的 「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早在開業之前，已在醫學的
領域內埋首三十年，81 年上北京醫科
大學（ 即北京大學醫學院 ），87 年畢
業後又繼續讀到博士，之後一直在中國
行醫，2002 年來美，在貝勒醫學院研
究 「內科 」，2014 年出來開業，是中
國城內僅有的幾位內科醫生之一。
栗醫生主 治：內科，家庭全科，
高血壓，糖尿病，腸胃，甲狀腺疾患，
關節炎，年度體檢，婦科檢查，心電圖
，肺功能，血尿化驗，外傷，急診，外
科小手術等。
這些年來，栗醫生看的最多的
「內科」 病症，如一些現代病甲狀腺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這些病
如不好好控制，很容易造成血管病變或

心臟梗塞，腦中風，因此 「即早就醫
」 ，把疾病控制住，是對治疾病的良
方。
而如何避免這些煩煩的疾病，栗醫
師認為：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避
免疾病首要條件。如：（ 一 ） 健康的
飲食，如蔬菜，蛋白質，米飯以 1/2,
1/4, 1/ 4 的比例攝取，任何一項多或少
都不好。 （ 二 ） 運動： 多作有氧鍛
鍊，至少每周三次，每次半小時以上。
（ 三 ）合理的喝水： 不要喝含糖飲料
，不要買商業果汁，水果以吃為主，勝
於榨汁。（ 四 ） 煙，絕對要戒，有百
害而無一利，抽煙易造成呼吸道感染，
甚至罹犯肺炎，肺癌。（ 五 ） 酒要少
喝，（ 六 ）健康的心理： 很多人對心
理健康並不重視，當造成心理的傷害，
「憂鬱症 」找上門才知嚴重。中國人

常以看 「精神科」 為恥，至延誤病情
，造成更大的傷害已太遲了，因此，栗
醫生再三疾呼，要注意心理的健康。
其次，預防體檢的重要： 任何疾
病是預防勝於治療，通過體檢，查出有
無高血壓，高血糖，高膽固醇，是給我
們自身的警訊，好對症下藥。
第三，有疾病要在醫生的指導下積
極治療，不要諱疾忌醫，造成嚴重的併
發症，更加難治。尤其一些糖尿病，高
血壓，肝炎，痛風病人，應隨時對自己
的疾病採取警覺，經常量血壓，血糖，
掌握身體變化的根源，知道應如何吃，
如何喝，以科學化的精神對待自己的身
體。
栗懷廣醫師在自己出來開業之前，
是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主治醫師，他非常關心病人，

視病人如親人，記者曾多次目睹，即使
在下班時間，栗醫生還會親自接電話，
認真回答病人詢問如何服藥的細節，對
每一位病人的病情鉅細靡遺，瞭如指掌
。栗醫生還經常抽空參加社區的健康講
座，對每一位僑胞，認真解說保健的要
點，把所學回饋僑社。這與有些醫生匆
匆看完一個病人，分秒必爭，忙著接下
一個病人的態度迥然不同。從學驗俱優
的栗懷廣醫生身上，我們看到醫師 「
濟世救人 」 的偉大使命感，而非僅僅
是把它當作一個掙錢的行業而已。
「黃金醫療中心 」每週七天看診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週一至週五，為
上午八時半至下午六時，週六為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週日接受預約。
「黃 金 醫 療 中 心 」 的 地 址 ： 9750
Bellaire Blvd.,#180, Houston TX 77036

「 金冠海鮮酒家」
新推出特價白灼大蝦，每盤特價僅18.99
元
華嚴蓮社本週五起啟建藥師消災祈福法會連三日
紅人歸聖誕節呼籲關註女性健康
推出特價雙龍蝦堂吃，外帶不限量 特價海鮮，不限量，隨意點(限堂吃)

華嚴蓮社訂於 2016 年 經，二十九日上午九時恭 延壽祿位。三天法會均備

在 30 歲 -40 歲的白領女性中，約有近 1/3 的人 卵巢早衰已經成為女性健康美麗的“隱形殺
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誦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 有素齋供眾，歡迎踴躍參
有不同程度的卵巢早衰現象。卵巢功能衰退會 手”！ 35 歲甚至 30 歲卵巢功能就開始下降的
。三十日（農曆二十八、 德經，三十日早上九時起 加，同沐法雨，共邀福佑
導致以下疾病：
女性，不但會被痛苦而漫長的更年期癥狀折磨，
二十九、三十日）星期五~ 禮拜慈悲藥師寶讖。中午 。
（1）生殖系統：月經不調、陰道萎縮幹澀、 而且還將以高於正常值 5-6 倍的速度衰老下
星期日假本社最吉祥殿， 十一時奉獻妙供，上供十
德州休士頓華嚴蓮社
排卵率低、性生活障礙和性冷淡等；
去……一切的一切告誡您：迫切需要加強卵巢
方三寶，下濟六道羣靈。 地 址 ： 9369 Wilcrest Dr.
（2）植物神經系統：潮熱、易怒、抑郁、 保養意識！啟建藥師消災祈福發揮，
聖誕節就要到了，紅人歸呼籲關註
將三永日誦經功德迴向參
下午四時晚課及蒙山施食
Houston TX 77099-2128
失眠等；
女性健康。
鮮 ： 2， 德 州 生 蠔 （ 蒜 蓉 或 豉 汁 ） ， 半 打
，利益幽冥眾生。
Tel:281-495-9700 ,
（3）體形：發胖，小腹臃
加拿大與者闔家平安，身心健康
viker 公司生產的紅人歸（sangel）膠
$11.99 元，一打$21.99 元，3，維吉尼亞紅蟹
腫、臀部下墜、水桶腰等；
囊是采用現代科學手段，從多種天然植物中提
，增幅延壽。同時祈禱國
屆時敬請諸大護法， 281-879-4485
FAX:
（ 蒜蓉蒸或沙茶粉絲煲 ），每客$9.99 元，以
（4）皮膚、毛發：幹燥、 取的精華素的復合物，能夠活化卵巢微循環，
泰民安，風調雨順，世界 善信人等，駕臨拈香，同 281-498-2984
失去彈性等、脫發、光澤減退； 增強微循環攜氧能力，保證充足的營養供給，
及 「金冠」 最著名的特價雙龍蝦，一個 Or和平。
祈福益，凡欲祈福消災者 Email:ablsbuddha@yahoo.
（5）
免 疫 力 降 低： 易 感 滋潤和營養開始萎縮的卵巢，強化卵泡活力，
der 是$26.99 元，過去第二盤就要恢復原價，
二十八日上午九時起 ，即日起敬請與華嚴蓮社 com.tw
圖為 「 金冠海鮮酒家」
新推出的新鮮白灼蝦，每大盤
冒、感染炎癥或患慢性病等； 旺盛雌激素水平，科學推遲更年期，再現女性
如今特價期間，不論你買多少個 「特價雙龍
恭誦佛說觀藥王上二菩薩 聯絡登記，以便設立消災
僅特價$18.99 元。（ 記者秦鴻鈞攝 ）
（6）心血管系統：動脈粥 魅力！在我們歡度聖誕節的時刻，也不要忘記
蝦」 ，一律給予每個 order 都是$26.99 元，這
樣硬化如心肌缺血、心肌梗死； 關註女性健康
對大量來買外賣（To go ) 的客人是天大的好
妃雞、中式牛柳、蜜椒牛仔骨、椒鹽焗排骨、蘭遠滑牛肉，脆皮
，以客為尊，無論添酒加茶，照顧的無為不至，使您在這裡用餐
（7） 泌 尿 系 統： 尿 道 萎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花開花落話更年”
消息。
炸大腸、清蒸游水魚、焗龍蝦、薑椒焗大蟹、雙耳扒海參、九層
，有 「賓至如歸」之感。
縮，尿多、尿頻、尿失禁等； 免費資料索取網址 www.vikerm.com
「金冠海鮮酒家」以港式粵菜為主，其七天茶巿，週一至週 塔炒蜆、XO
小炒王、雙菇玉子豆腐、鐵板黑椒牛柳、蟹肉扒豆
今秋時節，
（8）骨骼：頸椎病、風濕
加拿大 VIKER 公司 北美免費咨詢電話
1— 「金冠海鮮酒家」已備妥了各項名菜餉客，也
四上午十一時至晚間十時，週五、六上午十時半至晚間十一時 苗、馬拉盞
病、關節炎，骨質疏松癥等
;
888—518—7778
A 菜……等一百廿餘種拿手菜，任憑您點，沒有做不
歡迎外賣（TO GO），他們已備好各式菜餚，歡迎電話點菜，
，週日上午十一時半至晚間十時。同時間七天供應特價午餐 出來的菜色。
（9） 消 化 系 統： 胃 部 不
全 球 女 性 更 年 期 保 健 免 費拿了就走，作家庭
咨 詢 電 話 1— Party 或公司 Party 使用。
（年節、假日除外）每道菜 6.25 元起，包括貴妃雞、涼瓜牛肉 適、食欲減退、便秘等。
604—518—7778
傳真
:1-604-303-7720
「金冠海鮮酒家」佔地寬敝，停車位多，省卻了您吃飯找停
「金冠海鮮酒家」的地址在： 10796 Bellaire Blvd, Suite C,
、椒鹽排骨、京都焗肉排、沙律合桃蝦球、干煸四季豆，干炒 車位的煩惱，內部場地寬敞，佔地一萬一千呎，使在這裡吃飯成
世界衛生組織多次呼籲：
Houston, TX 77072（百利大道與 Wilcrest 的交口，原 Kroger 舊址

三四十歲的女性按道理說本應進入一生當
中最成熟最迷人的時候，但是由於高壓緊張的
（ 本報記者秦鴻鈞 ）已於去年年底開張
生活和工作，加上不良飲食習慣、不良生活習
的 「金冠海鮮酒家 」，經過半年多來的努力
慣、有害輻射、化學汙染，人體隨之會不同程
，磨合，生意愈來愈好，每至周末和佳節午，
度的出現各種問題。女人出現皮膚粗糙、性欲
晚餐時間，更是高朋滿座，大排長龍。 「金冠
冷淡、月經不調，失眠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出
海鮮酒家」為答謝各界，於日前新推出特價海
現跟女性卵巢早衰有關。世界衛生組織調查，

牛河、星洲炒米、鴨絲煎麵……等粵菜。
為莫大的享受，該酒家還設有屏風，如果是團體訂餐，可以屏風 ）
另 「金冠」在午、晚間還推出名師特色菜、包括： 「頭抬 隔開，保持隱私。
定座電話： （281） 575-1768，
」炸蝦丸、涼拌海蜇絲、佛山札蹄、玉龍卷、酥炸鵪鶉……等 「金冠海鮮酒家」從老闆、經理、到所有服務人員，都招待周到 FAX：(281)575-1763
，其特色菜包括：紅燒乳鴿、北京片皮鴨、明爐烤鴨、金冠貴

休斯敦黃河合唱團 2016 音樂會「濤聲二十年」

大合唱壯闊的部份特寫。

由指揮莊莉莉（ 前排中 ）率領休斯敦黃河合唱團，達拉斯神州合唱團，疊聲合唱團，休斯敦中華合唱團大
合唱後謝幕。

部份演唱者特寫。

黃河合唱團演唱「 我愛你，塞北的雪 」。

黃河合唱團部份團員演唱特寫。

黃河合唱團部份團員演唱特寫。
謝幕時觀眾代表上台向歌者獻花。

現場觀眾聽的如醉如癡，十分投入。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綜合經濟
星期五

2016 年 12 月 23 日

OPEC 減產協議實施存疑

美國頁巖油產量大增，進而抵消減產帶
來的影響。對此，12 月 10 日沙特能源
部長 Khalid al-Falih 稱，他預計美國的
頁巖油供給不會在 2017 年大增。
不過，“隨著各國開始實施減產，
會回到 60 美元每桶附近，如果大家都
配合，那麽預計油價將升至 60-65 美元
每桶，但這將是個難以突破的頂部。因
為，油價上到 60 美元，很多生產商將
復產，尤其是美國的頁巖油。”王昕傑說。
高盛的報告也指出，若參與減產協議的產
油國遵守承諾，油價有望在 2017 年上半年上
探 60 美元／桶。但是，美國頁巖油的產量反
彈將使油價跌回 55 美元／桶。就目前美國橫
向的鉆井數量來看，頁巖油產量已經在 2017
年第壹季度產量增長的軌道上了。在 55 美元/
桶 WTI 油價環境中，美國生產商將能夠在“有
限的現金流超支以及更低的杠桿”條件下實現
80 萬桶/日的年度增產。
IEA 最新發布的月度報告指出，油價反彈
也可能導致美國頁巖油生產商的產量更高，美
國頁巖油產量的小幅增長趨勢是可預見的。
IEA 比羅爾（Fatih Birol）11 月份在接受采訪
時表示，如果 OPEC 的減產協議幫助油價重回
60 美元/桶，他認為這樣的價格水平足以幫助
美國頁巖油產商重啟擱置的石油鉆井，不過新
增產量仍需 9 個月的時間才能真正進入市場。
目前，美國活躍的鉆井數量雖與其歷史峰
值相去甚遠，但有跡象顯示，數量正在增長中
。美國油服公司貝克休斯（Baker Hughes）12
月 9 日公布數據顯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9 日當
周美國石油活躍鉆井數增加 21 座至 498 座，為
2015 年 7 月以來最大單周增幅，同時觸及 2016
年 1 月以來最高水平，過去 28 周內有 25 周錄
得增加，累計增幅達 182 座。
2015 年美國石油活躍鉆井數壹共減少了
963 座，為 2002 年以來首次出現年度下降，同
時年度降幅也達到 1988 年以來最大。在 2010
至 2014 年的五年內，美國石油活躍鉆井數平
均每年增加 216 座。美國石油活躍鉆井數曾於
2014 年 10 月觸及 1609 座高位。
此外，特朗普放開對美國能源業限制的主
張，或將使得美國的頁巖油供應進壹步擴張，
從而限制油價的上行空間。
在原油需求端方面，目前出現了好轉跡象
。由於全球原油最大的消費國（美國和中國）
的石油需求預估修正，IEA 在最新的月度報告
中分別上調了今年和明年的全球石油需求預期
。IEA 預計 2016 年和 2017 年全球石油需求分別
上漲 140 萬桶/天和 130 萬桶/天。
“就原油短期交易來說，預計還有從目前
價格到 60 美元每桶的壹個上行空間，但需要
指出的是，短線交易風險較大，預計消息面帶
來的波動會較大；可以選擇中長線的交易。我
認為相較於直接做原油交易，原油企業股票會
是更好的選擇，過去四個多季度以來，由於油
價暴跌，全球原油企業大部分都是虧損的，現
在油價穩定在 50 美元以上，原油企業會漸漸
開始盈利，帶動股價的上升。”王昕傑說。

油價中長期仍承壓
綜合報導 “OPEC 國家並沒有良好的減產
歷史紀錄，OPEC 自 1982 年以來達成 17 次減產
協議，但其實際的減產幅度卻只有協議規定的
60%。”王昕傑說。”目前的減產實施情況仍
然撲朔迷離。
11 月 30 日，OPEC 組織成員國達成了 2008
年以來的首個減產協議，同意減產 120 萬桶/日
，其中沙特減產份額最大，達 48.6 萬桶／日。
協議定於明年 1 月份開始實施，實施期為 6 個
月，如有必要，將再延長 6 個月。
12 月 10 日，以俄羅斯為代表的非 OPEC 產
油國和 OPEC 達成協議也加入減產，將共計減
產 55.8 萬桶/日，雖然低於 60 萬桶/日的預期，
但依然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減幅。其中俄羅斯的
減產量占到 30 萬桶／日，該國最早將在明年 1
月份實施減產，最晚為明年 3 月份。
至此，包括 24 個國家在內的產油國將共
計減產 175.8 萬桶／日。目前這 24 國的總產量
為 5260 萬桶／日，占到全球總量的 54%。
此外，沙特能源部長 Khalid al-Falih 在 12
月 10 日表態，該國將在達成的協議基礎上更
大幅度地削減產量。Khalid al-Falih 稱，沙特
準備削減至顯著低於 1000 萬桶/日的水平，具
體要取決於市場環境。受到上述消息的提振，
12 月份以來，美油布油期貨近兩周以來雙雙
上漲達 18%左右。
不過，12 月 15 日，美聯儲加息的消息暫
停了油價漲勢，因美聯儲暗示明年將加息 3 次
，此前預期為 2 次，該消息引發了美元指數的
飆升，目前已突破 103，美油布油期貨雙雙跌
超 3%。
但多位接受采訪的市場人士認為，強勢美
元對於油價的打壓是短期現象，應回歸到基本
面來看油價走勢。
“短期來看，美聯儲鷹派的論調可能會在
原油市場引發壹些獲利了結。長遠來看，此前
OPEC 及非 OPEC 達成的減產協議，以及中國
和美國方面的強勁需求，將幫助油價克服市場
擔憂（繼續上揚）。”野村亞洲區石油和天然
氣行業研究主管關容樂於北京時間 12 月 15 日
通過郵件對記者表示。
12 月 16 日亞盤時段，油價已重拾漲勢，
截至截稿，WTI 原油期貨微漲 0.49%，報 51.15
美元／桶，布倫特原油期貨漲 0.44%，報 54.26
美元／桶。
國際能源署（下稱 IEA）12 月 14 日發布的
月度報告指出，如果 OPEC 成員國和非 OPEC
產油國能夠積極落實減產協議，那麽石油市場
將進入供不應求的狀態。在未來數周，投資者
將深入了解 OPEC 成員國和非 OPEC 產油國的 8

年來首份全球限產協議能否全面實施，並將成
為油價走勢表現的關鍵時期。
減產協議能否切實執行？
“減產協議短線對油價起到支撐作用，畢
竟 OPEC 和非 OPEC 協議都剛剛達成，目前市
場對油價預期樂觀。但我們的態度有所保留，
減產只有半年，短線上將造成原油供給的減少
。中長線來看，油價仍然承壓。”渣打銀行中
國財富管理部投資策略總監王昕傑通過電話對
記者表示。
但市場仍不乏質疑聲。質疑壹是減產承諾
是否能夠被切實執行。
“OPEC 國家並沒有良好的減產歷史記錄
，OPEC 自 1982 年以來達成 17 次減產協議，但
其實際的減產幅度卻只有協議規定的 60%。”
王昕傑說。目前的減產實施情況仍然撲朔迷離
。部分 OPEC 成員國已經著手安排減產行動。
據路透社報道，阿聯酋最大酋長國阿布紮比國
營石油公司發布通知稱，計劃將 Murban 和
Upper Zakum 油田的原油供應量削減 5%，同時
將 Das 原油出口終端出口量削減 3%。科威特
和卡塔爾石油公司也告知消費者將削減 1 月份
的原油供應量。
而據華爾街日報近日報道，據該媒體獲得
的壹份伊拉克國家石油營銷組織（伊拉克國家
石油公司，簡稱 SOMO）原油運輸計劃顯示，
該組織計劃於明年 1 月份增加原油出口 7%至
353 萬桶（對比 10 月份水平），計劃書上的時
間為 12 月 8 日，即 OPEC 組織達成減產協議的
八天後，伊拉克在減產協議中同意減產 21 萬
桶/日。對此，SOMO 拒絕置評，伊拉克石油
部長 Jabbar Ali al-Luaibi 表示，會督促該公司
履行減產協議。
上述消息過後，OPEC 秘書長 Mohammad
Barkindo 表示，他將要求成員國提供出口計劃
，這是該組織前所未有的舉措。
沙特方面，12 月 10 日沙特能源部長 Khalid al-Falih 曾對媒體表示，國有的沙特阿美石
油公司已經通知了客戶，即使 1 月份往往是需
求高峰期，該公司將減少輸送。
據俄羅斯國際文傳電訊社，俄羅斯能源部
長 Alexander Novak12 月 14 日表示，產量占到
該國 9 成的 12 家公司已經承諾將配合減產。
投行高盛發布的報告指出，減產協議支撐
了該行做出的 2017 年上半年美國 WTI 油價 55
美元/桶的預估，此份價格預估是基於實際 100
萬桶/日的減產幅度。如果屆時雙方能夠嚴格
執行承諾的減產指標，那麽預估還可能上調。
油價反彈至 60 美元料將引發頁巖油增產
市場的另壹質疑是，油價的反彈或將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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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死扛兩年到力推減產：
沙特原油政策大變的秘密
綜合報導 最近，沙特阿拉伯讓全世界大吃壹驚。
這個中東產油大國先是努力推動 OPEC 內部達成減產協議
，隨後又促成俄羅斯等非 OPEC 國家參與減產，甚至意外表態
自己的實際減產幅度會超過協議中的承諾。
人們不禁要問：過去兩年半，沙特寧願打價格戰維護市
場份額，也壹直不肯在產量問題上讓步。怎麽現在突然發生
如此大的轉變？
對此，美國能源資訊網站 oilprice 文章總結了市場上的幾
種主流說法：
1）沙特這是在展現外交實力，試圖通過不犧牲太多產量
的方式提振油價。
畢竟，沙特的原油產量通常在冬季會降低。
2）經歷了兩年的產業蕭條之後，深受其苦的沙特實際上
已經相當渴求油價走高了。這使得該國孤註壹擲，決意承擔
起大部分的減產任務，對其他 OPEC 產油國獲得壹點點讓步，
尤其是伊朗。沙特是減產協議中的最大輸家，但該國最終別
無選擇，因為他們需要更高油價以支撐財政。
3）沙特今年過於倚重油田產出，1070 萬桶的日均產量或
許是該國幾大油田的最大產能了，同時也是 30 年以來的最高
水平，繼續提升或已空間不大。石油生產過於激進最終會損
害到石油儲備的長期復蘇前景。路透社曾報道稱，沙特阿美
石油公司（Saudi Aramco）的產量今年已經觸及極限水平，因
此產量只能從紀錄高位下降。
沙特壹直宣稱自己的閑置產能為 200 萬桶/日，也就是說
，最大日均產量有能力達到 1200 萬桶。但這種說法從未被證
實過。閑置產能是指能夠在 30 天內投產並至少能持續供應 90
天的產能。路透社稱，200 萬桶/日的閑置產能需要規模巨大
的資本投資才能真正啟動。該媒體提出了壹種可能性，即沙
特實際上並沒有這麽高的能力。沙特被認為是全球唯壹壹個
擁有閑置產能的國家。不過，沙特多年來壹直對此守口如瓶
。而外界則在憧景將於 2018 年進行 IPO 的沙特阿美屆時將披
露閑置產能、石油儲量等沙特機密信息。

休城讀圖

承前啟後程進才大師後繼有人 開拓進取程滿意接任推廣中心

世界功夫發行人行浩大師楊秉禮總編、羅榮華副社長、公關經理桃姐和程
大師太太、程滿意歡叙。
僑界代表 30 余人於 12 月 17 日在程進才大師家屬感恩餐後合影並觀賞精彩太極拳械表演。

雙刀舞花如漫天飛雪，步伐靈活多變

河南同鄉會楊德清副會長和程滿意在感謝餐會
上致辭。
關公青龍偃月刀威風凜凜，氣宇軒昂

程進才大師長子程滿意接任國際
陳式太極拳推廣中心新掌門

出神入化的擒拿絕技

集體陳式太極拳表演功力深厚

本報記者
黃麗珊 報導
陳太極剛柔相濟、集體拳威風凜凜

太極劍表演如鳳飛九天，輕靈優美

程滿意表演雄姿英發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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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批發

FURNITURE WHOLESALE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23

#411

#66A

#DRB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 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 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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