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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耶城為以國首都
川普如何破壞中東和平川普如何破壞中東和平？？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Nebraska）一名19歲
少女去年用app認識加拿大一名53歲卡車司機
，二人雖然相差34歲還遠距離，依然陷入熱戀
。雖然常被外界誤認為父女，而這段 「父女戀
」也不被父母祝福，但她堅持對方是真愛，二
人已經訂婚，準備在明年結婚。

馬特森（Michaela Matson）去年用交友軟
體認識馬爾德拉（William Maldera），就對他
一見鍾情，她說： 「我喜歡他的鼻子，很可愛
、歪歪的，他還有著漂亮的淺棕色眼睛，美到
不行。」

兩人很聊得來，幾乎每天都視訊，持續了
幾個月，馬特森決定飛到加拿大會情郎，這時
遭到父母堅決反對，爸爸威脅她不分手就斷絕
關係，還把她的護照沒收，同時要她去看心理
醫生，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馬特森再去辦了
新護照，還是去了加拿大。

兩人已在兩個月前訂婚，並計劃在明年8
月或9月結婚，馬特森說她知道自己當時是用
錯的方式處理，結婚前這段時間是希望能讓父
母慢慢 「適應」，她也表示，父母感覺比較能
放寬心，認為這是 「她的人生」，他們也不想

失去女兒。
兩人雖

然常被別人
誤認成是父
女，但馬爾
德拉會糾正
說： 「她是
我的未婚妻
。」馬特森
又補充說：
「有時候他們道歉，我們就會一笑置之。我只

是覺得很妙，別人不認識我們，卻又能這麼快
就對我們做出評論。」

美國航太總署（NASA）噴氣推進實驗室等機構
的研究人員6日在英國《自然》雜誌發表報告說，已
觀測到了迄今已知最遙遠的超大黑洞，其質量約是太
陽的8億倍。

這個國際研究小組利用NASA的廣域紅外線巡天

探測衛星（WISE），以及位於智利的麥哲倫望遠鏡
，在遙遠的宇宙深處發現了一個類星體，其中心存
在一個巨大黑洞，這個黑洞正在吞噬周圍的物質。

類星體是天文學家對一類遙遠天體的稱呼，它們
通常包括一個中央黑洞和周圍的星雲，由於黑洞吞
噬周圍物質時所釋放的大量能量，它們在宇宙中顯
得非常明亮。

對這個類星體的分析顯示，它發出的光經過了超
過130億年才抵達地球，這意味著它在宇宙形成初期
就已經存在。分析還顯示，其中央的黑洞質量約是
太陽的8億倍。這是迄今已知最遙遠的超大黑洞。幼
年宇宙可以製造如此巨大的黑洞，對現有黑洞形成
理論形成了挑戰。

天文學家估測，早期宇宙包含20至100個這樣明
亮而遙遠的類星體。科學家們期待未來能夠有更多類
似發現，從而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宇宙的演化。

「無知就是力量！」喬治．歐威爾名著小說《1984》裡的
名言不只出現在戰後的前蘇聯體系共產國家，竟也在21世紀超
級強國美國總統川普身上得到印證。

全球媒體對川普宣佈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的作為同
聲批判，咸認此舉將破壞原已脆弱的中東和平。但是，何以川
普僅口頭宣佈承認以色列首都竟能有如此巨大影響？鍵在於以
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有著長期的衝突與領土爭議，聖城耶路撒
冷正是此一爭議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川普的表態等於是片面打
破國際社會與以巴雙方共同遵守的協議，明顯地支持以色列在
中東的領土主張，如此勢必升高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軍事衝
突，同時激起全球穆斯林陣營與美國的對抗行動。

中東地區數百年來一直動盪不安，其中歷史最久的莫過於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問題。巴勒斯坦地區領土與主權從19世
紀末就一直糾纏不清，猶太人一百多年來幾波大規模回歸潮在
巴勒斯坦聚集數十萬人後，終於在二次大戰後的1948年正式建
國，建都耶路撒冷，並積極擴張領土，自此與巴勒斯坦人及其
背後支持的阿拉伯國家不斷發生戰爭與衝突。

以色列原佔有耶路撒冷西部地區，在1967年發動 「六日戰
爭」大獲全勝後奪下該城東部。該城市區面積126平方公里，
人口約80萬，城西區多數為以色列人，城東區則以巴勒斯坦人
為主，其中還有被一圈城牆所圍繞的老城區則是猶太人、基督
徒、亞美尼亞人與穆斯林混雜，各有不同種族與宗教信仰。而
歷史上耶路撒冷同時是猶太教、基督教、與穆斯林等三大宗教
的聖地，城內有猶太教的西牆和聖殿山、穆斯林則有阿克薩清
真寺與圓頂清真寺，基督教則有聖墓教堂和苦路。其中二座穆
斯林清真寺歷史悠久，因此耶路撒冷被列為穆斯林除麥加與麥
地那之外的第三大聖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也因而宣佈未來它
將是巴勒斯坦的首都。

六日戰爭後中東地區陷入長期動盪，巴勒斯坦人一面對抗
以色列的軍事壓迫與驅逐，一面在全球呼籲重視以巴衝突，甚
至不惜透過恐怖行動引起國際社會注意。這些恐怖行動甚至有
激進的穆斯林教派支持，導致此後由美國為主、以聯合國為舞
台所推動的中東以巴和平進程，先後歷經包括知名的《大衛營
協議》、《奧斯陸和平協議》等，讓以巴戰火逐漸降低為零星
的小衝突。多次的中東和平協議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以色列
透過六日戰爭所佔領的耶路撒冷東區的政治地位，必須由以巴
雙方協議認定。因為諸如《日內瓦公約》在內的國際法規定，
軍事佔領者不得片面改變其軍事統治地區的地位，聯合國安理

會478號決議也認定耶路撒冷的地位仍處於
雙方共用的狀態，需要以巴雙方透過談判
確認。自此，少部份已在耶路撒冷設立使
館的國家陸續將使館撤往台拉維夫。

因此從1948年以來，外界雖明白美國
政府支持以色列，但在處理以巴和平問題
時，仍願意以國際社會領導者與仲裁者的
高度，以遵守國際法與全球的共識為準繩
來推動以巴和平進程。而此種態度也確能
影響其他國家，除了不公開承認耶路撒冷
為以色列首都之外，也都把大使館設在台
拉維夫，數十年來皆是如此，以避免陷入
以巴之間的領土爭議。

不過以色列多年來仍試圖透過強大的
遊說力量來影響美國，希望美國承認該國
在耶路撒冷東部佔領區的領土主張，由於
遊說力量強大，美國國會多年來在侵犯行
政權的質疑中通過了數個有利於以色列的
法案，其中包括1995年的《耶路撒冷大使
館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將大使館遷往耶
路撒冷，但多年來美國歷任總統都以 「暫
緩執行」的行政阻撓方式予以迴避，並且
是每半年給國會回覆一次，至今已超過20
年。如此之不厭其煩便是了解到耶路撒冷
是以巴問題最棘手與敏感的問題，美國不
承認其為以色列首都並遷建大使館，正是
為了在以巴之間取得永久和平解決方案之
前，破壞了數十年來的努力，和平現狀雖
然脆弱，卻是得來不易的成果。

現在川普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反映出他對以
巴衝突、中東和平與耶路撒冷的角色缺乏瞭解，無怪乎外界評
論認為，川普的聲明讓美國在所有和平倡議中失去公正的立場
，同時喪失了在國際衝突中發揮作用的資格。

如果川普付諸行動，美國將推翻幾十年來關於耶路撒冷地
位的國際共識，成為第一個在耶路撒冷擁有大使館的國家。當
然，川普也有可能是虛張聲勢，再度玩弄他談判／交易的拙劣
把戲。或者，川普有可能僅是口頭上宣布承認，算是對自已的
競選承諾有所交代，但實際上不積極進行搬遷大使館，畢竟搬

遷並非一蹴可幾，二年多之內沒搬成，問題就交給下一任再去
解決，到時也還可以再用 「暫緩執行」的手法來繼續規避。

川普的無知與冒進確實令全球專家跌破眼鏡，目前除以色
列外，幾乎所有國家與組織都反對川普的聲明。搬遷美國大使
館的結果會如何，目前還難以預料，但他的聲明必然立即牽動
中東情勢，讓以巴之間的零星衝突加劇，阿拉伯國家、國際社
會與美國的對立將快速昇高。未來耶路撒冷若再陷入激烈的戰
事，勢必將阿拉伯國家與激進穆斯林教派捲入，屆時中東地區
與全球烽火處處，國際社會好不容易維繫的和平局面將無法挽
回。

至少被 7 名女性指控非禮和強吻的
美國民主黨明尼蘇達州聯邦參議員弗蘭
肯（Al Franken），在超過 30 位同黨參
議員呼籲他下台的壓力中，於7日宣佈
將在未來數周辭職，是繼資深眾議員康
爾斯（John Conyers）後，第2位因捲入
性醜聞而辭職的民主黨國會議員。

佛蘭肯周四在參議院發表演說，他
說： 「未來數周內，我將辭去參議員職
務。我必須說，我會辭任議員，但不會
放棄發聲。我會繼續站出來，以公民和
社會運動參與者的身分，捍衛我所相信
的事物。」

66歲的佛蘭肯曾是喜劇節目《周六
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的編劇
兼演員，2008年當選明尼蘇達州參議員

。
演而優則仕的佛蘭肯，上月被一名

電台主持人指控曾在11年前非禮她，當
時他認錯不辭職，周三又被一名國會女
前助理聲稱11年前被他非禮並試圖強吻
。

勇於出面指控權勢人物性侵、性騷
擾、發起 「#MeToo」（我也是）運動
的 「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
），周三獲選成為《時代》雜誌年度風
雲 人 物 。 民 主 黨 女 參 議 員 麥 卡 斯 基
（Clare McCaskill）趁勢開出第1槍，在
臉書發文呼籲佛蘭肯應該下台，其後超
過30名同黨議員包含民主黨參議院領袖
舒默（Chuck Schumer）、黨主席佩雷斯
（Tom Perez）也都要求佛蘭肯辭職。

NASA發現已知最遠的超大黑洞
質量是太陽的8億倍

藏3.7萬照兒童色情照片
美體操隊淫醫遭重判60年

被控非禮女性
美民主黨參議員宣布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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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美南大專院校聯合一校友會成立三十週年舞會
（本報訊）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三十週年慶典將

由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除夕舞會劃上句點，在這除舊迎新邁
過三十的晚上，我們希望您能和我們一起來慶祝美南大專
院校聯合一校友會成立三十週年舞會．

地 點 在: Dance Sport Club-Houston 11758 Southwest
Fwy, Houston, TX 77031

時間: 12/31/2017 晚上8:30
票 價 $30, 12/25 前 預 售 $25， including Dance, Music,

Hors D'oeuvres, Performance, Complementary Midnight
Champagne & Fun!.

購票請冾前會長洪良冰 Nancy Chen 832-818-6688
謝謝支持!

（本報訊）2018 年元月 6 日(星期六)6:30PM，在希爾
頓飯店(Hilton Houston Galleria Area 、6780 Southwest Fwy.
Houston, TX 77074)召開美南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年會，
歡迎所有在美南的淡江畢業校友齊聚一堂，共度新年。

年會中也將舉辦新任會長改選，現任會長-甘幼蘋將
介紹母校近况發展及2018年3月在淡水母校舉辦之世界淡
江校友雙年會，歡迎美南校友組團共襄盛舉!

今年第31屆 「淡江菁英」金鷹獎得主馮啟豐，也是現
任北美洲淡江校友聯合總會會長，將分享今年11月專程回

台參加母校67週年校慶的心得，以及2020年世界淡江校友
雙年會受母校重視青睞，選擇在美南-休士頓，將由北美
洲淡江校友聯合總會及美南休士頓淡江校友會共同來主辦
，屆時適逢母校創校70週年，希望美南校友一起動起來，
歡迎世界各地的淡江校友齊聚休士頓！

年會每人費用$30元，請報名或有相關詢問
請電會長-甘幼蘋(281)620-5557
馮啟豐(281)236-4888

美南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年會

附中校友會明年一月六日在TGC舉辨2018年度會員大會

本次餐會 收費: $8.00/Person
時間: 11:30 AM, 1/6/2018
地點: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3599 Westcenter Dr. Houston, TX 77042)
菜單: 三杯雞丁,筍尖肉茉,酥炸魚片,紅燒豆腐,雪菜百葉,台式炒粉,香 Q 白飯.
2017 休斯頓附友會會長 傅鶴山敬邀

（本報訊）親愛的休斯頓附友會會員們好,附中校
友會謹訂於明年一月六日在TGC舉辨年度會員餐會,
向全體會員報告本年度的會務狀況及來年的展望. 到
會參加者都可得實用贈品同時會中會有各類有獎競賽
節目及抽獎活動。屆時各老友們不但可擇此佳日把臂
言歡, 幸運者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呢!

本次大會的重頭戲是由大會通過五名新任理事以
取代兩年到期的五名舊理事(下表列的前五名),並同意
五理事履職(表列十一名到第十五名)。本次經上次會
員大會決議在新任五理事中撥取一名額由讚助會員擔
任,以作為讚助會員的喉舌代表,一起為本會打拼。此
次新舊理事名單如圖:

（本報訊）健康保險交易市場開放辦理期只剩下11天。 12月15日是開放辦理的最後一天。
但是您如果，搬家，家庭人口增加減少，收入增加或減少或失去公司給你的健保都可以辦理特殊時期健保。光鹽社免費協

助辦理。
有任何問題請耒電話。 713-988-4724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12月15日是開放辦理的最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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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休斯頓象棋協會邀請並主辦，
由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
協 辦 ， 由 USA Infrastructure Invest-
ments 鄭守基先生，休斯頓象棋協會
主席鄭守賢先生並徐建勳國際律師事
務所贊助，中國國家象棋隊訪美團將
於 2017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六）在中
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舉行公開表
演賽，與本地棋手作棋藝交流，屆時
德州中國象棋愛好者將有機會目睹國
內象棋特級大師的精湛棋藝和風采。
此次中國國家象棋隊陣容強大，由特
級大師洪智、大師趙瑋、特級大師陳

幸琳（女），大師郭瑞霞（女），和
中國象棋協會司庫朱兆輝組成。表演
當天活動豐富。上午 10:00 時，中國
國家象棋隊將各以一對一迎戰德州本
地四大高手。下午2時，有“洪天王
”之稱的洪智將閉目同時對陣四位本
地棋手。然後，女子特級大師陳幸琳
將與十位休斯頓棋手車輪戰一較高下
。

據休斯頓象棋協會介紹，這是繼
2013和2015年中國國家象棋隊第三次
訪問休斯敦。中國象棋特級大師們在
2013和2015年在休斯敦的表演技驚四

座， 令人大開眼界。而今年
的中國國家象棋隊成員一新
，大多為八零後實力派，定
會上演一場精彩紛呈的棋壇
好戲。現場將設置大型棋盤
顯示戰況，棋迷們置身現場

觀賞，親身領略棋賽之緊張激烈，感
受中國象棋的魅力。是次公開表演免
費招待各界人士，敬請準時入場。

公開表演賽時間: 2017年12月16
日（星期六） 上午10:00 時至中午；
下午2時至6時

地點：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
華助中心 130 大廳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象棋協會將選派棋手參加
車輪戰。請有興趣參加車輪戰者請將
姓 名 和 聯 繫 電 話 Email 至 ： rich-

ardt6226@gmail.com 聯繫人：謝文川
， 電話（832）858-7442
中國國家象棋隊棋手簡介：

洪智，1980年出生，象棋特級大
師。 2005年全國象棋錦標賽（個人）
冠軍。 2007、2009年全國象棋甲級聯
賽冠軍。首屆全國智力運動會個人冠
軍，第三屆全國智力運動會男子快棋
冠軍，第四屆體育大會團體三等獎。
第十屆世界象棋錦標賽團體冠軍、個
人亞軍，第十六屆亞洲象棋錦標賽團
體冠軍，第十六屆亞運會男子個人冠
軍。

趙瑋 ，1989 年出生，象棋大師
。 2006年獲全國體育大會業餘組團體
冠軍。 2014年全國象棋錦標賽團體亞
軍，2014年全國象棋男子甲級聯賽季
軍。

陳幸琳，1991年出生，象棋特級
大師。 2011年第二屆全國智力運動會
團體冠軍；兩屆全國象棋女子甲級聯
賽冠軍；兩屆全國團體錦標賽冠軍；
2015年全國象棋個人錦標賽冠軍，兩
屆亞洲象棋錦標賽個人冠軍；2017年
第十三屆全國運動會專業女子組冠軍
。

郭瑞霞，1977年出生，象棋大師
，國家級裁判，成都棋院辦公室主任
兼成都女隊教練。曾獲全國個人錦標
賽第九名，3 屆全國團體錦標賽亞軍
成員。執教成都女隊獲得2016年世界
象棋公開賽女子團體、個人冠軍;
2017年全國象棋錦標賽女子團體冠軍
; 2016-2017年全國象棋女子甲級聯賽
第五名。

中國國家象棋隊訪美團2017年12月16日休斯頓公開表演

親愛的世華姊妹們,溫馨提醒您, 我們將於
12 月 10 日(星期日) 下午 5 點在 Kim Son 餐廳
(12750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Tel:
281-242-3500) 舉辦年度會員大會暨年終會員聯
誼。請準時入席, 5:00pm 會員聯誼開始,玩遊戲
領獎品和拍照,5:30pm 晚餐開始,上菜迅速,逾時
不候, 6:00pm會員大會和選舉, 7:30pm 娛興節目

, 還有免費抽獎喔！餐廳十點關門.
除了選舉2018年副會長和理事之外，理事

團隊精心策畫整個年會活動，包括晚宴佳餚、
年刊製作以及娛興節目(有慶生、唱歌、爵士舞
蹈，還有世華姊妹大比拼遊戲聯歡) ，另外還準
備了琳瑯滿目的抽獎禮品！期待各位姊妹來和
我們共享節日派對！姊妹們可精心打扮，因為

大會專門佈置拍照區，還將推舉最突出應景的
服裝獎，熱鬧精彩可期，不要錯過喔！

今年會員增加了50多名新成員,為了讓會員
彼此之間更熟識，將以遊戲互動增加聯誼，瞭
解姊妹們各行各業，促進各個業務連結網絡互
惠，並增進世華團隊凝聚向心力，呼籲姊妹們
踴躍參與，所有會員免費，非會員酌收$30，詳

情或報名請聯絡
鄭麗如(713)562-6464、 schwartzlilu@gmail.

com或
黃春蘭(832)755-5317、allice.wen88@gmail.

com。

GFCBW - 美南分會年度會員大會暨年終會員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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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訊) 伴隨網絡社交媒體的全面發展，微信
支付及支付寶正在逐步佔領全球的各個角落。在中國大陸
，微信支付與支付寶處處可見，現在也開始進軍休斯頓，
讓民眾的支付更便捷。

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在中國，已經正逐步取代現金與刷卡交易
。這種中國式的移動支付方式，不僅為來到美國旅遊的眾多華人
提供無縫支付切換，也為留美生活的華人們提供了新的一項支付
選擇。

到目前為止，美國東西兩岸的紐約、洛杉磯、波士頓等各大
城市，數千家商戶已經接受並設立微信支付及支付寶。微信支付
和支付寶兩大移動支付商家通過移動支付將線下的事情線上化，
為支付創造了一個更加便利的環境。許多人都認為，與其帶著厚
重的錢包、或是種類繁多的信用卡，一隻手機就能解決所有支付
問題，何樂而不為呢？

微信支付及支付寶在美國官方認證的跨境支付合作夥伴Cit-
con，集成跨境支付和營銷平台，為北美商家精準對接數億中國
消費者。Citcon以平台化的形式，首次把這兩家中國支付巨頭的
服務聚合到一項產品中，迅速幫助兩大支付商家打開了北美的市
場。

Citcon聯手微信支付及支付寶，日前向廣大美國支付用戶提
供優惠活動。消費者在任意商家使用微信或支付寶支付可享受85
折優惠，優惠的金額將由支付平台承擔，並返還給商家。如今，
中國式的移動支付市場正在一步一步的在美國拓展開來。據悉，
休斯頓旅遊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都非常支持
微信支付及支付寶來到休斯頓，為華人提供更多的便利。

那麼，如何成為微信支付及支付寶的使用商戶呢？
很簡單，無需過多繁複的申請手續，商家只需提供相應營業

信息，提交申請表格，即可獲得使用權。商家只需將客人所消費
的美元金額輸入到支付終端，系統化會根據實時匯率對消費金額
進行轉換，向顧客收取相應的人民幣等值金額。在此過程中，顧
客消費人民幣，商家以美元入賬，既方便又快捷。

比較傳統的信用卡支
付，微信支付及支付寶則
為商家提供了一個相對穩
定的支付環境，費率低於
國際信用卡，免去中間貨
幣轉換的費用；高級別的
安全防護及風險控制系統
，無信用卡拒付及詐欺問
題。站在消費者的角度上
，微信支付及支付寶則替
他們省去了中間兌換貨幣
的複雜環節、及攜帶大量
現金出行的不便，也不用
擔心境外使用信用卡之後，可能出現盜刷的情況。面對餐飲業、
酒店業、零售業、運輸業等種種相關商戶來說，中國的旅遊零售
市場、及中國遊客強大的消費能力是廣大商家不容忽視的機會。

元創坊Element Box是Citcon的休斯頓總代理商，目前在休
斯頓已經有不少店家接受微信支付及支付寶，包括 USA LA
SORELLA (生活百貨)、湘之湘味 (湖南菜)、新時代廣告 (招牌公
司)、SUSHI KING(日餐)、弄堂里(上海菜)、DJI(大疆無人機) 等
等本地數十家商家，提供微信手持支付設備與服務項目，民眾在
這些店家消費時，已可使用微信支付或是支付寶。

元創坊也建立一個名為wechatpayinhouston.com的網站，所
有接收微信支付的商店由不同的分類，都可以在這個網上被搜索
到，等於是為店家多做一個行銷。

元創坊還免費贈送客戶微信支付及支付寶的認證標識，讓消
費者在消費時一目了然，知道可以用微信支付或是支付寶付帳，
也讓消費者有更多付帳的選擇方式。

Element Box的負責人Steven 表示： 『在Houston的中國學生

和一些剛來美國的中國人，沒有美國信用卡
，他們能帶來美國的現金很有限，有些時候
連買日常用品都沒現金。他們的支付寶和微
信紅包有很多錢可以用，但沒有辦法消費。
如果用中國境內的信用卡消費，會被收取手
續費和不確定匯率價格，同時商家亦被收
3.5 ~4%的信用卡處理費。現在元創坊大力推
廣這些支付方式，是希望在美國的商家可以
受惠於消費力增加而增加生意。來美的中國
人，也不會因為跨境金額的限制，導致控制

消費。對雙方都有幫助』
最近的微信支付及支付寶推廣主題是 『刷媽媽的卡』， 讓

中國學生們在美國，也能感受到家裏父母的關心和疼愛，不會因
為現金不夠，就讓生活失去色彩。

此外，元創坊也推出免費點餐系統Aldelo Express軟件，此軟
件支持IPAD點餐及微信支付，可說是餐飲、零售業的首選。元
創坊致力於為商家打造優質的點餐刷卡服務系統、以及市場營銷
與推廣，希望為休斯頓的客戶打造更加安心的消費市場。

另外，Element Box 的負責人 Steven 也強調， 『如果 Ap-
plePay 可以在其他國家出名，為什麼我們中國人不能讓 Wechat
pay/ Alipay在美國境內出名呢？本著這個任務，元創坊全體員工
都大力幫助願意接受微信支付及支付寶的商家推廣』。

詳情請洽元創坊，歡迎廣大商家到店諮詢。地址：5800
Corporate Dr B-2 Houston, TX 77036。 聯 繫 人 ： Steven
646-233-8482。

快捷支付登陸休城 智慧生活即將開展

木造房屋之閣樓木造房屋之閣樓

（本報訊）在德州的七八月, 當時外溫度達到華
氏一百度時, 屋頂表面可以超過兩百度, 在低矮又通
風不良的閣樓中, 空氣溫度可以升到華氏一百三十
度以上, 閣樓裏的高溫不但影響居住空間的舒適程
度, 而且大量消耗電費, 這種不必要的浪費多半是人
為疏失造成的, 可以藉由良好的閣樓通風得到大幅
度的改善, 理論上來說, 設計完美的閣樓通風可使閣
樓溫度僅只略高於室外溫度, 但在實際建築時, 由於
建築成本及施工困難的考量, 可能不可能達到理想,
但使閣樓溫度不高於室外溫度大約15-20華氏度卻
是切合實際的目標. 建築法規要求閣樓通風的開口
總面積大於閣樓面積的一百五十分之一, 其中百分
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應該開口在高於閣樓地面三英
尺以上的高度, 以供熱氣排出, 其餘開口在三英呎以
下, 以供室外空氣進入, 冷卻閣樓氣溫, 對其他安裝

細節並沒有詳細規定, 這種寬鬆粗糙
的建築法規, 當然無法達到理想效果
, 但建築業者絕大部分對這種寬鬆的
標準都不願意確實遵行.

在閣樓中另外一個常見的問題是
把熱水器安裝在閣樓上, 翻開熱水器的安裝手冊
或者屋主須知都可以看到生產廠商對消費者的
警告說 「每個熱水器遲早都會漏水, 當漏水發生
時, 所漏之水會造成房屋損壞的地點不可作為熱
水器的安裝地點」，依此準則, 適合安裝熱水器
的地點應該僅限於車房, 以及位於一樓, 地面低
於其他房間, 又能大量排水的位置, 然而事實上
在休士頓地區的房屋中, 大部分的熱水器都安裝在
漏水能夠造成嚴重房屋損壞的閣樓中, 當一個位於
兩層房屋之閣樓中的熱水器發生無法控制的漏水時
, 其損害可由閣樓中天花板上的隔熱層漫延到2樓天
花板、牆壁、直到一樓的天花板、牆壁、以及地面
, 甚至波及家具、電器用品等, 由於熱水器漏水導致
數萬美元損失的事件時有所聞, 之所以造成這種怪

現象普遍存在的原因有四, 其一:建商在建造房屋時
沒有善盡思考之責, 其二：部分建商明知可能造成
的後果, 卻抱持 「漏水是多年以後的事,與我無關」
的態度, 其三：大部分消費者無法預知問題之嚴重
性, 其四：過於普遍的錯誤現象使大家習以為常, 當
損害發生的時候, 不向建商追究責任, 卻轉向保險公
司求償,建商沒有受到應得的教訓, 自然樂於一再重
複同樣的錯誤.

一丸日本美妝生活創意館敦煌廣場店， 十月底正式開幕
資生堂全線8.5 折，買滿65 元送資生堂價值200 元套裝

一丸團隊的每一位成員每年會參加四次專業美容美妝培訓一丸團隊的每一位成員每年會參加四次專業美容美妝培訓，，從皮膚組織的了解到基本的護膚管理和彩妝選購從皮膚組織的了解到基本的護膚管理和彩妝選購，，包括新產品的包括新產品的
專業知識培訓都可以給大家最專業的導購建議和和分享經驗和心得專業知識培訓都可以給大家最專業的導購建議和和分享經驗和心得，，因為一丸主營是日本產品因為一丸主營是日本產品，，所以日本產品的使用方法和所以日本產品的使用方法和
注意事項都是日文注意事項都是日文，，大家不用擔心大家不用擔心，，一丸團規會給你們提供最正確的使用方法和建議一丸團規會給你們提供最正確的使用方法和建議，，來一丸來一丸，，就可以找到答案就可以找到答案！！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一丸日本美妝生活
創意館敦煌廣場店，（ 10 月 21 日） 上午十
一時舉行正式開幕儀式。由美國少林禪武總會
釋行浩（ 程浩 ） 少林功夫學院師生前往舞獅

，作功夫表演，慶祝新店開張， 由該店的女
老闆EVA親自主持。 「一丸日本美妝生活創
意館敦煌廣場店」 在當天上午十一時至下午
十時，舉行資生堂化妝品全線8.5 折，買滿65

元，送資生堂價值200 元的套裝----- 以及
各種日本名牌化妝品：SK- II, 雪肌精等各種
名牌優惠大酬賓正式開啟，歡迎各界把握時機
，前往搶購。

世界頂級化妝品之一
世界上唯一連續4年獲得的世界化妝品界IFSCC的最高獎項（化妝品界的諾

貝爾獎）企業，80年來一直是日本皇室御用的護膚品，200項不被世界超越的專
利配方以及技術。

給皮膚一個美麗的將來，是POLA創業80年的信念。它不是只在商場裡擺
放的低調奢侈品，而是能夠為皮膚和生活創造未來的有形護膚和生活用品。

圖圖為為 「「 一丸日本美妝生活創意館一丸日本美妝生活創意館」」 負責人負責人
EVA (EVA (中中 )) 與該公司員工在該店進口處合影與該公司員工在該店進口處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美崙美奐的圖為美崙美奐的 「「 一丸日本美妝生活創意館一丸日本美妝生活創意館 」」 內部內部。（。（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白釗民專欄

圖為圖為 「「 超群房屋檢驗公司超群房屋檢驗公司 」」 負責負責
人白釗民人白釗民。（。（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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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野花牌蜂花粉的九大功效
(本報訊)《中華本草》記載：食用花粉可

快速改善疲勞、便秘、四肢酸痛，恢復體力，
並能抑製粉刺、營養肌膚、美容養顏。大量研
究證明，蜂花粉對三高、血管隱患、前列腺炎
癥和放化療等有良好效果，配合綠蜂膠食用，
可互相激發對方潛在功效，令療效加倍提升。
過去蜂花粉經常被用來作為女性保養的美容品
，然而，你可知道，蜂花粉強大功效不僅僅只
有美容養顏而已。蜂花粉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既
是輔助增效的“催化劑”，又有針對性的保健
範圍。作為蜂品中的雙子星，綠蜂膠和蜂花粉
以卓越功效成效保持健康、延年益壽的“黃金
搭檔”。

蜂花粉不可不知的九大功效
1、延緩衰老的美容聖品：蜂花粉屬營養

性美容食品，其VE、SOD、硒等成分能滋潤
營養肌膚，有助抑制青春痘；肌醇可保持頭髮
烏黑亮麗。內服調節人體營養平衡；外用通過
皮膚吸收營養，達到表裏兼顧的美容效果。蜂
花粉中的卵磷脂還可促進脂肪代謝。

2、有效調節血脂、血糖和血壓，降低血
管隱患：蜂花粉有多種黃酮、煙酸等成分，能

調節血脂，清除血管壁上脂肪的沈積，也有協
同降糖效果，從而軟化血管，增強血管通透性
。

3、強化免疫系統：蜂花粉能調節機體，
平衡營養，保持旺盛生命力，增強血清免疫球
蛋白，啟動巨噬細胞，提高免疫力，抑制病變
基因，提高心臟工作能力、增強耐力和骨骼肌
的力量

4、前列腺問題的剋星：日本實驗證明用
蜂花粉輔助調理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有
很高的效率。蜂花粉對前列腺增生的作用在於
它可以調節體內性激素的平衡，在激素的受體
水平上發揮類雌激素、抗雄激素的作用，抑制
二氫睾丸酮的生物效應，使增生的腺體逆轉近
似正常，並能調節泌尿系平滑肌張力的功能。

5、改善腸胃功能，調理便秘：蜂花粉能
使腸道蠕動增加及增加回、結腸之張力而促進
排便。對胃口不佳、消化吸收能力差、消瘦病
人，以及慢性胃炎、胃腸損傷等胃腸功能紊亂
者有明顯效果，服用後增加食慾、促進吸收，
增強消化系統功能，這與蜂花粉含有抗菌物質
、多種維生素等生物活性物質，以及改善及修

復消化道的功能有關。蜂
6、調節神經系統，抗疲勞

、促睡眠。蜂花粉有多種不飽
和脂肪酸、磷等微量元素及其
他營養物質，對神經系統有滋
養和提高的功能，是腦力疲勞
的恢復劑。蜂花粉還具能促進
睡眠。臨睡前服用蜂花粉，可
以提高睡眠的質量，睡得深、睡得甜。

7、益智健腦，改善記憶。蜂花粉可促進
青少年神經系統發育，對老年人記憶力亦有顯
著改善作用。法國蜂花粉學家卡亞認為，花粉
有助於清晰頭腦、開拓思路、理解問題。服用
蜂花粉後，疲勞遲鈍的頭腦能恢復清醒和靈活
，這是咖啡和煙草無法辦到的。

8、對貧血效果顯著。蜂花粉含有豐富的
造血元素鐵、銅和鈷。鐵是合成血紅素、血紅
蛋白、細胞色素等的原料；銅參與血紅蛋白的
合成及某些氧化酶的合成和啟動，這些氧化酶
是紅細胞和血紅素合成過程的催化劑，另外，
銅還能幫助鐵進入血紅蛋白。 。

9、駐顏美容：女皇武則天和慈溪太后因

常食花粉，年過八旬尚面紅光，仍能精神飽滿
地料理朝政。蜂花粉能調節人體內分泌、平衡
人體機能，從根本上啟動表皮細胞，增強皮膚
新陳代謝，淡化色斑、皺紋，使皮膚柔滑細嫩
，富有光澤。

野花牌蜂花粉精華液——巴西野花蜂業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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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與疾病
潤元堂國醫館潤元堂國醫館

【本報訊】對很多人來講，壓力是一個既
熟悉又陌生的概念。熟悉，因為幾乎人人都有
壓力；陌生，因為大部分人並不真正了解壓力
對人體的影響。我們先來聽一個故事。筆者曾
經被一個現象困惑了很久，那就是：一方面，
中國人的平均壽命近年來有了很大的提高（主
要歸功於生活和醫療條件的改善）；另一方面
，當前社會上年輕人得重病（如惡性腫瘤）的
越來越多，得病年齡也越來越小。初看起來，
這是個很難調和的矛盾：怎麼老頭老太越活越
長，年輕人越活越短了呢？同一片天空，同樣
污染的水源和土壤，怎麼就不一樣了呢？這個
問題困擾了我很久。有一天，我回國探親，無
意中看著我年邁的父親，忽然我明白了為什麼
：因為老頭老太沒有壓力！也就是說，就算一
個人生活在被污染的環境中，如果沒有壓力，
很多的環境毒素也不至於致病，因為我們人體
有很強的毒素代謝功能。但是，有了壓力，比
如那些和天鬥、和地鬥、甚至於恨不得和宇宙

鬥的年輕人，他們的機體防禦功能卻因為壓力
而下降，最後就得病了。從中醫的理論來看，
壓力會引起“肝鬱氣滯”，從而引發一系列的
病理反應，如血淤，痰濁等病理產物的形成，
極端情況下導致佔位性腫塊（如癌塊）的積聚
。肝鬱氣滯的另外一個惡果就是免疫力的下降
，這也是導致得病的一個主要原因。

現代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壓力對人的影
響有兩種。一種是急性的。如果你遇到一件突
發的不愉快的事，壓力當然會陡增；或者你快
速跑了一圈，心跳也會加快。這種急性的壓力
事件只要不是經常發生，對人體的傷害不會太
大。相反，還有人認為適當的壓力對人是有好
處的。但是，另外一種慢性壓力，特別是慢性
的精神壓力，對人體就會有很大的傷害了。而
且慢性壓力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不易被察覺
。很多人長期處於一種壓抑狀態，反而自己感
覺不到了。問他有壓力嗎？他說還好吧；中醫
師一切他的脈，很弦，說明血管神經處於長期

的緊張狀態。為什麼？壓力造成的。正是這種
慢性壓力，導致了許許多多的重大疾病。我們
在臨床觀察到幾乎所有的大病重病，發病前都
有情緒變化史；患病期間，病情也會隨病人的
情緒變化而變化。比如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值和
情緒往往存在很大的關聯性；心髒病更和情緒
相關聯。就連一向被看成是遺傳病的癌症，其
發病和發展也和情緒密切相關。

那麼我們怎麼才能消除不良情緒帶來的壓
力的影響呢？除了很多廣為人知的方法，如適
當的體育運動，自我情緒調節，心理諮詢等等
，還有一個極為有效的辦法就是針灸。針灸對
壓力的釋放，尤其是消除慢性隱形壓力的危害
，有著無與倫比的優勢。很多工作壓力很大的
白領，扎上幾根針以後，便會進入深度睡眠狀
態。如果沒有針，他們絕對不會在診所的床上
躺下便睡。更重要的是，這種深度睡眠和一般
晚上的睡眠完全不同，它會給機體一個非常強
化的修復過程，從而消除很多精神和肉體的致

病因素。
遺憾的是，大部分人不太拿自己身體當一

回事，來看醫生也是因為其他的問題（如疼痛
），而不是來做排壓。人們總是要等到身上有
了什麼不能忍受的感覺時才去看醫生，殊不知
壓力在傷人的初期往往沒有任何的症狀。等症
狀出來了，就已經太晚了。否則也就不會有那
麼多人生各種大病了。所以，我們鼓勵大家定
期的去找好的中醫師做針灸減壓治療。這絕對
是給自己長期的最合算的健康投資。中醫的
“上工治未病”的大智慧也就在此！

在這篇小文裡，我們簡單闡述了壓力與健
康的關係，以及中醫針灸能夠有效減壓的知識
，希望給讀者朋友帶來幫助。我們潤元堂國醫
館以病人為本，竭誠為廣大患者服務，診所位
於 Galleria 附 近, 2000 Bering Dr., Suite 270,
Houston,TX77057，電話832-818- 0707。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影攝影

美南銀行12月2日於該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辦園藝講座

美南銀行舉辦園藝講座公關莊幃婷對現場出席美南銀行舉辦園藝講座公關莊幃婷對現場出席
來賓贈送精美禮品袋來賓贈送精美禮品袋、、及許多冬春季蔬菜種子及許多冬春季蔬菜種子
、、果苗等果苗等

熱愛園藝民眾天冷不缺席參與美南銀行提供專熱愛園藝民眾天冷不缺席參與美南銀行提供專
題講座機會題講座機會

園藝專家鄔貴新透過園藝專家鄔貴新透過
栽培計畫表讓出席來栽培計畫表讓出席來
賓了解各蔬果所對應賓了解各蔬果所對應
合適栽種的季節合適栽種的季節

美南銀行舉辦園藝講座美南銀行舉辦園藝講座、、公關莊幃婷介紹公關莊幃婷介紹
二位園藝專家主講人黃以法和鄔貴新二位園藝專家主講人黃以法和鄔貴新

黃以法園藝專家以冬季黃以法園藝專家以冬季
蔬菜果樹種植和霜害防蔬菜果樹種植和霜害防
治為題作專題演說治為題作專題演說

黃以法園藝專家傳授冬季育苗和栽種冬季黃以法園藝專家傳授冬季育苗和栽種冬季
蔬果蔬果、、及如何避免蔬果受到霜害及如何避免蔬果受到霜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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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媽耗時兩年大媽耗時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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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邑市在休斯敦舉行招財引智暨項目對接洽談會昌邑市在休斯敦舉行招財引智暨項目對接洽談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秦鴻鈞報導報導

美國泰普石油公司董事長美國泰普石油公司董事長，，世界華商石油行業協會執行會世界華商石油行業協會執行會
長張磊在大會上講話長張磊在大會上講話，，表示一定與昌邑巿密切聯繫表示一定與昌邑巿密切聯繫，，攜手攜手
合作合作，，把招才引智把招才引智，，招商引資工作做好招商引資工作做好。。

全體參加對接大會的貴賓與昌邑市巿長李玉祥全體參加對接大會的貴賓與昌邑市巿長李玉祥（（ 前排前排
中中）） ，，與大會召集人美國泰普石油公司董事長與大會召集人美國泰普石油公司董事長、、世界世界
華商石油行業協會執行會長張磊華商石油行業協會執行會長張磊（（ 前排右四前排右四 ）） 合影於合影於
大會現場大會現場。。

世界華商石油行業協會執行會長世界華商石油行業協會執行會長
張磊張磊（（ 右右 ）） 與昌邑市市長李玉祥與昌邑市市長李玉祥
（（ 左左）） 在大會上合影在大會上合影。。

昌邑市市長李玉祥向與會人士昌邑市市長李玉祥向與會人士
介紹昌邑巿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介紹昌邑巿經濟社會發展情況
及投資環境及投資環境。。

美林證券軟件工程工程師杜英杰博士美林證券軟件工程工程師杜英杰博士
（（ 右右 ））與昌邑市市長李玉祥與昌邑市市長李玉祥（（ 左左 ））
在大會上合影在大會上合影。。

伊諾醫藥集團首伊諾醫藥集團首
席執行官席執行官// 研究研究
員 尹 星 博 士員 尹 星 博 士 （（
右右 ）） 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與昌邑市市長李與昌邑市市長李
玉祥玉祥（（ 左左 ）） 在在
大會上合影大會上合影。。

大會主講人之一大會主講人之一，，納米環境專家納米環境專家，，美國萊斯美國萊斯
大學研究員修宗明博士大學研究員修宗明博士（（ 左左 ），），在大會上與在大會上與
昌邑市市長李玉祥昌邑市市長李玉祥（（ 右右 ）） 在大會上合影在大會上合影。。

V- Petrotak ,LLCV- Petrotak ,LLC 總裁總裁，，石油開發石油開發
高級工程師范崇海高級工程師范崇海（（ 右右 ））與昌邑市與昌邑市
市長李玉祥市長李玉祥（（ 左左）） 在大會上合影在大會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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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HOT BACCARAT TUESDAYS
Join us each Tuesday for your chance to win a share of $10,000 in Free Play or Gift Cards!

Receive your entries after 30 minutes of play on any Baccarat table earned between 6pm and 10:45pm.

Seven Stars | 20 Entries
Diamond | 15 Entries

Platinum | 10 Entries
Gold | 5 Entry

Earning Period | 5pm – 10:30pm
Activation for Drawing | 6pm – 10:45pm
Drawings every Half Hour | 7pm – 11pm

All activities take place at the High Limit Pit.

$10,000 熱門百家樂星期二
每個星期二加入我們，就有機會贏大獎或禮物卡，總獎金達 $10,000 免費籌碼！

在晚上 6 時至晚上 10:45 期間，於任何百家樂遊戲桌玩 30 分鐘即可獲得抽獎機會。

Seven Stars 級 | 20 次抽獎機會
鑽石級 | 15 次抽獎機會

白金級 | 10 次抽獎機會
金級 | 5 次抽獎機會

賺取期間 | 下午 5 時 – 晚上 10:30
抽獎活動開放時間 | 晚上 6 時 – 晚上 10:45
每半小時抽獎 | 晚上 7 時 – 晚上 11 時

所有活動均在高限額投注賭區進行。

BB1111廣 告

11/01/17 to 12/31/18

星期五 2017年12月8日 Friday, December 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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