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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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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住宅： 買賣新、舊房屋、投
資房地產、物業管理
商業：買賣購物中心、土地、
公寓、出租、物業管理

Email: shirleyli_realtor@yahoo.com
Wechat: Shirleyli1060

Champions Real Estate group
(512) 743-0575

美玲地產
Shirley LiShirley LiShirley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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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電話：832-500-3228

Houston@johnleeins.com
7001 Corporate Dr., # 201,
Houston,TX 77036

（本報記者黃麗珊） 國慶社安健康保險講座，由休士頓師
大附中校友會主辦。陳志宏會長首先致歡迎詞，108年國慶籌備
會副主委黃初平致詞，感謝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舉辦 「國慶社
安健康保險講座」，嘉惠大家。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致詞，祝活
動圓滿成功。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為服務僑社長者了解2020
年 「聯邦醫療照顧」保險（Medicare)的變化及總覽，於10月12
日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教育講座，資深
保險專家常中政應邀主講，許多僑界人士踴躍前往聆聽，獲益良
多。

資深保險專家常中政說明，整個聯邦保險計劃看起來複雜，
但是可分成日期、對象、內容三大方向為基礎架構，再逐項去瞭
解就十分清楚。2020年Medicare重大改變：1.2020年1月1日起
，全面使用Medicare新卡。 2.2020年1月1日起，Medicare Sup-
plement停止銷售Plan F&C(有例外),原受保者不受影響。 3. 2020
年Part D Coverage Gap(俗稱Donut Hole)將恢復到標準計劃的分
攤比例25%，但各保險公司可能會推出更優惠的計劃。 Medicare
從2018年4月1日起全面換卡：1.新卡號為11位數字和字母混合
碼。2. 新卡號不會出現S,L,O,l,B,Z. 3. 舊卡在12/31/2019前仍有
效。 4.如變更地址，請先跟社會安全局聯絡（ www.ssa.gov )。5.
收到新卡後，請銷毀舊卡。

常中政資深保險專家強調，01/01/2020起必須使用Medicare
新卡：1.換卡期間應防不肖人士藉機詐取私人資料。 2. 社安局或
Medicare服務中心一般不會以電話聯繫受保人。 3. 如有陌生人
以電話或上門詢問個人資料，應立即拒絕，並聯絡Medicare服務
中心 1-800-MEDICARE(1-800-633-4227)檢舉。 4. CMS 禁止

保險從業人員以電話或上門進行陌生推銷Medicare相關計劃。退
休後不可預期的最大費用：醫療費用。退休理財第一要務：做好
保險規劃。Medicare(社會保險），而Medicaid(社會福利），請
注意兩者的不同。Medicare Supplement Insurance不等於Medicare
Advantage,請注意分辨，勿遭誤導。

資深保險專家常中政談到，2020 Medicare A,B,C,D: Medicare
年度申請期每年10月15日開始，至12月7日截止。年度申請期
間可選擇加入或轉換Part D處方藥保險或Medicare Advantage保
險，新計劃從次年1月1日起生效。 Medicare保險的對象：65歲
以上民眾。 65歲以下符合政府殘障認定標準人士，在領取dis-
ability benefits 24個月後可獲Medicare.(ALS漸凍人症可馬上獲得
Medicare). 末期腎臟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患者。何
時申請聯邦原版Medicare Part A, B? 在65歲當年出生月份前3個
月至出生月份後3個月之前申請.(共七個月）。65歲後如仍有僱
主團體保險，可待團體保險停止後8個月內申請Part A 或B.聯邦
原版Original Medicare: PartA:醫院保險。繳足40社安點數退休者
，免保費。 Part B:醫療保險.原有受保者保費每月$135.50（2019
年）.年收入個人超過$85，000或夫妻超過$170，000者，Part B
保費隨收入遞增。最高保費可達每月$437.00（2019年）。 Part
A:醫院保險。滿40社安點數退休者，免保費。未繳滿40點數者
仍 可 在 屆 滿 65 歲 時 向 政 府 購 買 。 2018 年 Part A 保 費 每 月
$240-$437. Part A:醫院保險。醫院（hospital care),專業護理院
（skill nursing facility care),安寧病房（hospice),居家護理（home
health services),精神疾病醫院（psychiatric hospital care). Medicare
Part A醫院保險給付：每次住院頭60天，自付額$1364（2019年

）。 61-90天，每天自付$341（2019年）。91-150天（終生備
用天數）每天自付$682（2019年）。聯邦原版Original Medicare
Part A 專業看護院給付：頭 20 天免費。 21-100 天，每天自付
$170.50（2019 年）。Medicare 不涵蓋長期護理費用。聯邦原版
Medicare Part B醫療保險：有醫療之必要（Medically Necessary)的
費用，包括支付醫生看診、急救、開刀手術、診斷性檢查等醫療
上必要之費用。預防性檢查費用。 Medicare Part B醫療保險給付
：年度自付額：$185（2019年）。20%自付比例，無封頂，例：
手術費用$10，000x20%=自付$2，000. Medicare不給付的項目：
長期護理，牙醫，美容，足矯正鞋，針灸，助聽器，出國旅遊醫
療費用，眼睛檢查及配鏡。

資深保險專家常中政提到，2020處方藥保險最新變動事項：
1. 2020年Part D Coverage Gap(俗稱Donut Hole)將恢復到標準計
劃的分攤比例 25%，但各保險公司可能會推出更優惠的計劃。
2. 年收入個人超過$85，000或夫妻超過$170，000者，處方藥保
險保費會隨所得調高，保費最高可達=保險計劃保費+$77.40 。
Part D處方藥保險：2006年起開辦、全部由民營保險公司承保。
聯邦僅設定最低福利標準。 2006年5月15日前或滿65歲未申請
者，每延遲一個月，保費加計1%罰款。罰款以全國平均保費計
算，2019年全美平均保費為$33.19。延遲申請的罰款是永久性的
。低收入者可申請處方藥保費及藥費補助（Extra Help)。常中政
此次講的內容有聯邦傳統原版Part A、B及Part C(也稱為Medi-
care Advantage)、Part D(Medicare Supplement輔助保險計劃，也稱
為Medigap藥物保險）。

資深保險專家常中政自2006年政府 「聯邦醫療照顧保險」
開放民營化起，已連續十幾年在社區做義務演講，經由他深入淺
出的講解，民眾可以了解透過以下三種路徑取得Medicare。第一.
原聯邦Part A及B+Supplement保險+Part D。 第二. 民營的Part C
(Medicare Advantage)。 第三. 申請Medicaid及低收入補助，成為
Medicare 和 Medicaid 雙重資格。他在講座中談到 Medicare Sup-
plement不包括處方藥，需另行加購。

資深保險專家常中政提醒民衆還有以下重點：1. 選擇計劃時
一定要注意有關醫師及醫院選擇的限制規定。 2. 針對個人健康
及財務狀況選擇計劃，切勿道聽塗說。 3. 主動尋求經驗豐富的
保險專業人員協助，詳細了解計劃內容。 4. 慎防詐騙，保護個
人資料。 5. 切勿貪圖補助而虛報所得。

最後，常中政還提醒可以前往政府網站 www.medicare.gov ,
先了解英文原版，有助於相關法規的深度理解。在Q &amp; A時
間中，僑界人士踴躍提出問題，講座結束仍有僑界人士圍繞常中
政請教個別遇到的問題。

國慶社安健康保險講座師大附中校友會主辦
常中政主講2020年 「聯邦醫療照顧」 保險

108108年國慶籌備會副主委黃初平年國慶籌備會副主委黃初平（（左一左一），），主講人資深保主講人資深保
險專家常中政險專家常中政（（左二左二），），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國慶前主國慶前主
委王妍霞委王妍霞（（右一右一））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國慶社安健康國慶社安健康
保險講座保險講座」」 中合影中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國慶社安健康保險講座由資深保險專家常中政主講國慶社安健康保險講座由資深保險專家常中政主講，，僑界僑界
人士踴躍前往聆聽人士踴躍前往聆聽。（。（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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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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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漳州報導】為期四天的2019年“行走
中國·海外華文媒體漳州行”主題採訪活動15日下午在福建省海
絲鐘錶博物館啟動，來自12個國家和地區20多名華文媒體高層
人士走進著名僑鄉福建漳州，將充分領略漳州的魅力、活力和實
力。

作為全球華文媒體人的盛大聚會，以“牽手世界，見證時代
——華文媒體的'中國故事'”為主題的第十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
於14日落幕，15日與會代表分赴有關省市開展主題采風採訪活
動，深入了解中國的發展變化。

中國新聞社福建分社社長徐德金在啟動儀式致辭中指出，
“行走中國”是中國新聞社為加強與分佈在世界各地的華文媒體
聯繫，並根據海外華文媒體對中國新聞報導的需求及關注的中國
大事、熱點新聞事件，定期組織海外華文媒體高層到中國大陸進
行實地採訪報導的系列活動。

“華文媒體作為海外華人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華文媒體擁
有融通中外的語言、文化和身份的獨特優勢。”徐德金介紹說，
中國的發展變化通過華文媒體廣泛傳播，在海外匯聚成一股傳播
“中國好聲音”的正能量。

漳州是著名僑鄉、台胞主要祖籍地、台灣文化重要發祥地和
台商投資密集區，是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城市。當
前，漳州著力大抓工業、抓大工業，建設工業新城，奮力當好高
質量發展落實赶超先鋒，推動富美新漳州建設不斷取得新成效。

漳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政府新聞辦主任、閩南日報社社
長陳惠貞表示，世界華文媒體的朋友們親臨漳州，零距離感受漳
州的風采和魅力，對於全面提升漳州對外傳播能力和影響力，更
加有效宣傳漳州的新進展、新成就、新亮點，吸引世界關注漳州
，具有重要作用。

匈牙利《聯合報》社長季毓萍對此次來漳州參訪充滿期待，

“很期待看看現在的漳州是怎樣的新面貌。”她表示，將傾聽台
商在漳州如何創業的成功故事，而通過他們的經歷，也能夠幫助
我們了解漳州所具有的優良條件，給投資者帶來怎樣的優勢。

季毓萍還表示，希望有機會可以為漳州的優質產品走向歐洲
、走向世界做一些貢獻發揮一些作用。

據悉，“海外華文媒體漳州行”主題採訪活動已在漳州連續
開展三年，今年的“行走中國·海外華文媒體漳州行”活動是第
十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的配套活動之一，也是此次華文媒體參訪
團在福建唯一一條參訪路線。

當天下午，海外華文媒體走進海絲鐘錶博物館和片仔癀博物
館，聚焦漳州工業發展；接下來，他們將走進漳浦、東山參訪台
資企業，與台商台青台農零距離接觸，關注他們在大陸發展現狀
及漳台交流融合發展等方面內容。

2019年“行走中國·海外華文媒體漳州行”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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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活動哪里去周日活動哪里去？？山東同鄉會燒烤會山東同鄉會燒烤會

【洛杉磯訊】華美銀行之控股公
司華美銀行集團（East West Ban-
corp, Inc.， 股 票 代 號 EWBC， 於
NASDAQ交易）10月17日公佈2019
年第三季度財務報告，淨利達1億7千
1百40萬美元，每股獲利1.17美元，
兩者均較2019年第二季度增加14%。
平均資產報酬率（ROA）為1.58%，
平 均 股 東 權 益 報 酬 率 （ROE） 為
14.1%。

華美銀行董事長、總裁兼最高執
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表示，在
當前利率下降的大環境下，華美銀行
2019年第三季度穩定成長。營業收入
（operating revenue）及淨利息收入
均創新高，分別達4億2千1百萬美元
及3億7千萬美元。2019年第三季度
的平均存款成本為1.05%，較同年第
二季度的1.11%減少0.06%。

吳建民指出，截至2019年9月30
日，華美銀行的總貸款創新紀錄，達3
百40億美元，較2019年6月30日的3
百37億美元增加2億9千1百萬美元或
3%。截至目前，2019年總貸款的年
均增長率為7%。總存款亦攀新高，達
3百67億美元，較2019年6月30日的
3百65億美元增加1億8千2百萬美元
或2%。截至目前，2019年總存款的
年均增長率為5%。

吳建民表示，嚴格的成本管控使
銀行的非利息支出較上季度小幅下降
。儘管第三季度的貸款減值損失準備
金（provision for credit losses）增加

至 3 千 8 百萬美元，且稅前收入較
2019年第二季度減少7.5%，但由於
銀行上季度的所得稅支出減少，第三
季度的淨利較第二季度成長14%。

吳建民說： 「總體而言，華美銀
行2019年第三季度依然延續了穩健的
獲利能力。我們的平均資產報酬率為
1.58% ， 平 均 股 東 權 益 報 酬 率 為
14.1%。」

盈利表現概要：
• 獲利成長 – 2019年第三季

度盈利達1億7千1百40萬美元，較
2019年第二季度的1億5千零40萬美
元增加14%；每股獲利達1.17美元，
較2019年第二季度的1.03美元增加
14%。

• 淨利息收入及淨利差保持穩
健 – 2019年第三季度淨利息收入達3
億6千9百80萬美元，較上季度成長2
百50萬美元或1%，較2018年同期增
加2千1百10萬美元或6%。2019年
第三季度淨利差為3.59%，較上季度
的3.73%減少0.14%。平均貸款收益
和平均存款成本分別較2019年第二季
度減少0.17%和0.06%。

• 總貸款創新紀錄 – 截至
2019年9月30日，總貸款達3百40億
美元，較2019年 6月 30日的3百37
億美元增加2億9千1百萬美元或3%
，較2018年同期增加28億美元或9%
。季度平均貸款為3百37億美元，較
上季度成長6億7千9百90萬美元或
8%，主要受商業貸款和消費貸款組合

的影響。
• 總存款再攀新高 – 截至

2019年9月30日，總存款達3百67億
美元，較2019年 6月 30日的3百65
億美元增加1億8千2百萬美元或2%
，較2018年同期增加30億美元或9%
。季度平均存款為3百65億美元，較
上季度成長12億美元或13%，主要得
益於貨幣市場存款、無息存款和定期
存款的均衡發展。

• 資產品質良好 – 截至2019
年 9月 30日，貸款損失準備金（al-
lowance for loan losses）為3億4千5
百60萬美元，或總貸款的1.02%為持
作投資（held-for-investment, HFI）
，2019年 6月 30日為 0.98%，2018
年9月30日為0.99 %。截至2019年9
月30日，非獲利資產為1億3千4百
50萬美元，佔總資產的0.31%，2019
年6月30日為0.28%，2018年9月30
日為0.29%。2019年第三季

度的貸款減值損失準備金為3千8
百30萬美元；呆帳總額為2千2百50
萬美元，佔平均持作投資貸款總額的
0.26%。

• 資本結構穩健 – 截至2019
年9月30日，華美銀行股東權益為49
億美元或每股33.54美元。普通股每股
有形權益為30.22美元，較2019年第
二季度成長4%，較2018年同期成長
17%。

截至2019年9月30日，有形權益
與有形資產比率為10.3%，第一類資

本比率（CET1）為12.8%，總風險資
本 比 率 （Total Risk-based Capital
Ratio）為14.2%。

華美銀行管理階層表示，預期
2019年第四季度銀行將持續成長。華
美銀行董事會將在2019年11月15日
派發2019年第四季普通股股息每股
0.275美元，股東將依其至2019年11
月1日的持股份數獲派股息。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

股票代號 EWBC 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
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
銀行，現有總資產4百33億美元，在
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130處服

務網絡，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
喬治亞州、內華達州、紐約、麻薩諸
塞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在大中華
地區，華美銀行在香港、上海、深圳
和汕頭都設有全方位服務的銀行，在
北京、重慶、廈門及廣州亦設有辦事
處。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
銀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市場的超市
分行，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下午七
時。此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
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
供全天24小時的銀行服務。有關華美
銀行2019年第三季度財務報告及相關
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
westbank.com查閱。

華美銀行發佈華美銀行發佈20192019年第三季度財報年第三季度財報
淨利達淨利達11億億77千千11百萬美元百萬美元 每股獲利每股獲利11..1717美元美元

營業收入達營業收入達44億億22千千11百萬美元百萬美元

美南山東同鄉會將在10月20日舉
行秋季燒烤會及“魯菜至尊”杯魯菜
大賽。屆時歡迎各位山東老鄉和山東
的朋友們積極參與。
時間：10/20/2019；11am-3pm
報名費：$10元，老人和兒童免費；
歡迎大家帶菜品嘗，帶菜免報名費
地點：George Bush Park Pavilion#2
，

16756 Westheimer Parkway Hous-
ton, Texas 77082

報 名 ： https://docs.google.com/
forms/d/e/1FAIpQLSeWW8ftgkyDK-
CzvpjLxV9IHTsgVO7MswXl3Kaytfts-
ByUYtOA/viewform?vc=0&c=0&w=
1&usp=mail_form_link
參賽

參賽菜必須在11:00 前登記！

11:00 魯菜大賽開始評選
11:20 節目演出
12:00 燒烤會開始供應食品
13:00 各種遊戲; 醫療咨詢
14:00 評委會頒獎，抽獎
14:30 拔河比賽
15:00 燒烤會結束

本次燒烤會特點：
1. 由同鄉會理事們親自負責燒烤

，給老鄉們服務；
2. 現場提供當天上岸的金槍魚生

魚片。
3. 由多名醫生組成的團隊免費為

大家進行健康咨詢。
4. 參加魯菜大賽的菜品都是精心

準備的精美菜肴。
5. 有精彩的文藝節目。
6. 有大量同鄉會理事和商家贊助

的禮品來作為抽獎獎品；
幾位知名專家教授組團在燒烤會

現場，免費為大家進行健康咨詢！有
糖尿病和肥胖癥專家梁敏醫生；心腦
血管專家豐建偉醫生；生活方式醫學
專家馬欣教授；牙科醫生郭瑞祥；醫
美專家李玉靜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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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美國，對老年
人的福利相當注重，是個 「老有所養」
的國家，對於有身分的華人來說，意味
著在年紀大時可安心養老，享受一定的
醫療照顧，不過，長輩們需要對自己能
享受的福利有一個完整的瞭解，才能夠
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計劃。

現在開始到到12月7日，是老人保
險的年度開放註冊期間，所有符合資格
的長輩們可以加入聯邦醫療保險，也有
許多長輩們在這段期間選擇更換不同的
計劃，以期更符合自己的需求，長輩們
可以多聽取不同的說明，看哪個計劃最
適合自己的福利。

聯合健保將於 10 月 22、29 日，以
及11月5、12、19、26日等週二下午兩
點舉行說明會，讓長輩了解老人保險紅
藍卡，其中福利優惠，包括以下:

保健產品卡: 每年$940 補助額，可
通過 Walgreens 選購櫃台非處方藥用品
。

牙科服務: $2500 綜合牙科服務(包
括裝假牙和根管治療)

健身房福利: 網絡內健身房會籍$0
定額手續費

聽覺護理: 每兩年$2000助聽器補助
額

交通協助: 每年60趟單程接送
個人緊急應變系統: 適用於手機和

有線電話，每周7天，每天24小時，無
額外費用

加入聯邦醫療保險的時機
多數人在滿65歲時即符合聯邦醫療

保險的資格，您可以在65歲生日當月之
前三個月開始、您的生日當月、以及之
後的三個月加入。

如果您已經退休了，或是您僱主所
提供的保險在65歲後停止，您會有兩個
月的特別選擇期 (Special Election Peri-
od) 來參加聯邦醫療保險。如果您不打
算退休，並且希望繼續擁有僱主的承保
，您可能不需要考慮聯邦醫療保險計劃
。與您的福利管理人員確認，是否您僱
主提供的保險與傳統聯邦醫療保險A部
份與B部份可並用。

如果您自己購買保險、並同時符合
聯邦醫療保險的資格，請將您保單中現
有的承保項目與聯邦醫療保險計劃做對
比，您可能為您的健保費用省下更多的
錢。

確保在您現有保險到期前，至少30
天內加入聯邦醫療保險，以避免保險中

斷、或被收取延遲參加註冊罰款。如果
您不在最初符合資格時立刻加入，某些
計劃可能會拒絕您參加、或收取更高的
保費。

詢問適當的問題會對您有幫助
不管您是自己要加入，還是幫助別

人選擇計劃，建議您詢問以下的問題：
您的醫生接受該計劃嗎？
您有在服用處方藥嗎？它們是否在

計劃承保範圍內？
該計劃符合您的預算嗎？確保將所

有的費用，如年度自付扣除額、月保費
以及定額手續費都考慮在內。

您希望看您選擇的任何醫生嗎？
您願意為了節省健保費用而更換醫

生嗎？
您希望有包含聽覺及視覺護理的計

劃嗎？
您的計劃是否有提供能協助您戒菸

的保健計劃、護士熱線、減低體重用品
或是健身計劃？

檢視自己的選擇
根據您所在的區域，可能會有數個

聯邦醫療保險計劃可供選擇：
傳統聯邦醫療保險（A部份與B部

份）
傳統聯邦醫療保險＋D部份處方藥

計劃
傳統聯邦醫療保險＋聯邦醫療保險

輔助計劃
傳統聯邦醫療保險＋D部份處方藥

計劃＋聯邦醫療保險輔助計劃
傳統聯邦醫療保險＋聯邦醫療保險

優惠計劃（可能包含D部份）
當您加入某個聯邦醫療保險計劃，

並不代表您將永遠使用該計劃。如果您
的健康護理需求隨著時間改變，可以在
10月15日到12月7日的年度開放註冊期
間 (Annual Enrollment Period，AEP)來改
變計劃。

請在每年的開放註冊期間檢視自己
的健康保險，確保下一年度的承保項目
是自己需要的。

聯邦醫療保險計劃 (俗稱 「紅藍卡
」)
聯邦醫療保險是為滿65歲以上的人士提
供的聯邦健康保險，如果您未滿65歲，
您可能因為殘疾或其他特殊情況而符合
保險的資格。

聯邦醫療保險幫助成千上萬的美國
長者、和殘障人士承保其健康護理的部
分費用。聯邦醫療保險提供不同部份，
讓您選擇適合自己承保的福利與選項。
不同部份的聯邦醫療保險幫助支付特定
服務的費用。

讓您的退休生活免於擔憂，並幫助
您節省醫護費用。如果您或您認識的親
友對聯邦醫療保險不熟悉，聯合健保來
協助您。

聯合健康保險提供多項聯邦醫療保
險計劃，及更多有關計劃選擇和聯邦醫
療保險投保資訊。

說明會地點在聯合健保休士頓亞裔
資訊中心，地址是 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位於二樓，Saigon Houston
Plaza內), Houston, TX 77072。華語查詢
專線：1-866-868-8988 (辦公時間: 週
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

這些福利您可知道這些福利您可知道?? 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計劃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計劃
聯合健保聯合健保 舉行老人保險紅藍卡說明會舉行老人保險紅藍卡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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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92019年年 1111&&1212 月份會員通告月份會員通告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CHINESE SENI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INC. 
`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42  

電話: (713)784-9049 網址:  www.csahouston.wordpress.com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每週定期例行活動時間地點一覽表 

 

                         

捐 獻 鳴 謝 欄 

感謝太極班張可良老師向 NextEra Energy, INC. 申請捐贈本會$500 
 

 

                2019 年 11 & 12 月 份 通 告                  編輯: 趙婉兒 

I.  2019 第四季度慶生會謹定於 11 月 17 日(星期日) 下午 1:30 假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屆

時備有精彩歌唱、舞蹈節目表演、還有豐富的獎品抽獎助興。入場劵分有三種: 10,11,12

生日的壽星劵(含免費餐盒帶回家)、自費餐盒券(每張酌收五元)、和免費節目觀賞劵。壽

星會員可憑有效會員証領取壽星劵。非壽星會員可憑有效會員証自由選擇購買自費餐券或

領取免費參加劵。以上三種入場劵皆可參加抽獎。請於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12 日，每週一

到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到僑教中心 102 室營養午餐部登記領取或購買餐券。 
 

II.  本年度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將暫停辦理新舊會員換証。明年將依舊自一月開始繼續每月的第

二個星期六辦理新舊會員換証。注意凡持有過期會員換証的會員不能参加本會所舉辧的任

何活動，並停寄活動通告。  

活 動 專 欄 
I. iPad、iPhone班 ：本會的 iPad、iPhone班備有不同學習的課程。每班級一期共五週。每週三和週

五上午 9:30 至 11:30在僑教中心 104上課。 

 iPad 和 iPhone 第 III 班: 將於 11/6 開班到 12/4。學習一般通用的應用軟件如書籤、桌面和照

片的分類、以及如何創立 LINE 帳號以及設置和使用。如何加入新朋友與群組、訊息發送、語音訊

息、視訊通話、自訂表情、群組聊天。讓你一步步輕鬆了解如何應用 LINE內多元功能做行銷。 

 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每班收費 35元。有興趣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2室繳費報名。 
 

II. 電子琴: 11/5到 12/24，一期共八週、每週 1小時。每班只收六位學生。分兩班、每週二下午

1:00 至 2:00和 2:00至 3:00 在僑教中心 104 上課。 

每期收費 40 元。  請早報名、先到先得。有興趣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2室繳費報名。 
 

III. 亞裔長輩節日午餐: 由休士頓亞裔團體联合主辦一年一度的亞裔長輩節日午餐、將於十二月六

日、期星期五中午在珍寶樓舉行。當天除了提供午餐還有精彩的娛興節目、贈送礼物和抽獎。憑

票入埸。有意願参加的會員請於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二上午十點到僑教中心 102 室憑有效會員証

領取。以六十五歲以上的會員優先。票數有限先到先得、發完為止。 
 

IV. 您希望長命百歲身體健康嗎? 本會為您舉辦系列健康促進講座 (主講人 :  鄧雅如 )請踴躍参加  
 

1) 10/21 到 10/24 每天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僑教中心 102 室現場有志工免費為會員做健康服務做背

部舒壓。 

2) 11 月 5 日、星期二、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僑教中心 102 室。主題:  對抗自由基 

有許多的疾病和自由基有關，而自由基對身體的威脅也越來越大，但是我們也不需要過度害

怕，因為人體有一套抗氧化的機制，我們如何讓它的功能發揮，保護我們身體呢？又如何正確

的飲食和生活方式，來對抗自由基呢？我們一起來了解探討 

 

3) 12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僑教中心 102 室主題 :  越活越年輕  

年齡增長是一種自然現象，但是誰說不能防老抗老化呢？你知道嗎？少吃糖，多吃好油，

常大笑，好好吃早餐就能讓您逆齡生長，還有更多好習慣可以幫助你，越活越年輕，越活

越有勁，歡迎一起來學習。  

旅  遊  專 欄 

星
期 

         

   活          動    
上         午 

中     午 

11:30 ~ 12:30 
活   動    下       午 

一 

國  畫（104 教室） 9:30 ~ 11:00 

營    

養    

午    

餐      (

一0
  

二  

教
室 ) 

  

書  法（105 教室） 11:00  ~ 12:30 

英 語會話 -- 基 礎、初級 班(103 室) 09:30 ~ 11:30 

二 

英  語 -- 中 上 班  (103 教室) 09:30 ~ 11:30 Karaoke A  

(107 室) 
1:00 ~ 4:00 

編 織 班  (102 教室) 10:00  ~ 11:30 

三 英  語– 中級 班  (103 教室) 09:30 ~ 11:30 
乒乓球運動班 

(105 室) 

 

1:00 ~ 3:00 

四 英  語 –高衱 班  (103 教室) 09:30 ~ 11:30 

香香個人創作舞 

(109 室) 
1:00 ~ 3:00 

 Karaoke B (107 室) 1:00 ~ 4:00 

五 
考公民入藉班(103 教室) 09:30 ~ 11:30   

中医義診(102 教室) 10:00 ~ 11:30 

六 

養生保健班 10:00 ~ 12:00 
 舞 蹈  (109 室) 12:00 ~ 2:00 

合 唱 (107 室) 1:30 ~ 3:30 

新舊會員換証 108 室 (每月第二週六) 10:00 ~ 12:00 
粵 曲 (108 室) 1:30 ~ 4:00 

太 極 班 (大禮堂) 1:00 ~ 4:00 

日  
 粵 曲 (108 室) 1:30 ~ 4:00 

太 極 班 (205 室)  1:00 ~ 3:00 

每月舉辦一次一日旅遊 每季舉辦一次會員慶生會 

其它系列活動: iPad & iPhone 班、電子琴班、每月一次健康促進講座。 

 

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會員參加。  報名請  於指定報名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憑有效會

員証到僑教中心 102 室報名繳費。或在指定報名日期之後、如果還有名額、可電 (713)784-

9049 預約報名繳費。費用含早點、午餐、司機午餐、小費、瓶裝水  和門票。凡己報名、而改

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交 l0 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席恕不退費。請隨身帶備 ID、

健康保險卡、穿舒適便鞋、或運動鞋、陽傘或帽子、別忘了帶相機。 
 

1) 2019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11 月 5 日、星期二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35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上午 7:3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上午 7:45 ---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上午到奧斯丁参觀難得一見的恐龍公園。這裡擁有獨特的戶外博物館環境。 儘管大多數博物館都

有恐龍骨骼，但這裏卻有逼真、真正尺寸大小各種類的恐龍展品並顯示出其真實皮膚和顏色的變

化，讓我們更了解它的生命狀態。 這些靜態雕像的大小不一，從 2 英尺長的 Compsognathus 到 123

英尺的梁龍（Diplodocus），這是有史以來最長的恐龍。 當您漫步在綠樹成蔭的自然小徑上時，

恐龍就坐在小徑途中，位於植物，樹木和岩石之間，可輕鬆想像自然環境中的真實恐龍。 恐龍公

園是一個充滿教育性和趣味性的地方，導遊將講解讓我們了解統治著地球 1.5 億多年的雄偉動物。 

還有其他活動包括挖化石，遊樂場，野餐區和精美的恐龍商店，裡面存放著各種禮物，必定會吸

引任何恐龍迷！ 

  午餐 --- 中式自助餐。 

下午 參觀 LBJ 總統圖書館和博物館。這裡有傳統畫廊展示致力於紀念約翰遜總統通過的立法對美

國的影響的物品。November 22, 1963 畫廊展出了約翰·肯尼迪總統被暗殺，LBJ 成為美國第 36 任總

統這一致命日子的圖像和文物。公民權利展覽介紹 LBJ 在他執政期間通過的民權法的文物。  

社會正義畫廊展示了 LBJ 通過的立法的描述和圖形以及需要這樣做的原因，包括民權，消費者保

護，醫療保險，公共廣播，《美化戰爭》，教育以及他對大社會的看法。 

我們還可以走進複製約翰遜總統在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以及總統的豪華轎車也在大堂展出。 

 下午 6:00 --- 回到僑教中心。 
 

2) 2019 年 12 月 22 日星期日 、一日遊。將於 12 月 3 日星期二 開始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35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上午 7:20 -----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上午 7:30 -----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上午参觀奧斯汀水族館。這裡有數以千計的物種和互動展品！ 自 2014 年以來，奧斯汀水族館一直

是奧斯汀地區首屈一指的家庭娛樂中心。水族館中展出的展品包括各種各樣的兩棲動物，互動的

長尾小鸚鵡和長尾小鸚鵡鳥舍以及各種冷水和熱帶魚。 此外，奧斯汀水族館還設有鯊魚，黃貂魚

接觸池，帶數百種爬行動物的熱帶雨林，以及家族中最新的成員-環尾狐猴和浣熊。在這裡提供了

享受海洋的刺激和學習的機會並可以觀看水母輕輕漂浮和發光，欣賞明亮多彩的珊瑚。 

 午餐 --- 中式自助餐。 

 下午参觀德州軍事博物館。在這 45,000 平方英尺的博物館，展示有海陸空三軍事用品及道具包括

製服，武器，坦克，大砲，飛機，直升機等等！其中如講述冷戰期間德州國民警衛隊的故事。在

該展覽中展出的物品包括：柏林牆的一大塊；冷戰時期的吉普車和裝備；士兵所戴的頭盔，手套

以及在爆炸裝置襲擊時他乘坐的悍馬戰車的窗戶破損；五角大樓的碎石碎片在 9-11 襲擊中擊中；

由第 36 步兵師的成員在伊拉克製造的戰鬥自行車，捕獲了敵方武器；德州國民警衛隊在伊拉克和

阿富汗行動中使用的製服和設備等。還有更多歷史軍用道具讓參觀者來探索 1832 年至今的德州軍

事力量的歷史。 

 下午 6: 30 --- 回到僑教中心。 

9-19-2019德州 Ranger博物館 

 

 

 

 

 

 
 

 

                                      

 

 

 

 

 
 

9-29-2019 第三季度會員慶生會 

 
 

 

 

 

 

 

 
 

 
 

 

 

 

  

 

  

 

 

  

 

 

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會員參加。  報名請  於指定報名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憑有效會

員証到僑教中心 102 室報名繳費。或在指定報名日期之後、如果還有名額、可電 (713)784-

9049 預約報名繳費。費用含早點、午餐、司機午餐、小費、瓶裝水  和門票。凡己報名、而改

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交 l0 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席恕不退費。請隨身帶備 ID、

健康保險卡、穿舒適便鞋、或運動鞋、陽傘或帽子、別忘了帶相機。 
 

1) 2019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11 月 5 日、星期二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35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上午 7:3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上午 7:45 ---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上午到奧斯丁参觀難得一見的恐龍公園。這裡擁有獨特的戶外博物館環境。 儘管大多數博物館都

有恐龍骨骼，但這裏卻有逼真、真正尺寸大小各種類的恐龍展品並顯示出其真實皮膚和顏色的變

化，讓我們更了解它的生命狀態。 這些靜態雕像的大小不一，從 2 英尺長的 Compsognathus 到 123

英尺的梁龍（Diplodocus），這是有史以來最長的恐龍。 當您漫步在綠樹成蔭的自然小徑上時，

恐龍就坐在小徑途中，位於植物，樹木和岩石之間，可輕鬆想像自然環境中的真實恐龍。 恐龍公

園是一個充滿教育性和趣味性的地方，導遊將講解讓我們了解統治著地球 1.5 億多年的雄偉動物。 

還有其他活動包括挖化石，遊樂場，野餐區和精美的恐龍商店，裡面存放著各種禮物，必定會吸

引任何恐龍迷！ 

  午餐 --- 中式自助餐。 

下午 參觀 LBJ 總統圖書館和博物館。這裡有傳統畫廊展示致力於紀念約翰遜總統通過的立法對美

國的影響的物品。November 22, 1963 畫廊展出了約翰·肯尼迪總統被暗殺，LBJ 成為美國第 36 任總

統這一致命日子的圖像和文物。公民權利展覽介紹 LBJ 在他執政期間通過的民權法的文物。  

社會正義畫廊展示了 LBJ 通過的立法的描述和圖形以及需要這樣做的原因，包括民權，消費者保

護，醫療保險，公共廣播，《美化戰爭》，教育以及他對大社會的看法。 

我們還可以走進複製約翰遜總統在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以及總統的豪華轎車也在大堂展出。 

 下午 6:00 --- 回到僑教中心。 
 

2) 2019 年 12 月 22 日星期日 、一日遊。將於 12 月 3 日星期二 開始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35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上午 7:20 -----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上午 7:30 -----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上午参觀奧斯汀水族館。這裡有數以千計的物種和互動展品！ 自 2014 年以來，奧斯汀水族館一直

是奧斯汀地區首屈一指的家庭娛樂中心。水族館中展出的展品包括各種各樣的兩棲動物，互動的

長尾小鸚鵡和長尾小鸚鵡鳥舍以及各種冷水和熱帶魚。 此外，奧斯汀水族館還設有鯊魚，黃貂魚

接觸池，帶數百種爬行動物的熱帶雨林，以及家族中最新的成員-環尾狐猴和浣熊。在這裡提供了

享受海洋的刺激和學習的機會並可以觀看水母輕輕漂浮和發光，欣賞明亮多彩的珊瑚。 

 午餐 --- 中式自助餐。 

 下午参觀德州軍事博物館。在這 45,000 平方英尺的博物館，展示有海陸空三軍事用品及道具包括

製服，武器，坦克，大砲，飛機，直升機等等！其中如講述冷戰期間德州國民警衛隊的故事。在

該展覽中展出的物品包括：柏林牆的一大塊；冷戰時期的吉普車和裝備；士兵所戴的頭盔，手套

以及在爆炸裝置襲擊時他乘坐的悍馬戰車的窗戶破損；五角大樓的碎石碎片在 9-11 襲擊中擊中；

由第 36 步兵師的成員在伊拉克製造的戰鬥自行車，捕獲了敵方武器；德州國民警衛隊在伊拉克和

阿富汗行動中使用的製服和設備等。還有更多歷史軍用道具讓參觀者來探索 1832 年至今的德州軍

事力量的歷史。 

 下午 6: 30 --- 回到僑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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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會員參加。  報名請  於指定報名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憑有效會

員証到僑教中心 102 室報名繳費。或在指定報名日期之後、如果還有名額、可電 (713)784-

9049 預約報名繳費。費用含早點、午餐、司機午餐、小費、瓶裝水  和門票。凡己報名、而改

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交 l0 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席恕不退費。請隨身帶備 ID、

健康保險卡、穿舒適便鞋、或運動鞋、陽傘或帽子、別忘了帶相機。 
 

1) 2019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11 月 5 日、星期二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35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上午 7:3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上午 7:45 ---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上午到奧斯丁参觀難得一見的恐龍公園。這裡擁有獨特的戶外博物館環境。 儘管大多數博物館都

有恐龍骨骼，但這裏卻有逼真、真正尺寸大小各種類的恐龍展品並顯示出其真實皮膚和顏色的變

化，讓我們更了解它的生命狀態。 這些靜態雕像的大小不一，從 2 英尺長的 Compsognathus 到 123

英尺的梁龍（Diplodocus），這是有史以來最長的恐龍。 當您漫步在綠樹成蔭的自然小徑上時，

恐龍就坐在小徑途中，位於植物，樹木和岩石之間，可輕鬆想像自然環境中的真實恐龍。 恐龍公

園是一個充滿教育性和趣味性的地方，導遊將講解讓我們了解統治著地球 1.5 億多年的雄偉動物。 

還有其他活動包括挖化石，遊樂場，野餐區和精美的恐龍商店，裡面存放著各種禮物，必定會吸

引任何恐龍迷！ 

  午餐 --- 中式自助餐。 

下午 參觀 LBJ 總統圖書館和博物館。這裡有傳統畫廊展示致力於紀念約翰遜總統通過的立法對美

國的影響的物品。November 22, 1963 畫廊展出了約翰·肯尼迪總統被暗殺，LBJ 成為美國第 36 任總

統這一致命日子的圖像和文物。公民權利展覽介紹 LBJ 在他執政期間通過的民權法的文物。  

社會正義畫廊展示了 LBJ 通過的立法的描述和圖形以及需要這樣做的原因，包括民權，消費者保

護，醫療保險，公共廣播，《美化戰爭》，教育以及他對大社會的看法。 

我們還可以走進複製約翰遜總統在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以及總統的豪華轎車也在大堂展出。 

 下午 6:00 --- 回到僑教中心。 
 

2) 2019 年 12 月 22 日星期日 、一日遊。將於 12 月 3 日星期二 開始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35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上午 7:20 -----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上午 7:30 -----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上午参觀奧斯汀水族館。這裡有數以千計的物種和互動展品！ 自 2014 年以來，奧斯汀水族館一直

是奧斯汀地區首屈一指的家庭娛樂中心。水族館中展出的展品包括各種各樣的兩棲動物，互動的

長尾小鸚鵡和長尾小鸚鵡鳥舍以及各種冷水和熱帶魚。 此外，奧斯汀水族館還設有鯊魚，黃貂魚

接觸池，帶數百種爬行動物的熱帶雨林，以及家族中最新的成員-環尾狐猴和浣熊。在這裡提供了

享受海洋的刺激和學習的機會並可以觀看水母輕輕漂浮和發光，欣賞明亮多彩的珊瑚。 

 午餐 --- 中式自助餐。 

 下午参觀德州軍事博物館。在這 45,000 平方英尺的博物館，展示有海陸空三軍事用品及道具包括

製服，武器，坦克，大砲，飛機，直升機等等！其中如講述冷戰期間德州國民警衛隊的故事。在

該展覽中展出的物品包括：柏林牆的一大塊；冷戰時期的吉普車和裝備；士兵所戴的頭盔，手套

以及在爆炸裝置襲擊時他乘坐的悍馬戰車的窗戶破損；五角大樓的碎石碎片在 9-11 襲擊中擊中；

由第 36 步兵師的成員在伊拉克製造的戰鬥自行車，捕獲了敵方武器；德州國民警衛隊在伊拉克和

阿富汗行動中使用的製服和設備等。還有更多歷史軍用道具讓參觀者來探索 1832 年至今的德州軍

事力量的歷史。 

 下午 6: 30 --- 回到僑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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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德州本地新聞

R03-CHI AME中美酒樓56B_16

星期五       2019年10月18日       Friday, October 18, 2019

美國研究發現:
降薪或使人患心血管疾病可能性增加降薪或使人患心血管疾病可能性增加1717%%

（本報訊）(1) 瓦特讀大學時得病了
馬琳女士的原籍是薩爾瓦多，年約67歲，曾經擔任薩國駐休士頓領事舘的領事，幾年前退休

後就居留在休市。她的丈夫瓦特是薩國退休的少將軍官，他年輕的時候擔任中級軍官作戰英勇，
曾在某次戰場上奮戰，中了砲彈將肚腸打爆開來，右眼打瞎了，幸運地活了下來，因功高受勛被
公費派來休士頓大學進修。留學期間罹患腸胃方面的疾病，尤其戰場的陰影，生死一線的經歷，
造成他的心理障礙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諸如情緒激動、燥郁、有時候又有憂鬱等心理方面的病
，他試過了國內外各大名醫，服了各種藥方都不甚有效。某次病發作來我的診所求治，針灸醫效
顯著，頗收立竿見影的效果。如此這般經我的醫治幫他讀完四年大學學業，他歡歡喜喜地拿到文
憑回國。過了幾年出任國防部的軍醫署的少將署長。

(2) 馬琳領事
他的妻子馬琳仍任駐休市的領事。馬琳早年患紅斑性狼瘡症，屬免疫系統的疾病，平時服醫生的
處方，多係類固醇一類的所謂 「美國仙丹」，當病發厲害西藥無效時，她也來診所求治。她的夫
婿兩頭來回跑，只要到了休士頓一定來診所將他的疑難雜症請我解決。有次我問他： 「你已經是
軍醫署長了，難道你們國內的軍醫們無法治好你的病嗎？」瓦特是一位科班出身熱愛祖國的將軍
，以自己能主持軍醫署為榮，絕不會向一個外國人示弱，口頭上表示出： 「能治病的軍醫比比皆
是，只是你已經接手治我有卅多年了，較熟習我的身體狀況，還是請你代勞罷。」，我說： 「當
然、當然，作戰臨陣換將對軍情不利，治病對我來講，你的病情早在掌握之中，我樂意為你診治
。」 如此每次兩下三下瓦特將軍的病便霍然而愈。

(3) 馬琳得骨癌
在川普總统上台前，瓦特早已退休閒居休士頓有年，川普一上台他不得不回薩國，等他的居

留卡。時間過得飛快，從他初到美卅年過去了，馬琳也由薩國駐休領事舘退休了，她在休市居留
下來，二女一兒早就成家立業，閒時照顧孫兒孫女，其樂融融。

2019年3月，67歲的馬琳來診所云： 「最近半年來身體不適，糖尿病似乎嚴重了，體重減少
廾多磅，左臂手肘部異常疼痛，雖然看了醫師毫無效果，目前正在向各科醫師求診，馬上要作
CAT Scan 檢驗，我想先請你把手肘疼治好再說。」我二話不說立刻替她檢查手肘，我的手稍微碰
觸她的手肘，她已經頻頻呼痛，並且她手臂有微熱，這種症狀與關節炎有點相似，但不敢大意。
於是馬上作QA和Mead的測試。QA的結果顯示酸性體質，骨質疏鬆，骨系統的指數就有6項不合
標，Mead的測試顯示許多經絡不平衡，尤其腎經虛寒，證之QA的結果確是骨系統的病症，最令

人擔心的是她總體能量即元氣低下，骨癌的症候隱然成形。
(4) 富鹼寶打前鋒
為今之計只有先將她的體質改變為鹼性為妙，再等她各科醫生的診斷報告，這個期間當然再

施以針灸解除病人手肘痛苦。於是我囑馬琳先服富鹼寶（PHB)和補充鈣（雙向鈣）的中藥製劑。
馬琳服藥和針灸幾次以後，手肘的痛大有改善，可以照顧孫兒女了，她的糖尿病也有進步，

可以不要服用降血糖的藥物了。四個月過去，馬琳的各科檢查都正常，僅有左手肘的MRI和CAT
的造影有問題，發現有可疑的陰影，肱骨近左手肘的骨髓有67公厘的惡性腫瘤，西醫初步診斷為
骨癌，需要進一步作骨和骨髓的切片檢驗，以確定骨癌的惡化程度。八月初病人再度來診所談切
片結果，病人的左手絆上數層紗布，滿臉疑雲地把醫師的診斷書說我，報告上說是癌非癌在模稜
不清難以判斷之間，建議再作一次Scan和切片。主治醫師決定等一個月傷口癒合，再作一次MRI
以定行止。馬琳和她的女兒急切地問： 「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5) 骨癌消失
我首先恭喜她總比要作放療為佳，可能還要鋸掉一大截肱骨，接上一截人造骨，搞不好幾個

療程的化療，光恢復這項治療工程就要一年的功夫呀！我接著說： 「自今年三月來治療手肘時發
現馬琳的痛苦不同尋常，就懷疑有癌疾，所以先囑服富鹼寶（PHB)將體質改變為鹼性為妙，而且
富鹼寶中的君藥正是治療癌症的中藥之王，三個多月下來初期的骨癌已被富鹼寶控制住了，骨癌
朝痊癒的途徑進行。我再替你作一次QA測驗，看看還要服用多久的富鹼寶和其他以 “扶、防、
治＂為主的中藥，防癌復發和轉移。」馬琳臉有喜色，急於想知道自己的酸、鹼體質。QA測試結
果她的PH已經進入鹼性了。我趁著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她的主治醫師才會替她作Scan，另外加服綜
合真菌方和中藥治癌方，馬琳依囑服藥又過了一個月。

馬琳作了第二次的MRI，檢驗結果比第一次大有改善，67公厘的癌陰影不見了，但是還不能
作百分之百無癌的確診。所以主治醫師建議馬琳過三個月後再度作MRI，看情況是否要作切片。

馬琳把懸在空中的心，放了下來，思夫心切想要回薩國探親，我於是又準備了二個月的藥材
足夠她繼續服用。

五年不復發為治療癌症的指標，回想馬琳得紅斑性狼瘡快四十年了，她的醫生只有從類固醇
下手，她服下的數量不知凡幾，日積月累造成骨質的傷害相當嚴重。要想治好她的骨癌恐怕非得
釜底抽薪從減少服類固醇開始。未雨綢繆的治療方式非得等她回休士頓再作打算。

杏林夜談〔八〕

馬琳的骨癌治好了 成彥邦

（本報訊）《美國醫學會雜誌》一項新的研究顯示，加薪可
以降低人類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而降薪則使患病可能性增加
17%。

據報道，美國布萊根婦女醫院與哈佛醫學院共同組成的研究
小組，對9000名參與者，進行了平均長達17年的追蹤。他們發
現，在6年之中，薪水上漲了50%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

下降了近15%，而那些薪水下降50%的人，患病風險增加了17%
。

研究主要成員、時為哈佛公共健康碩士的斯蒂芬·王表示，
“這主要因為工資上漲使人出現心力衰竭的可能性要小。”反之
，工資下降，人們可能沒有錢去健身房，感到更加焦慮，或是選
擇食用更多垃圾食品，這使得患心血管疾病風險上升。

研究小組說，這項研究使得醫生在心臟病檢查中，更加關注
患者財務狀況。但其侷限性是，出現健康問題的參與者，更有可
能遭受降薪。

斯蒂芬·王表示，她希望醫生和公衆都能知道，財務狀況變
壞，或將增加心臟病患病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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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比：兩場大勝讓球員鬆懈

■■艾克森在比賽後艾克森在比賽後
揮舞國旗揮舞國旗。。 新華社新華社

當納比出現在新聞發佈廳
時，臉上不帶有任何表

情。中國國足的這場發佈會一反
常態地沒有球員一同參加，甚至
主教練本人也沒有率先對比賽進
行總結，而是直接請在場記者提
問。

在回答提問時，納比提到，
儘管遭遇平局，但球隊在一定時
間段內的表現整體是不錯的。
“我對球隊後45分鐘的表現很
滿意，如果我們上半場像下半場
那樣打的話，我認為肯定會有入
球發生。”他說。

“球隊在上半場的威脅球不
多，再加上我們對面是一支積極
的對手，他們在開場後的密集防
守給我們製造了不少麻煩。但我
認為球員們在下半場的進攻、節
奏、包括配合都打得不錯。”他
補充說。

本次球隊的最終23人大名
單中只有3名
前鋒入選，

且全部
出現在

了正選陣容中，這意味着球隊在
進攻端沒有任何“後手”可言。
面對有記者關於為何最終將尖刀
球員韋世豪和楊立瑜排除出大名
單的提問時，納比簡明扼要地回
答：“我們是根據狀態而非位置

來確定大名單的
組成。”

本場比賽被菲律賓逼和，也
是年內兩隊三次交鋒中菲律賓唯
一一次在結果上未處下風。繼續
往前回顧兩隊在2017年6月的交
手，當時同樣由納比執掌的國足
在廣州以8：1狂勝對手。短短
不到兩年半時間，中國隊戰勝菲
律賓隊越發困難，直至如今未能
取勝，納比坦言，“不是所有的

比賽都是能夠出現狂勝的。”
將在11月進行的四十強賽

第五輪比賽中，中國隊將在客場
挑戰本組最強對手敘利亞。展望
這場國足提前到來的“生死
戰”，納比表示，“現在我們要
做的就是力拚下一場，為了晉級
的目標繼續努力。”

■新華社

香港羽毛球隊日前出戰
丹麥羽毛球賽首圈賽事，其
中張雁宜在女單直落兩局擊
敗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球手
山口茜；至於混雙鄧俊文/謝
影雪組合，則以2：1反勝荷
蘭組合過關。

世界排名第 27位的張
雁宜，首圈對手為日本名
將、世界排名第二位的山口
茜；首局於中段起一直保持
領先，並以21：19先下一
城。到第二局，張雁宜表現

依然出色，讓山口茜未有任
何機會，最終再贏21：18，
只花了 42 分鐘便淘汰對
手，次圈將面對西班牙名將
馬琳。

鄧俊文/謝影雪的混雙
組合，首圈對手為荷蘭的
Robin Tabeling/Selena Piek，
首局“鄧謝配”演出平
平，以9：21先輸一局；到
第二局，鄧俊文/謝影雪表
現開始回穩，贏21：17扳
平局數；到第三局，兩隊
組合互有攻守，局勢陷於
膠着，結果“鄧謝配”險
勝22：20晉級，次圈將對
戰馬來西亞組合吳順發/賴
潔敏。

其餘戰果方面，李卓耀
於男單以21：16、14：21、
18：21不敵丹麥的Rasmus
Gemke；黃永棋則以 15：
21、17：21不敵“一哥”桃
田賢斗。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2019年河南省武術特色學校比賽日前在
河南省溫縣陳家溝舉辦，共有106所“武術
特色學校”代表隊、1060名運動員參加比
賽。

本次比賽由河南省體育局、省教育廳
聯合主辦，分為集體項目和個人項目兩大
類。其中集體項目又分中學組和小學組，
比賽內容為趣味武術健身拳操10人集體演

練和長拳一(二)段單人及對練演練；個人項
目為自選項目，比賽內容為傳統、自選拳
術或器械任選其一。

114人獲得個人項目一等獎，焦作市
實驗小學、濟源市玉川路小學、鄭州市金
水區黃河路第一小學獲得小學組團體總分
前三名，周口淮陽豫東學校、周口扶溝包
屯高級中學、許昌襄城白塔寺學校獲得中
學組團體總分前三名。朱美晨等24名同志
被評為“優秀輔導員”。

河南省武術運動管理中心主任馬全鈞
說，中華武術文化源遠流長、生生不息，培
養青少年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武術人責無
旁貸。此次比賽既是對“武術特色學校”工
作的檢驗，又是全省中小學武術愛好者力
量、團結、健康、向上的一次完美展示，更
是青春活力大檢閱。

從 2015 年 11 月開始，河南省體育
局、教育廳率先在全國組織開展創建“武
術特色學校”工作，共有109所中、小學
校被命名為武術特色學校。

客場出戰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四十強賽遭菲律賓悶和，中國國足主帥納

比在賽後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前兩場的大勝讓球員們產生了本場仍舊能夠輕

鬆取勝的錯覺。他認為如果隊員們能像本場的後45分鐘那樣踢，入球和勝利

遲早都會到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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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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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將會獨家直播
2020歐洲國家盃的Now
TV16日進行節目巡禮，
並邀請了正參加世界盃外
圍賽的香港隊到場支持，
（右起）葉鴻輝、夏志明及
黃洋等現役港腳更即場分
享對歐洲國家盃的看法，
與現場觀眾大談波經。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

港

隊

撐

場

豫武術運動員展青春活力丹
麥
羽
賽
勇
挫
山
口
茜

張雁宜

■■張雁宜首圈表現張雁宜首圈表現
出色出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千餘運動員展青春活力千餘運動員展青春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攝攝

■■中國隊球員在比賽後向球迷致意中國隊球員在比賽後向球迷致意。。 新華社新華社

悶和菲律賓上半場表現差

中國女足在中國香河國家足球訓練基地的選拔集訓日
前結束，球隊主教練賈秀全在總結本階段的球員表現時
說，有一半的新人都體現了自身的特點。

本次集訓分為兩階段，其中第一階段為期六天，在本階段
表現出色的球員將有機會參加第二階段集訓和重慶永川四國
賽。賈秀全透露，球員來到香河之前，就已經讓他們保持一定
的訓練。在集訓開始後，隊員不僅進行了恢復訓練，還打了兩
場教學賽。

賈秀全表示，從兩場比賽來看，一半的新人都有一定的
特點。“還是那句話，就是欠練。其實有些球員條件很好，如
果給我兩年或者四年的時間，可能都有點戲。現在看的話，一
方面欠練，另一方面很多東西還不夠。比如在攻防上，她們到
這個年齡都應該比較成熟了，但實際上還是比較嫩，所以要補
充的地方還是很多。”

“球員慾望都很高，雖然她們的身體狀態不在最好的
時候，但是球員的表現和努力程度都很好，希望她們能夠
更加強勢。現在95、96、97年齡段還是有些人才的，接下
來怎麼能抓住？這是關鍵。”

第二階段的集訓於16日開始，賈秀全表示，考慮到軍運
會，這幫球員中可能有三分之二會留下參加第二階段（集
訓），通過近一段時間的磨合，這些新人會給球隊增加活力。
展望下月初的四國賽，賈秀全說：“這次比賽我們請的巴西、
加拿大和新西蘭，我們女足別怕輸，和這些強隊去抗衡我覺得
挺有好處的。我會給她們機會，在永川的比賽中，如果那位球
員通過考驗了，那就是真正可以用上了。”

“通過近一周的訓練，我挺滿意的。肯定有些人要回
去，但這並不是末日，一定有機會再回來的。球隊的整體框架
沒有變，只是我需要一些新的充滿活力和特點的球員。我們的
戰術要求是讓球更快一些，我們會按照新的要求去
選人。”賈秀全說。 ■新華社

■■納比納比（（前前））對國足上半場對國足上半場
表現不滿意表現不滿意。。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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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嘚吧嘚》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說是
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嘚吧嘚》。劇場秀模式部分借鑒
了美國輝煌了70年的王牌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以大鵬擅長的脫
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種表現
形式，在豐富傳統脫口秀形式的同時，力求加強現場演出時的代入感
和即興感，事實證明，這種區別於線上信息單向傳播的互動傳播方式
為live演出增色不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大鵬嘚吧嘚：女運動員為治抑郁當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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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大鵬劇場秀》精彩
節目介紹

10/7/2018 -10/13/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7 8 9 10 11 12 13

00:00-00: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空姐新發現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美國人走長征路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0/4/2019

武林風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現場面對面 城市一對一

現場面對面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15~19集 (重播)

味道 (重播)

Chinese Class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0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王者歸來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國輿論場

美南大咖談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17~21集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檔案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藝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15~19集

幸福帳單 (重播)

體育報導 (直播)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開門大吉

電影藏密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17~21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王者歸來

幸福帳單

央視國際新聞

華人世界 

蜜蜂花園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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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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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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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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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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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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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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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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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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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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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五       2019年10月18日       Friday, October 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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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19年3月15日 Friday, March 15, 2019

*優惠至2019年6月30日止。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19年6月30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9月30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

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助您再創事業高峰
不論您需要營運資金或計畫購置商用地產，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限時優惠

2019年6月30日前申請SBA 7(a)貸款，可獲得高達 

$2,500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offer19 

或致電 888.245.1756。

SBA小型商業貸款的優勢：

商業地產僅需10%頭款

貸款期較長 = 每月還款額較低

用途廣泛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星期五       2019年10月18日       Friday, October 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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