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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健康保險顧問
: 長 者 健 康 保 險 medicare ﹑人 壽 保 險 ﹑
保 險 ﹑年 金
裔社區口碑極優
親 切 周 到 ﹐樂 於 助 人
: 281
281-758
758-9152 ﹒

地 址 : 9600 Bellaire Blvd., #111
#111,, Houston, TX 77036

醫生專頁
星期日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主 治

急 症

高 血 壓

婦 科 病

感 冒

尿 路 炎

糖 尿 病

兒 科 病

咽喉痛

關節注射

高 血 脂

老年癡呆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常見皮膚病

骨質疏鬆

腹 瀉

清創縫合

皮膚活檢

憂 鬱 症

角膜異物清除

移 民 體 檢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Tel:(832)433-7159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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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世界球王上天堂

有 「
世
紀球王」
、 「球 場
上帝」、
「
神之子」稱號的阿根
廷球王馬拉度納（Diego Maradona） 周 三
11 月 25 號在家中心臟
病 發 逝 世 ， 享 壽 60 歲
。馬拉度納先前就因病
所苦，曾兩度因吸毒
（古柯鹼）心臟病發，
倖存下來，也曾染上肝
炎，並做過胃繞道手術。阿根廷總統府已發佈公告，即日起阿根廷
全國服喪三天，以示哀悼。阿根廷另一位足球巨星梅西（Lionel
Messi），則發推文悼念，他稱讚馬拉度納： 「
是不朽的傳奇」。
阿根廷《號角報》（Clarín）報導，10 月 30 日才剛迎接 60 歲生
日的馬拉度納，在離開醫院僅兩周後，在位於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近郊的蒂格雷區（Tigre）的家中，心臟病發猝逝。本月 3 日馬拉度
納曾因腦部血栓住院接受手術，8 天後出院，在家中接受酒精成癮
的治療。阿根廷媒體紛紛以 「
世界劇變」、 「
國殤日」、 「
足球界
祈禱永遠不會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
失去天才的世界」等字
句來形容馬拉度納猝逝的噩耗。
阿根廷體育權威媒體《Ole》指，馬拉度納周三一早還如往常
般下床走路，但醫生、護士在中午前去餵藥時，馬拉度納已沒有回
應。英國《每日郵報》稱，收到通報後，醫院火速派出 9 輛救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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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年 一
度的美國
總統大選
已於 11 月 3 號完成，以選民多寡來看，民主黨的
白登以 7800 多萬擊敗特朗普的 7600 多萬。若以美
國 50 個州的選舉人團的票數來看，白登也率先取
得 270 張選票而勝出。當這兩項消息公佈出來後，
美國民眾容易明白，但是有不少亞矞群眾，卻有
如 「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這是我從唐人街
聽來的新聞。為此，本期(政海楓聲），我特別為
這個美國特有的選舉制度來展述一下，好讓大家
身在番邦，也瞭解花旗之美國大選｜選舉人團
「
勝者全得」的制度。4 年前特朗普，就是依靠這
一特殊制度，才可以反敗為勝，打敗希拉蕊入主
白宮。
原來美國總統大選有著獨一無二的選舉人團
制度，這種間接民主制度，源自於美國立國之初
，擔憂選民水準不齊，固此由各州的選舉人團，
代為投選總統。而特朗普就是這項奇怪制度的受
惠者，4 年前他獲得的普選票比對手希拉蕊少了
290 萬票，但卻因為 「
勝者全拿」的制度，給他獲
得 306 張選舉人票，打敗希拉蕊的 232 票，使他成
為美國史上輸掉最多普選票、卻能入主白宮的候
選人。
且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華盛頓
支局局長費斯特（Sam Feist），特地以問答方式，
解釋美國獨特又複雜的選舉制度與這屆大選的種
種問題：
Q：何謂選舉人團?
A：選舉人團是美國選出總統的獨特機制，其他民
主國家大多由民眾選出國會議員，再由議員來組
成執政的政府，或是用一人一票的普選方式選出
總統。而美國的普選票則是推選出若干選舉人，
由選舉人選出總統，各州的選舉人數目，跟當州
的參、眾議員數目相同，例如某州有兩名參議員
與五名眾議員，當州就可有 7 名選舉人。
而各州的選舉人票的分配則採取 「勝者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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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往馬拉度納家，但抵達時他已沒有氣息。
英國《都市報》則指，馬拉度納最後向人說的一句話是 「
我不
舒服」。報導指，馬拉度納在吃完早餐後，曾告訴侄子埃斯波西托
（Johnny Esposito），他感覺不舒服，打算再次回床上躺下。報導
還提到，馬拉度納周三早晨醒來時臉色蒼白，抱怨發冷。
在得知馬拉度納的死訊後，阿根廷足球協會於推特上發文：
「
為我們的傳說迪亞哥·阿曼多·馬拉度納（馬拉度納全名：Diego
Armando Maradona Franco）的死深感哀傷，您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阿根廷國家足球代表隊也發推文： 「
永別了迪亞哥，您永遠都
會被足球界所有人記在心中」。
阿根廷另一位足球巨星梅西（Lionel Messi），第一時間在推特
上悼念馬拉度納，他寫下： 「再見了，傳奇」。隨後他又在 IG
（Instagram）上分享他與馬拉度納的合照，寫下 「
對阿根廷來說、
對足球界來說，今天都是悲傷的一天」、 「
他（馬拉度納）雖然過
世了，但他不會消失，因為馬拉度納是永恆的。我不會忘記與他共
度的美好時光，在此向他的家人、友人致哀，願您安息」。
目前效力於義甲尤文圖斯足球俱樂部的 C 羅（Cristiano Ronaldo，克里斯蒂亞諾·羅納度）也在推特上分享他與馬拉度納的合照
，並說： 「
今天，一位友人與我永別、一位永遠的天才離開了這個
世界」、 「
他（馬拉度納）是史上最優秀的選手之一，無人能出其
右的魔術師，他雖然這麼早就過世，但留下了無限的遺產與無法被
填滿的空虛感，願您安息，您永遠不會被遺忘。」
三度協助巴西贏得世界盃冠軍的傳奇 「
球王」比利（Pele）發
表聲明致哀，也表示兩人總有一天會在天上重逢踢球。
馬拉度納是已退役的阿根廷足球運動員和教練，他不但是傳奇
球星，也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足球運動員之一，他曾帶領阿

」的方式，在各州當中，即使
甲候選人只以 1%的差距險勝
乙候選人，就能拿走全部的選
舉人票。例如佛州有 29 張選舉人票，只要在普選
票以些微差距贏得佛州，就能拿到全部 29 張選舉
人票，並非看普選票的得票比例配票。
在 11 月 3 日美國投票日，一般民眾只是選出
選舉人，由選舉人團在稍晚的日子投下總統票，
而這些選舉人通常會遵照各州開票的結果來投票
，美國大選的結果理論上是在一兩個月後，才完
成正式程序。
在美國的 50 州當中，有兩個州例外，內布拉
斯加州與緬因州，不採行 「勝者全得」制，即使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該州得到較多普選票，也不
能把該州選舉人票全部拿走，民主黨的候選人仍
可依照該州眾議員選舉結果，得到若干張（與眾
議員當選人數相同的）選舉人票。
美國的總統大選並非普選票多的人，就一定
會當選總統，例如 2000 年和 2016 年，當選總統的
人拿到的普選票就比對手少。
Q：要多少選舉人票才能勝選
A：選舉人團共有 538 張選票，至少掌握 270 張選
舉人票才能宣告勝選。
Q：搖擺州是哪幾州？
A：跟傳統的 「
鐵票區」不同，美國有些州並非死
忠於特定政黨的 「搖擺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 CNN 經過今年以來的觀察，認為威斯康辛州、
密西根州、北卡羅萊納州、亞利桑那州、賓州、
佛州算是搖擺州，作者認為俄亥俄州也可算在內
，此外，愛荷華、喬治亞、內華達，甚至德州也
可算是搖擺州。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屆總統大選，上述搖擺
州幾乎全部被特朗普拿下，僅內華達州例外，所
以白登如想挑戰成功，必須拿下四年前希拉蕊勝
選的所有州，並至少額外多贏三州才能當上總統
，至於特朗普如想衛冕，也必須守住更多的搖擺
州。
搖擺州可大致分為兩類，一為所謂 「鐵鏽帶
」，即是曾經工業發達，但經濟趨衰退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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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廷贏得 1986 年的世界盃足球賽，這是他輝煌職業生涯的頂峰。
媒體當時曾形容，世足賽的馬拉度納猶如流行音樂界的麥可·傑克
森，賽事因他而精彩無冷場。
然而馬拉度納也是最具爭議的球員之一，惡名昭彰的 「
上帝之
手」就是他的 「
代表作」。該手在 1986 年的世界盃半準決賽（8 強
賽）中，助阿根廷以 2:1 淘汰英格蘭。馬拉度納在這場對上英格蘭
的比賽中攻入兩球，第二球展現連過 5 人的神技，但從慢鏡頭重播
中可見，他所進的第一球是用手打進球門，後來他辯稱這是 「
上帝
之手」，把進球說是 「上帝的手，馬拉度納的頭」（A little of the
hand of God, and a little of the head of Maradona），引申上帝是進球
與否的最終主宰，裁判當時誤判他的進球有效（誤以為是頭槌進球
）。英國媒體將此稱為 「
魔鬼之手」、 「
撒旦之手」。
馬拉度納曾於 2005 年 8 月 22 日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說，他是故
意用手把球打進，但他當時以為進球將會被判無效；他甚至還加碼
爆料自己在 1990 年世界盃也曾用手擋掉蘇聯進球沒被抓。馬拉度
納從未就 「上帝之手」向英格蘭道歉，因為阿根廷和英國自 1982
年福克蘭戰爭以來，形同水火。
隨著年紀漸大，馬拉度納的表現慢慢走下坡，1990 年世界盃
馬拉度納擔任了阿根廷的隊長，帶領球隊進入決賽，但以 0 比 1 敗
給西德。1992 年馬拉度納離開開創他人生高峰的拿坡里足球俱樂
部，轉投西班牙小俱樂部塞維利亞，一年後再回到阿根廷俱樂部效
力。在 1994 年世界盃，雖然馬拉度納參加了兩場賽事並攻入一球
，但後來他對禁藥麻黃素的藥物檢測呈陽性反應，被判罰停賽 15
個月，結果阿根廷最終在 16 強賽被淘汰出局。1997 年馬拉度納最
終宣布掛靴，結束其璀璨的球員生涯。

例如密西根、賓州與威斯康辛州，這些州傳統上
是支持民主黨的，但 2016 年特朗普在這些州內，
卻打敗了希拉蕊。
第二類是在人口組成有所變動的州，例如佛
州、亞利桑那州、喬治亞州、北卡羅來納州、這
些州的拉丁美洲裔人口都增多了，在部分地區則
是見到非裔人口變多，以前傳統白人較多的地區
，變成少數族裔增多，這也會導致該州的政治局
勢轉變，因為居民更多元，也更年輕，對白登和
民主黨的選情比較有利，他們希望 2020 大選能轉
變這些地區為民主黨票倉。
要加強選民出來投票的動機，必須強調特定
議題，例如墮胎合法化、移民政策或槍枝管制。
CNN 的調查發現，今年有兩個議題勝過其他
一切，第一是武漢肺炎疫情危機，以及總統的防
疫應對，第二是經濟，選民要考量哪一個候選人
更能把美國帶回復甦。如重視疫情，選民更傾向
投票給白登，如更關切經濟，選民較會投給特朗
普，在選戰最後關頭，這兩大議題的確是最重要
的焦點。
Q：選舉結果何時揭曉
A：由於今年選擇郵寄選票的選民創歷史新高，結
果不太可能在投票當日揭曉，因為簡單來說，計
算郵寄選票更花時間，有一些須以手工進行的程
序會拖慢開票流程，如將信封拆封，有的州甚至
採雙信封，還有的州要核對郵寄選票上的簽名，
是否與選民登記時的簽名相符，以杜絕重複投票
。
由於這些過程都耗時，也由於有的州所需開
票時間較長，作者認為在選舉日當晚恐難預測結
果，但也非絕無可能，有的州已經開始計算郵寄
選票，例如佛州從 10 月第二周就開始算。
就算選舉日當晚沒有贏家出爐，也不代表事
情出錯了，要記得，過去 5 次選舉中有 2 次都是選
舉日當晚仍不知鹿死誰手，2000 年時花了 31 天才
揭曉，因為佛州重新計算選票；2004 年選舉的關
鍵落在俄亥俄州，而直到選舉日隔天的下午，布
希（George W Bush）贏過凱瑞（John Kerry）的態
勢才明朗。

Q：郵寄選票真的容易操縱舞弊嗎？
A：沒有證據顯示美國的郵寄選票和親自投票有大
規模舞弊，當局採各種安全措施確保一人只能投
票一次，以及郵寄選票的寄件者與選票上登記的
名字為同一人。
有些州，無論共和黨或民主黨執政，郵寄選
票制已行之有年，猶他、奧勒岡州長久以來幾乎
全州實行郵寄投票而無明顯操縱舞弊情事。郵寄
投票制通常可提高投票率，由此觀點看來，它有
其社會效益。
Q：勝選者何時入住白宮？
A：根據《憲法》，就職典禮於 1 月 20 日下午舉行
，屆時若有新總統，一個饒富趣味的傳統場面將
重現，將去職的總統會前往國會參加（新總統的
）就職典禮，一組搬家團隊將會把他的私人物品
移出白宮，並移入新總統的私人物品。當政要聚
集在國會時，民眾可以看到那些搬家貨卡車。
於是就職典禮後，當新總統抵達白宮，他的
物品都已就定位，書桌上擺好他的照片，一切都
就緒讓他可開始幹活。
Q：選舉結果難分勝負怎麼辦？
A：這幾乎不會發生，但技術上是可能的，有幾種
難分勝負的情況，可能在某一州膠著，但在這麼
多人參與投票下，幾乎不可能難分勝負。
比較可能的是雙方的選舉人票平手，對此美
國《憲法》提供了解決之道，選舉將由眾議院決
定，每州可投 1 票，以州為單位計算的話，目前眾
院是共和黨佔有優勢，特朗普很可能連任。
Q：兩位候選人都高齡，如果在任內過世怎麼辦？
A：由副總統繼任，而這位新總統將挑選一名副總
統。上一次發生這樣的事在 1963 年，甘迺迪總統
死後，詹森（Lyndon B Johnson）繼任總統，並指
派韓福瑞（Hubert Humphrey）為副總統。
Q：大選也包括國會選舉嗎？
A：今年大選眾議院 435 席全數改選，而參議院也
有三分之一席改選。參議員任期 6 年，所以每 2 年
會重選參院三分之一席。另外，許多州也舉行州
長、市長、其他地方性選舉、市議會等，所以今
年有非常多的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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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房地產投資趨勢:: 「供不應求
休斯頓房地產投資趨勢
供不應求」」

三一地產專營出租管理 推出新特惠

(本報休斯頓報導) 雖然面對第二波
疫情及大選後政治權力轉變，專家依然
看好美國景氣將逐漸復甦，休斯頓在房
地產方面的現況又如何呢?本報特別採
訪三一地產總裁邵小明先生，來談談大
選後及疫情下的房地產投資趨勢。
房地產相對上 「供不應求」
邵小明表示，面對疫情，房地產雖
然有短暫的波動，總體來說，房市仍然
是在一個相對上 「供不應求」的狀況，
就投資的角度來說，大環境上休斯頓的
城市現況比美國許多其他大城市發展的
都還要好，整體的房地產價格偏低，房

子的租金回報好，也意味著未來長的空
間比較大。
中美關係不會讓屋主受到差別待遇
無論是投資房地產、或是自住，不
少華裔客戶聽別人說小道消息，擔心中
美關係會影響房地產投資，不知道會不
會因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房子被沒收，或
者是要繳更多的稅，心裡上會害怕。邵
小明表示，應該不會有影響，美國是民
主法治社會，經濟是經濟，政治歸政治
，不會因為屋主的種族因素而有差別待
遇，房地產行情還是看漲。
投資人應注意的要點

邵小明提醒投資人，在進場的時候
第一是不要貪圖便宜而買比較差的地區
，這樣未來可能會碰到不好管理租客的
問題。就實際上而言，房子和小區的人
平均收入是互相掛勾的。一般來說，租
客的月收入大約是房租的 3 倍，例如說
，房租是$2000 元，租客的每月平均收
入大約是$6000 元，這就是比較安全的
範圍，投資人在買房子的時候，盡量找
這類的房子。
如果說，這個小區的人平均收入是
每月$6000 元，投資人就不要找租金是
$3000 元的房子，也不要找太低的。太

低的租金客戶群比較沒有實力，是比較
次等的租客，太高的租金房需要的人也
比較少，大約租金$2000 元左右的房價
群是租的最快、最受歡迎的。
想要投資房地產，應該先找好管理
團隊，找口碑好、聲譽佳的，先把這個
部分確定了之後再買房子。這樣做，就
是售後服務先找好，才比較不會投資失
敗。目前市場上，股市並不穩定，銀行
的利息又非常低，投資人把資金放在房
地產上能增值，有穩定的增長收入。
買房應選戶型比較流行的
買房子的時候要選戶型比較流行的
，就是租客喜歡的戶型。目前最受歡迎
的是 3 房 2 衛 2 車庫，這樣的租客群比較
大。同時，要選擇交通方便的地區，生
活便利，附近的生活機能好，上下班可
以路過購物，這種房子租客最喜歡。太
大、太小都不好，大約是 1500 呎到 2500
呎之間的大小最受歡迎，不要豪宅，而
是以使用方便為前提。
休斯頓辦公室專營出租管理
邵小明表示，休斯頓辦公室的主要
業務是出租房的招租和管理，我們的強
項是有專業的出租管理團隊，豐富的招
租以及管理經驗，租客申請審查快速，
嚴謹。空房期間每週查房，每週會有書
面提供招租市場信息，並有眾多價廉物
美的裝修師傅可以及時進行維修。
每個月定期出明細單、每月定期劃
租金到房東賬戶、及時收
租催租、及時專業驅趕該
驅趕的租客、用微信及時
有效溝通，公司有自己的
註冊會計師、保險專員、
招租、管理、保險、報稅
一條龍服務，讓房東不用
操心。
投資房需要專業租賃
管理服務
2010 年，德州剛剛推
出專門針對房屋租賃管理
的職業培訓時，邵小明敏
就銳地察覺到隨著德州房
地產市場的升溫，很多投
資房都需要專業的房屋租賃管理服務，
尤其是華人市場。於是他很快完成了培
訓課程，開始拓展公司的房屋租賃管理
業務，同時也積極為公司儲備人才，應
對公司的發展需求。現在，房屋租賃管

理已經成為 31 地產的主要業務，旗下
管理的房產達到上百套。
邵小明表示: 「屋主或地產經紀自己
管理，無事則好，一旦房子或租客有點
什麼差錯，比如水電網、冷暖器、房子
裝修、建築老化、遇到刁蠻的租客等，
都是很麻煩的。」
利潤與合作夥伴共享
邵小明的理念是: 我賺錢，合作夥
伴也賺錢，雙方有一方吃虧，合作都是
不可能維持下去的。因此，在達拉斯，
許多地產經紀人都樂於與他合作，達成
雙贏互助的模式。歡迎休斯頓地產經紀
人合作，推薦房東客戶。
三一地產推出新特惠，每月房租管
理費只要$89 元。

三一地產休斯頓辦公室地址: 9440
Bellaire Blvd., #201, Houston, TX 77036
。 電 話: 469-525-2475。 Email: sam.
shao@31realty.net。網址：www.31realty.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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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緊，
出了車禍不要緊
，李醫生免費幫妳治
李醫生免費幫妳治，
，獨家牽引療法
獨家牽引療法！
！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
國，每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
了車禍怎麼辦？壹般來講，傷
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壹系列
檢查，比如腦部 CT、胸腔 CT、
腹腔 CT 等。如果需要手術，妳
就不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
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
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
，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
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
以幫妳免費治療！不用妳自己
掏壹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
單！不管是妳的過錯還是對方
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汽車
買了保險，妳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妳治
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壹
次就減輕疼痛 80%！大多數治
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
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
，有壹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
上牽引療法。
病人 A 先生，45 歲，由於
是壹直從事體力勞動，腰痛病
已經好幾年了，起先感覺腰部

酸痛，由於工作忙，沒有引起
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
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
，並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
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難以維持
。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
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了上
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
路需要人扶，並且壹側臀部肌
肉開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
所做牽引治療，第壹次治療疼
痛就減輕很多，壹個療程下來
，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走
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
需壹個人。再治療壹個療程，
癥狀基本消失，身體恢復，現
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 B 先生，出了車禍之
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之後
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
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
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
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壹分錢
，而且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
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 C 女士，雖然車禍後
很快去看李醫生，但看了幾次

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
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了大毛
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
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
電話給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
，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錢，
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
筋動骨，不去看醫生，不知道
車禍後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保險
公司負責，白白錯過了免費治
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 年
、10 年，甚至 20 年之後，大多
數人（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
始出現了病癥。壹般是頭部、
視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
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
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
實，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車禍
後遺癥有壹個顯著的表現就是
長期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
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
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
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
，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
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
眩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

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
治車禍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
有 20 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
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
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
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
並配合推拿、註射、器材和營
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
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
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
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
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
療時的 copay 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
，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
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
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壹、三、
五全天，二、四、六上午。

疫情期間李醫生接受電視采訪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維脩大全
汽車維脩大全（
（二）
6、每次開啟空調時，其出風口有非常難聞
的氣味，天氣潮濕時更加嚴重。
故障判定：維護類故障。
原因分析：空調的製冷原理是通過製冷劑
迅速蒸發吸熱，使流經的空氣溫度迅速下降。
由於蒸發器的溫度低，而空氣溫度高，空氣中
的水分子顆粒會在蒸發器上凝結成水珠，而空
氣中的灰塵或衣服、座椅上的小絨毛等物質，
容易附著在冷凝器的表面，從而導致發黴，細
菌會大量繁殖。這樣的空氣被人體長期吸入會
影響駕駛員及乘車人的身體健康，所以空調系
統要定期更換空調濾芯，清潔空氣道。
7、下小雨時風窗玻璃刮不干淨。
故障判定：維護類故障。
原因分析：不雨下得很大時使用刮水器感
覺不錯，可是當下小雨啟動刮水器時，就會發
現刮水器會在玻璃面上留下擦拭不均的痕跡；
有的時候會卡在玻璃上造成視線不良。這種情

況表明刮水器片已硬化。刮水器是藉電動機的
轉動能量，靠連接棒轉變成一來一往的運動，
並將此作用力傳達至刮水器臂。不刮水器的橡
膠部分硬化時，刮水器便無法與玻璃面緊密貼
合，或者刮水器片有了傷痕便會造成擦拭上的
不均勻，形成殘留污垢。刮水器或刮水器膠片
面的更換很簡單。但在更換時應注意，在車型
及年份不同，刮水器的安裝方法及長度不同。
有的刮水器膠片的更換很簡單。但在更換時應
注意，在車型及年份不同，刮水器的安裝方法
及長度不同。有的刮水器只需要更換橡膠片，
而有的刮水器需整體更換。
8、車輛有噪聲。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無論是高檔車、低檔車、進口
車、國產車、新車、舊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噪
聲問題。車內噪聲主要來自發動機噪聲、風噪
、車身共振、懸架噪聲及胎聲等五個方面。車

輛行駛中，發動機高速運轉，其噪聲通過防火
牆、底牆等傳入車內；汽車在顛簸路面行駛產
生的車身共振，或高速行駛時開啟的車窗不能
產生共振都會成為噪聲。由於車內空間狹窄，
噪聲不能有效地被吸收，互相撞擊有時還會在
車內產生共鳴現象。行駛中，汽車的懸架系統
產生的噪聲以及輪胎產生的噪聲都會通過底盤
傳入車內。懸架方式不同、輪胎的品牌不同、
輪胎花紋不同、輪胎氣壓不同產生的噪聲也有
所區別；車身外形不同及行駛速度不同，其產
生的的風噪大小也不同。在一般情況下，行駛
速度越高，風噪越大。（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