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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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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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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急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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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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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負 責 發
展 伊 朗 核
子 武 器 計

劃的科學家法赫里扎德，於11月27日在德黑蘭近
郊遇刺身亡。法赫里扎德原是一位物理學教授，
被伊朗國防部徵召，主理一個名為 「阿瑪德」的
核武發展計劃，卓有成就，有伊朗 「核武之父」
的稱號。有人甚至把他與 「美國原子彈之父」歐
本海默相提並論。

美國與以色列一直懷疑，伊朗借核電廠提煉
製造核武的原材料，早有計劃一舉把伊朗的核設
施炸毀。最後沒有這樣做的原因，是擔心這樣會
導致嚴重的核污染，波及包括歐洲在內的鄰近地
區，傷及無辜。所以才採取刺殺核武計劃的主腦
人計劃。坊間相信，這項刺殺計劃由以色列策劃
，事前先徵得美國默許。

歐洲有些國家譴責這種暴力行為，因為用這
樣的手段解決政治問題，並不符合西方的普世價
值。法赫里扎德只是一個科技研究人員，如果因
研究涉及核武就可以殺之，西方亦有大量研究人
員，涉及大殺傷力的武器研究，別國是否也可以
照辦煮碗逐一刺殺？

再者，法赫里扎德身在伊朗，他有權選擇不
與伊朗政府合作嗎？現在不給機會他自辯，就未
審先判，而且判以極刑，有尊重他的人權嗎？這
根本不符合西方主催的程序公義！

不過，世人估計
，歐洲的譴責只是擺
擺姿態罷了，並不會

去認真追查，亦不會對行凶的主腦國家採取任何
制裁行動。可見西方的普世價值，只是用來攻擊
對手的武器，對自己是可以另有一套的！

民主的一項重要功能，就是可以用非暴力的
手段，去解決政治問題。但極為諷刺的是，美國
作為民主國家的領袖，竟是擁有大殺傷力武器最
多的國家，是軍力最強的國家，亦是發動戰爭次
數最多的國家。可見美國相信軍事暴力遠多過和
平民主。當民主解決不了問題時，美國就改用軍
事暴力。美國為了達至自己的政治目標，除了會
不惜大量殺死他國的人民之外，還會不惜要自己
國家的人民上戰場作犧牲。

美國除了在戰場上明刀明槍地殺人外，還有
各式各樣的特務機構，用盡一切卑鄙無恥勾當，
去暗地裏完成美國的政治目的。前年，香港發生
銅鑼灣書店事件，店東到泰國旅遊時，被來自中
國大陸的特工人員挾持回到內地受審，事件轟動
西方世界；對美國的特務機構來說，只屬小兒科
。英國、法國、加拿大等美國的盟友，都有國民
被美國的特務擄走，關在關塔那摩監獄，用美國
法律不容的手段來嚴刑逼供，美國的盟友大都默
不作聲。

現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曾任中央情報局局
長。2019年4月15日，他在德州農業大學演講時
坦白承認：中央情報局的工作，就是專門撒謊、
欺騙、偷竊(只差未承認殺人放火，荷李活可比他

還要老實)，而且 「還有一門課程專門來教這些」
。西方軍事專家克勞塞維茨認為，政治上沒法解
決的問題，就只好用戰爭的方式去解決。人類至
今尚未放棄以暴力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

伊朗國防部研究和創新機構負責人、首席核
科學家法赫里扎德二十七日在德黑蘭附近的一個
城鎮被暗殺。伊朗外長扎里夫指責是以色列特工
所為。伊朗武裝部隊參謀長巴格瑞警告，將對幕
後策劃攻擊者施以“嚴厲報復”。

根據歷史資料，以色列先發制人打擊伊朗和
伊拉克的核計劃有跡可循。以色列一九八一年曾
轟炸伊拉克奧西拉克核反應爐，二○○七年轟炸
敘利亞艾基巴爾核設施。今年七月左右，伊朗的
敏感設施發生一連串不尋常爆炸，包括納坦茲核
濃縮設施、工廠和天然氣管線。許多分析家及外
交官懷疑，是以色列或美國破壞。

外界普遍認為，這次暗殺事件與一月在伊拉
克被美軍刺殺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領袖
蘇萊曼尼一樣，是對伊朗當局又一次重大打擊，
擔心中東戰火在美國總統換屆之際再度一觸即發
。以色列內閣部長哈扎比表示，對於是誰殺死法
赫里扎德，他“毫不知情”。美國白宮、國務院
、中情局及拜登團隊，目前亦未有評論。聯合國
秘書長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採取任
何可能導致該地區緊張局勢升級的行動。

西方國家及以色列情報機關多年來都認為法
赫里扎德是一項秘密核武器計劃的神秘領袖。這
項計劃已於二○○三年終止，但以色列及美國指
控伊朗試圖捲土重來；伊朗則一再否認要把核能

武器化。奧巴馬執政時與伊朗達成協議，取消對
伊朗制裁，換取伊朗停止發展核計劃。但特朗普
繼任後改弦更張，恢復制裁伊朗。

在十一月三日的美國總統大選中，特朗普敗
給民主黨候選人拜登，交權已是大勢所趨。拜登
是奧巴馬時代的美國副總統，也是伊朗核協議支
持者。明年一月二十日接掌美國政府權力後，拜
登未必能立即讓美國重返伊朗核協議，但多半會
逐步回到“常態化”的美以關係，即“是親密盟
友，但也不會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一切爭議性主
張和行動”，且美國近年來歷屆民主黨政府和以
色列利庫德集團政府間的關係，多少有些微妙。
在這種情況下，不排除內塔尼亞胡先下手為強，
以免特朗普卸任後“人走茶涼”。

特朗普當然樂見以色列與伊朗交惡，希望逼
後者作出激烈反應，這即使不能如某些接近美國
民主黨人士所言，“成為繼續拒絕交權的藉口”
，也可以為即將接任的拜登政府外交、戰略和地
緣政治政策改變設置更多掣肘，並為自己爭議性
的單邊“退群”行動尋找口實。

法赫里扎德的死對伊朗來說是一次重大損失
，對伊朗國內輿論和民心刺激也很大。此情此境
，伊朗政府一定會作出反應，以給國內各方交代
。但對於報復的具體措施和激烈程度，伊朗政府
會非常審慎地考量。因為拜登上台後可能會繼續
推動和伊朗的核協議，倘若伊朗的報復過於激烈
，引發中東地區大規模軍事衝突或戰爭，恐覆水
難收，伊朗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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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專家被殺 中東 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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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食再談世界球王上
上週刊出拙文 「世界

球王上天堂 」時，我
稱呼這位阿根廷的國寶
的名字是 「馬拉度納」
。有讀者來電跟我說
： 他應該叫馬勒當拿
。對，讀者的叫法正確
，不過我對他的稱呼也
同樣 OK. 這純屬他的
西班牙文的發音的不同

。他正是（Diego Maradona），阿根廷球王便是！
還是回到馬勒當拿逝世，終年60歲來再論述一下。其實馬勒

當拿一生在球場內及場外，都是一個俱有爭議的人物。球場之內，
多是指他1986年世界盃阿根廷對英格蘭之役的 「上帝之手」；出
術取勝。球場之外，則是他染上毒癮和酗酒，在舉世愛戴他的球迷
面前，形像盡毀。不過，純粹以球技而論，馬勒當拿確可稱為當代
最佳足球員之一，1986年對英格蘭之役的第二個入球，連扭六人
起腳破網，堪稱經典之作。網上有一片段，是當年有份出戰的英格
蘭射手連尼加談到馬勒當拿這一入球後的評價。他形容馬勒當拿是
孤身一子， 「扭過6 位對方球員，奮然一腳單射入網，就像 對方
先後 6 位球員，夢遊太虛，不知自己身在那裏一樣」(go past the
players like they weren’t there)。

馬勒當拿逝世消息傳出那天，我又想起的是1982年初一個下
午，他到香港作足球訪問的情況。從電視縈光幕上，親眼看到的這
位球王。那年阿根廷小保加訪港，隊中的馬勒當拿，是世界球壇焦
點人物。小保加抵港後，有一天下午到香港南華會球場練波，大批
球迷聞訊而至，欲一睹其風采，加路連山道上出現非賽日罕見的大
批球迷的熱情景像。

近距離看，馬勒當拿身高不到1.7米，膀厚肩圓，身軀極為結
實，大腿小腿肌肉粗壯。他穿了兩雙襪子，短襪在內，長襪在外，
護脛是厚厚的那一種，牢牢綁緊在脛骨之前。練習中，馬勒當拿盤

傳控射樣樣出色，尤其傳球長短棍恰到好處，落點精準。
那天小保加的訓練差不多到尾聲時，球員集中在禁區邊18碼

線練習射門。地上擺了十幾個足球，群而起腳射向龍門，兩個門將
輪流撲救。至今不忘記的是，馬勒當拿射門時，他走近皮球，在沒
有全面 「拉弓」情況下，連珠炮發接連把十幾個皮球轟向球門。這
十幾球，有直飛入網，也有偏離出界，亦有射中門楣門柱。入網的
多是角度刁鑽，飛向球門上下四角；射中門楣門柱的，有幾球是轟
得門框震動，腳頭極重。馬勒當拿還露了一招 「怪腳」：跑到右路
底線，左腳交叉繞在右腳後面，把球 「啄」出中路給隊友接應衝門
。

那場表演賽是小保加對精工，為了增強實力，精工邀請幾位世
界名將助陣，包括西德世界盃射手武勒。比賽結果早就忘了，但是
馬勒當拿在南華會射門的情景，過了38年的今天，依然歷歷在目
。

日前談到阿根廷球王馬勒當拿，朋友給我發來一個電郵，提及
1982年阿根廷和英國的福克蘭戰爭。他說，馬勒當拿退役後憶述
1986年世界盃阿根廷對英格蘭之役，便說到福克蘭(阿根廷稱為馬
爾維納斯)戰爭。

這位朋友的記憶力超強。是的，馬勒當拿在2005年出版的自
傳《El Diego》提及 「上帝之手」事件，並說 「這是復仇」。

今天不講足球，談談1982年4月爆發的福克蘭戰爭。這場在南
大西洋的戰爭，打了約10個星期，最後是阿根廷敗陣。這一仗，
兩國都有死傷，英國派出航空母艦長途南下參戰，英軍核潛艇擊沉
阿根廷巡洋艦 「貝加羅爾將軍號」，阿根廷則以 「飛魚」導彈擊沉
英軍驅逐艦。戰事最後是英軍登陸福克蘭，佔領史丹利港，阿根廷
軍投降。

這場戰爭突顯戰爭的殘酷以及國際政治的複雜。表面上，這是
英國與阿根廷的戰爭，背後其實是大國的勾心鬥角。美國向英國提
供大量空對空導彈，出動通訊衛星保障英軍潛艇與倫敦指揮總部的
通訊，並向英國提供衛星氣象資料。法國本是阿根廷的主要武器供
應國，阿根廷的 「超級軍旗」戰機及 「飛魚」導彈都由法國提供。
戰爭爆發後，法國宣布對阿根廷禁運，全力阻止阿根廷在國際巿場
搜購 「飛魚」導彈。

阿根廷是得到蘇聯的一些幫助，主要多是衛星情報，實體軍火

援助不多。這一仗是美蘇背後角力，美國對英國出力甚大；法國雖
沒有像美國那樣大力相助，英國政府在戰後則讚揚法國是 「真正盟
友」。阿根廷雖然靠 「飛魚」導彈擊沉英艦，畢竟整體軍力不如英
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自此聲名更噪，政治地位穩固。此役，英
國王子安德魯披甲出戰，擔任直升機機師，成為英國傳媒的大新聞
。
到了戰後七年後的1989年，英國與阿根廷恢復外交關係，然而各
自對福克蘭主權立場並無改變。事隔多年，這場戰爭有兩個畫面仍
然鮮明刻印在我的腦海當中：英軍驅逐艦中彈後，甲板上受傷船員
被摻扶急救的情況，以及阿根廷軍投降後，丟在地上堆積如山的大
量槍械彈藥。這就是戰爭的本質。

一代球王馬勒當拿上周離世，世界各地所有球類比賽賽前，都
設有默哀儀式，顯示其重要地位。很多馬勒當拿場上精彩表演畫面
，近日不斷被播放，當中不少技術，現已在場上消失。

出身於貧民區的馬勒當拿，自幼終日街頭上踢街波，與很多南
美球星一樣，鍛鍊出比歐洲球員超凡的個人突破能力。及後輾轉加
盟意甲當時還是弱旅的拿坡里，筆者認為此轉會是其生涯成就最重
要一步。若球隊太強，大牌隊友很難把球權全交予其發揮，甚至要
做綠葉，只能記下機械式走位，相信難磨練其技術。相反在拿坡里
獲完全信任，全權交其指揮，奠定神奇地位。

時至今日，歐陸式足球主宰球壇，連南美亦逐漸被感染。即使
技術出眾球員，就算美斯亦要配合球隊，擔任不同工作，球隊已不
再需要球王決勝，系統才是現在主流，馬勒當拿傳奇難再出現。若
要欣賞個人化球隊，恐怕只剩聖日門的尼馬及麥巴比，在聯賽有明
顯優勢下，兩人仍有空間可賣弄技術，但相信再過幾年此踢法會逐
漸消失。

很多人奇怪為馬勒當拿場外生活如此頹廢，但在很多球迷心目
中，始終是世上最好球王。其實馬勒當拿除本身球技出眾、鬥心勇
悍外，為國家或球會永遠付出超過百分百的心態，兩次對當時的西
德爭奪世界盃冠軍前，馬勒當拿曾說過對於西德這樣的國家，足球
可能只是他們生活中一個重要部分，但對阿根廷球迷，足球便是生
命的全部，所以一定要將冠軍帶回阿根廷，去慰藉這一群長期在艱
難環境中奮鬥的人們。而他，正正能夠做到這一點，難能他的先逝
，引發起千百萬人的懷念！為此，我也要兩論世界球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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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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李醫生接受電視采訪

完整修車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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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9、運行中發動機溫度突然過高。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如果汽車在運行過程中，

冷卻液溫度表指示很快到達100℃的位置，
或在冷車發動時，發動機冷卻液溫度迅速
升高至沸騰，在補足冷卻液後轉為正常，
但發動機功率明顯下降，說明發動機機械
系統出現故障。導致這類故障的原因大多
是：冷卻系嚴重漏水；隔絕水套與氣缸的
氣缸墊被沖壞；節溫器主閥門脫落；風扇
傳動帶鬆脫或斷裂；水泵軸與葉輪鬆脫；
風扇離合器工作不良。

10、汽車加速時機油壓力指示燈會點
亮。

故障判定：真、假故障並存。
原因分析：機油燈點亮有實與虛兩種

情況。所謂實，就是機油壓力確實低，低
到指示燈發出警告的程度，說明潤滑系統

確有故障，必須予以排除。所謂虛，正像
懷疑的那樣，機油潤滑系統沒有故障，而
是機油壓力指示燈系統發生了故障，錯誤
地點亮了指示燈。這種故障雖不會影響發
動機的正常工作，但也應及時找到根源，
排除為妙。通常情況下實癥的可能性較大
，應作為判斷故障的主要思路。

11、車輛在高速行駛時出現全車抖動
現象。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車輛在正常行駛至96km/h

左右時，出現全車抖動現象，降低車速，
現象即消失，若再加速至90km/h左右時
抖動又出現說明汽車底盤存在故障。其故
障原因有：輪胎動平衡失準；前後懸架、
轉向、傳動等機構鬆動；前輪定位、軸距
失準；半軸間隙過大。首先，輪胎平衡失
準會使車輪連滾動邊跳動行駛，這是造成

全車抖動的主要原因。其次，懸架機構、
轉向機構、傳動機構松曠、鬆動，造成前
束值、車軸距失準，鋼板彈簧過軟，導致
車輛在行駛中產生共振，誘發全車抖動。
再次，半軸間隙過大，使後化在行駛中作
不規則運動，磨損加劇，造成旋轉質量不
平衡，引起全車抖動。以上故障若不及時
排除，將導致惡性循環，並引發其他故障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本報休斯頓報導) 中國人向來重視
教育，認為教育能影響一個人的一生，
從課業、知識、待人處世、到未來的職
業、以及生活各層面等，父母無不竭盡
所能，讓孩子受最好的教育。當然，家
裡如果有孩子要申請高中、大學，當然
更希望能找到專業團隊來協助，不僅事
半功倍，結果也更能如人意。

美南地區最大的留學、升學諮詢機

構是美金榜教
育集團(To The
Top Education
Group)， 這 個
機構專門協助
學生升學、留
學，包括幫助
大陸學生、及
美國本土的華
人子弟申請高
中、大學及研
究生，並提供
相關的學術規
劃，獎學金和
財政援助申請
與規劃還有小
留學生監護的

服務等。
「美金榜」也是TACAC/德州大學

招生委員會的成員，以及NACAC/全美
大學招生委員會的成員，總部就設在休
斯頓，已經成功地幫助了許多學生進入
理想的學校，並為眾多遠在中國大陸的
父母親們照顧他們在美國留學的孩子，
協助學習與適應生活。

一位家長表示，美金榜的老師們非
常敬業、專業，她們會對孩子的情況做
綜合的了解，然後根據家長的期望，結
合其對美國教育的認識，推薦最適合孩
子的學校。從開始選校、申請前準備、
面試培訓和陪同、到錄取入學都十分順
利。目前孩子已經上11年級，在美金榜
老師的指導下，孩子在GPA、課外活動
、領導力等方面都表現很好，知道如何
運用學校資源，並提前進入科研領域。
另一位申請大學的學生則說道：在我申
請大學的過程中，曾有心灰意冷的時刻
，非常沮喪，當時學校的升學顧問老師
推薦我接觸美金榜。美金榜的老師們在
申請大學方面非常專業，幫我把自認為
不值一提的生活小事都挖掘出來，讓我
的簡歷變的很豐富，申請文書十分獨特
。當收到華盛頓大學錄取的時候，我簡
直不敢相信，那是我的夢寐以求的大學
，等我入學之後才發現，我們這一屆信
息技術專業班中，只招了我一個中國學
生！

還有一位高中生的家長也表示，從
入學接機、到學校報到、開電話卡、銀
行賬戶等，美金榜老師為我們安排的非

常妥當，老師還發來許多現場照片，讓
我們感到身臨其境，沒有距離感。更讓
我們欣慰的是，孩子入學後，美金榜的
老師會隨時了解他的學習生活情況，經
常和我們聯絡。更可貴的是代表我們去
參加家長會，和任課老師交換意見。孩
子身在異鄉有時難免想家，美金榜的老
師就像家人一樣給他很多溫暖，過年過
節還帶他和別的中國孩子出去吃飯。

目前，美金榜和美國各地299所私
立寄宿高中、282所知名大學、以及50
多所社區及語言學校都建立了聯繫，獨
家擁有完善的數據中心。同時，申請顧
問陣容強大，都是任教或就讀/畢業於
美國頂尖大學，包括哈佛、MIT、康奈

爾、萊斯、斯坦福、賓州大學、哥倫比
亞、德州大學和加州理工等美國頂尖名
校。專業顧問涉獵計算機、電子工程、
人工智能、生物、醫學、金融、商科、
工程、音樂和藝術等各個領域。

美金榜的創始人是何甌女士、張麗
女士、以及張洋博士，都是在美國生活
多年，對美國的教育系統極其了解，並
且活躍於美國教育界與華人社團，他們
與其專業團隊，已經幫助諸多學子順利
升學、留學，提供如家人般的協助。詳
情可洽電話: 1 (281)797-5614。WeChat
： HeOu88。 Email： michelle@tothe-
topeducation.com。網站：tothetopedu-
cation.com

用心造就孩子的未來用心造就孩子的未來 美金榜教育集團口碑讚美金榜教育集團口碑讚
專業團隊陣容堅強專業團隊陣容堅強 協助孩子順利升學與就業協助孩子順利升學與就業

Glenn Insurance ServicesGlenn Insurance Services 專業服務專業服務
專精專精:: 長者人壽保險長者人壽保險、、葬禮保險葬禮保險、、房屋保險房屋保險

(本報休斯頓訊) 格倫保險（Glenn In-
surance）深具歷史，對行業中的客戶作出
承諾，要對客戶提供最好的服務、對社區
做出貢獻，不少客戶都樂於與之合作，也
讓格倫保險成為主要的保險提供者之一。

專精保險項目
格倫保險專精的項目包括: 長者人壽

保險(Senior Life)、葬禮保險(Final Expense
Insurance)、房屋保險(Homeowners Insur-
ance)，提供品質保證。

葬禮保險
葬禮保險(Final Expense Insurance)也稱

為最終費用保險，涵蓋壽命終了時需要的
花費，包括死亡和喪葬費用。

在美國，喪葬費用高昂是個嚴重的問
題，平均葬禮費用在$ 7,000到 $ 10,000之

間，這還不包括墓地費用，如果選擇火葬
會比開放式的葬禮便宜。

葬禮保險可以幫助家庭面對痛苦，而
不用擔心喪葬費用。最終費用保單直接向
您的受益人支付固定的死亡撫卹金，受益
人使用這筆金額來幫助支付最終費用。

房屋保險
格倫保險可以設計滿足您特定需求的

房屋保險計劃，目標是幫助您以具有競爭
力的價格獲得適當的承保範圍，讓您感受
到，唯有值得信賴的保險是值得合作的。

格倫保險的目標是，在發生可能造成
您財務或精神負擔的事件時，保護您和您
的家人。為此，我們會根據您的需求研究
保障範圍，並提出可滿足這些需求的產品
，您的安全和對家人的保護是格倫的首要

任務。
聯絡方式
詳 情 請 聯 絡 Norma， 電 話:

832-301-9177。Fax:281-293-9183。
關 注 臉 書:Glenn Insurance Services、 或
email: GlennInsuranceService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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