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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

HAPPY ZONE KTV
（新“ 天上人間
天上人間”
”）
有 大 型 至 小 型 各 種 不 同 特 色 ﹑氛 圍 的 主 題 包 房 任 選
七天 開放
Mon-Fri :5
:5:00
00pmpm- 2:00
00am
am
Sat-Sun : 2:00
00pmpm- 2:00
00am
am
Happy hour:5
hour:5:00
00pmpm-77:00
00pm
pm
特 價 $15
15/
/ hour 起
訂 座 電 話 ﹕281
281-733
733-2661 / 832
832-279
279-2881
地 址 ﹕9889 Bellaire Blvd. #207
#20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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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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 「網路鞋王」 謝家華火災離世

楊楚楓
在美國瀰漫一片新冠病毒殺人如麻
的淒風苦雨中，11 月 18 日，在康乃狄
克州新倫敦一場房屋火災中，美國網路
鞋類零售商 Zappos.com 退休執行長、華
裔創辦人謝家華(Tony Hsieh)，受到嚴
重燒傷，27 日在家人陪伴下，傷重不治
，享年 46 歲。
全球首富、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 28
日表示哀悼，稱謝家華 「英年早逝；他
的好奇、視野、與為服務顧客鍥而不捨
的專注，留下不可磨滅的標誌」。
謝家華身價 8.4 億元，為 Zappos 貢
獻 20 年，今年 8 月才剛剛退休；他英年
早逝的消息傳出後，社群媒體湧現致哀
貼文；與他是多年好友的特朗普總統長
女伊凡卡(Ivanka Trump)、前華裔總統參
選人楊安澤、內華達州長蘇拉克(Steve
Sisolak)均公開表達哀思，眾多企業界領
袖稱他是 「真正的原創思想家和傑出企
業家」。

Zappos 27 日晚發聲明表示， 「
世界
失去了一位真知灼見、不可思議的人
物。他的精神將永遠與 Zappos 同在。
謝家華投資創立的 Downtown Partnership(DTP)公司 28 日向媒體指出，
謝家華 18 日在康乃狄克州新倫敦一場
大火中受傷，傷重身亡。據信他是前
往康州友人家過感恩節；案發後當地
報紙 The Day 曾報導，新倫敦一處海
濱房屋大火，一人在撤離時燒傷並吸
入煙霧，送往設有燒傷中心的布里奇波
特 醫 院 (Bridgeport Hospital)。 當 局 並 未
透露傷者姓名。但消防隊負責人托馬
斯·庫西奧(Thomas Curcio )表示，消防
人員破門而入才將困在屋內的受害者救
出，當場進行心肺復蘇術後送醫救治。
謝家華 1973 年 12 月 12 日生於伊利
諾州，在舊金山長大，父母為台灣移民
。他從哈佛大學資訊工程系畢業後，自
行創業。1999 年接受創業者史文莫恩
(Nick Swinmurn) 提 議 ， 共 同 投 資 成 立
Shoesite.com 網站，後來改稱 Zappos 並
擔任執行長。Zappos 在 2009 年以 12 億
元售予電子商務巨頭亞馬遜(Amazon)，
謝家華仍留在公司直到今年 8 月退休。
謝家華終身未婚也沒有子嗣，儘管
擁有巨富，他一直住在拉斯維加斯市中
心的 Airstream 拖車裡，還在拖車公園社
區裡養了兩隻寵物駱駝。

政
政海
海 香港疫情失控 政府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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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即將完結
，這一年
香港遭逢世紀疫潮，有家庭痛失家人，有打工仔
失業或轉行，有營商的人生意血本無歸，唯一不
變，就是香港人由年頭到年尾都在抗疫，面上的
口罩據講要戴到 2022 年，防疫措施不但重重複複
，更因應目前第 4 波疫情惡化而收緊，尤以首次頒
下的封樓令最為矚目。
連日以來，每天均新增百宗確診，整體個案
突破 7,800 宗，即使一再收緊禁聚令措施，第 4 波
疫情仍趨失控，食衞局局長 己宣布 「加碼」多項
防疫措施，包括食肆 6 時後禁止堂食、擴大關閉指
定處所名單涵蓋健身室及美容院等場所， 這些都
是故技重施，熟口熟面，不過，政府今次破天荒
出新招，限制身處有疫情爆發地點人士 7 天內不得
離開，直至完成病毒檢測。
封樓令明顯是回應外界批評，葵盛西邨第 8 座
5 樓大爆發共 16 宗，但首宗個案出現 10 日後，政
府才撤離該層居民往檢疫，之前走的走，散的散
，恐怕已播毒社區。政府被批評反應遲緩，現在
亡羊補牢，實在來得太遲。
封樓禁足強檢令來遲了一年，早在年頭疫症
爆發時，武漢是最早災區，當機立斷地在 1 月 23
日開始封城，先是公共交通停運，限制出入城，2
月中進一步對全市範圍所有住宅小區實行封閉管
理，無特殊情況下居民不得外出。措施歷時 76 天
，才正式恢復對外交通，這一個快狠準的決定，
成功遏止了武漢以至全國疫情。特區官員戀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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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謝家華致力振興拉斯維加
斯市中心，2013 年承諾撥款 3.5 億元建
設當地。同年，他將 Zappos 總部遷至前
拉斯維加斯市政廳大樓。內華達州州長
蘇拉克(Steve Sisolak)27 日推文說： 「謝
家華在協助改造拉斯維加斯市中心上，
扮演關鍵角色。」
DTP 公司聲明說： 「謝家華的善良
和慷慨感動他周圍的每個人，也永遠照
亮了這世界。」 「傳遞快樂，一直是他
的口頭禪。且莫哀悼他的逝去，讓與我
們一起頌揚他的人生。」
特朗普女兒伊凡卡 28 日上推特貼出
與謝家華的多張合影照片並推文道：
「為痛失摯友謝家華哀悼，同時感念他
的一生。」2020 年競逐民主黨總統代表
之華人楊安澤，則推文對他的死表示震
驚，他寫道： 「謝家華感動了許多人並
激發了許多企業家。他的影響力與典範
將長存。」
前風險投資人薩卡(Chris Sacca)推文
： 「謝家華可能是我所有朋友中最原創
的思想家。」滑板高手兼企業家霍克
(Tony Hawk)表示， 「謝家華很有遠見
。他總是慷慨與任何人分享他寶貴的專
業 知 識 。 」 PayPal 共 同 創 辦 人 列 夫 欽
(Max Levchin)推文說： 「真正的原創思
想家，傑出的企業家，宅心仁厚。」風
險投資基金 Neo 執行長帕托維(Ali Partovi)，是謝家華最早於 1996 年創立的廣
告網站 LinkExchange 的合夥人，他推文
道，謝家華是他認識的最有創造力的人
之一， 「我會記住你集天才和淘氣為一
不屑北望神州，若
果能學到內地招數
及效率，或許今時

今日的光景徹底不同。
新措施給了當局更大權力，但細節方面亦未
有正式公布，傳言四起，難免令人未能安心。不
少市民都是手停口停，還要養家，若果被困在家
中未能外出，生計可能首當其衝受影響。新措施
若沒有說明，很多公司都不設 「隔離」有薪假期
，禁足者金錢損失是否由政府補貼？而且一家大
細困在斗室中，生活必需品是否由政府補給？若
不解決這些實際問題，倉卒推出新令，恐怕又是
招惹民怨，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政府抗疫措施經常倒行逆施，左搖右擺，禁
止食肆晚上 6 時後堂食，只可以外賣，在 7 月的時
候已經推行過，當時劣評如潮，本人亦指出措施
不合理，病毒難道是晝伏夜出，6 點之前進餐是否
特別安全？無論業界或食客都無所適從。今次在
周四生效，延伸至冬至後，酒樓錯過大小宴會黃
金檔期，有業界人士預計生意額跌超過六成。過
去 11 個月已有 2,000 多間食肆結業，預計再有 1,
000 多間食肆倒閉，失業率恐再飆升。
各界都希望政府補貼，但財赤嚴重，政府泥
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寄望新措施可以成功遏止
本地疫情。然而幾乎每日都有差不多百宗確診，
居高不下，疫情可說是邁向失控，恐怕要重蹈歐
美覆轍，到時死得人多。政府應該借鏡內地、台
灣及澳門，抗疫成功最重要的是當機立斷，不應
再拖拖拉拉，要把握時機一擊即中，否則遲早有
一天被疫情攻陷，淪為疫埠，回天乏術。
其實抗疫必須進行 「作戰狀態」 優柔寡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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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你見識超群大膽下注的非凡能力
。」
謝家華身價數億元，卻一直棲身在
露營的房車中。不過他跟美國政商界人
士十分稔熟，好像全美網路巨擘比爾蓋
茲、前任美國總統柯林頓等人，常有往
來。謝家華與特朗普總統的長女伊凡卡
更是私交甚篤。
Zappos 經營賣鞋業務，但他的客戶
服務更是出名 ，在今年的疫情中，還傾
聽客戶大吐苦水。
謝家華所塑造的美國最大網路鞋店
Zappos.com Zappos 售鞋公司，是美國獨
特的企業文化，它有着卓越的客戶服務
。因此他的去世，網路上不少哀悼留言
，不少人提及，謝家華在領導公司時擅
長啟發員工創意，他重視員工更重視消
費者，一手創建優異的客服系統。即使
他已從公司退休，客服至上仍是該公司
的強項，今年因疫情影響，Zappos 客服
傾聽顧客在疫情中的種種煩惱，甚至幫
醫生採購血氧濃度計，暖心服務讓人津
津樂道。
Zappos 當年一炮而紅，成功之道是
令顧客驚喜的客服。Zappos 的 24 小時客
服人員會像朋友般和顧客聊鞋子談心事
，而不是急著掛斷電話；同一鞋款一口
氣寄 3 雙不同尺寸給顧客試穿，運費全
由 Zappos 負擔。為了快速出貨，乾脆買
斷貨源自己蓋倉儲。讓大多數顧客下訂
後翌日可收到商品，不滿意 1 年內皆可
退換貨，運費由公司負擔。
客服人員甚至推薦顧客到其他網站

難在難以成功的。隨着疫情日益惡化，政府稍改
寬鬆態度，變得較為嚴厲，近天一口氣強制香港
市內五個群組接受檢測，總算有了點 「打仗」意
味。然而，政府在行動上，仍然是弛多於張，一
是出手遲，未能在爆發之初即強遏，失了先機；
二是不夠嚴，到今日仍未封樓禁足，只作強檢，
恐會有播毒者出走；三是欠周密，部分人如逃避
檢測，也難發現。這些問題，還出現於其他防疫
措施，如檢測中心運作、檢疫酒店和方艙醫院管
理等。究其原因，是政府仍未進入 「作戰狀態」
，以致指揮、動員、部門協調和行動部署等皆顯
不足，這方面如不作大改善，抗疫難以成功。
香港政府向來都堅信自己沿用的辦事方式，不大
想效法內地做法，但論抗疫成效，內地的一套已
證明成功，政府不能不參考。遠的不說，近日成
都出現六宗確診個案，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主持
應變會議時，強調要 「迅速進入戰時狀態」，即
把抗疫視為打仗，採取最堅決、最果斷、最嚴格
、最有效的措施。這不僅是口號，且有連串實際
行動，包括嚴格管理、全面排查、利用大數據找
出密切接觸者、對大型商場進行強檢、嚴防病毒
輸入等。如此大規模的作戰陣勢，與確診數目似
乎不成比例，但這正是內地的打法，其抗疫比歐
美優勝，原因就在於此。反觀香港，人家成都打
大仗 ，香港卻抱 「平常心」，卻是與 「戰時狀態
」相反的 「平常狀態」，即負責部門與官員，仍
未完全把疫情視為 「災難級」的非常情況，只採
取常規做法，保持日常工作步伐，因而欠缺迅速
應變、決斷強管和緊急動員，遂令傳播鏈欲斷難
斷，疫情遲遲沒法控制。
這從最近葵盛西邨的情況可以看到。該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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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 Zappos 沒有的鞋款。這些在業界
眼中無疑自掘墳墓的傻事，為 Zappos 贏
得消費者信任和口碑傳播，2011 年營收
逾 21 億美元。Zappos 以客戶至上為宗旨
。從 2012 年的一通客戶破紀錄的電話，
就可獲得明證，客服人員維斯坦（Steven Weinstein）花了 10 小時 43 分鐘陪女
顧客聊天，解決產品問題後，仍繼續對
話。這 10 個多小時維斯坦只有去一次廁
所，靠著同事送來食物與水 「維生」。
花 10 個多小時只賣掉一雙 UGG 靴子，
公司絲毫不覺得沒有效率，反而認為這
是該公司服務好的最佳宣傳。
Zappos 規定新員工須接受 4 周職前
訓練，到職後 1 周可選擇離開，公司一
律 還會支付約 2500 元離職金。謝家華
每天用推特（Twitter）向員工發訊息，
2009 年被亞馬遜收購，他也親自寫信給
員工，保證不裁員，之後亞馬遜仍保留
這項離職金的傳統。 Zappos 被《財星》
（Fortune） 雜 誌 選 為 2009 年 美 國 百 大
最佳工作企業的第 23 名。 點子多的謝
家華在 2014 年又宣布，在公司內部推動
齊頭式管理，號稱 「全體共治」，大家
都沒有職銜，欲藉此擺脫官僚制度對生
產力的窒礙。
全體共治的概念是把管理和權力下
放到所有員工頭上。員工組成小組，每
個小組選擇並執行自己的任務。Zappos
主管岡薩雷布萊克說： 「我們希望每個
員工都像老闆，自我管理並對自己的決
定負責。」

八座於十一月底已出現一批確診者，但當局沒即
時進行強檢，更未封座，其後染疫人數雖不斷增
加，亦只是向居民派樣本樽，直至昨天才發出強
檢令，但已有一批居民 「逃離」，散到其他社區
了。
目前即使強制居民檢測，但處理仍然鬆懈，
對是否有人違規不受檢，當局也未必能控制，至
今未見負責部門有何 「法寶」，可保無漏網之魚
。
檢測中心負荷力不足，是另一個問題。近日
大批市民湧往受檢，往往要在中心外排隊一兩小
時，而且中心地點分布不均，港島區便只得一個
， 「爆煲」情況已漸呈現。此外，大批回港人士
在酒店隔離檢疫，也出現不少甩漏，構成播毒風
險。政府在這些方面卻仍然抱着 「隨遇而安」的
心態，沒有超前積極謀求解決。
政府抗疫工作若要有根本改善，最重要一點
，是必須 「進入作戰狀態」，以應付巨災、打大
仗的思維和意志，加強指揮、動員，全面發動各
部門、公共機構以至民間力量，包括出動紀律部
隊，果斷地推行嚴厲強制措施，進行軍事式運作
，才可有效對抗疫災，成功 「克敵」，否則疫情
只會沒完沒了，市民要捱受更長苦楚。
新冠疫情持續在全球肆虐，來勢愈來愈兇猛
，抵禦疫災的最有效方法是全民接種疫苗，所以
一些國家已搶先大批購貨，英國更於昨天開始注
射，而印尼購入的疫苗亦已運抵，將於日內大規
模接種。正當各國爭購疫苗如火如荼之際，香港
政府卻大歎慢板，步履遲緩，未見積極向歐美和
內地藥廠搶購疫苗，至今仍沒向公眾發布有否訂
購、何時可接種的明顯訊息，實在令人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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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園居:: 亞洲風格的高級養老社區
松園居

為長者開創一個舒適又安康的生活
(本報休斯頓報導) 中國傳統向來注
重敬老養老，希望能周到的照顧老人家
生活，讓他們能頤養天年，過著安心自
在的日子。然而，飄洋過海來到美國，
在地球的另一端，許多老人家卻要面對
西方文化的差異，內心有著不少沖擊。
讓眾多長輩們開心的是，在休斯頓，第
一個亞洲風格的養老社區 「松園居」已
經可以開放入住了，本著東方文化的精
神， 「松園居」為老人家開創一個舒適
又安靜的空間，讓他們在身心兩方面都
能受到良好的照顧。
為亞裔長者們量身訂做
松園居從一開始構思，就以亞裔社
區為主要目標，建築內部設計非常雅緻
，無論在顏色搭配、裝潢布置、以及所
用的家具都呈現亞裔的文化特色，是一
個高端的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與
失智照護(Memory Care)養老社區，為長
者們提供量身訂做的家庭生活方式。
建築設計師李兆瓊表示，亞裔長者
們的生活方式與需要都和西方社會不太
相同，像是飲食、語言、生活模式、習

俗文化等，亞裔社區需要有符合我們自
己需要的養老院。
符合風水原理
「松 園 居 （The Pines At Bellaire
）」由專業團隊精心策劃，採取中國風
水的觀念，建築的材料、方位、顏色等
，都符合風水原理，以期能增進住戶的
身心健康，進而延年益壽。同時，松園
居還有正宗的亞洲美食和各項身心靈活
動，來滿足亞裔長者們的生活需求。
全天候服務
松園居位於休斯頓的中國城，佔地
75,000 平方英尺，是免維護型長者社區
，一周 7 天 24 小時全天候服務，配有多
語言看護人員和工作人員，有餐館式的
食堂、定時的接送服務、定期舉辦社區
內活動、提供家政及洗衣服務、精心打
理的花園，還配有水療、以及前臺禮賓
服務。
塔 倫 蒂 諾 副 總 裁 Nastasya Shannon
表示: 「現代的老年人希望有一個無憂無
慮、精彩充實的生活。松園居是一個專
為亞洲長者設計的社區，為日常生活需

要協助、和記憶障礙長者提供護理與照
顧，從豐富日常社交活動昇華到健康充
實的生活。」
專業認證的護理人員
松園居有經過專業認證的護理人員
，為有患有阿爾茨海默症（老人癡呆症
）長者提供護理，社區會為每一位長者
進行個性健康評估，從而提供量身定制
的護理計劃。這裡還擁有自己的社區健
康中心，裡面有執業護士，經過專業認

證的護理人員給長者提供服務，包括健
康審查、尿失禁護理、用藥管理、家庭
保健、以及有醫療機構提供現場的服務
。
洽 詢 請 致 電: 346-220-5678。
Email: sales.pinesatbellaire@tarantino.com
松 園 居 地 址: 12420 Bellaire Boulevard,
Houston, TX 77072。網址 www.pinesatbellai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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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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2、汽車轉彎時，轉向盤明明轉的大
轉彎卻變成小轉彎，轉向盤明明轉的是小
轉彎卻又變成大轉彎。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轉向時發生的這兩種現象
前者稱為不足轉向，後者稱為過度轉向，
說明轉向系統出現問題。駕駛者在汽車轉
向一面繞行一面加速時的感覺是：具有不
足轉向性能的汽車將向外側面行進，具有
過度轉向性能的汽車將向內側行進。當行
駛半徑變大時，稱為不足轉向。當行駛半
徑變小時，稱為過度轉向。還有一種轉向
現象，最初是不足轉向，在中途又變成過
度轉向，急劇向內側轉向。這是最危險的
逆轉向現象，易發生事故。這種情況只在
個別的後置發動機的汽車上才發生。
13、發動機冷車起動困難，起動後發
動機振動，然後趨於平穩，中低速時發動

機開始抖動，高速時有所改善。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可能是火花塞故障或點火
時刻過早。如果不是火花塞的故障，即可
判斷是點火時刻過早。如果點火時刻過早
，在電火花閃過的瞬間，活塞離上止點遠
，氣缸內混合氣的壓力和溫度都不高，致
使火焰形成緩慢，而火焰形成後傳播速度
也較低，在這個過程中，燃燒室內離火花
塞較遠的一部分混合氣還等不到火花塞處
傳來引火，就由於已燃混合氣的溫度輻射
及膨脹而自動燃燒起來，造成爆燃，爆燃
致使發動機在中低速時抖動嚴重。出現上
述故障時，應及時到修理廠進行修理。
14、發動機運轉不平穩，常伴有“突
、突”聲，加速時發動機動力不足，不時
發出“彭、彭”的放炮聲，排氣管冒黑煙
。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有可能是化油器和白金故
障或點火時刻過晚。如果點火時刻過晚，
發動機活塞距上止點很近時，火花塞才開
始點火，混合氣燃燒滯後，燃燒不完全，
當活塞下行後甚至到排氣門打開時混合氣
仍在燃燒，燃燒室容積的擴大和氣體的滯
後膨脹，導致氣缸壓力不高，發動機動力
下降。部分燃燒膨脹的混合氣還可能通過
進氣門返回化油器，產生回火現象，發出
劇烈的“彭、彭”聲，燃燒不完全的混合
氣由排氣管冒出黑煙。出現上述故障時，
應及時到修理廠進行修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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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