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廣告
星期五       2022年7月8日       Friday, July 8, 2022



BB22休城社區
星期五       2022年7月8日       Friday, July 8, 2022

休城工商

• 現代汽車IONIQ電動車品牌系列中的新
成員在 「Ethical Uniqueness」 主題下實現了流線
型美學以及多功能效率。

• 具有舒適功能和可定制照明的繭狀座艙
提供了個性化以及寬敞的內部空間。

• 精心打造的單曲線空氣動力輪廓創造出
現代汽車有史以來最低的0.21風阻係數。

• IONIQ 6採用了全新設計的 「H」 標誌，
並使用七百多的參數像素，以實現其設計的獨特
性。

• IONIQ 6整體採用許多環保材料，體現
出現代汽車對環保車輛價值的承諾。

現代汽車在近期展示了備受期待、具有流線
型經典設計的IONIQ 6房車，這是其IONIQ全電動
車品牌系列中的第二款車型。被現代汽車形容為
電動流線型車型的IONIQ 6採用了空氣動力造型
，並以創新方式採用環保材料來反映出當今電動
車顧客的價值觀。

受到現代汽車Prophecy電動概念車的啟發，
IONIQ 6的特點為精簡線條以及現代設計師稱為
情感效率(Emotional Efficiency)的純粹空氣動力造
型。IONIQ 6的電動流線型車身與貼心的繭狀內
艙體現了新世代電動車的輪廓，同時 Ethical
Uniqueness的整體設計主題則反映出現代汽車以
客戶為中心，對能源效率和環保責任的承諾。

現代設計中心總監兼資深副總裁 SangYup
Lee表示： 『IONIQ 6 是一台將功能與美學進行情
感融合的電動車，其獨特的流線型設計是現代工
程師與設計師密切合作，以客戶為中心的價值觀
為核心所創造出的結果。我們將IONIQ 6打造為
能為所有人提供個性化座艙的貼心車款。』

IONIQ 6以人為本的設計既合乎環保道德又
設計獨特

IONIQ 6藉由能源效率以及採用環保材料展
示出了其符合環保道德和獨特的設計。IONIQ 6
的設計從一開始就以人為本，其內部空間與外部
造型同步研發。現代團隊將內部空間最大化以及
最優化，拉長前後空間，形成一個獨特的流線型

輪廓以及寬敞的內部空間。
如同之前屢獲殊榮的IONIQ 5，IONIQ 6採用

了 「現代外觀」 (Hyundai Look)的設計理念，賦予
每個車款獨特的外觀，就像棋子一樣。藉由採取
以客戶為中心的走向，現代在設計時考慮到了多
元化的生活方式，為客戶打造個性化的車款。

時尚與實用兼具的單曲線流線造型
IONIQ 6是一台電氣化的流線型車款，藉由

同時滿足顧客的審美和功能需求來實現情感效率
的理念。IONIQ 6依照空氣動力學所打造的輪廓
具有精簡卻感性的曲線，為電動車時代帶來了全
新的造型。

IONIQ 6的風阻係數超低，僅有0.21，這得益
於前方較低的鼻翼與主動風門、車輪間隙減小器
，以及可選配的超薄數位後視鏡。此外，後方的
橢圓形機翼式擾流板也進一步減少IONIQ 6風阻
係數。IONIQ 6甚至在車底也下了功夫，為了實
現更好的空氣動力性能，現代設計團隊覆蓋了一
整個底盤、優化了導流板，以及縮減了輪拱間隙
。

IONIQ 6還在不同位置融入了七百多個參數
像素，例如前方大燈、後方組合燈、前方底部感
應器、通風口，以及中控台指示燈，以藉由整台
車來強化IONIQ品牌的身分。

位於後方尾翼的參數像素高位煞車燈(HMSL)
可在煞車時提供引人注目的燈光效果。為進一步
凸顯IONIQ 6的獨特性，其前方與後方皆放置了
全新設計的現代 「H」 徽章。

以蠶繭為靈感的內室提供了一個貼心的個人
空間

IONIQ 6的繭型內室既是舒適的隱蔽空間，
也是一個私人的空間，充滿實用功能以及環保材
料，以促進注重環保的行車體驗和生活方式。
現代汽車集團研發的電動全球模塊化平台
(E-GMP)讓現代的設計師將IONIQ 6的內部與前後
方拉長，打造出優化的腿部空間和內部寬敞程度
，讓乘客在IONIQ 6中保持舒適度。E-GMP平台
也讓IONIQ 6擁有一個完全平坦的地板，給人一
種寬闊的感覺。

IONIQ 6以用戶為中心的內部架構以符合人
體工學的控制台為例，該控制台位於車內中央位
置，以減少駕駛人分心並促進安全駕駛。模塊化
的觸控屏幕融合了12吋的觸控式娛樂信息顯示屏
幕和12吋的數位儀表盤。橋式的中控台則提供方
便且寬敞的車內儲物空間。

IONIQ 6採用的環保材料
呼應IONIQ 6的 「Ethical Uniqueness」 主題並

受到當今具有環保意識的消費者的啟發，現代設
計師在 IONIQ 6車身上採用了多種環保材料，包
含從報廢輪胎回收的顏料以及竹炭顏料等。

IONIQ 6的內飾也採用了許多環保材料。根
據配備等級，這些環保材料包含生態工藝皮革(用
於座椅)、資源回收的PET布料(用於座椅)、生化
PTO皮膚(用於儀表板)，生化PET布料(用於車頂內
襯)、從植物油煉製生化顏料(用於車門)，以及回
收的釣魚網地毯(IONIQ品牌首創的材料)。

IONIQ 6全球揭幕

IONIQ 6的全球揭幕將於七月舉行，屆時現代將
展示IONIQ 6的所有規格，包含IONIQ 6的所有功
能和先進科技。

請至IONIQ 6全球揭幕活動官網查詢更多相關信
息：https://ioniq6.hyundai.com.

現代汽車公佈具有電動化流線型與貼心內式設計的現代汽車公佈具有電動化流線型與貼心內式設計的
全電動房車全電動房車IONIQIONIQ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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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

（UTHealth）McGovern 醫學院的

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她也在

UT Physicians 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 擔任主治醫師職位。

岑醫師於 1999 年在中國中山大學

獲取醫學學位，並於 2005 年在紐

約的 St Luke’s Roosevelt Hospital 完
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岑

醫師於 2008 年在德州大學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進行了腫瘤

內科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岑醫師

已經成功撰寫並評審了多篇關於食

道癌的文章，並且在世界多家醫學

會議上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同

時，岑醫師還獲得了 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血液學和腫瘤

內科專科的認證。自 2011 年以來，岑醫師一直被 US News & World 
Report 評為頂級醫生。她在治療癌症患者方面有 16 年的經驗。岑醫師

不僅是 Chinese American Doct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的繼續醫學教

育主任，15 年來她也一直在美國亞裔社區的健康領域十分活躍。 

 
  

 

 

 

 

 

(本報Katy報導) 有目共睹的，
位於休斯頓西邊的Katy市近年來的
發展飛快，不僅環境舒適、房價惠
實、有著優質教育學區，同時有多
家大公司在此成立發展據點，工作
機會多，也吸引了眾多專業人士到
此安家立業，其中當然包括許多華
裔民眾。

Katy 人口增加迅速，房地產亦
非常興盛，人口不斷的湧入之下，
引發各層面的需求，一個又一個商
業廣場方興未艾。目前，最受Katy
華裔民眾所矚目的，莫過於 「凱蒂
超市」將於七月 9 日試營運，此超
市地處Katy的黃金地段，是交通樞
紐，很快會是人潮的匯集中心。

本報有幸採訪凱蒂超市的負責
人吳先生，他擁有二十多年豐富的
超市經驗，在紐約經營大型華人超
市，並發展出不少獨家貨源，他深
知華人買東西的習慣，以及消費者
的需求，進貨也都是以滿足顧客需
求為第一要務。

七月9日試營運 Soft Opening
吳先生表示，凱蒂超市供應亞

洲人慣用的各種生猛海鮮、新鮮蔬

果、肉類、南北雜貨、零食等，種
類繁多，讓顧客一次就能買齊日常
生活各種必需品。由於Katy當地多
元的文化環境，凱蒂超市同時也有
日本、韓國、東南亞、印度和美國
等各國家的食材與調料，品類眾多
而齊全。從七月 9 日試營運開始，
凱蒂超市將推出讓人意想不到的好
價格，眾多優惠，讓顧客買的開心
、買的盡興!

農場直接進貨，新鮮!
凱蒂超市佔地面積超過 3 萬平

方英尺，購物環境寬敞明亮，貨品
新鮮、價格實惠。自從新冠疫情之
後，民眾眼見物價飛漲，而凱蒂超
市希望能以更物美價廉的貨品吸引

顧客，非常契合民眾的心聲。
凱蒂超市的很多蔬菜、水果是

從農場直接進貨的，價格好、品質
新鮮，符合眾多家庭主婦做菜喜歡
新鮮的喜好。

凱蒂超市貨品種類豐富齊全，
不少亞洲貨品是直接從紐約和加州
等地運來的，能保證貨源不斷以及
貨品的新鮮，同時，在價格上也更
具有優勢。

注重環境與物品質量
吳先生說明: 現在的顧客對超市

的環境和貨品質量比以前要求更高
，所以，凱蒂超市在規畫時，便把
超市的環境和食材的新鮮度擺在前
面。

超市內部挑高很夠，空間相當
寬敞，為了給顧客更好的購買環境
，凱蒂超市在裝修上投入大量心力
，將生鮮區的通風系統優化，物品
排列力求整齊、容易找，希望營造
一個明淨宜人的超市環境。

地理位置優越
凱蒂超市地處繁華街區，鄰近

10號和99號高速公路，交通十分便
利，與Mason Rd附近商圈形成聚集
效應。

凱蒂超市位於S. Mason Road與
Highland Knolls Dr.交叉口，周邊環
繞的是發展成熟的住宅區與商圈，
位居Katy的心臟地帶。 「凱蒂超市
」所在的建築是紅磚外牆，外表看
起來非常大氣，廣場內停車位充足
，超過460個位置。

凱蒂超市於七月 9 日起試營運
，眾多特價品等您帶回家!
營業時間: 9:00 AM~9:00 PM
電話: 346-588-9988
地 址: 1525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凱蒂超市凱蒂超市JulyJuly 99 ((週六週六)) 試營運試營運
契合民眾心聲契合民眾心聲 以物美價廉的貨品吸引顧客以物美價廉的貨品吸引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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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各家保險公司房屋保險的價
格都有大幅上漲，房屋保險的價格上漲受
很多因素的影響，共同的原因有區域性理
賠增多，建築成本增高，通貨膨脹等，因
人而異的因素有理賠增多，信譽降低，房
屋老舊，保險公司價格調整等等。本文從
介紹房屋保險方面的知識入手，討論一些
有利於降低房屋保險保費價格的方法或註
意事項，以便幫助大家在購買房屋保險，
比較保費價格時作為參考，買到便宜的房
屋保險。

1. 明白各種保法上的差別
德州自住房屋保險的保法常見的有三

種 類 型 ， HOA,HOA + , HOB 或 HO1,
HO2, HO3,HO5 。HOA, HOA+, HOB 是
德州標準，HO1,HO2, HO3,HO5 是 ISO
國際標準，HOA 類似HO1, HOA+ 類似
HO2, HOB 類似HO3。

HOA (HO1) 指名風險 屬於基本保法
，包括火災，閃電，冒煙，風雨，臺風，
冰雹，爆炸，飛機或汽車沖撞，敵意破壞
，鬧事，暴動，偷盜，第三方責任。

HOA+(HO2) 指名風險 屬於改良型基
本保法 除保HOA 裏面各項以外，還增加
了落物，冰雪，凍水管，突然漏水。

HO3 所有風險 屬於廣闊保法 建築物
保所有風險，除非有被列出來排除在外的
風險；個人物品僅指名者才保。排外的建
築物風險有地震，洪水，磨損，發黴，黴
菌，腐爛，鼠害，蟲害，持續和重復漏水
。指名個人物品通常除基本保法裏的各項
外還有落物，冰雪，凍水管，突然漏水。

HOB 類似HO3,比HO3略好，提供了
更多的水方面損壞的保險比如因水管漏水
造成的對地基的損壞，風吹進窗戶縫裏造
成的損壞。

HO5 或HOC HO5 是更廣義更好的保
法，與HO3 相比，除建築物保所有風險
外，個人物品也保所有風險，通常是高價
值房屋才用的一種保法。

理賠時 HOA 是按折舊值理賠的，
HOA+, HO3, HOB, HO5 是按新建值理賠
的。

對應自住房的 HOA, HOA + , HO3
(HOB), 出租房的就是TDP1, TDP2, TDP3
。保項類同。

根據以上的說明，可以看出 HOA,

HOA+, HO3,HOB,HO5 保法的保費是依
序增加的，選擇好一點的保法，價格就會
增加。

各種保法所保項目對比圖，資料來源
於德州保險局官網。

2. 做好房屋維護維修 降低所保風險
房屋的隱患越多，風險就越高，保險

就會越貴，反之亦然。新房保費便宜，舊
房保費偏貴，因為建築的老化會增加理賠
的概率。降低保費的最好辦法就是減少房
子的隱患，降低理賠概率，這樣保費就會
降低。

若房屋老舊，電線，水管，電器都沒
有更新過，就很難買到劃算的保險，很多
保險公司已經不接受鋁電線和鍍鋅鐵水管
。樹枝不能離房屋太近，太近會增加雷擊
及著火的可能性，要及時修剪樹枝，使離
房屋至少三尺遠。

有很多保險公司對10年以上的屋頂
投保都很慎重，或者不保，或者提高保費
。熱水器也一樣，有些保險公司不保10
年以上的熱水器。

如果對房屋進行了改善，可以獲得一
定的房屋保險折扣。比如新換了屋頂，熱
水器，空調，水管，電線，增強了門窗抗
風雨打擊的能力等等，這些都有助於增多
投保選擇，使接受的保險公司增多，從而
節省保費，有更多的機會找到更便宜的房
屋保險。在做了上述更新後，尤其是新換
屋頂，新換熱水器後，請告訴自己的保險
代理，續約時保險有可能獲得優惠。

3. 在買房或建新房時優先選擇采用抗

風險性能高的建築結構
房屋的結構若具有更高的抗風險性能

，保險則會便宜。保險公司在出具報價時
會詢問結構方面的問題，常見的問題有：

a. 外墻 全磚，灰泥，磚與薄片飾層
混合及薄片飾層 保險價格會依序而貴，
因為風險是依序而增高。

b. 屋頂 屋頂的年齡，狀況，材質，
形狀 都會影響到保險的貴賤。屋頂年齡越
新越好，10年以上的屋頂有很多保險公司
都會拒保或者按折舊保。屋頂若有損壞的
話必須得修好才能投保。30年耐用的瓦片
比15年的保費便宜。有斜坡的山墻比直
山墻的屋頂保費便宜。

c. 窗戶玻璃 能經受多少磅的風壓，
越多抗風性就越好，保費就越便宜。

d. 地基 平水泥地基比有爬行空間或
地下室的地基保費便宜。

e. 有無非標建築 勿加蓋非標建築及
防盜鐵條 很多保險公司都不喜歡非標加蓋
的棚子，樓梯等建築物，也不喜歡門窗外
加建防盜鐵條，很多保險公司都不接受這
些非標建築，拆除以後才可投保。

4. 調整自付額
房子保險的自付額一般有兩個，一個

是風和冰雹(wind and hail)，另一個是所
有其他災害(aop)，有少量保險公司把命名
臺風(named wind storm)也單獨分出來單
算自付額，自付額是在保險公司理賠時保
戶自已首先要承擔的部分，自付額越高，
保費就會越便宜。風災(wind and hail)的
自付額通常有1%，2%，3%, 5% 等選項
， 所有其他災害(aop)的自付額除有上面
的百分比選項外，還有定額如$2500,
$5000 等選項。

提高自付額的不利是保險公司理賠前
自己先要付一大筆錢，小的損失就無法得
到保險公司的理賠，在理賠時感覺就很虧
，像是保險白買了一樣，想好了才這樣做
以免理賠時後悔。

5. 調整各項保險額度
在保險公司允許的範圍內，降低各項

保險的額度可以降低保費。房屋保險典型
的保單有6項：房屋建築(A)，其他結構
(B)，個人財產(C)，使用損失(D),第三方責
任(E), 第三方醫療費用(F), 有的保單還提
供汙水上返選項， 根據情況，適當調整各
保項會對保費有相應影響。不過額度降低
後出現的問題是理賠時額度就會相應減少
，要考慮是否足夠支付維修或換新的費用
，報價時保險公司各保項都有保額選項建
議，有些還不能調小，有些有可調範圍，
這樣做要非常謹慎，以免過後後悔。有些
保戶為省保費，選擇不保風災，這樣保費
會大幅下降，但在休斯頓，這樣做很不可
取，因為在休斯頓風災是主要的常見災害
，房保價格貴主要是因為風災頻繁。

6 . 減少不必要的理賠

若保戶與保險公司能共擔風險，保費
就能便宜，若一切都讓保險公司承擔，保
費一定會貴。自付額就是風險共擔的額度
，小額損失若在自付額之內，就不要聯系
保險公司。有損失後的第一步是先請專業
人士估價，修理費用若超過自付額，再聯
系保險公司理賠，若低於自付額，就拿不
到理賠，反而增加了理賠記錄。在保險詢
價時，保險公司會參考理賠記錄，會追溯
3到5年的理賠記錄，理賠記錄越多，理
賠額度越大，保費就會上漲越多。對於在
5年內沒有任何理賠記錄的保戶，保險公
司會提供最好的保險優惠價格。

7. 維護良好的信用記錄
你的信用分數可能會對你的房屋保險

保費產生重大影響，不同的信用分數保費
會相差好幾百塊錢，取得這項折扣需要向
經紀人提供社安號，在報價時輸入社安號
後保費有可能會產生很大變化，通常是好
信用者會有很大的降低。好信用的參考因
素通常有付款歷史，現有負債，信用記錄
長短，尋求新的信用卡或貸款的頻度等等
，在這些方面註意保持良好的信用，買汽
車保險或房屋保險時都可以幫助獲得最優
惠的價格。在其他條件都一樣的情況下夫
妻雙方誰做主保人價錢也許會不一樣，這
就是因為兩人的信譽會有不同。

8. 結婚優惠
已婚比單身保費便宜，因為已婚保戶

被保險公司認為做事穩重，會更好地照顧
好房屋，降低理賠概率。

9 同一家保險公司或保險代理公司優
惠

若把汽車保險與房屋保險都放在同一
家保險公司或者同一家保險代理公司，或
同時有幾個房屋保險在同一家公司或同一
家保險代理公司，通常可以得到 5%到
15%的保費優惠。

10 警報系統折扣
安裝遠程控製的防火防盜報警系統，

可 獲 得 一 定 程 度
（2%-15%）的保費折
扣。警報系統最好防火
防盜功能都要有，需要
出具警報證書。若能安
裝自動灑水噴頭，則可
獲得高達35%的折扣，
對已建房屋，安裝自動
灑水系統工程可能比較
大，但若保戶考慮建新
房的話，可以考慮安裝
自動灑水系統。商業地
產自動灑水系統用得比
較多，住家在安裝時要
非常慎重，因為維護費
也隨之增高，也有漏水
及誤啟動的隱患，若出
現誤感應啟動的話，就

會把家裏淋濕，甚至泡水，修復的費用就
會非常貴。

11. 其他折扣
各家保險公司政策不同，有或多或少

的不同的折扣政策，通常可以見到的折扣
有職業折扣，65歲以上的退休老人折扣，
居住在有大門的小區的折扣，老客戶折扣
等等。在購買保險時別忘了向經紀人詢問
折扣情況，能拿到的盡量拿到。

12. 多方詢價
房屋保險公司的市場經常發生變化，

一些新的公司時不常地進入市場，而另一
些保險公司時不常地會因為理賠過多而退
出市場，這些變化會導致保險公司價格上
的變化，欲進入市場者會降低價格，占領
市場；欲退出者則采取升高價格或不續保
的方式減少保戶而逐漸退出市場。因此各
保險代理所代理的保險公司也在不斷變化
，所報出的價格也在不斷變化，過去報價
貴的現在也許便宜，過去報價便宜的也許
現在貴，通過詢價才能發現。一般來說續
約的價格雖然有上漲，通常也是最好的選
擇，若感覺實在貴的話，可以優先請自己
的代理比較價格，若在現有代理公司代理
的保險公司裏還找不到理想價格的話，可
以到其他保險代理處詢價。

在尋找便宜價錢時需要註意保法，保
項，所保額度和理賠信譽等因素，要考慮
保得是否足夠，萬一出現理賠時的賠付是
否足夠擔負修理重建的費用，都需要提前
弄清楚，俗話說一分錢一分貨，不要因為
保費的降低是因保法，保項及保額的降低
換來的，而且事前還不知道，造成理賠時
才知道需要保的項目或額度都沒有達到，
這也不保，那也不保，想要的都沒有保上
，怨天尤人，為時已晚，早知今日，何必
當初。

有關本文及其他保險問題，歡迎聯系
作者 713-952-5031， 微信ID: yangdeq-
ing1

如何降低房屋保險保費如何降低房屋保險保費--安穩保險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

香港自1841年因滿清政府的孱弱，在鴉片戰
爭後被英國殖民統治了156年，直到1997年7月1
日在祖國中國共產黨篳路藍縷、勵精圖治，全國上
下一心，新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香港
才能回歸祖國的懷抱！25年來香港剛回歸時，我
想中央政府為尊重香港同胞在英國多年殖民統治下
的生活習慣和原有體制，沒有冒然做重大改革，所
以在2020年前時常有大英統治時的餘孽和一些有
心政客及亂港份子肆意滋事破壞、擾亂治安、藉反
修例暴力抗議活動事件發生。2020年6月30日香
港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香港國安法＂後，兩
年來香港政治選舉、公民社會、教育文化與傳媒生
態才真正落實正常的民主運作！身為海外華人很高
興看到今日香港的繁榮穩定、團結奮進、和諧社會
並寄望得票率達99%，創下歷史新高的新特首李
家超的上任定會有一番作為，在祖國中央政府協助
與督導下，深信香港＂明天會更好＂！

最值得一提的是習主席伉儷搭乘祖國聞名全球
的高铁廣深港線抵達香港西九龍站，除了展現祖國
交通高鐵"四橫四縱＂基建的成果並推展祖國高鐵
安全便捷舒適的技術走出國門，進一步宣揚人類命
運共同體的高鉄共榮商圈！且從7月1日開始港警
隊去除殖民色彩，迎新變化，全面改踩＂中式步操
＂，而港片及港劇常聽到的＂Yes，Sir＂也成絶響
，改用強而有力的＂是的長官＂代替，進一步凸顯

員警熾熱的愛國心，有助於強化國民身分認同，培
養愛國愛港的意識情操！對國家及香港特區更具有
象徵的意涵，有利於團結香港，對外展示香港是中
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堅定立場！

＂一國兩制＂在香港已經成功實踐25年了，
但西方列強懼怕＂中國和平的崛起＂，卻無所不用
其極的抹黑，誣蔑中國侵害人權，香港自由權力的
淪喪，干預中國内政！習主席在慶祝大會重點講話
再次指出＂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是經過實踐反覆檢驗了的，符合國家、民族根本
利益，符合香港、澳門根本利益，這樣的好制度，
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落實＂愛國者
治港＂原則，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人
民允許不愛國甚至賣國、叛國的勢力和人物掌握政
權。就是在告誡台灣民進黨的蔡英文政府不要扭曲
、不要惡意攻訐＂一國兩制＂，立即懸崖勒馬，回
歸兩岸和平統一的正道！並鄭告台灣同胞＂一國兩
制＂是個好制度，毫不動搖的堅持＂一國兩制＂，
台灣的未來在和平統一後，一定會更美好！最後習
主席以唐代詩人孟郊作品《上包祭酒》最後兩句＂
願將黃鶴翅，一借飛雲空＂做為結語，堅信有偉大
祖國的支持，有＂一國兩制＂的保障，香港一定能
製造更輝煌，再登高峰，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
新的更大的貢獻!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25週年大會習主席重要講話感言週年大會習主席重要講話感言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會長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會長 梁義大梁義大

香港多處掛起慶回歸香港多處掛起慶回歸 「「砥礪奮進廿五載 攜手再上新征程砥礪奮進廿五載 攜手再上新征程」」 的宣的宣
傳標語傳標語。（。（香港文匯網香港文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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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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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圖片

格陵蘭島冰山頂部融洞現綠松石色水域格陵蘭島冰山頂部融洞現綠松石色水域

““食力驚人食力驚人”” 美國女子美國女子1010分鐘吃完分鐘吃完3737個漢堡個漢堡

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華盛頓特區，，1313名職業食客慘加了吃漢堡大賽名職業食客慘加了吃漢堡大賽，，他們試圖在規他們試圖在規
定的定的1010分鐘內吃掉最多的漢堡分鐘內吃掉最多的漢堡。。最終最終，，美國女子斯凱勒在美國女子斯凱勒在1010分鐘內吃分鐘內吃
掉了掉了3737個漢堡個漢堡，，奪得冠軍奪得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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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2年7月7日（星期四）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何佩珊

從熱身也抵受不了到北京冬殘奧會奪2金3銀
2022年北京冬殘奧會

上，中國殘奧高山滑雪運動員張

夢秋取得了2金3銀的優異成績，並

在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總結表彰大會

上被授予“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突出貢

獻個人”稱號。近日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

訪中，20歲的張夢秋用兩個關鍵詞概

括了自己過去六年的汗水與喜悅，

那就是“努力”與“堅持”。

張夢秋張夢秋：：努力堅持努力堅持
總有收穫總有收穫

◆張夢秋希
望在2026年冬殘
奧會再創佳績。

新華社

張夢秋2002年出生於河北省景
縣。14歲時，她被河北省殘

聯選中，成為一名高山滑雪運動
員。“最開始訓練時，我連30分
鐘的體能熱身都堅持不下來，因此
也打過退堂鼓，但是在父母和教練
的鼓勵下，還是咬牙挺住了。”

因為身體殘疾，張夢秋的運動
協調能力較差，雙腿力量也不一
樣，因此訓練時需要比常人甚至是
隊友們付出更艱辛的努力。雖然困
難重重，但這個女孩天生有着一股
不服輸的韌勁，為了盡快提高水
平，在滑雪訓練結束後，教練經常
會問她要不要再多滑一圈，她都毫
不猶豫地答應了。“最開始訓練
時，因為我身體條件較差，根本就
沒敢奢望能站上領獎台。但我相信
只要自己刻苦訓練，就一定能取得
好成績。”張夢秋說。

2017至2018年賽季，張夢秋
憑藉在中國國內賽事取得的成績入
選中國國家隊。2019年到2021年
期間，她相繼在新西蘭南半球盃、
殘疾人高山滑雪世界盃等國際大

賽中斬獲6枚金牌。
張夢秋所參加的

殘奧高山滑雪項目為
單人出發，依據

成績確定
最 終 排

名。越靠後出發的選手，目睹前面
選手的表現心理上就越容易產生波
動。她表示自己能頂住壓力，最終
在北京冬殘奧會上獲得兩金三銀，
一大秘訣就是良好的心態。“有些
選手如果看到前面的幾位運動員在
同一位置接連失誤，自己可能就會
產生動搖。但是我就想，我滑好我
自己就行，別人跟我沒有關係。”
張夢秋說，“我從不給自己設立過
高的目標，不給自己太大壓力，只
要發揮出正常水平，那就是勝
利。”

用青春與奮鬥備戰2026冬殘奧
北京冬殘奧會之前，中國隊選

手從未在殘奧高山滑雪項目取得過
任何獎牌，因此張夢秋獲得的每一
枚金牌、銀牌都是中國隊新的突
破。“作為運動員一定要努力。媽
媽常跟我說的一句話就是‘人生能
有幾回搏，現在不搏何時搏’。每
當我覺得自己快堅持不下來的時
候，我會去想這句話。堅持就是勝
利，努力終有回報。”

張夢秋說，自己現在的首要任
務就是把傷養好，待身體康復後繼
續投入訓練。“我會繼續努力下
去，在2026年冬殘奧會用青春與
奮鬥，讓國旗再次高高飄揚。”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馬來西亞羽毛
球大師賽於6日上演多場首輪賽事，其中港隊混
雙組合張德正/吳詠瑢，以及男單伍家朗皆晉級次
圈16強；至於“鄧謝配”鄧俊文/謝影雪，則在
苦戰3局下被淘汰出局。

鄧俊文/謝影雪組合在當日賽事首先登場，
面對日本組合金子祐樹/松友美佐紀，“鄧謝配”
首局和對手咬得甚緊，只是日本組合於尾段發
力，以21：17先下一城。第2局，已無退路的
“鄧謝配”在大部分時間皆領先，雖然對手之後
一度力追，但港隊組合仍贏21：19追平。可惜的
是，“鄧謝配”在第3局未能延續氣勢，在一度
大幅落後下，最終以19：21再輸一局，局數輸
1：2被淘汰。

另一混雙組合張德正/吳詠瑢，則於同日面
對埃及組合埃爾格姆/哈尼。“張吳配”於首局一
直領先，但對手埃及組合未有放棄，雙方一度打
成20平手，只是“張吳配”尾段心理質素較佳，
終贏22：20領先。

到第2局，“張吳配”在6平手後一直領先，
最終以21：15再下一城，下一圈對手為中國台北
組合楊博軒/胡綾芳。

男單方面，伍家朗首圈對手為馬來西亞選手
劉國倫。伍家朗首局初段一直在落後，在到中段
起連取多分反超前，並贏21：17先取一局。到次
局，伍家朗也是於中段開始取得領先，最終以
21：15勝出過關，次圈對手為荷蘭的卡爾尤。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香港棍網球女子代表
隊在美國陶森舉行、四年一度的世界女子棍
網球錦標賽16強的比賽中，以0：21大敗於
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國隊，無緣晉級8強。

面對A組東道主美國，港隊拚盡全力仍
然無法攻破美國隊的防守。上半場港隊許嘉
希、史卓妍、李孟瓊、姚溫莎等球員多次成
功奪取控球權，可惜未能將攻勢延續。上半
場美國隊24次射球，港隊龍門俞雅程救出5
球，4球射偏不入。美國隊第一節以0：8大
幅拋離港隊，第二節比分再度拉開至0：
15。

在第三節開賽後5分鐘，港隊爭取到一
次自由球的機會，由夏梓敏射球，可惜被美
國隊龍門凱莉救出。

姚美玉、林穎怡均在第三節嘗試把握進
攻的時機可惜射偏。下半場港隊更換龍門球
員後由廖曉丹救出兩球，但未能阻止美國隊
的攻勢。最終港隊以0：21大敗一場。港隊
收拾心情後，於排名賽再戰新西蘭，爭取更
高的名次。

港隊教練Jenifer Marrosu指出：“與美

國隊同場比賽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這是
港隊在整個賽事中拚盡全力才可以得到的機
會。借隊員王翠怡的話來說，努力令你的偶
像成為你的對手，讓我們記住了港隊已經走
了多遠。”

馬來西亞大師賽
伍家朗與“張吳配”晉級16強

男籃世界盃預選賽次輪賽程出爐

港隊無緣女子棍網球世錦賽8強

◆張夢秋認
為只要努力和堅
持 ， 總 會 有 收
穫。

中新社

◆張夢秋在
北京冬殘奧會
得2金3銀。

新華社

◆張德正（右）和吳詠瑢成功過關。 新華社

◆港隊（紅衫）已拚盡全力。
香港棍網球總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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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師大校友會休士頓師大校友會 熱烈慶祝百年校慶熱烈慶祝百年校慶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77月月22日日，，出席百年校慶聚會的全體校友出席百年校慶聚會的全體校友。。

駐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駐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頒發母校贈送百年校慶頒發母校贈送百年校慶
紀念章給紀念章給 77月月22日與會的前任及現任會長日與會的前任及現任會長..

臺灣師範大學休士頓校友會歡慶百年臺灣師範大學休士頓校友會歡慶百年
校慶校慶.. 會長張懷平致賀詞會長張懷平致賀詞..

嘉賓嘉賓----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的孫雪蓮女士介紹風雅集活動的孫雪蓮女士介紹風雅集活動..

校友校友陳榮和的繪畫融合多元藝術陳榮和的繪畫融合多元藝術,,為台灣水為台灣水
彩畫留下精彩的篇章彩畫留下精彩的篇章..

駐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前來祝賀並贈駐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前來祝賀並贈
送紀念品送紀念品

20222022年的年的 66月月55日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迎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迎來100100年的校年的校
慶慶,, 海內外師大人都熱烈慶祝海內外師大人都熱烈慶祝.. 休士頓休士頓師大校友會於師大校友會於77月月22日日
舉行百年校慶之慶祝會舉行百年校慶之慶祝會..駐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駐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陳
奕芳奕芳,,美南中國大專聯合校友會資深理事美南中國大專聯合校友會資深理事孫雪蓮女士孫雪蓮女士,,及眾校及眾校
友歡慶於一堂友歡慶於一堂..

當天張會長播放國立師範大學校長吳正己的百年校慶賀當天張會長播放國立師範大學校長吳正己的百年校慶賀
詞詞,,介紹母校自今年五月開始至九月份的一系列在台灣的慶介紹母校自今年五月開始至九月份的一系列在台灣的慶
祝活動祝活動.. 百年校慶的活動以凝聚百年校慶的活動以凝聚,,涵養涵養,,承諾承諾,,傳承為主軸傳承為主軸,, 體現體現
母校自我超越的軌跡母校自我超越的軌跡,,歡慶過去的社會貢獻歡慶過去的社會貢獻,,今日的成就及萌今日的成就及萌
芽中的創舉芽中的創舉..

台師大建校已滿一百年了台師大建校已滿一百年了!!過去從學校一路改制或升格過去從學校一路改制或升格,,

百年歷史中的美術系百年歷史中的美術系,,也培養了需多的人才也培養了需多的人才,,包括教師在內包括教師在內,,有有
許多的藝術家許多的藝術家.. 休士頓師大校友會很榮幸的邀請到傑出校友休士頓師大校友會很榮幸的邀請到傑出校友
陳榮和的女兒陳榮和的女兒陳意欣女士來介紹這位享譽國際的知名畫家陳意欣女士來介紹這位享譽國際的知名畫家
及其台灣風土的繪畫作品及其台灣風土的繪畫作品..

本次校友會本次校友會,,特邀嘉賓特邀嘉賓孫雪蓮女士來介紹孫雪蓮女士來介紹美南中國大專美南中國大專
院校聯合校友會的院校聯合校友會的風雅集的各種活動風雅集的各種活動,,豐富多彩的生活資訊豐富多彩的生活資訊,,
來幫助校友擴充接觸面來幫助校友擴充接觸面,,提高生活的品質提高生活的品質..

張會長期望有更多師大校友參與校友會張會長期望有更多師大校友參與校友會，，在凝聚在凝聚,,傳承傳承
中逐年成長壯大中逐年成長壯大..校友會將竭力使校友與母校校友會將竭力使校友與母校、、僑界更好地僑界更好地
連結連結，，為社區服務為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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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g Dung

Nguyễn
Hồng Nhung Lam Anh Hồng Dào The Beat Band

Trường Vũ Như Quỳnh

LIVE ON 
STAGE
SUNDAY, SEPTEMBER 11 
3PM & 7PM
L’Auberge Event Center

 
mychoice® members  
receive complimentary 
tickets!
Owners Club & Elite: 4 tickets
Preferred, Advantage & Choice: 2 tickets
Additional tickets start at $25 and may be
purchased at Studs or ticketmaster.com.

Must be 21 or older to enter Event Center. ©2022 Penn National Gaming,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Hoài Tâm

lam Trường

現場直播
9月11日, 星期日 
下午 3 點和下午 7 點

L’Auberge 活動中心

mychoice® 會員收到  
免費門票！ 
Owners Club & Elite: 4 張門票 
Preferred, Advantage & Choice: 2 張門票
額外門票起價 25 美元,  
可在 Studs 或 ticketmaster.com 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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