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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個人簡介 

 

岑瀑濤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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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本身不能為公司創造財富，
但準確及合理的財務管理可以有效地
指導公司業務的發展，摒棄效益不良
業務，抓住有前途的商機。財務不僅
僅只是評估銷售、現金流和成本支出
。它的主要功能是正確跟踪過去及現
在的重要資產、負債、應收及應付賬
款以便更準確地評估將來的商業決策
。

現代的企業無論大小都在應用財
務軟件來處理日常的會計記錄及滿足
產生財務報表的需求。如果使用準確
，所有的財務軟件系統都會非常有效
的將庫存、銷售、採購、人工成本、
應收賬款及應付賬款協調統一起來，
使管理人員能夠隨時打印所需報表進
行實時分析。

當今市場上的財務軟件層出不窮
，有些軟件提供日常最為基本的財務
功能，有些軟件提供全面財務操作。
主要的財務軟件類型分為三種：

1.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ERP）。這種軟件涵蓋融資
規劃、庫存管理、財務應用、人事管
理（HR）、產品宣傳等，是大型公
司的財務軟件，價格昂貴，最基本功
能的軟件年費至少$40,000以上。

. 會計管理系統和員工薪資系
統。這種軟件提供很多功能，如庫存
管理、應收/應付賬款追踪、員工工
資發放和財務報表生成。同時會根據
不同行業的需求將軟件進行優化。這
類軟件適用於中小型企業，如Quick-
books、 Sage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software 和 Freshbooks 等
。這些軟件價格便宜適合中小型企業
。

3. Billing and invoicing systems
。這類系統軟件支持公司單一的日常
客戶賬單管理，產生專業級別的賬單
並跟踪賬單支付明細，確保正確的財
務數據。比如Bill and Pay。它們也可
以作為財務軟件的app 與 系統的財務
軟件無縫銜接，擴充財務軟件的功能

。
所有這些財務軟件都為企業提供了哪
些便捷呢？

1. 省時。幾秒鐘內產生賬單並
發送給客戶；輸入賬單並立即支付給
採購商；可設置自動按時重複財務行
為，如月收租賬單、月繳納廣告費用
等。

2. 讓企業看起來更專業。產生
本企業特有的帶有本企業標誌的賬單
（Invoice）；修改賬單模板，增加付
款期限及付款條件。

3. 減少人為錯誤。直接從銀行
或信用卡公司網站下載收入及支出；
設置收支規則，訓練系統識別收入/
支出類別。

4. 時時跟踪財務狀況。任何時
間、任何地點查看企業財務健康狀況
；分分鐘收集財務信息；不需要會計
也可以產生財務報表。

傳統的企業有固定的辦公室，相
應配套的財務軟件大多是桌面版（

desktop version），或運行在公司內部
的局域網內。隨著網絡及雲計算、雲
儲存技術的發展，以網絡為介質的財
務軟件也應運而生， 如 Quickbooks
Online。這項技術解除了辦公室的限
制，隨著全球業務的發展，世界各個
地方只要有網絡，無論何種設備只要
能登錄互聯網，就可以登錄公司的財
務系統進行操作。系統數據也在時時
更新，幾乎就在同時，地球另外一端
的公司同事就可以根據更新的數據進
行下一步工作。

總之財務系統軟件提高了企業的
工作效率。根據企業的行業範圍和需
求，總會有一款適合的財務軟件。

下期專欄，我們會專門介紹Intuit
旗下的Quickbooks。我們自2008就是
Quickbooks 的 Pro Advisor，現在是白
金級會員。如果在我們公司名下購買
Quickbooks 終身享受 30%的折扣。一
般廣告上50%的折扣只是第一年的折
扣，第二年開始又會恢復到原價。

本專欄信息不能替代專業會計、
稅務、法律或其他專業諮詢者提供的
諮詢意見。謹誠會計不對任何信息出
現差錯或遺漏，以及因使用該信息而
獲得的結果承擔法律責任。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 址 ： 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 專欄11
中小型公司財務軟件分析

有些租房者都會覺得房東的保險
會涵蓋他們的個人財物，但事實是您
房東的保險只會涵蓋房東自己的物業
即建築物本身，但不包括您的個人物
品， 這就是為什麼租房者需要購買租
客保險。

房客保險可保護您在您租用的住
宅內的個人財產免受盜竊、火災或其
他意外情況的影響，並為您的財產丟
失或損壞支付費用。租客險還會提供

責 任 險 賠
付。
租客保險
在 範 圍 上

與房主保險相似，但它不為住宅本身
或其他結構提供保險。
租客保險如何運作？

如果您在租用的空間中遇到承保
損失，租客者保險可以幫助支付相關
費用。承保金額取決於發生的損失類
型和您擁有的承保金額。

典型的租客者保險有兩種類型的
承保範圍：實際現金價值承保範圍和

重置成本承保範圍。這是兩者之間
的區別：
● 實際現金價值保險 - 將補償
您在損壞或丟失時的物品折舊後的
現金價值。
● 更換成本保險 – 將涵蓋更
換丟失或損壞的物品所需的成本賠
付。
租客保險涵蓋哪些內容？

租客者保險為您提供在保險計劃
所涵蓋的災害或事故發生時個人財

物丟失或毀壞的保障。或在以下情況
下，租客保險也可能為您提供保障：
您被迫暫時搬出您的房屋：如果您的
房屋因火災或故意破壞等承保情況造
成的損壞而無法居住，租客者保險可
以幫助您在房屋維修或重建期間支付
替代生活安排的費用。

有人在您的房屋內受傷並需要就
醫：責任保險旨在保護您以及在事故
發生時訪問您家的第三方。這種類型
的保險將有助於支付您可能產生的醫
療費用和法律費用。
租房保險不包括哪些內容？

既然您對租客者保險涵蓋的內容
有了基本的了解，那麼了解基本租客
者保險不涵蓋的內容非常重要，以便
您做好準備：
● 貴重物品

貴重的收藏品和貴重物品（如珠
寶）可能不在基本承租人保單的承保
範圍內，可能需要額外承保。
● 家庭業務

在您家外經營一家小型企業並不
意味著您的租客保險將涵蓋它。例如

，如果您的商務筆記本電腦從您的公
寓被盜，它有可能被視為商業財產，
因此不會完全由您的租客保險承保。
請諮詢您的保險公司，看看您的保單
是否需要額外的保險。
● 機動車輛
● 即使汽車停在您的家裡，您的租

客保險也不涵蓋機動車輛的受損
索賠。然而，存放在車內的個人物品
通常會被涵蓋。
此外，一定要通讀您的保單，以便您
了解您的保單涵蓋的內容和不涵蓋的
內容。

由此可見租房保險是保護租客的
個人財產和責任的保險，當有災害或
事故發生時它可以幫助房主和租客減
少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因此除了房
東需要購買房東險之外或租客也應購
買租客險。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每家保險公司評估投保人的個人
條件的重點都不盡相同，保費費率各
異，尋找有經驗靠譜的保險代理綜合
報價尤為重要。瑞源保險事務所代理

眾多A級保險公司，全力為您尋找合
適的保單和優質便宜的報價。

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請不收取
任何手續費。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的
各類保險，包括車險、房險、醫療保
險、人壽保險、年金、長期護理等。
保險計劃的全面性和保險諮詢的專業
性是德州瑞源保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
力，在本領域享有盛譽。瑞源保險事
務所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20年的保險
行業經驗。曾任美國知名保險公司副
總多年，擁有豐富的保險專業知識，
是美國醫療保險協會認證會員、長期
護理保險認證專員和資深醫療保險專
員，積極義務服務社區並長期舉辦知
識類講座。

張 瑞 女 士 直 線 電 話 ：
214-971-8026， 微 信 個 人 號 ：
12149718026， 公 司 Email:IN-
FO@BENEFONS.COM。公司在達拉
斯和休斯頓均有辦公室，服務全德州
居民。

注：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
許請勿轉載，歡迎個人轉發。

什麼是租客保險？

(本報Katy報導) 在上週七月9日
試營業之後， 「凱蒂超市」留給客戶
良好的印象，許多顧客共同的反應是
超市空間寬敞、明亮乾淨，價格也來
的更實惠，絡繹不絕的人潮，生意興
隆，為凱蒂地區帶來更多興旺與繁華
。試營業運行順利，也獲顧客的肯定
，凱蒂超市決定於July 15 (週五) 盛大
開幕。

據凱蒂超市的負責人黃先生與吳
先生表示，在試營業期間，不少顧客
提出需要與建議，超市會盡量把這些
客戶喜歡的物品補齊，讓大家買到需
要的食材。超市的專業團隊有二十多
年豐富的超市經驗，並且有不少獨家
貨源，進貨都是以滿足顧客需求為第
一要務。
新張期間全場5% Off

凱蒂超市從七月15日開幕日起到
7月21日，新張期間超市將推出全場
5% Off的優惠，包括許多讓人意想不
到的好價格，讓顧客買的開心、買的
盡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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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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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找到，希望營造一個明淨宜人的超
市環境。
位於Katy黃金地段

凱蒂超市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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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市所在的建築是紅磚外牆，外表看起來非常氣派，廣場內停車位
充足，超過460個位置。

營業時間: 9:00 AM~9:00 PM
電話: 346-588-9988
地址: 1525 Mason Rd, Katy, TX 77450

凱蒂超市July 15 (週五) 盛大開幕
試營業順利獲顧客讚揚 新張期間全場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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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 ）欣逢 「觀音菩薩成道」紀念法會。德
州休士頓華嚴蓮社將於本周日（七月十七日，農曆六月十九日）
在華嚴蓮社最吉祥殿舉行慶祝法會半永日。自上午九時起，諷誦
《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十一時獻供祈福之後即圓
滿。欲參與誦經者敬請戴上口罩、以保護自己，和保護他人。

華嚴蓮社原訂於2022年國曆八月九日至十四日舉行梁皇法

會。後改為2022年國曆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農曆七月十五日
至七月十七日，星期五至星期日）的地藏法會。在最吉祥殿舉行
三永日。每日上午九時起，諷誦地藏菩蕯本願經，十一時舉行奉
獻妙供，上供十方三寶，下濟六道群靈。每日下午施放小蒙山施
食。因疾疫情勢未定。故只限於大牌位及名額之登記。

華嚴蓮社表示： 法會期間護法信眾，欲參與誦經者，屆時

敬請戴口罩，保護自己亦保護他人。每日中午暫不提供在蓮社用
齋。欲參加者即日可與蓮社報名登記。

德州休士頓華嚴蓮社地址： 9369 Wilcrest Dr. , Houston ,TX
77099-2128, 電 話 ： （281） 495-9700， 或 （281） 879-4485，
Fax : (281)498-2984, E-Mail: ablsbuddha@yahoo.com.tw

「華嚴蓮社」 本周日舉行 「觀音菩薩成道紀念法會」
並將於8月12日至14日舉行 「地藏法會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新榮超市
」將於今天（星期五 ）下午四點在超
市內舉行慶祝一周年活動。並為慶祝
超市開業一周年，全場所有貨品一律
8.5折（15% Off )大優惠（包括餐廳燒
臘部）。為期二週（自 7 月 15 日至 7
月28日）敬請各界把握時間，前往搶
購。

自去年七月下旬在休士頓中國城
Harwin 與 Gessner 交口上原 「媽媽超
市」舊址，新開了一家全美連鎖超市
「新榮超市」。兩位老闆梁勝、黃榮

富來自芝加哥、紐約，在全美多州大
城市都開設超市，一看即知是經營超
市的行家，踏入該超市，發現該超市
猛然寬敞了許多，貨物擺設極具學問

，使每位初踏入該超市的客人，一
個個瞪大眼睛，目不暫捨，因為無
論貨的品質和價格，實在太吸睛了
。

也因為新開設之故，貨架上的貨
品嶄新、豐富，很多老超市的行家
，都不相信全世界最好的美貨，都
出現在這裡了。大家忙不迭地把貨
品裝上推車，深怕下一分鐘就被人
掃光了。一趟 「新榮超市」之旅，
簡直比逛百貨公司、博物館還過癮
，尤其掌管一家三餐、生計的家庭
主婦。從來沒看過這麼多好貨，同
時出現在同一空間，真是 「目不暇

接」！
另外， 「新榮超市」

新推出的 「美食部」近日
來更大放異彩。由休市名
㕑張明（長毛明）擔任主
廚。除原有的烤雞、烤鴨
等滷味外，還推出張大廚
最拿手的各式炒菜，堂吃
、外賣皆可。近日來 ，
「新榮超市」的美食部非

常紅火，比一般餐館的生
意更好，大桌、小桌上經
常是高朋滿座，雖然可以
買了外帶，而更多的人更
喜歡在此即時享用，大塊
朵頤，再約個三、五好友
，更是笑聲不斷，十分盡
興。這位 「鳳城」出身的
名廚，在 「中國城」也曾開過餐廳，
到底功力不凡，一般的雞鴨到他手裡
，立馬成為傳世名菜： 「三黃走地雞
」、 「枝竹鴨煲 」再加上加工過的

「特色小龍蝦」一盤盤好菜，就這麼
上桌，一桌的人吃得人仰馬翻、過癮
至極，只有真正懂菜的 「行家 」，看
出師傅們在這些菜裡費了多大的功夫

！ 不僅如此，為了照顧超市的客人，
這些好吃的功夫菜，比起外面的餐館
還便宜好幾塊錢，難怪近日來懂吃的
行家，更趨之若騖。因為餐廳就在超
市內，隨時可拿菜、煮菜，不用擔心
缺貨，保證新鮮、便宜、名廚主理，
口味一流。是上班族、職業婦女的首
選，打個電話，下班前來取菜，立可
食用，比自己買菜，回家洗菜、切菜
，煮飯、燒菜的時間都省了，何樂而
不為？

太多的好貨、美食，不及一一介
紹，您周末不妨上門去看看，才知何
以 「眼見為實」！ 「新榮超市」的營
業 時 間 ： 週 一 至 週 日 9:00am—8:
00pm, 地 址 ： 5708 S.Gessner Rd.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832）
380-8885

「新榮超市」 今天下午四時舉行開業一周年慶祝活動
二週內全場所有貨品一律8.5 折優惠，包括餐廳燒臘部

圖為圖為 「「新榮超市新榮超市」」 黃榮富老闆黃榮富老闆（（右右 ））與名廚張明與名廚張明
（（左左 ））推出該超市推出該超市 「「美食部美食部」」 各種美食各種美食、、酒席菜酒席菜
，，等著您前來訂席等著您前來訂席、、大塊朵頤大塊朵頤，，或下班時過來採或下班時過來採
購外賣購外賣，，一飽口福一飽口福。（。（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空軍大鵬聯誼會將在今年八月十四日中午舉行八一四
空軍節慶祝大會，這是在歷經新冠疫情影響，各種活動皆告停擺
之後三年，第一次恢復舉行會員活動，歡迎大鵬成員及僑界友好
參加。

會長鄭勵表示，之前因為冠狀病毒入侵，依照防疫規定並保
持身體健康，所有團體集會乃至家族、朋友之間互動都減至最低

，乃至沒有。今年疫情已在被控制之中，八一四空軍節在即，因
此恢復舉辦會內最重要的活動，慶祝空軍節。

日前空軍大鵬聯誼會舉行理事會，由鄭會長主持，會中決定
，此次會員聯誼預計參加人數為四十人，請參加者事先報名，以
便進行籌準備工作，出席人員每人餐費十五元，

理事會表示，因場地關係，現場將無法接受報名。報名時間

至 七 月 卅 一 日 為 止 ， 連 絡 人 金 俊 平 832-425-7830, 金 俊 家
281-658-4420，郝梅貴832-897-5587.

地點在休士頓西南區榮記餐廳，地址 6938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72，時間是八月十四日中午十一時卅分。

休士頓空軍大鵬聯誼會 今年將舉行慶祝空軍節

拜大規模檢測和早期偵測系統之賜，於11月底證實
了第一起由新冠新變種病毒株Omicron引起的病例。這個
變種病毒值得憂慮，但無需恐慌，公共衛生官正在密切
觀察其發展。

在我們對這個新變種病毒有更多了解之前，請切記
四件我們可以保護自己和家人免受新冠病毒侵害的事：

完全接種疫苗和補強針
在公共室內場所戴口罩
如果出現症狀或可能與確診者有過接觸，要接受病

毒檢測
一旦生病要留在家中
聯邦衛生官員正在全天候研究這個新病毒，包括它

如何傳播、疫苗對抗它的效果、對症狀的影響等。實際
情況是，新冠疫情威脅我們的時間愈長，我們必須對抗
的變種病毒就愈多，這正是為何居民必須接種疫苗、減
緩主要病毒株傳播如此重要。目前，5到11歲的兒童已符
合接種疫苗的資格，已經完全接種疫苗的成人也可以及
時在假期前接種補強針。

根據我們目前對這個新變種病毒的了解，我在此回

答以下幾個問題：
我如何保護我的家人免於感染這個新變種病毒？
防疫基本安全措施仍然是幫助減緩新冠病毒傳播的

重要工具。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每個符合疫苗接種資
格的人都應該接種疫苗，並完成接種，若符合接種補強
針的資格，就應該接種補強針。如果生病了，請接受新
冠病毒檢測，並留在家中。在可以保護您和他人的情況
下，請戴上口罩，尤其是在公共室內場所。 N95 和
KN95 口罩可以提供最佳的保護。

現有疫苗仍能對抗Omicron變種病毒株嗎？
我們還在研究這個新變種病毒，包括它如何傳播、

如何感染人們，以及它對疫苗的反應。不過，我們知道
，只要還有大量未接種疫苗的人口，新變種病毒就會繼
續出現。我們必須記住，新冠是一種病毒，它會透過變
異成其他病毒株盡可能存活，這就是為什麼接種疫苗是
阻止它傳播，以及防止未來再出現其他變種病毒株的關
鍵。

我們知道，現有三種新冠疫苗現在對防止德州主要
傳播病毒株Delta造成重症、住院和死亡，仍然非常有效

防疫基本安全措施的重要性 不會隨著我們對Omicron變種病毒株有更多的了解而改變

2022年的健康保險的市場開放期
已經截止，在大家申請健康保險之後
和使用的過程當中，還有一些需要注
意的地方。

1. 及時提交支持性文件。
最常要求提交的支持性文件為身

份證明文件和收入證明。身份證明文
件可以是護照，公民紙，綠卡，工卡
等等。收入證明文件可以是稅表，薪
水支票，工資單，W2/1099等。常常
有客人詢問，為什麼我已經提交了收
入證明，Marketplace還繼續要求我提

供收入證明。這種情況有可能是因為
您提交的收入證明顯示的收入和下一
年的預估收入差距太大。這種情況下
，您需要提供與下一年預估收入相符
的收入證明。

請大家一定要在要求的時間之前
提交支持性文件，如果沒有及時提交
，Marketplace會取消申請人的稅務補
助，造成自付保費大幅度增加。

2. 在前一個月的最後一天，繳
納第一個月的保費。之後每個月按時
支付保費。可以在保險公司網站開設

賬戶，設定自動付款。
3. 如果選擇HMO的計劃，需要

去指定家庭醫生。
如果沒有指定家庭醫生，保險公

司會根據您的地址隨機指定一位家庭
醫生。可以隨時更換家庭醫生。如果
選擇的保險計劃是EPO，則不需要指
定家庭醫生。

4. 若果家庭收入發生變化，可以
符合兒童或者孕婦白卡的條件，光鹽
社可以協助申請兒童或者孕婦的白卡
。兒童和孕婦的白卡，只要收入符合

，可以隨時申請。
5. 如果搬家，及時去更新地址

。
6. 如果家庭成員申請到了白卡

（Medicaid/CHIP） 或 者 紅 藍 卡
（Medicare）等健康保險，需要立即
去更新Marketplace申請的狀態，取消
這名家庭成員的Marketplace健康保險
及稅務補助。

7. 如果有比較大的收入的變化，
尤 其 是 當 2021 年 預 計 收 入 會 超 過
400%聯邦貧困線的時候，及時去更新
收入。避免在第二年報稅的時候，退
回稅務補助的金額過高。

8. 健康保險計劃每年包括一次
免費的預防性健康檢查。全年任何時

間可以與家庭醫生預約進行體檢。體
檢包括血壓篩查，抑鬱症篩查，特定
年齡人群膽固醇，二型糖尿病篩查，
飲食諮詢，乙型肝炎篩查，大腸癌篩
查（45歲至75歲）等，針對女性的乳
房X光檢查（40歲以上），每三年一
次宮頸癌篩查（21歲到65歲）等等。

光鹽社可以協助您處理申請健保
之後及在使用過程當中遇到到的問題
。光鹽社自2014年開始，為政府指定
的授權的協助民眾購買健康保險交易
市場個人保險的機構，有多名政府認
證的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諮詢員。可以
聯繫到光鹽社713-988-4724。

光鹽社提醒申請健康保險之後還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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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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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BB55
星期五       2022年7月15日       Friday, July 15, 2022

休城社區

新聞圖片

【美南新聞泉深】據安哥拉
駐休斯敦總領事館消息，安哥拉
前總統若澤·愛德華多·多斯桑托
斯 （José Eduardo dos Santos） 於
2022年7月8日在西班牙巴塞羅那
治病期間去世，享年79歲。幾內
亞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名譽
總領事李蔚華和埃塞俄比亞駐休
斯敦總領事館名譽總領事格紮根·
科比德（Gezahgen Kebede）於 7
月13日赴安哥拉駐休斯敦總領事
館悼唁，安哥拉駐休斯敦總領事

安娜·保拉·納西門托（Ana Paula
Nascimento)主持悼唁儀式。

安 哥 拉 總 統 洛 倫 索 （João
Lourenço）在總統府網站上表示
，多斯桑托斯是安哥拉的代表性
人物，他年輕時候就致力於安哥
拉獨立，積極參與反對殖民化的
鬥爭；多斯桑托斯為安哥拉爭取
到了民族獨立，鞏固了安哥拉各
民族團結，並取得了不俗成就。
洛倫索宣布，從當地時間 9 日午
夜開始，安哥拉全國舉行為期 5

天的哀悼活動並降半旗。
多斯桑托斯於1961年加入安

哥拉人民解放運動領導的游擊隊
，投身擺脫葡萄牙殖民統治的獨
立鬥爭。他曾於1963年至1970年
在蘇聯學習。 1975年安哥拉獨立
後，多斯桑托斯歷任外交部長、
計劃部長、計劃委員會主任、第
一副總理等職。 1979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多斯桑托斯擔任安
哥拉總統。

安哥拉前總統多斯桑托斯去世
幾內亞名譽總領事李蔚華赴安哥拉總領館悼唁

中澳天文學家首次發現中澳天文學家首次發現
雙星共有包層演化直接證據雙星共有包層演化直接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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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員趙方臣展示原始脊椎動物雲南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員趙方臣展示原始脊椎動物雲南
蟲化石蟲化石。。據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當日消息據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當日消息，，中國科學家研究發中國科學家研究發
現現，，55..1818億年前的寒武紀澄江動物群產出的雲南蟲億年前的寒武紀澄江動物群產出的雲南蟲，，其咽弓具有脊椎動物獨其咽弓具有脊椎動物獨
有的細胞軟骨結構有的細胞軟骨結構，，確認了雲南蟲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脊椎動物的最原始類群確認了雲南蟲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脊椎動物的最原始類群
。。該發現對揭秘包括人類在內的脊椎動物的起源該發現對揭秘包括人類在內的脊椎動物的起源，，具有重大意義具有重大意義。。該成果由該成果由
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朱茂炎研究員領導的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朱茂炎研究員領導的 「「地球地球--生命系統早期生命系統早期
演化演化」」 研究團隊和南京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姜寶玉教授課題組密切合作研究團隊和南京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姜寶玉教授課題組密切合作
完成完成，，並於並於20222022年年77月月88日發表在知名的日發表在知名的《《科學科學》（》（ScienceScience））期刊上期刊上。。

歷時五年建設歷時五年建設 西藏博物館新館開館西藏博物館新館開館

歷時五年建設歷時五年建設，，西藏博物館新館正式對外開放西藏博物館新館正式對外開放。。西藏博物館緊鄰世西藏博物館緊鄰世
界文化遺產布達拉宮和羅布林卡界文化遺產布達拉宮和羅布林卡，，20172017年年1010月月，，其改擴建項目正式啟其改擴建項目正式啟
動動。。新館在老館基礎上進行擴建新館在老館基礎上進行擴建，，建築外觀沿襲傳統藏式建築建築外觀沿襲傳統藏式建築。。據了解據了解
，，西藏博物館館藏文物西藏博物館館藏文物5252萬件萬件。。其中其中，，珍貴文物達珍貴文物達44萬余件萬余件（（套套），），類類
別包括考古出土文物別包括考古出土文物、、印章封誥印章封誥、、唐卡唐卡、、古籍古籍、、造像造像、、法器法器、、瓷器瓷器、、玉玉
器器、、絲織品絲織品、、雜項等十八類雜項等十八類，，具有極高的歷史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藝術和科學價值。。此次此次
開館開館，，共有共有27002700余件余件（（套套））文物展出文物展出，，其中有其中有600600余件余件（（套套））文物首文物首
次展出次展出。。圖為遊客在館內參觀圖為遊客在館內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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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專訪中國男排主教練

世聯賽顯露中國男排潛力吳勝：

中國隊以3勝9負的成
績結束了這次世聯賽

的征程。當記者請吳勝給球隊的表現打
分時，他的回覆是“及格”。這次出
征之前，球隊有兩個目標，一是提升
世界排名，二是保級。結果中國男
排的世界排名從第23位上升到第
19位，也成功保級，這兩項任務
都完成了。

12場比賽中，中國男排力
克巴西隊是最大的亮點。在吳
勝看來，對阿根廷、日本和伊
朗的比賽，中國隊其實也有
一些機會。比較可惜的是對
波蘭的第一局比賽，本來
一直領先，後來因為一傳頂
不住沒拿下來。不過，由於
球隊很久沒參加國際比賽，
大部分隊員是第一次參加世
界男排聯賽，對在美洲、亞

洲、歐洲之間轉戰的賽制還在適應
之中，“明年再打會比今年表現更
好”。

吳勝坦言，第一站比賽之前，他
對球隊會有什麼樣的表現心裏沒底。
12場球打下來，隊員和教練組的信
心都得到了提升，球隊衝擊巴黎奧
運會入場券的目標也沒有改變。
“我們還是會想盡一切辦法衝擊巴

黎奧運會（資格）。從這次比賽看，我們的上限
很高，但下限也比較低，表現不夠穩定，這一點
需要提高。”與世界強隊的交鋒也讓中國男排看
到了差距，尤其是在發球和一傳方面。“中國男
排跟歐洲男排對比，跟世界強隊對比，差距還是
比較大的。發接差距大，防守反擊有差距，主動
拿分能力也有待提高。”吳勝說，“接發球很大
一部分因素是在心態上，也有技術上的。像波蘭
場上6個人都是跳發，力量大、速度快、穩定性
高，造成接發球的隊員有壓力。要扛住這種壓
力，得通過訓練和比賽去提高。”

在發球方面，吳勝認為中國隊的跳飄球需要
加強攻擊性和準確性，而大力跳發球要提高速度
和力量。波蘭隊的一些發球時速達到了每小時120
公里，中國隊的大力跳發至少也要達到每小時110
公里，否則想得分很難。

對世界男排有更多了解
總體看來，這次參加世界男排聯賽對於中國

隊備戰世錦賽有很大幫助。吳勝說：“我們對世
界男排有了初步了解。去年打亞洲比賽，今年打
世界聯賽，對我也是個學習的過程。我們的訓練
方法和手段還需要提高和轉變，跟歐洲球隊和亞

洲球隊打，比賽的強度、對手的高度和對球隊的
掌控能力都不一樣。比如說，我們的攔網訓練要
有所改變。在亞洲我們身高佔優，攔網求快，起
跳時發力不夠，打歐美（球隊）我們攔網高度欠
缺，肯定要有所變化。”

吳勝曾表示，中國隊這批隊員的總體條件不
錯。經過與歐美球隊的交鋒，他感覺隊員的身體
素質跟世界強隊相比還有差距，彈跳能力和力量
還需要提高。

此前，因為疫情等原因，上海隊的幾名國手
未能隨隊參加世界男排聯賽，對中國隊的板凳深
度有一定影響。世界男排聯賽結束後，上海隊的
戴卿堯、張哲嘉、曲宗帥和浙江隊的王濱將與球
隊會合，一同備戰世界錦標賽。“現在我們的進
攻集中在4號位和副攻，2號位因為江川不在有所
欠缺。下一階段我們調了4名隊員，像戴卿堯原
來是接應，現在主攻位置還能應付，可以用他改
打接應。”

結束世界男排聯賽的征戰後，中國隊將在塞
爾維亞進行大約20天的訓練。按照計劃，中國隊
隨後將參加亞洲盃的比賽，然後返回塞爾維亞，
為8月26日至9月11日在波蘭和斯洛文尼亞舉行
的世錦賽進行最後的衝刺。 ◆新華社

男籃亞洲盃中國隊首戰不敵韓國

陳浩然任東區技術及青訓發展總監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東區體育會13日宣布，為提

升及優化青訓系統，並更完美銜接甲組及為未來升港
超聯作準備，成功邀請本地名帥陳浩然，出任東區足
球隊技術及青訓發展總監。

東區體育會表示，陳教練擁有亞洲足協A級教練
牌照，並曾執教多支職業球隊，具豐富執教經驗，陳

Sir亦是家住東區，是名副其實的“東區人”。
陳浩然表示：“今次獲東區誠意邀請加盟，雙

方很快便一拍即合，主要原因是想球隊更系統化及強
化其青訓發展和教練培訓，同時做好區內青訓及宣
傳，把我的經驗分享給教練和球員，在資源及其他因
素成熟情況下可考慮升上港超聯，讓一班年輕球員嘗

試成為職業球員的夢想。”副主席高志超表示：“我
們雖是業餘球會，仍很希望在有限資源下，把球會做
到最好，特別是青訓的發展，真的很高興陳浩然答應
加盟幫忙，我曾於2009年賀歲盃和灣仔南華時與陳
Sir合作，感覺他真是一位對足球發展有獨特方式的
教練，亦有清晰的方向。

“鄧謝配”伙李卓耀過關
伍家朗新加坡賽意外出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新加坡羽毛球公
開賽13日上演次日賽事，港隊共有4組球手出擊，
其中剛在上周馬來西亞大師賽得亞軍的伍家朗，意
外不敵馬來西亞球手黃智勇，首圈出局。至於李卓
耀、鄧俊文/謝影雪組合和李晉熙/吳芷柔組合，則
順利殺入16強。

13日首先登場的鄧俊文/謝影雪，首圈對手為
埃及組合 Adham Hatem Elgamal/Doha Hany。
“鄧謝配”在比賽中顯得甚為輕鬆，在差不多全程
領先下，僅花了23分鐘便以21：13、21：12勝
出，16 強將遇上印尼組合 Hafiz Faizal/Serena
Kani。首日比賽伙拍曾曉昕於女雙出局的吳芷柔，
13日則改為伙拍李晉熙出戰混雙賽事；結果“李吳

配”面對國家隊組合馮彥哲/林芳靈，首局雖先輸
11：21，但在之後兩局完全控制戰局下，接連贏
21：13、21：14，反勝局數2：1過關，16強將對戰
馬來西亞組合陳堂傑/蕭紫萱。

男單方面，在上周馬來西亞大師賽得亞軍的伍
家朗，原希望闖過首關，並在16強與另一港隊選手
李卓耀一較高下，然而伍家朗面對馬來西亞球手黃
智勇，卻未能延續上周水準，最終在苦戰44分鐘
下，以16：21、17：21不敵對手遭淘汰。

至於李卓耀首圈對手為以色列的Misha Zilber-
man，在上周馬來西亞賽首圈出局的李卓耀，是役
表現回穩，僅花了34分鐘，便連贏21：15、21：19
淘汰對手，次圈將對戰黃智勇。

綜合新華社報道 男籃亞洲盃日前於印尼
首都雅加達打響，在B組比賽中，中國隊首戰
以81：93不敵韓國。

本次比賽，中國隊郭艾倫、趙繼偉、沈梓
捷缺席，本場周琦也尚未與球隊會合，中國隊
實力受到一定影響。儘管陣容不整，但首節開
局後衛趙睿狀態良好，7投5中，三分球2投皆
中，砍下12分，幫助中國男籃首節19：19與
對手打平。

第二節開局雙方就陷入纏鬥，但暫停回來
的韓國隊用一個8：0的小高潮打停中國隊。中
國男籃及時調整，顧全多記三分命中打出一波
小高潮幫助中國隊趕超比分。上半場中國隊以
45：43領先。趙睿和顧全各得13分。

第三節中國隊在換人之後表現得有些慌
亂，被韓國球員羅健兒抓住機會接連得分，韓

國隊一度領先8分。中國男籃該節攻防兩端表
現都不好，單節只得到14分，落後韓國隊6
分。比賽來到第四節，中國男籃打出一個小高
潮，一度將分差縮小到2分，但此後失誤頻
頻，無緣逆轉，最終惜敗。

據國際籃聯官網數據，顧全命中5個三分
砍22分，趙睿20分，孫銘徽14分7助攻。後
衛孫銘徽對本場失利表示惋惜。賽後他說，這
次比賽不少隊友缺陣，有些遞補隊友也是比賽
前一天才到，另外，由於傷病的原因，大家的
身體狀況不是很理想；希望之後的幾場比賽能
調整好狀態。隨着小組賽首場失利，中國隊很
可能無法以小組第一直接晉級8強，只能通過
小組第二和小組第三的附加賽爭奪8強席位。
14日和16日，中國男籃將先後對陣巴林隊和
中國台北隊。

中國男排主教練吳勝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

示，這次參加世界男排聯賽增強了隊員和教練組的信

心，也讓大家看到了球隊的潛力。接下來備戰世錦賽，

隊伍會繼續努力提高。

◆中國隊戰
勝巴西成為代
表作。

新華社

◆中國隊主
教練吳勝認為球
隊還有很大進步
空間。 新華社

2022年7月14日（星期四）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李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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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休城畫頁

“液体水果”怎么吃
炎热的夏天，一杯清凉沁爽的冰镇果汁是很

多年轻人贪恋的“解暑神器”，甚至还有人把果

汁当成了水果和水的替代品。喝果汁，这样的打

开方式靠谱吗?快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能喝的水果能否当水喝

市面上的果汁种类繁多，外包装艳丽养眼、

口感百变多样，常让推着购物车的您纠结不已。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

授宋弋在接受《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说，根据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GB/T

31121—2014)规定，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可以分为

三类：

第一类是浓缩果蔬汁(浆)，是水果、蔬菜原

料以物理方法制取的果汁、蔬菜汁采用浓缩除去

一定量水分的制品。

“浓缩”工艺可以最大限度保留原水果、蔬

菜的色泽、风味和可溶性固形物。常见的浓缩果

蔬汁主要有苹果汁、黑加仑汁、菠萝汁、番茄浆

、柑橘汁等。

第二类是果蔬汁(浆)，是以水果或蔬菜为原

料，采用物理方法制成的可发酵但未发酵的汁液

、浆液制品;或是在浓缩果蔬汁(浆)中重新加入其

加工过程中除去的等量水分复原制成的汁液、浆

液制品。

这类果汁较为常见，品类也十分丰富。市面

上常见的现榨鲜果汁、100%果汁以及将蔬果榨汁

经巴氏杀菌后直接罐装的NFC果汁(非浓缩还原

汁)等，都属于这一类产品。

第三类是果蔬汁浆类饮料，是以浓缩果蔬汁

和水为原料制成的饮品。这类产品通常会添加一

些物质，比如常添加糖和酸以满足风味的需要，

或添加维生素C和矿物质等，用以强化营养成分

，还有的会充气以调节口感等。

其实，无论哪种果汁，水分都是必不可少的

存在。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习惯把甜甜的

果汁当作“补水神器”，完全冷落甚至抛开没颜

值没滋味的白开水。

宋弋提醒说，这样的做法并不可取。无论果

汁多么甜美水润，既健康又能达到补水解暑功效

的“饮料”，都只能是不含糖分和热量、可以直

接被人体吸收的白开水。把果汁当水喝或者长期

喝果汁而不饮水，不利于身体的正常新陈代谢，

因此，果汁不能代替白开水。果汁饮用，不宜过

多。

以果汁代替水果不可取

果蔬汁是蔬菜水果的“华美变身”。有些消

费者甚至因此认为，果蔬汁特别是标称含量100%

的果汁美味营养，又省却了麻烦的清洗、削皮、

咀嚼等过程，因此完全可以当成是水果蔬菜的

“升级换代”产品来食用。

这样的认识究竟对不对呢?宋弋解释说，水

果榨汁过程中，会导致维生素等活性成分的损失

，也会有一部分膳食纤维损失掉。而膳食纤维也

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可以影响肠道蠕动，降

低肠道中的有毒物质。因此，以果汁代替水果并

不可取。

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有研究表明，直接吃水

果时，咀嚼的过程让糖分缓慢释放、吸收，从食

用到营养吸收大约需要2个小时。而相较于完整

水果，鲜榨果汁营养吸收的时间会缩短至15分钟

，对血糖指数的刺激相对较强。因此，糖尿病或

肾病患者在选择果蔬汁种类时，更要根据营养需

求合理选择。

贮藏细节莫忽视

不同加工方式、不同种类的果蔬汁营养成分

和口感存在较大差异，消费者可以按需选择。如

何与“品性”不同的果汁和谐相处，宋弋建议消

费者留意以下细节：

第一，现(鲜)榨果蔬汁不宜存放过久，建议

现榨现饮。储藏较长时间再喝的时候，应该经过

杀菌处理。

第二，果蔬汁饮料会标示其中原果汁的含

量比例，这个比例的数值越高，添加的原果汁

含量越高。如果相较口感，更注重果汁饮品的

“果含量”，应仔细阅读营养成分表。当然，

也有的果汁会额外添加维生素及矿物质，在补

充天然水果所含营养的同时，额外供给人体的

营养所需。

第三，正确认识鲜榨果汁和复原果汁的差异

。目前，采用浓缩果汁进行加水还原制作纯果汁

，是国际通用的安全的加工工艺，具有便于保存

和运输、降低成本、延长产品保质期等多方面的

优势。

而NFC果汁则具备新鲜、原汁原味等优势，

但对运输、储藏、销售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较高，

一般要全程冷链才能抑制微生物的繁殖，且往往

保质期较短，售价也相对较高。

同时，不论哪种果蔬汁，开封后都应尽快饮

用。如需贮藏，应置于冰箱冷藏室内并在48小时

内饮用完，以避免期间致病微生物污染对人体健

康产生危害。而如果需要外出或长途旅行，建议

选择瓶装果汁，更加便捷且便于保存。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及30位鄉親，於7月11日下午到休士頓日本領事館
，表達對8日在日本遭刺殺的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Shinzo Abe)的緬懷和
悼念。

安倍前首相一路以來都堅持力挺台灣的外交立場。休士頓台灣人社區
尤其感念他曾說過的一句名言： 「台灣有事，即是日本有事。」 ，支持台
灣不遺餘力，是對台灣最好的日本首相。更在台美日印太安全對話時，稱
讚台灣是 「民主領袖」 ，並鼓勵 「崛起吧！台灣！」

安倍前首相生前積極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努力增進日本與美國、澳
洲、印度和東南亞各國的關係，積極應對和抵制中共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影
響和經濟影響，對台灣未來的長期安全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安倍在任首相期間，日本政府對台灣提供的各項幫助，包括在疫情期
間台灣最困難的時候向台灣提供疫苗；過去中共禁止進口台灣鳳梨，他馬
上積極在社群媒體上幫台灣農民行銷鳳梨；當台灣花蓮發生地震，他用毛
筆寫 「台灣加油」 來表示關懷；他力挺台灣加人CPTPP(跨太平洋夥伴)，
WHO(世界衛生組織)；長期做出努力增進美日台三方的盟友關係
，以及多次發表講話呼籲日本和台灣共同做出努力以保衛自由、
民主、人權和法制的共同價值。

安倍前首相遇刺以後，海內外台灣人，像懷念自己家人一樣
沈重。悼念無法以言語表達悲痛，除了憤怒及嚴厲譴責槍手外，
謹此對安倍前首相的家屬及日本的朋友致上最深的哀悼，並祈願
日本平安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悼念安倍前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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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22年7月15日       Friday, July 15, 2022

廣告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www.afnb.com 

877-473-1888 
Call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Split bill with a friend 
 Pay a bill 

 Deposit checks 
 Send money 

Convenient, Fast, Secure 

Make Deposit or Send Money Directly 

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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