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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
為您提供紅藍白卡健保諮詢
多年服務華人社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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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何地可隨時上線, 快速查詢或操作個人或商業銀行帳號,
如，稽核、 存款、 轉帳、付款、餘額查看等。
* 便利使用密碼登錄, 無需支付月付及任何維護費用。

www.swnbk.com
如欲了解APP軟件使用更多相關訊息或疑慮查詢,請洽詢銀行各區分行,或電713-771-9700

太极拳是以儒、道哲学中的太极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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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現群組感染 公院研收緊探病

杭州亞運會改於明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日舉行
新增4130
新增
4130宗確診
宗確診

◆杭州亞運將改於明年舉行
杭州亞運將改於明年舉行。
。

據第 19 屆亞運會組委會
消息，經有關方面協商一致，
並經亞奧理事會執委會批准，
杭州 2022 年第 19 屆亞運會將
於 2023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日舉行。
第 19 屆亞運會原計劃於
2022 年 9 月 10 日至 25 日在杭
州舉行，但因新冠疫情於今年
5月6日宣布延期。
杭州亞組委方面表示，將

中新社

在亞奧理事會和中國奧委會的
指導下，與有關各方共同努
力，按照確定的舉辦日期全面
做好籌辦工作，呈現一屆“中
國特色、浙江風采、杭州韻
味、精彩紛呈”的體育文化盛
會。
亞洲奧林匹克委員會
(OCA)方面表示，期待 2023 年
9 月在杭州舉行有史以來最好
的亞運會。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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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佳（左）是役欠缺發
（包括

224宗輸入個案）

•本地核酸檢測陽性：1,449宗
•本地經核實快測陽性：2,457宗
•新呈報死亡：3 宗，年齡介乎 71 至 96
歲的一男兩女，均屬長期病患，其中兩
人未有接種疫苗，另一人不詳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259宗

◆朱辰傑是國家隊少數有大
國腳經驗的球員。
國腳經驗的球員
。 法新社
院舍及學校疫情

間。

足總

◆3間安老院及3間殘疾人士院舍出現確診個案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安怡/安愉宿舍1名院友確診，2名同房院友要檢疫

2022 東亞足球

•保良局樂安居暨耆盛長者日間護理中心1名院友確診，4名院友要檢疫

錦標賽（東亞盃）男

•愷悅弱智人士之家有限公司4人確診，同層其他人要檢疫

足次日賽事上演中韓

•保良局鄭翼之中心1名院友確診，9名院友要檢疫

•伸手助人協會滙豐銀行基金樂富護老院1名院友確診，11名院友要檢疫

大 戰 ， 世 界 排 名 78

•保良局蕭明紀念護老院1名院友確診，1名同住人士要檢疫

位的中國國家隊（國
◆ 香港
香港25
25日再多
日再多4
4,130
13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圖
為市民酷暑下排隊檢測。
為市民酷暑下排隊檢測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649間學校呈報合共1,112宗確診個案，涉及941名學生及171名教職員
•九龍華仁書院呈報逾十名學生確診，涉及排球班及唱歌班

足）遇 上 28 位 的 韓

•之前7天共430間學校呈報兩宗或以上個案，有8間學校的個別班別需停課一周

國隊，鑑於對賽往績

日本東亞盃贈港足六

醫管局概況

吃虧，加上近況及整體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與日俱增。25

戰力也有明顯差距，將

◆現有 1,409 名確診者留醫，當中 183 人為新增患者，另有 117 人康復，當中
110人出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東亞盃 19
演的揭幕戰，港隊面對世界排名高出 121 位的
嚴重，合共21名病人情況嚴重
主日本，入籍門將保羅大出洋相，全場以
0：
足主教練真高域賽前向隊
◆新增5名病人入院篩查確診，6名病人及員工列為密切接觸者
◆外流的權敬
1,409
名新冠肺炎確診病人留醫，當中 183 人是新增染疫個案；部分病房再出現群組感染，其中沙田醫院外
負，寫下歷屆決賽周最懸殊比分，也是主帥安達
原將帶領韓國
員呼籲，今屆賽事只求做
任後最大敗仗紀錄。同日女足賽事，日本娘子軍
科病房一名病人早前確診，院方其後再發現多
3 名同房病人及 4 名員工確診。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關慧敏 25 日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隊出擊。
隊出擊
。
2：1力克韓國，男、女隊同樣旗開得勝。
好自己，踢出風格，把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上周起已安排所有要照顧較高感染風險病人的醫院員工，須每周接受兩次核酸檢測，有見措施
法新社
港隊今仗起用了保羅把關，中超腳勞烈斯首次
與強敵對賽機會，吸收經
能夠及時識別確診個案，本周會擴至精神及療養科病房，而所有病人在入院第一及三天都要接受核酸檢測。她表示，正考
大港腳正選上陣，與隊長謝家強合作鎮守中路，左後
驗成長。
慮加強探病人士的核酸檢測要求，會參考社署做法，但強調不會“一刀切”暫停探訪安排。
換上了梁冠聰。這條全新搭配的防線尚未站穩陣腳，
鐘已被相馬勇紀彎入自由球攻破。
◆香港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港隊中前場沿用亞洲盃出線骨幹，但在對手前場
記者 黎永淦
下，除了比賽早段之外，難以有效組織攻勢。6分鐘先有
銘禁區頂起腳偏出，12 分鐘茹子楠右路後上第一時間窩
為新增確診個案。留院病人當中，新呈報5名病
醫管局上周已安排在腫瘤科及血科病房工作等
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又同樣不中門框，之後局勢便漸漸演變成攻防戰。
人危殆，現時合共有 30 名病人危殆，其中兩人
須照顧較高感染風險的員工，每周接受兩次核
君表示，香港 25 日新增 3,906 宗本地及
山根視來右路傳中，町野修斗在兩名港隊中堅之間頂成
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酸檢測。她指過去一周效果理想，能及時找出
224 宗輸入的新冠肺炎個案。輸入個案當中，6
另外，新增 5 名病人在入院篩查時確診，6
一些確診個案，本周起會將該措施擴展至精神
個地方超過 10 宗新增個案，以英國的輸入個案
0。日本今仗派出多位新晉國腳上陣，首次上陣的西村拓真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25 日
名同房病人或員工屬密切接觸者要接受檢疫。
科及療養科病房。
最多，達 44 宗。本地個案方面，共有 3 間安老
鐘把握港隊解圍失誤，禁區內射成 3：0，完半場前 5 分鐘
呈報的
3,906 宗新冠肺炎本地確診個
此外，沙田醫院一個外科病房一名 75 歲男病人
此外，所有入院病人在入院後第一及第三
院舍及 3 間殘疾院舍呈報新增個案，合共 9 人染
冷箭再次收死保羅，港隊半場已落後0：4。
案當中，多達
1,112 宗為學校呈報個
於本月 23 日確診，經追蹤調查後發現多 3 名年
天都要接受核酸檢測，如找出確診病人會即時
疫，其中愷悅弱智人士之家陸續有4人確診，同
下半場安達臣換入賽前不足 24 小時歸隊的陳俊樂及

案，屬單日新高，另有
8 間學校的個
齡介乎 69 至 83 歲男病人及 4 名員工於 25 日確
隔離及作跟進治療。
層其他人士均要接受檢疫。張竹君指，本港涉
傑，換走鞠盈智及梁冠聰，可惜第
2 次代表港隊上陣的
別班級需停課一周。衞生署衞生防
診，正調查當中的關聯。她指相關患者全部病
另外，她指醫管局正探討加強探病人士的
及 BA.2.12.1 變異病毒株的個案有上升趨勢，目
醜態百出，多次出現出迎失誤、接球甩手等低級犯錯，
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25 日在
情穩定，已轉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接受隔離治
核酸檢測安排，會參考社署的探訪要求。她表
前佔所有個案的比例為 2.7%，懷疑 BA4 或 5 則
隊再於 55 及 57 分鐘由相馬勇紀及町野修斗連下兩城，
疫情簡報會上表示，九龍華仁書院之前已有一班需停
療，有關病房所有員工及病人須進行病毒測
示，明白收緊措施可能為病人的家人帶來不
維持約1.4%。
6：0大勝。
課，25
日再增十多人確診，他們涉及排球班與歌唱



國足

香

日香港再多 4,130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當中 3,906 屬本地個案，

( 另新增
於今次比賽領軍出戰的國
3 名患者離世，其中兩人來自院舍。香港醫管局表示，目前有

東亞盃首戰惡鬥韓國

◆新增5人危殆，合共有30人危殆，當中2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新增2人

防校內大爆發
師生宜每日快測

望踢出風格特點

試，該病房暫停接收新症及探訪安排。
便，“如病人情況嚴重，必定會彈性處理，例
她重申，不少居家的長者未曾接種新冠疫
班，形容為近期較大規模的校內傳播。她指出，整體
如探訪者可先做快測，再補做核酸。”她表
苗，呼籲他們盡快接種，以減低一旦確診出現
入院者須首日第三日檢測
學校呈報個案趨勢與社區的情況相若，認為師生每天
示，明白探訪安排對病人康復非常重要，故暫
嚴重病情，甚至死亡的風險。
有明顯差距：“我們是一支年輕的隊伍，對手則是
盃決賽周練兵。韓國隊以上屆賽事最有
於今屆東亞盃並非安排在國際賽期內作戰，東
快測可有效阻止學校的大型爆發，而大部分學校只要
時未有計劃“一刀切”暫停探訪安排，但呼籲
關慧敏匯報公立醫院的情況時指出，目前
關慧敏表示，關注近期院內出現多宗感染
為卡塔爾世界盃備戰。但今次是一項重要的大型賽
價值球員、現效力俄超魯賓卡山的黃仁
道主日本、韓國及國足都未能徵召海外國腳助
個別班級停課亦沒有再出現新增個案。
有感染風險者，如非必要盡量減少進入醫院。
有
1,409
名新冠肺炎確診病人留醫，當中
183
人
個案，目前除了所有醫院員工要每日快測外，
事，我們的球員是未來的生力軍，與強隊比賽的機
範，及日職大阪飛腳後衛權敬原帶領一班
陣，正好為一班在本土聯賽有出色表現的球員提供
張竹君指出，由於之前數天是假期，25 日共有
會非常重要，我們主要的就是集中自己，打出自己
韓職球員參戰，當中趙賢祐及洪喆等則為
一次大賽機會。相比起正煩惱於為年底世界盃決賽
649 間學校合共呈報 1,112 宗感染個案，涉及 941 名學
風格，把握今次難得機會吸收經驗成長。”內地亦
俄羅斯世界盃決賽周舊將。不過賽前李尚珉
周找出最佳人腳的日、韓兩國，主帥真高域的目
生及 171 名教職員，其中 233 宗是 25 日驗出確診。累
有聲音指，能否打敗港足，是國足今屆東亞盃成績
由於對新冠肺炎檢測呈陽性反應，已退出大
標，就是要求球隊能踢出自己風格特點。
計之前 7 天，合共 430 間學校出現兩宗或以上個案，
的重要考量。
軍名單，由朴志洙取代；金英權亦因腸胃炎退
國足今次陣容基本上以 U23 球員為主，只有蔣
其中 8 間學校個別班級要停課一周，分別為仁濟醫院
隊，要由李在翊頂上。
羅陳楚思小學 4B 班 25 人中有 3 人確診；順德聯誼總會
光太及譚龍兩名超齡球員，平均年齡只有 22.6 歲，
韓國為世界盃決賽周練兵
李兆基中學 1A 班 31 人中有 4 人確診；聖羅撒學校 4B
保羅賓圖表明：“2019 年時我們有一星期
是4支參賽隊中最年輕一隊。
車及上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隨着從外地
班 30 人中有 3 人確診；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3B 班 25 人
備戰，今次時間沒那麼充裕，但我們會盡力而
韓國隊在過去 8 屆東亞盃贏了 5 屆，2019 年在保
國足現時世界排名比韓國低了 50 位，從雙方歷 這類的士只會接載抵港人士由機場前往指
◆香港足總 19 日於旺角鬧市放置大電
抵港人數增多，由香港國際機場前往指定檢疫
中有
3
人確診，同校
5C
班
26
人中有
3
人確診；嗇色園
為，希望再次贏得冠軍，更重要就是要考察世界盃
羅賓圖帶領下完成 3連冠，今屆負有衛冕之責，但對
定檢疫酒店，不會接載乘客往其他地方或接載
酒店的點對點交通服務需求相應上升。香港特
史交手往績來看，韓國更以
20 勝 13 和 2 負全面佔上
播球賽，並邀得顏樂楓及余煒廉出席與
主辦可藝中學2C班26人中有4人確診；將軍澳官立中
其他乘客，有關的士會在車身顯眼位置張貼特
區政府 25 日宣布，新增自費的“點對點”的士
陣容。”
於這位葡萄牙主帥來說，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為世界
風，真高域承認，國足無論經驗及整體實力與對手
互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
學 3C 班 35 人中有 5 人確診；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5B 班
定綠色標記以資識別。政府發言人表示，為防
及貴賓專車服務，使抵港者除了可以選擇原有
21 人中有 4 人確診；以及啟思小學 1A 班原已停課，再
疫抗疫需要，乘客必須使用後排座位，前座乘
的免費交通服務，還能自費搭乘專用的的士及
呈報多一名學生確診，而同校 5A3 班的 23 人中，有兩
客座位不會接載乘客。
貴賓車由機場前往檢疫酒店，以期縮短他們等
名學生及一名老師確診。
另外，現時約有 10 間指定檢疫酒店安排自
候交通的時間，特區政府並已提升現有的免費
另外，九龍華仁書院5Y班原本27名學生中有3人
費的貴賓專車服務，政府已為指定檢疫酒店的
點對點交通服務。香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
◆共有100輛的士參與，每程最多接載3名抵港
確診，本已停課，25日新增一名學生確診，累計4人染
士營辦商、提供貴賓專車服務的指定檢疫酒店
雄表示，指定檢疫酒店的士由每日早上8時至翌
乘客。
疫。
日凌晨
2
時提供服務，共有
100
輛的士參與，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香港“劍后”和司機提供防疫抗疫指引，司機須穿上防疫裝
萬化的比賽。我在二月份亞洲利曼錦標賽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兩名香港賽車
另外，該校再呈報多十多名學生確診，涉及排球
備，並須在完成每程後徹底清潔和消毒車輛。
程最多接載 3 名抵港者，司機每日額外獲發
境大堂所有指定交通服務路線均有清晰的指示
江旻憓（Vivian）在埃及時間18日，出戰於開羅舉
戰車的脾性，車隊和隊友也於上月官方試車
代表許建德及區天駿，落實參加年度最大型的GT
班及唱歌班，現時排球班共有
4 人確診，歌唱班中班
1,500 元津貼，25 日開始試運，特區政府會視乎
牌，服務營運商亦已增加人手協助候車乘客，
行的世界劍擊錦標賽，結果 Vivian 最終雖於 4 強不
了很多技術改善和戰略調整，務求比賽中遇
免費交通路線增至18條
賽，比利時斯帕 24 小時耐力賽（24 有
Hours
of
11
人確診，高班則有
4
人確診。張竹君指唱歌班中
需求調整服務時間及的士數目。
並正進一步研究如何善用資訊科技提升整體服
敵韓國劍手宋世羅，但仍獲得一面銅牌。
強。”
Spa）。
班及高班曾於本月
20 日一齊唱歌，雖然他們都有戴口
經運輸及物流局協調下，的士業界以試辦
務水平。
此外，香港醫務衞生局已要求指定交通服
世界排名第
7
位的
Vivian，在今屆比賽可直接
另一參賽香港車手許建德，在 2021 年
許
建
德
（Jonathan）
將
代
表
Sky
Tempesta
罩，但懷疑因此出現感染；而排球班活動時則沒有戴
形式安排 100 輛的士由 25 日起為抵港人士提供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指出，
務營運商按指定檢疫酒店的數目及分布、抵港
於正賽
64
強“起步”，並輕鬆擊敗西班牙劍手卡
口罩。她說，該校
5Y
班 4 名確診者當中，其中一人為
成功為香港贏得第一個
GT 世界挑戰賽歐
Racing
參加金盃賽（Gold
Cup），區天駿（An由機場前往指定檢疫酒店的接載服務，乘客須
由於只有機管局才能確定有多少旅客抵港，要
人士的數量等，適當調整免費的專車服務的班
唱歌班成員，其他確診者來自約
11
個班別，每班約一
拉查晉級；到
32
強戰，Vivian
遇上了重大考驗，
（GT World Challenge Europe）年度總冠
tares）則代表 Herberth Motorsport 爭奪 Pro-Am
按錶繳付車費及隧道和行李等其他適用的附加
觀察數天了解使用比例，再決定是否增加參與
次和路線，提升運送率。該局本月初開始，已
至兩名學生，均是排球班或唱歌班，相信群組是課外
面對瑞士劍手安祖蓮妮，Vivian在一度落後下，苦
費。如抵港人士有意使用服務，可在完成入境
的車輛數目。有參與計劃的的士司機認為，由
將由機場前往指定檢疫酒店的免費交通服務路
標，取得耐力賽盃 Pro-Am 組別的冠軍。去
盃。
活動引起，已要求排球班及歌唱班的學生暫時不要上
追至“決一劍”才僅以15：14險勝。
手續及認領行李後通知入境大堂的工作人員，
於會穿上保護衣，加上乘客都已通過檢測，較
線增至18條，每條路線途經3至5間酒店不等，
與 英 國 車 隊 Sky Tempesta Racing 達 成 此
這兩位港將將會是超過 200 名來自不同國家
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並按指示前往乘搭指定檢疫酒店的士的位置候
平日“接街客”更安全，故不害怕會受感染。
在 16 強，Vivian 對戰於上年東京奧運獲得團各車程均不會超過兩小時。另一方面，機場入

由

增的士接機 點對點送檢疫酒店

4強不敵韓國劍手 江旻憓摘世錦賽銅牌

體賽金牌的愛沙尼亞選手卡柏，雖然面對強手，但
Vivian卻有出色表現，在大部分時間領先下贏15：
11再下一城。至於8強對上前“一姐”、意大利選
手瑪娜，Vivian則和對手互有領先，結果在再次要
“決一劍”下，Vivian 以 12：11 險勝，順利闖入
準決賽，按賽例穩奪一面獎牌。

◆江旻憓（右二）獲得銅牌。

FIE圖片

可惜的是，Vivian 在 4 強戰面對世界排名第 3
的韓國劍手宋世羅，Vivian雖一度於過程中追平，
但宋世羅在尾段的表現較出色，令 Vivian 以 9：14
落敗，只能繼2019年世錦賽後，再度獲得銅牌。

香港兩車手赴比利時參戰耐力賽

及地區參賽的僅有香港代表。連續進行24小時的
耐力賽，將在7月28至31日舉行。
挑戰 Pro-Am 盃的區天駿今次將加盟德國車
隊Herberth Motorsport。
區天駿表示：“我很高興第 3 次參加斯帕 24
小時。累積前兩屆實戰經驗，我和隊友 Jaxon、
Dylan 及 Kevin 會揮出 100%力量，應付這場千變

舉，今季亦再度為該支車隊參賽。
許建德表示：“這是我個人第 4 次參加
24小時賽，看來亦將會是最具挑戰的一次。
的金盃賽已被認為是競爭極其強烈的組別，
參賽車手實力都非常強，再加上會有合共超
部賽車參賽，能夠避開所有不利狀況順利完
致勝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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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華美南分會訂於8月14日下午假僑教中心展覽廳舉行會員聯誼及講座
本世華美南分會
訂於 8 月 14 日(星期日)
下午二時至四時假僑
教中心展覽廳舉行會
員聯誼及講座
『愛美』 是人的
天性，在事業上、在
人與人交往當中，擁
有亮麗的外表，不僅
有自信，更往往成為
那成功背後的推手。
八月十四日(星期
日)下午兩點到四點，
假休士頓華僑文教服
務中心展覽室邀請您
和朋友、家人來參加
由世界華人工商婦女
企管協會美南分會舉
辦的 8 月份會員聯誼/
講座 「凍齡的秘訣是
什麼」 ，透過專業、
輕鬆及有趣的講座分
享，協助您更了解自
己、保持青春活力，
讓妳和女兒看起來像
姐妹，或比同齡人小
一輩的獨家美麗秘密

。
主講者是世華美
南分會會員，任職於
是 Houston Surgical
Associates 以 及 旗 下
的 The Total You
Medical Spa 執行主管
盛雪助理醫師教妳逆
齡的方法，如何讓皮
膚保持水嫩彈性不下
垂、哪些不動刀的微
整醫美療程適合亞洲
人、分析現今流行的
醫美的優缺點等等。
盛雪醫師會帶來
相當多的好禮大獎及
伴手禮送給前來參加
的朋友們，還有主辦
單位的豐富抽獎禮物
，提供精美點心茶點
。錯過可惜！
世華美南分會會
員免費，非會員$10。
請立即報名何真會長
： 832-866-3333: 孫
玉
玟
監
事
281-777-7783。

重返校園大型節目
星期五，八月 12th 2022
時間：下午 5：30-8：00/地點：Landmark Community Center(置
地社區中心)
位址：100Louisiana St. Missouri City, Tx 77489 (100 路易斯亞納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2022 年 8 月份會員活動
新舊會員換証: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 8 月 6 日星期六上午十
點至十二點、僑教中心 108 室辦理。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辦
理。
I.第三季會員慶生會: 8 月 20 日、星期六、下午 1:30 假僑教
中心大禮堂舉行。 7、8、9 月生日的“壽星”和“非壽星”會員
請於 8 月 4 日至 8 月 17 日、週一至週五上午 10:00 點至 11:30 到
僑教中心 102 室憑有效會員証報名登記領取入場劵。並可填表預
先登記注射流感疫苗, C 型肝炎和 B 型肝炎的篩檢。我們將會為
“壽星”準備禮物和蛋糕一份。 “非壽星”會員可領取禮物一
份。我們必須預先知道人數以便準備足夠的數量。如果沒有預先
登記恕當天就不能領取禮物或蛋糕。這次的慶生會的主題是“保
持身體健康”。
1)當天我們邀請 Walgreens 到現場為大家注射流感疫苗。避
免因流感的來襲而生病或生命的威脅。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休城工商

聖密蘇里城， Tx 77489)
通過贈品驅動
免費背包 /學慣用品/個人衛生用品
免費理髮券/雜貨/免費 covid 檢測/免費 HIV 檢測
抽獎贈品/供應商
先到先得！立即註冊！back2schoolmegafest.eventbrite.com
有 關 贊 助 ， 捐 贈 和 更 多 資 訊 ， 請 聯 繫 Debra Kinn： dkinn.
accc@gmail.com/346-521-6918

更應提早預防。
2)以及邀請光鹽社到現場為
大家篩檢 C 型肝炎和 B 型肝炎
。提早預防守護肝健康。肝臟
是沉默的器官、肝病早期通常
沒有明顯症狀、一旦有症狀時
、大都已至肝病的晚期。如慢
性肝病、肝硬化及肝癌等、有
8 成的肝癌發生是由 B、C 型肝炎所造成。
II. iPhone & iPad Class I: 將於 8/3/2022 開班到 9/2/2022 每
週三和週五上午 10:00 至 12:00 上課。你可知道 iPad 和 iPhone 設
置的所有功能嗎? 當手機有問題如何找出問題所在?如何節省手
機的貯存量? 如何在 iPhone 設定緊急聯繫人? 每一個應用軟體都
須要經過設置去調整。你知道多了? 這課程將幫助你了解數碼技
術並逐步引導你認識裝置的所有功能、如何操控設置、協助你迅
速掌握訣竅。讓設置隨時處於最新狀態、並純熟地使用你的 iPad
和 iPhone。這是使用 iPhone & iPad 最重要的課程。
III. 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會員參加。報名請於指定日期
上午十點到十二點、憑有效會員証到僑教中心 102 室排隊報名繳
費。請隨身帶備 ID、健康保險卡、穿舒適便鞋、或運動鞋、陽
傘或帽子、別忘了帶相機。
•2022 年 8 月 13 日,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7 月 28 日,星期四

上午十點開始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30 元。名額有限、請儘
早報名。行程更改如下：
上午 8:20--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8:30 準時出發、過
時不候。下午 6:00 回到僑教中心。
上午參觀 Spindletop-格拉迪斯城市博物館 。這是當年開發
油田的城市。你可走進一家又一家舊時代的房子、可看到裡面，
有當時期適當的家具，日常使用的項目包括; 打印機商店，商品
商店，郵局等，它有每個年齡段層的東西。你可以看到很多有關
一個精彩時代的概述，非常值得一遊。
下午參觀德州能源博物館、講述德州石油的多彩故事。該博物館
收藏了與 Beaumont 和德州東南部油田相關的歷史照片、地圖和
其他材料。從石油的地質構造到現代煉油化學，探索迷人的石油
科學技術世界。探索德州石油的歷史，以機器人角色分享他們
對 1901 年 Spindletop 噴油器的冒險經歷。
IV. 雙十國慶野外踏青同樂日。由國慶籌備會主辦、多個社團共
同協辦。
日期: 9/17/2022 上午 11:00 至下午 3:00
地點: SLAMP-Pavilion, Sugar Land Memorial Park
(15300 University Dr., Sugar Land, TX 77479)
收費: $10 /person (含午餐餐盒)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員, 請於 9/1 前報名繳費。日期: 週二至週五
上午 10:00 至 11:30, 僑教中心 1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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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費買紅酒 北市勞動局長陳信瑜涉貪20萬元交保
台北市勞動局長陳信瑜因 2020 年、2021 年
間 4 度以首長特別費向她丈夫所創辦的 「異象」
國際公司購買以色列品牌紅酒，金額約 5 萬元，
由於檢調懷疑她涉嫌不實使用及核銷情事，涉犯
《貪汙治罪條例》、偽造文書等罪，27 日兵分 2
路搜索異象公司等地，約談陳女、丈夫張師齊、
溫姓前機要祕書等人。檢方 28 日諭知陳 20 萬元
交保。
陳信瑜被移送地檢署時，被媒體問及是否受
到打壓？她只說， 「大家辛苦了」 ， 「記得要報
加班費」 ；交保後被媒體問到是否感到委屈？她
嘆氣說， 「先回家休息，謝謝、謝謝，但還是尊
重」 ，隨即搭車離去。
另張男人在高雄，經調查局訊後，檢方以視
訊方式複訊；溫姓機要則為證人，訊後請回。
陳女另遭檢舉洩漏《鏡電視》員工清冊與投
保資料，因北市政風處調查認定勞動局有 「高度
外洩疑慮之違失」 ，北市議會依據政風報告向北
檢告發。因此檢調亦一併查明陳女是否涉犯《個
資法》、《刑法》洩密罪。

檢調懷疑，陳女自 2020 年、2021 年間以贈
與社團及員工尾牙慰問摸彩禮品名義，分別以首
長特別費 4 度向丈夫所創辦的異象公司購買紅酒
，金額約 5 萬元，另陳女疑似還用特別費去吃韓
式燒烤、到家樂福購買生活用品，過程疑涉不實
使用及核銷等弊端。
其中陳女去年核銷 2 筆紅酒費用金額 1 萬
5750 元、1 萬 8900 元，均超過法定 1 萬元額度，
2 筆費用共超過 1 萬 4650 元，陳女已因違反《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繳交罰款。
陳女日前在議會報告時強調，特別費在 1 萬
元內，可向任何人購買商品，包括家人，並稱會
向異象公司購買紅酒是因 「專利跟唯一」 ；陳並
在臉書發文指丈夫自揹負家族負債後，只是個受
僱勞工。她因超出 1 萬塊額度購買尾牙商品，向
社會道歉。
陳爭議不斷，另遭爆料為副市長黃珊珊 「助
選」 行政不中立，還爆出以標案圖利前機要等諸
多爭議情事。

疑包庇私娼寮 內埔警遭搜索聲押
內埔警分局員警驚爆包庇轄區私娼寮風紀案
件，經屏東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大規模搜索涉案
人員處所，查扣相關跡證，發現包括 1 名現職員
警與 2 名退休官警涉案情節重大且有串證之虞，
訊後向屏東地院聲請羈押。
據了解，曾任內埔警分局一組林姓組長，因
業務內容涉及查緝私娼，與利姓退休員警及程姓
員警涉嫌向業者洩密，至於涉案程度與相關案情
，辦案人員以偵查不公開，低調不回應。
由於內埔轄區私娼寮主要集中在屏東榮家附
近的長青巷及河南巷一帶，是內埔警方長期治安
查察重點；當地民眾透露，早期屏東內埔榮民之
家全盛時期高達 7、8000 人，加上鄰近萬金營區
，因運而生的需求成就私娼寮一條街，在地已有
長達 50 年歷史。

但後來隨著榮民人數逐年凋零，加上阿兵哥
人數漸減，使得生意開始黯淡，不過業者為了求
生存，開始引進大陸、越南及泰國等東南亞女子
，不僅敢玩、又能喊價，在口耳相傳下又重新打
開知名度，生意好的時候，每到晚上就能看到燈
火通明，多半都是來自外地的尋芳客。
有民眾透露，消費價格根據女子年紀而有不
同，從 400 元至 1400 元以上不等，短短 20 分鐘
時間，讓不同消費階層的客群有更多選擇，因此
常常看到鐵欄杆內的沙發，坐著身著清涼女子，
只要有人經過，手指比畫一下，談妥價錢就能入
內消費。
畢竟有需求就有供給，過去幾年疫情期間查
得嚴，曾經沒落一陣子，但當地民眾直言，除非
全部拆掉，否則不可能完全消失。

桃園航空城安置住宅 拚後年交屋
桃園航空城開發進入新里程碑，搬遷戶陸陸續續遷出，可選
擇安置街廓配地建屋或選購安置住宅，4 處安置住宅基地 27 日聯
合動工，將興建 1924 戶，房型 55 至 25 坪不等。鄭文燦表示，
安置住宅生活圈緊鄰捷運站周邊，生活機能佳，預計 2024 年 9
月交屋入住。
住宅發展處長莊敬權指出，區段徵收 10 處工程全開工，其

國寶畫家陳景容 慨捐屏大5000萬畫作
高齡 89 歲的台灣國寶畫家陳景容 27 日獲
邀參加屏東大學 「陳景容美術館」 開幕儀式，
他大方捐出 40 餘件嘔心瀝血的藝術傑作，市
價超過 5000 萬元，成為屏大建校以來最大筆
的藝術捐贈，為校園藝術典藏與教育貢獻開啟
新的一頁。
陳景容 2005 年於梵蒂岡美術館向教宗若
望保祿二世呈獻嵌畫 「聖家畫」 ，由教宗親自
接見，被讚譽為 「心繫台灣的本土畫家」 ；長
期旅居法國的他，除是法國藝術家獨立沙龍會
員，更是台灣少數同時專精溼壁畫、馬賽克嵌
畫、油畫、水彩、素描、版畫等，多種媒材藝
術家，是公認台灣 「超現實主義」 先驅。
談起與屏東的淵源，陳景容打開話匣子表
示，自己 24 歲在鳳山陸軍官校當兵時，為持

續精進創作技巧，每個周末都搭火車來到當時
屏東師專，借用美術系教室進行素描及現場寫
生， 「踏進校園滿滿早期回憶」 。
促成此行的屏東大學校長古源光透露，過
去任職屏科大校長時，就曾邀請陳景容籌畫校
內美術館，隨著對方年事漸高，一直希望珍藏
作品能有永遠典藏的場所，才會成就這樁美事
。
考量屏大有美術相關科系，陳景容特地精
選包含油畫、水彩、木板畫、銅版畫、石版畫
、陶瓷版畫、粉彩、炭筆畫、溼壁畫等多元媒
材創作，他說，裡頭較多的基礎技巧呈現，且
各種技法都有，希望用心欣賞的學生都能從中
有所收穫。

中安置街廓提供 4100 個單元，每單元 100 至 160 平方公尺，落
實一里一安置讓民眾蓋屋，今年底完成配地，預計明年首季交地
，加速發照流程。
莊敬權說明，4 處安置住宅共有 1924 戶，地上樓層數不同
外，地下均為 2 層，A18 基地距高鐵站約 1 公里，共有 548 戶，
為地上 8 至 10 層建築，未來住戶可從春德路與永園路進出。A11

基地距桃捷坑口站 300 公尺，規畫 104 戶地上 10 層建築，將開
闢計畫道路讓進出更便利。
G17 基地在橫山站附近，地上 9 層建築共有 206 戶，因現有
巷道窄，將有計畫道路連接至中正東路。機場園區內的街廓 1、
2、3 安置住宅規畫 755 戶，街廓 5、6 則有 311 戶，皆為地上 7
層建築，同步開闢計畫道路連接大竹南路與宏竹路。

2022 年全美 TSA 大會於 7 月 3 日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圓滿落
幕。來自全美各地的 6,000 多名中學生參加了為期三天的會議
、 科 學 展 和 50 多 項 競 賽 活 動 。 攀 藤 數 學 學 院 (IvyClimbers
Math)今年組織學生參加比賽
Math)
今年組織學生參加比賽，
，戰果累累
戰果累累，
，獲得了設計和展示
類別的一等獎以及其他一些類別的決賽提名獎。
類別的一等獎以及其他一些類別的決賽提名獎
。 攀藤學院遲
晶達(Jingda
晶達
(Jingda Whatley)老師與獲獎團隊成員王子赫
Whatley) 老師與獲獎團隊成員王子赫(Zihe
(Zihe Lucas
Wang)、
Wang)
、 符嘉軒
符嘉軒(Victor
(Victor Fu-zhou)、
Fu-zhou)、 魚以沫
魚以沫(Shiney
(Shiney Yu)和王境寬
Yu) 和王境寬
(Cayson Wang) 與主辦方合影
與主辦方合影。
。

在全美享有盛譽的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 (Mattioli Vision ProProfessionals, MVP) 宣布加入 IQ Laser Vision，
Vision，聯合為在得克薩斯州
和加利福尼亞州的華人和華裔患者提供服務。
和加利福尼亞州的華人和華裔患者提供服務
。 2022 年 7 月 3 日
至 7 月 8 日 ， IQ Laser Vision 的創始人林殿凱醫生
的創始人林殿凱醫生(Dr.
(Dr. Robert
Lin)從加州來到休斯敦訪問
Lin)
從加州來到休斯敦訪問，
， 擴大推廣雷射視力矯正手術
擴大推廣雷射視力矯正手術(#
(#11
SMILE / Small Incision Lenticular Extraction)及植入式鏡片手術
Extraction) 及植入式鏡片手術
(#11 EVO ICL/Implantable Collamer Lens), 圖為林殿凱醫生
(#
圖為林殿凱醫生(Dr.
(Dr.
Robert Lin)與全職翻譯
Lin) 與全職翻譯 JennyLiu 與越裔商業地產翹楚 Danny
Nguyen 喜相逢
喜相逢，
，探討 Vision
Vision，
，釋疑解惑
釋疑解惑，
，攜手合作
攜手合作，
，期待未來
。

2022 年 7 月 9 日 ， 有四十年曆史的中美酒樓 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喜迎來自達拉斯的貴客
喜迎來自達拉斯的貴客。
。 陳漢斯
陳漢斯、
、 江震遠
江震遠、
、 黃琛
黃琛、
、
羅榮華、
羅榮華
、妙音等一起品嚐最新出水的鰣魚
妙音等一起品嚐最新出水的鰣魚，
，一邊交流書法藝術
，同時祝福李慶民的兒子李中原在 11 月大選勇往直前
月大選勇往直前，
，能順利
當選州議員。
當選州議員
。

2022 年 7 月 10 日，民主黨美國德州 26 選區候選人 Danial Lee 在
美國休斯敦華埠金冠海鮮大酒家喜慶自己的生日，
美國休斯敦華埠金冠海鮮大酒家喜慶自己的生日
，父親達拉斯
僑領、
僑領
、 企業家
企業家、
、 書法家李慶民率幹女兒 Kelly
Kelly、
、 休斯敦會所於
工、凱旋地產黑馬經紀人阿芳 Susan Chang 等一眾好友拿出特
大芒果蛋糕前來慶祝。
大芒果蛋糕前來慶祝
。

2022 年 7 月 13 日 ， 美國亞裔地產協會休斯敦分會 AREAA 在休
斯敦中城 River Oaks 區最著名的餐廳之一 Season 52 舉行月會
舉行月會。
。
圖為會長 Dan King 介紹正在競選休斯敦地產協會 HAR 理事的
最大房地產經紀人事務所(LARGEST
最大房地產經紀人事務所
(LARGEST FIRMS,220
FIRMS,220 以上經紀人
以上經紀人))代
表 Peggie Pentecost 和 中 型 房 地 產 經 紀 人 事 務 所 (MEDIUM
FIRMS,55-24 經紀人
FIRMS,
經紀人))代表 Susan Annoura。
Annoura。

2022 年 7 月 14 日 ， 休斯敦亞商會舉行女性領袖系列午餐會
休斯敦亞商會舉行女性領袖系列午餐會，
，邀
請四位在美國主流電視台擔任主播和記者的女性介紹自己的職業
生涯。
生涯
。圖為亞商會項目主管 Paul Gor 上台介紹演講嘉賓
上台介紹演講嘉賓。
。

德州本地新聞

2022 年 7 月 13 日，美國亞裔地產協會休斯敦分會 AREAA 在休斯敦中城 River Oaks 區最著名的餐廳之
一 Season 52 舉行月會
舉行月會。
。圖為房地產經紀人 Amy Shao、
Shao、Ada Wang、
Wang、悅己
悅己、
、Mia 及部分會員合影
及部分會員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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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
2022 年 7 月 15 日，世界名人網資深副總裁黃琛現場專訪了剛剛
盛大剪彩開業的浙商翹楚、
盛大剪彩開業的浙商翹楚
、 凱蒂超市
凱蒂超市(Katy
(Katy Supermarket)董事長
Supermarket) 董事長
黃敏先生，
黃敏先生
， 介紹最新優惠
介紹最新優惠，
， 歡迎闔家光臨
歡迎闔家光臨。
。 據悉
據悉，
， 凱蒂超市
(Katy Supermarket)以時鮮雜貨
Supermarket) 以時鮮雜貨，
， 品種齊全著稱
品種齊全著稱，
， 對凱蒂地區華
人就近購買自己喜歡的東方食品是一大福音。
人就近購買自己喜歡的東方食品是一大福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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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獨家牽引療法！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
車，如果出了車禍怎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
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 CT、胸腔 CT
、腹腔 CT 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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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幫你免費
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

單！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
，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生
，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疼痛 80%
！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採用推拿
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
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 A 先生，45 歲，由於是一直從事體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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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一側
臀部肌肉開始萎縮。後來
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
，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

很多，一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
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一個人。再治
療一個療程，症狀基本消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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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繫
，不光治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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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頭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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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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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採用牽引療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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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一至五全天。

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
發動機保養秘訣
發動機是汽車的“心臟”，那麼
平時車主要從哪些方面保養好愛車的
“心臟”呢?
1.按照汽車廠家的要求使用適當
質量等級的潤滑油。
2.定期更換機油及濾芯。任何質
量等級的潤滑油在使用過程中油質都
會發生變化，為了避免故障的發生，
應結合使用條件定期換油，並使油量
適中。
3.保持曲軸箱通風良好。現在大

部分汽油機都裝有 PCV 閥，但竄氣中
的污染物會沉積在 PCV 閥的周圍，可
能使閥堵塞。因此，須定期清除 PCV
閥周圍的污染物。
4.定期清洗曲軸箱。發動機在運
轉過程中，燃燒室內的高壓未燃燒氣
體、酸、水分、硫和氮的氧化物經過
活塞環與缸壁之間的間隙進入曲軸箱
中，與零件磨損產生的金屬粉末混在
一起，形成油泥。因此，應定期清洗
曲軸箱，保持發動機內部的清潔。

5.定期清洗燃油系統，控制積炭
的生成，能夠使發動機保持最佳狀態
。
6.發動機水箱生鏽、結垢是最常
見的問題。鏽跡和水垢會限製冷卻液
的冷卻系統中的流動，降低散熱作用
，導致發動機過熱，甚至造成發動機
損壞。所以要定期清洗水箱，除去其
中的鏽跡和水垢。
7.保養三濾：三濾是指空氣濾清
器、機油濾清器及汽油濾清器。三濾

在汽車發動機上對空氣、機油和汽油
起著過濾作用，從而對發動機起到保
護作用，同時也提高了發動機的工作
效率。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OB/GYN
and Women’s Health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eannette Ouyang-Latimer, M.D.
Infectious Disease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West Grand Parkway Clinic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to schedule a same-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River Oaks Clinic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Huma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and these Medicare Advantage plans:
KelseyCare Advantage, WellCare Texan Plus, Aetna Medicare Advantage, and Humana Gold Plus.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kelsey-seyb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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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穎父子死裏逃生
幸獲途人合力救出
國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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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駕自撞橋墩車頭焚毀

杭州亞運會改於明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日舉行
據第 19 屆亞運會組委會
消息，經有關方面協商一致，
並經亞奧理事會執委會批准，
杭州 2022 年第 19 屆亞運會將
於 2023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日舉行。
第 19 屆亞運會原計劃於
2022 年 9 月 10 日至 25 日在杭
◆林志穎兒子由途人協助抱上救護車擔架。
州舉行，但因新冠疫情於今年
5月6日宣布延期。
杭州亞組委方面表示，將

◆杭州亞運將改於明年舉行
杭州亞運將改於明年舉行。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47 歲台灣藝人林

◆ 林志穎的弟弟林志鑫
林志穎的弟弟林志鑫(( 右) 和
經理人22
經理人
22日傍晚召開記者會
日傍晚召開記者會。
。

志穎 22 日上午於桃園市蘆竹區中正北路駕駛時遇

上交通意外自撞分隔島受傷，由熱心途人發現將

在亞奧理事會和中國奧委會的
指導下，與有關各方共同努
力，按照確定的舉辦日期全面
做好籌辦工作，呈現一屆“中
國特色、浙江風采、杭州韻
味、精彩紛呈”的體育文化盛
會。
亞洲奧林匹克委員會
(OCA)方面表示，期待 2023 年
9 月在杭州舉行有史以來最好
的亞運會。
◆中新網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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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希望呈
滿臉鮮血躺於地上，一度無法說話，兒子亦受輕
“ 中 國
傷。林志穎的胞弟林志鑫在記者會表示，感謝把
一一
一
色、浙江
林志穎救出車的民眾，林志穎目前狀況穩定，接
采、一
杭州
一一
味、精彩
下來兩三天將是關鍵。
呈”
的體
一一
一
文化盛會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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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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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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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佳（左）是役欠缺發
被卡在車內的林志穎與其 6 歲兒子救出，車頭之後

更迅速起火，場面千鈞一髮！被救出後的林志穎
◆杭州亞

悉車禍發生時間為22日上午10時50分，一輛白色Tesla
於桃園市中正北路失控自撞橋墩分隔島，由於事故發生
於工地旁，現場工人及途人見狀合力打開車門救出被卡在車
內的林志穎父子，而車頭隨後於短短 5 秒起火，且火勢猛
烈，車頭更燒到變成廢鐵。林志穎被拉出車外時頭部受傷，
臉及手位置多處骨折，滿臉鮮血，更一度無法說話；坐於副
駕駛座的 6 歲兒子則臉部擦傷及受到驚嚇。2 位傷者被一同
送往林口長庚醫院接受治療，其後林志穎媽媽、太太陳若
◆朱辰傑是國家隊少數有大
儀、2位弟弟及妹妹均在醫院陪伴着林志穎兩父子。
間。

國腳經驗的球員。
國腳經驗的球員
。

法新社

足

警方稱林志穎酒測值為零

2022 東亞足球

錦標賽（東亞盃）男
足次日賽事上演中韓
大 戰 ， 世 界 排 名 78
位的中國國家隊（國
足）遇 上 28 位 的 韓
國隊，鑑於對賽往績

。
，火勢猛烈
自撞後起火
駕
座
的
穎
▲林志

中通社

吃虧，加上近況及整體

戰力也有明顯差距，將

綜合台媒報道，當地警方證實，經調閱監視器畫
面，林志穎駕駛的Tesla在車道回轉後，以不是很快的速
度往前行駛，但疑未注意車前狀況，自撞汽車和摩托車
分隔島，車輛起火燃燒、車頭燒成廢鐵，細節仍待調
查。 警方稱，林志穎酒測值為零。
據報，有份救出林志穎父子的工人彭裕弘稱，當
時全程目擊 Tesla 自撞，聽到“嘭”一聲後，趕緊跑過
去看，當時車頭有小微火勢，他趕緊先將小朋友拉出
來，再救出受困在駕駛座的林志穎。兩人被救出後，
Tesla 車頭旋即火勢變大並蔓延。還有目擊民眾對媒
體說，看到小朋友被救出來後沒有哭鬧，大人則臉
部有血。有消息指當日林志穎本來是帶 6 歲的兒子
Jenson去參加賽車比賽。

日本東亞盃贈港足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東亞盃 1
林志穎胞弟指兄傷勢穩定
演的揭幕戰，港隊面對世界排名高出 121 位
主日本，入籍門將保羅大出洋相，全場以
0
足主教練真高域賽前向隊
有指經理人及家人傍晚在林口長庚醫院舉行記
負，寫下歷屆決賽周最懸殊比分，也是主帥安
者會講述林志穎傷勢及意外經過，到 22 日下午 5
員呼籲，今屆賽事只求做
任後最大敗仗紀錄。同日女足賽事，日本娘子
時半林志穎弟弟林志鑫跟經理人現身記者會，經
2：1力克韓國，男、女隊同樣旗開得勝。
好自己，踢出風格，把握
理人表示無法代醫生說明傷勢，才以聲明稿說
港隊今仗起用了保羅把關，中超腳勞烈斯首
明，而聲明中提到林志穎有多處受傷及骨折，目
與強敵對賽機會，吸收經
大港腳正選上陣，與隊長謝家強合作鎮守中路，左
前由長庚醫療團隊進行手術評估中，病情暫時無
驗成長。
換上了梁冠聰。這條全新搭配的防線尚未站穩陣腳
法詳細說明。林志鑫亦表示感謝危難時救他哥哥
兒子
積極培訓
來
近
林志穎的熱心民眾，台灣就是有這麼熱心勇敢
鐘已被相馬勇紀彎入自由球攻破。
穎
志
◆香港文匯報
穿 ◆林
此前林志穎
的民眾，讓他平安送抵醫院，更透露其兄和侄
現
港隊中前場沿用亞洲盃出線骨幹，但在對手前場
發
on 賽車。
s
民
n
e
網
J
◆有
現場
與
錶
記者
黎永淦
◆被救
手
的
出後的林志穎滿臉
兒目前傷勢均是相對穩定，接下來兩三天將是
戴
和
下，除了比賽早段之外，難以有效組織攻勢。6分鐘先
衫
色
的黃
鮮血躺於地上。 中通
關鍵，也感謝醫療團隊及所有關心林志穎的民
着相同。
銘禁區頂起腳偏出，12
分鐘茹子楠右路後上第一時間
社
受傷男子衣
眾和歌迷們。
又同樣不中門框，之後局勢便漸漸演變成攻防戰。
山根視來右路傳中，町野修斗在兩名港隊中堅之間頂
0。日本今仗派出多位新晉國腳上陣，首次上陣的西村拓真
鐘把握港隊解圍失誤，禁區內射成 3：0，完半場前 5 分
冷箭再次收死保羅，港隊半場已落後0：4。
下半場安達臣換入賽前不足 24 小時歸隊的陳俊樂
傑，換走鞠盈智及梁冠聰，可惜第 2 次代表港隊上陣
經歷過低潮後，25 歲的他再度開啟車手生涯，赴
香港文匯報訊 林志穎除了是演
醜態百出，多次出現出迎失誤、接球甩手等低級犯錯
日向日本知名賽車手黑澤琢彌學賽車，甚至成立自己的
員、歌手，同時還是獲獎無數的賽車
隊再於 55 及 57 分鐘由相馬勇紀及町野修斗連下兩城
第一支賽車隊 ESSO JIMMY RACING TEAM，並於
手，也是台灣第一個參加國際頂級賽
6：0大勝。

於今次比賽領軍出戰的國

◆外流的權敬
原將帶領韓國
隊出擊。
隊出擊
。
法新社

東亞盃首戰惡鬥韓國

買入法拉利開啟賽車生涯 25 歲之齡成立第一支車隊

望踢出風格特點

26 歲之齡在珠海賽車場拿到其賽車生涯第一個冠軍，
事的車手。
同時多次刷新台灣龍潭 BMW M3 最快賽車單圈紀錄。
林志穎的賽車手生涯起自 23 歲，
有明顯差距：“我們是一支年輕的隊伍，對手則是
盃決賽周練兵。韓國隊以上屆賽事最有
及後他取得方程式賽車參賽資格，成為台灣首位國際方
於今屆東亞盃並非安排在國際賽期內作戰，東當年他買入人生第一輛法拉利，也是他第一部戰車，第
程式車手，兼勇奪“超級房車賽”四站冠軍之大滿貫佳
TIS 賽車場“超級跑車
為卡塔爾世界盃備戰。但今次是一項重要的大型賽
價值球員、現效力俄超魯賓卡山的黃仁
道主日本、韓國及國足都未能徵召海外國腳助一次投入賽車運動，參與龍潭
績。近年林志穎也不時會改裝愛車落場比賽。
事，我們的球員是未來的生力軍，與強隊比賽的機
範，及日職大阪飛腳後衛權敬原帶領一班
陣，正好為一班在本土聯賽有出色表現的球員提供賽”，即拿到季軍。不過翌年他就在賽車場上出嚴重車
林志穎將演藝事業與賽車手身份巧妙結合，出專輯也
禍，其右腳掌斷了三根骨頭，打了四根鋼釘固定，當時
會非常重要，我們主要的就是集中自己，打出自己
韓職球員參戰，當中趙賢祐及洪喆等則為
一次大賽機會。相比起正煩惱於為年底世界盃決賽
會晒出自己珍藏的超跑。林志穎的父親一開始最反對他玩
風格，把握今次難得機會吸收經驗成長。”內地亦
俄羅斯世界盃決賽周舊將。不過賽前李尚珉
周找出最佳人腳的日、韓兩國，主帥真高域的目他演藝事業也正處於轉捩點，陷入低潮，讓他領悟：
賽車，後來看到他交出漂亮成績單，也欣然接受，讓林志
“超越自己比戰勝別人更重要。”同年11月，林志穎參
有聲音指，能否打敗港足，是國足今屆東亞盃成績
由於對新冠肺炎檢測呈陽性反應，已退出大
標，就是要求球隊能踢出自己風格特點。
穎非常開心。林志穎的兒子Jenson亦遺傳了爸爸的愛車嗜
A 級越野賽 WRC 澳洲珀斯分站，成為台灣第一
的重要考量。
軍名單，由朴志洙取代；金英權亦因腸胃炎退
國足今次陣容基本上以 U23 球員為主，只有蔣加國際
好和天分。
個參加國際頂級賽事的車手。
隊，要由李在翊頂上。

由

光太及譚龍兩名超齡球員，平均年齡只有 22.6 歲，
是4支參賽隊中最年輕一隊。
國足現時世界排名比韓國低了 50 位，從雙方歷
史交手往績來看，韓國更以 20 勝 13 和 2 負全面佔上
風，真高域承認，國足無論經驗及整體實力與對手

韓國為世界盃決賽周練兵

韓國隊在過去 8 屆東亞盃贏了 5 屆，2019 年在保
羅賓圖帶領下完成 3連冠，今屆負有衛冕之責，但對
於這位葡萄牙主帥來說，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為世界

◆林志穎是獲獎無數的賽車手。
網上圖片

保羅賓圖表明：“2019 年時我們有一星期
備戰，今次時間沒那麼充裕，但我們會盡力而
為，希望再次贏得冠軍，更重要就是要考察世界盃
陣容。”

◆香港足總 19 日於旺角鬧市放置大電
播球賽，並邀得顏樂楓及余煒廉出席
互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

林愷鈴性格堅強 強調絕不會輕生
香港兩車手赴比利時參戰耐力賽
4強不敵韓國劍手 江旻憓摘世錦賽銅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洪金
寶、許鞍華、譚家明、袁和平、杜琪峯、
林嶺東及徐克七位殿堂級大導演聯手執導
的電影《七人樂隊》，21 日晚於九龍塘舉
行首映，除了一眾有份演出的演員包括張
達明、張錦程、林雪、龔慈恩、林愷鈴及
胡子彤等出席外，王丹妮、張達明、楊潮
凱、黃浩然、李司棋、姜大衛、李琳琳、
姜卓文、蘇麗珊、蔡穎恩、顧定軒及梁仲
恆等多位藝人亦有前往捧場。而盛傳婚姻
出現問題的苟芸慧，事前透過公關表示不
做訪問，到場後亦未有停下影相即匆匆跑
入場避開傳媒。
龔慈恩21日晚與女兒林愷鈴（Ashley）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香港“劍后”
江旻憓（Vivian）在埃及時間18日，出戰於開羅舉
行的世界劍擊錦標賽，結果 Vivian 最終雖於 4 強不
敵韓國劍手宋世羅，但仍獲得一面銅牌。
世界排名第 7 位的 Vivian，在今屆比賽可直接
於正賽 64 強“起步”，並輕鬆擊敗西班牙劍手卡
拉查晉級；到 32 強戰，Vivian 遇上了重大考驗，
面對瑞士劍手安祖蓮妮，Vivian在一度落後下，苦
追至“決一劍”才僅以15：14險勝。 ◆苟芸慧 21 日晚匆匆入
◆龔慈恩與女兒林愷鈴、兒子林卓毅現身
首映。在 16 強，Vivian 對戰於上年東京奧運獲得團
場。
體賽金牌的愛沙尼亞選手卡柏，雖然面對強手，但
◆江旻憓（右二）獲得銅牌。
Vivian卻有出色表現，在大部分時間領先下贏15：
11再下一城。至於8強對上前“一姐”、意大利選
手瑪娜，Vivian則和對手互有領先，結果在再次要
“決一劍”下，Vivian 以 12：11 險勝，順利闖入
準決賽，按賽例穩奪一面獎牌。

FIE圖片

可惜的是，Vivian 在 4 強戰面對世界排名第 3
的韓國劍手宋世羅，Vivian雖一度於過程中追平，
但宋世羅在尾段的表現較出色，令 Vivian 以 9：14
落敗，只能繼2019年世錦賽後，再度獲得銅牌。

提到本月初突然傳出她墮樓身亡的消
及18歲的幼子林卓毅現身首映，林卓毅表示因
息，其經理人公司立即出面否認，並直指
是姐姐第一套有份演出的電影舉行首映，所以
這傳聞只是惡作劇。Ashley卻沒有為此感不
想來支持她。龔慈恩即裝作生氣，他即說：
悅，反而覺得好搞笑，會用幽默眼光去看
“都支持媽咪。”身高六呎二的他，外形高大
萬化的比賽。我在二月份亞洲利曼錦標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兩名香港賽車
此事。問到媽咪可有被嚇到？Ashley 說：
健碩，平日愛打籃球，問他可有興趣步家姐後
戰車的脾性，車隊和隊友也於上月官方試
代表許建德及區天駿，落實參加年度最大型的GT
“當時媽咪看到新聞之後走進我房間，語
塵入行時，他表示未有去想。
了很多技術改善和戰略調整，務求比賽中
賽，比利時斯帕
24
小時耐力賽（24
Hours
of
氣好平
淡和我說‘喂，有人說你死
Ashley在《七人樂隊》演出袁和平（八
強。”
Spa）。
了’。”問到是否得罪人或招人妒忌才發
爺）執導的《回歸》，與元華有一段溫情窩
另一參賽香港車手許建德，在 2021
許 建 德 （Jonathan） 將 代 表 Sky Tempesta
生今次的惡作劇？Ashley坦言：“自問我都
心的爺孫情。Ashley表示拍攝該片時只有16
成功為香港贏得第一個
GT 世界挑戰賽歐
Racing
參加金盃賽（Gold
Cup），區天駿（An不是特別會社交及圓滑的人，我不會特別
歲，現在回看見到自己很多不足之處，但最
（GT World Challenge Europe）年度總冠
tares）則代表
Herberth Motorsport 爭奪 Pro-Am
去追究，人家的行為不會影響到自己的心
難得是可以跟元華及八爺兩位前輩合作。她
境。”她又稱本身性格好堅強，太熱愛生
表示戲中都有動作戲，對她來說很有挑戰
標，取得耐力賽盃 Pro-Am 組別的冠軍。
盃。
活，很多事未試過未玩過，故一定不會輕
性，因本身手腳不協調，幸得到元華老師、
與 英 國 車 隊 Sky Tempesta Racing 達 成 此
這兩位港將將會是超過 200 名來自不同國家
生。 舉，今季亦再度為該支車隊參賽。
八爺及武指很有耐性及專業的教導。
及地區參賽的僅有香港代表。連續進行24小時的

耐力賽，將在7月28至31日舉行。
挑戰 Pro-Am 盃的區天駿今次將加盟德國車
隊Herberth Motorsport。
區天駿表示：“我很高興第 3 次參加斯帕 24
小時。累積前兩屆實戰經驗，我和隊友 Jaxon、
Dylan 及 Kevin 會揮出 100%力量，應付這場千變

許建德表示：“這是我個人第 4 次參
24小時賽，看來亦將會是最具挑戰的一次
的金盃賽已被認為是競爭極其強烈的組別
參賽車手實力都非常強，再加上會有合共超
部賽車參賽，能夠避開所有不利狀況順利
致勝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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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亞運會改於明年
9月
2323
日至
1010
月月
8 日舉行
杭州亞運會改於明年
9月
日至
8 日舉行
在亞奧理事會和中國奧委會的
據第 19
屆亞運會組委會
在亞奧理事會和中國奧委會的
據第
19 屆亞運會組委會
指導下，與有關各方共同努
消息，經有關方面協商一致，
指導下，與有關各方共同努
消息，經有關方面協商一致，
力，按照確定的舉辦日期全面
並經亞奧理事會執委會批准，
力，按照確定的舉辦日期全面
並經亞奧理事會執委會批准，
做好籌辦工作，呈現一屆“中
杭州 2022 年第 19 屆亞運會將
做好籌辦工作，呈現一屆“中
杭州 2022 年第 19 屆亞運會將
國特色、浙江風采、杭州韻
於 2023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國特色、浙江風采、杭州韻
於 2023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味、精彩紛呈”的體育文化盛
日舉行。
味、精彩紛呈”的體育文化盛
日舉行。
會。
第 19 屆亞運會原計劃於
第
19
屆亞運會原計劃於
亞 會。
洲奧林匹克委員會
2022 年 9 月 10 日至 25 日在杭
亞 洲 奧 林2023
匹克
2022 年 9 月 10 日至 25 日在杭
(OCA)方面表示，期待
年委員會
州舉行，但因新冠疫情於今年
(OCA)方面表示，期待 2023 年
州舉行，但因新冠疫情於今年
9 月在杭州舉行有史以來最好
5月6日宣布延期。
9 月在杭州舉行有史以來最好
5月6日宣布延期。
的亞運會。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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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標賽（東亞盃）男
2022 東亞足球

足次日賽事上演中韓
錦標賽（東亞盃）男
大 戰 ， 世 界 排 名 78

足次日賽事上演中韓

位的中國國家隊（國

大 戰 ， 世 界 排 名 78

足 ） 遇 上 28 位 的 韓

位的中國國家隊（國

國隊，鑑於對賽往績

日本東亞盃贈港足六球

足）遇 上 28 位 的 韓

吃虧，加上近況及整體

國隊，鑑於對賽往績

戰力也有明顯差距，將

日本東亞盃贈港足六

吃虧，加上近況及整體
於今次比賽領軍出戰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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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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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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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力也有明顯差距，將
足主教練真高域賽前向隊
於今次比賽領軍出戰的國
員呼籲，今屆賽事只求做
足主教練真高域賽前向隊
好自己，踢出風格，把握
與強敵對賽機會，吸收經
員呼籲，今屆賽事只求做
驗成長。
好自己，踢出風格，把握
◆香港文匯報
與強敵對賽機會，吸收經
記者 黎永淦
驗成長。

◆香港文匯報

東亞盃首戰惡鬥韓國
記者 黎永淦

望踢出風格特點
東亞盃首戰惡鬥韓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東亞盃 19 日上
演的揭幕戰，港隊面對世界排名高出 121 位的東道
主日本，入籍門將保羅大出洋相，全場以 0：6 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東亞盃 1
負，寫下歷屆決賽周最懸殊比分，也是主帥安達臣上
演的揭幕戰，港隊面對世界排名高出 121 位的
任後最大敗仗紀錄。同日女足賽事，日本娘子軍也以
主日本，入籍門將保羅大出洋相，全場以
0
2：1力克韓國，男、女隊同樣旗開得勝。
負，寫下歷屆決賽周最懸殊比分，也是主帥安達
港隊今仗起用了保羅把關，中超腳勞烈斯首次代表
任後最大敗仗紀錄。同日女足賽事，日本娘子軍
大港腳正選上陣，與隊長謝家強合作鎮守中路，左後衛也
2：1力克韓國，男、女隊同樣旗開得勝。
換上了梁冠聰。這條全新搭配的防線尚未站穩陣腳，2 分
鐘已被相馬勇紀彎入自由球攻破。
港隊今仗起用了保羅把關，中超腳勞烈斯首次
港隊中前場沿用亞洲盃出線骨幹，但在對手前場壓迫
大港腳正選上陣，與隊長謝家強合作鎮守中路，左後
下，除了比賽早段之外，難以有效組織攻勢。6分鐘先有胡晉
換上了梁冠聰。這條全新搭配的防線尚未站穩陣腳
銘禁區頂起腳偏出，12
分鐘茹子楠右路後上第一時間窩利，
鐘已被相馬勇紀彎入自由球攻破。
又同樣不中門框，之後局勢便漸漸演變成攻防戰。
港隊中前場沿用亞洲盃出線骨幹，但在對手前場
山根視來右路傳中，町野修斗在兩名港隊中堅之間頂成 2：
下，除了比賽早段之外，難以有效組織攻勢。6分鐘先有
0。日本今仗派出多位新晉國腳上陣，首次上陣的西村拓真 22 分
銘禁區頂起腳偏出，12 分鐘茹子楠右路後上第一時間窩
鐘把握港隊解圍失誤，禁區內射成 3：0，完半場前 5 分鐘一下
又同樣不中門框，之後局勢便漸漸演變成攻防戰。
冷箭再次收死保羅，港隊半場已落後0：4。
山根視來右路傳中，町野修斗在兩名港隊中堅之間頂
下半場安達臣換入賽前不足 24 小時歸隊的陳俊樂及徐宏
0。日本今仗派出多位新晉國腳上陣，首次上陣的西村拓真
傑，換走鞠盈智及梁冠聰，可惜第 2 次代表港隊上陣的保羅
鐘把握港隊解圍失誤，禁區內射成 3：0，完半場前 5 分鐘
醜態百出，多次出現出迎失誤、接球甩手等低級犯錯，日本
隊再於冷箭再次收死保羅，港隊半場已落後0：4。
55 及 57 分鐘由相馬勇紀及町野修斗連下兩城，湊成
6：0大勝。下半場安達臣換入賽前不足 24 小時歸隊的陳俊樂及

望踢出風格特點

於今屆東亞盃並非安排在國際賽期內作戰，東
由道主日本、韓國及國足都未能徵召海外國腳助

傑，換走鞠盈智及梁冠聰，可惜第 2 次代表港隊上陣的
醜態百出，多次出現出迎失誤、接球甩手等低級犯錯，
隊再於 55 及 57 分鐘由相馬勇紀及町野修斗連下兩城，
6：0大勝。

有明顯差距：“我們是一支年輕的隊伍，對手則是
盃決賽周練兵。韓國隊以上屆賽事最有
為卡塔爾世界盃備戰。但今次是一項重要的大型賽
價值球員、現效力俄超魯賓卡山的黃仁
事，我們的球員是未來的生力軍，與強隊比賽的機
範，及日職大阪飛腳後衛權敬原帶領一班
陣，正好為一班在本土聯賽有出色表現的球員提供
會非常重要，我們主要的就是集中自己，打出自己
韓職球員參戰，當中趙賢祐及洪喆等則為
一次大賽機會。相比起正煩惱於為年底世界盃決賽
風格，把握今次難得機會吸收經驗成長。”內地亦
俄羅斯世界盃決賽周舊將。不過賽前李尚珉
周找出最佳人腳的日、韓兩國，主帥真高域的目
有明顯差距：“我們是一支年輕的隊伍，對手則是
盃決賽周練兵。韓國隊以上屆賽事最有
於今屆東亞盃並非安排在國際賽期內作戰，東
有聲音指，能否打敗港足，是國足今屆東亞盃成績
由於對新冠肺炎檢測呈陽性反應，已退出大
標，就是要求球隊能踢出自己風格特點。
為卡塔爾世界盃備戰。但今次是一項重要的大型賽
價值球員、現效力俄超魯賓卡山的黃仁
道主日本、韓國及國足都未能徵召海外國腳助
的重要考量。
軍名單，由朴志洙取代；金英權亦因腸胃炎退
國足今次陣容基本上以 U23 球員為主，只有蔣
事，我們的球員是未來的生力軍，與強隊比賽的機
範，及日職大阪飛腳後衛權敬原帶領一班
陣，正好為一班在本土聯賽有出色表現的球員提供
隊，要由李在翊頂上。
光太及譚龍兩名超齡球員，平均年齡只有 22.6 歲，
會非常重要，我們主要的就是集中自己，打出自己
韓職球員參戰，當中趙賢祐及洪喆等則為
韓國為世界盃決賽周練兵
一次大賽機會。相比起正煩惱於為年底世界盃決賽
保羅賓圖表明：“2019 年時我們有一星期
是4支參賽隊中最年輕一隊。
風格，把握今次難得機會吸收經驗成長。”內地亦
俄羅斯世界盃決賽周舊將。不過賽前李尚珉
周找出最佳人腳的日、韓兩國，主帥真高域的目
備戰，今次時間沒那麼充裕，但我們會盡力而
韓國隊在過去 8 屆東亞盃贏了 5 屆，2019 年在保
國足現時世界排名比韓國低了 50 位，從雙方歷
◆香港足總 19 日於旺角鬧市放置大電視直
有聲音指，能否打敗港足，是國足今屆東亞盃成績
由於對新冠肺炎檢測呈陽性反應，已退出大 播球賽，並邀得顏樂楓及余煒廉出席與球迷
標，就是要求球隊能踢出自己風格特點。
為，希望再次贏得冠軍，更重要就是要考察世界盃
羅賓圖帶領下完成 3 連冠，今屆負有衛冕之責，但對
史交手往績來看，韓國更以 20 勝 13 和 2 負全面佔上
的重要考量。
軍名單，由朴志洙取代；金英權亦因腸胃炎退互動。
國足今次陣容基本上以 U23 球員為主，只有蔣 於這位葡萄牙主帥來說，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為世界
陣容。”
風，真高域承認，國足無論經驗及整體實力與對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由

光太及譚龍兩名超齡球員，平均年齡只有 22.6 歲，
是4支參賽隊中最年輕一隊。
國足現時世界排名比韓國低了 50 位，從雙方歷
史交手往績來看，韓國更以 20 勝 13 和 2 負全面佔上
風，真高域承認，國足無論經驗及整體實力與對手

韓國為世界盃決賽周練兵
韓國隊在過去 8 屆東亞盃贏了 5 屆，2019 年在保
羅賓圖帶領下完成 3連冠，今屆負有衛冕之責，但對
於這位葡萄牙主帥來說，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為世界

4強不敵韓國劍手 江旻憓摘世錦賽銅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香港“劍后”
江旻憓（Vivian）在埃及時間18日，出戰於開羅舉
行的世界劍擊錦標賽，結果 Vivian 最終雖於 4 強不
敵韓國劍手宋世羅，但仍獲得一面銅牌。
世界排名第 7 位的 Vivian，在今屆比賽可直接
於正賽 64 強“起步”，並輕鬆擊敗西班牙劍手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香港“劍后”
拉查晉級；到
32 強戰，Vivian
遇上了重大考驗，
江旻憓（Vivian）在埃及時間18日，出戰於開羅舉
面對瑞士劍手安祖蓮妮，Vivian 在一度落後下，苦
行的世界劍擊錦標賽，結果 Vivian 最終雖於 4 強不
追至“決一劍”才僅以15：14險勝。
敵韓國劍手宋世羅，但仍獲得一面銅牌。
在 16 強，Vivian 對戰於上年東京奧運獲得團
世界排名第 7 位的 Vivian，在今屆比賽可直接
體賽金牌的愛沙尼亞選手卡柏，雖然面對強手，但
FIE圖片
Vivian卻有出色表現，在大部分時間領先下贏15：
於正賽 64 強“起步”，並輕鬆擊敗西班牙劍手卡 ◆江旻憓（右二）獲得銅牌。
11再下一城。至於8強對上前“一姐”、意大利選
可惜的是，Vivian 在 4 強戰面對世界排名第 3
拉查晉級；到 32 強戰，Vivian 遇上了重大考驗，
手瑪娜，Vivian
則和對手互有領先，結果在再次要
的韓國劍手宋世羅，Vivian
雖一度於過程中追平，
面對瑞士劍手安祖蓮妮，Vivian在一度落後下，苦
“決一劍”下，Vivian
以
12：11
險勝，順利闖入
但宋世羅在尾段的表現較出色，令
Vivian 以 9：14
追至“決一劍”才僅以15：14險勝。
準決賽，按賽例穩奪一面獎牌。
落敗，只能繼2019年世錦賽後，再度獲得銅牌。
在 16 強，Vivian 對戰於上年東京奧運獲得團

4強不敵韓國劍手 江旻憓摘世錦賽銅牌

體賽金牌的愛沙尼亞選手卡柏，雖然面對強手，但
Vivian卻有出色表現，在大部分時間領先下贏15：
11再下一城。至於8強對上前“一姐”、意大利選
手瑪娜，Vivian則和對手互有領先，結果在再次要
“決一劍”下，Vivian 以 12：11 險勝，順利闖入
準決賽，按賽例穩奪一面獎牌。

◆江旻憓（右二）獲得銅牌。

FIE圖片

可惜的是，Vivian 在 4 強戰面對世界排名第 3
的韓國劍手宋世羅，Vivian雖一度於過程中追平，
但宋世羅在尾段的表現較出色，令 Vivian 以 9：14
落敗，只能繼2019年世錦賽後，再度獲得銅牌。

隊，要由李在翊頂上。
保羅賓圖表明：“2019 年時我們有一星期
備戰，今次時間沒那麼充裕，但我們會盡力而
為，希望再次贏得冠軍，更重要就是要考察世界盃
陣容。”

◆香港足總 19 日於旺角鬧市放置大電
播球賽，並邀得顏樂楓及余煒廉出席與
互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

香港兩車手赴比利時參戰耐力賽

萬化的比賽。我在二月份亞洲利曼錦標賽熟悉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兩名香港賽車
戰車的脾性，車隊和隊友也於上月官方試車日作
代表許建德及區天駿，落實參加年度最大型的GT
了很多技術改善和戰略調整，務求比賽中遇強越
賽，比利時斯帕 24 小時耐力賽（24 Hours of
強。”
Spa）。
另一參賽香港車手許建德，在 2021 年賽季
許 建 德 （Jonathan） 將 代 表 Sky Tempesta
成功為香港贏得第一個 GT 世界挑戰賽歐洲賽
Racing 參加金盃賽（Gold Cup），區天駿（An萬化的比賽。我在二月份亞洲利曼錦標賽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GT World
Challenge Europe）年度總冠軍錦
tares）則代表
Herberth Motorsport楊浩然）兩名香港賽車
爭奪 Pro-Am
戰車的脾性，車隊和隊友也於上月官方試車
標，取得耐力賽盃
Pro-Am 組別的冠軍。去季他
盃。 代表許建德及區天駿，落實參加年度最大型的GT
了很多技術改善和戰略調整，務求比賽中遇
賽，比利時斯帕 24200
小時耐力賽（24
與 英of
國車隊
Sky Tempesta Racing 達 成 此 項 創
這兩位港將將會是超過
名來自不同國家 Hours
強。”
Spa）。
舉，今季亦再度為該支車隊參賽。
及地區參賽的僅有香港代表。連續進行24小時的
另一參賽香港車手許建德，在
許 建 德 （Jonathan） 將 代 表 Sky Tempesta
許建德表示：“這是我個人第
4 次參加斯帕 2021 年
耐力賽，將在7月28至31日舉行。
24小時賽，看來亦將會是最具挑戰的一次。今季
挑戰
Pro-Am
盃的區天駿今次將加盟德國車
成功為香港贏得第一個 GT 世界挑戰賽歐
Racing
參加金盃賽（Gold
Cup），區天駿（An的金盃賽已被認為是競爭極其強烈的組別，所有
隊Herberth
Motorsport。
（GT World Challenge Europe）年度總冠
tares）則代表
Herberth Motorsport 爭奪 Pro-Am
參賽車手實力都非常強，再加上會有合共超過60
區天駿表示：“我很高興第
3
次參加斯帕
24
標，取得耐力賽盃 Pro-Am 組別的冠軍。去
盃。
部賽車參賽，能夠避開所有不利狀況順利完賽是
小時。累積前兩屆實戰經驗，我和隊友
與 英 國 車 隊 Sky Tempesta Racing 達 成 此
這兩位港將將會是超過 200Jaxon、
名來自不同國家
致勝關鍵。”
Dylan 及及地區參賽的僅有香港代表。連續進行24小時的
Kevin 會揮出 100%力量，應付這場千變
舉，今季亦再度為該支車隊參賽。

香港兩車手赴比利時參戰耐力賽

耐力賽，將在7月28至31日舉行。
挑戰 Pro-Am 盃的區天駿今次將加盟德國車
隊Herberth Motorsport。
區天駿表示：“我很高興第 3 次參加斯帕 24
小時。累積前兩屆實戰經驗，我和隊友 Jaxon、
Dylan 及 Kevin 會揮出 100%力量，應付這場千變

許建德表示：“這是我個人第 4 次參加
24小時賽，看來亦將會是最具挑戰的一次。
的金盃賽已被認為是競爭極其強烈的組別，
參賽車手實力都非常強，再加上會有合共超
部賽車參賽，能夠避開所有不利狀況順利完
致勝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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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
為您提供紅藍白卡健保諮詢
多年服務華人社區的經驗
華語會員專屬顧問解決您醫療保險的需求
電話

1-866
866-868
868-8988

網站: uhcAsian.com
網站:
地址:: 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
地址
A-250(Saigon
(Saigon
Houston Plaza 內)

隨身電子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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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現群組感染 公院研收緊探病

杭州亞運會改於明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日舉行
新增4130
新增
4130宗確診
宗確診

◆杭州亞運將改於明年舉行
杭州亞運將改於明年舉行。
。

據第 19 屆亞運會組委會
消息，經有關方面協商一致，
並經亞奧理事會執委會批准，
杭州 2022 年第 19 屆亞運會將
於 2023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日舉行。
第 19 屆亞運會原計劃於
2022 年 9 月 10 日至 25 日在杭
州舉行，但因新冠疫情於今年
5月6日宣布延期。
杭州亞組委方面表示，將

中新社

在亞奧理事會和中國奧委會的
指導下，與有關各方共同努
力，按照確定的舉辦日期全面
做好籌辦工作，呈現一屆“中
國特色、浙江風采、杭州韻
味、精彩紛呈”的體育文化盛
會。
亞洲奧林匹克委員會
(OCA)方面表示，期待 2023 年
9 月在杭州舉行有史以來最好
的亞運會。
◆中新網

一一
一一
◆杭州亞組
一一
一一
委希望呈現
“ 中 國 特
一一
一一
色、浙江風
員工每周兩檢核酸擴至精神及療養科 一一
采、一
杭州韻
一
味、精彩紛
呈”
的 體育
一一
一
一
文化盛會。
文化盛會
。
一一
一
一
25 日疫情
中新社
新增
總確診個案：
一一
一一
4,130宗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安永佳（左）是役欠缺發
（包括

224宗輸入個案）

•本地核酸檢測陽性：1,449宗
•本地經核實快測陽性：2,457宗
•新呈報死亡：3 宗，年齡介乎 71 至 96
歲的一男兩女，均屬長期病患，其中兩
人未有接種疫苗，另一人不詳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259宗

◆朱辰傑是國家隊少數有大
國腳經驗的球員。
國腳經驗的球員
。 法新社
院舍及學校疫情

間。

足總

◆3間安老院及3間殘疾人士院舍出現確診個案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安怡/安愉宿舍1名院友確診，2名同房院友要檢疫

2022 東亞足球

•保良局樂安居暨耆盛長者日間護理中心1名院友確診，4名院友要檢疫

錦標賽（東亞盃）男

•愷悅弱智人士之家有限公司4人確診，同層其他人要檢疫

足次日賽事上演中韓

•保良局鄭翼之中心1名院友確診，9名院友要檢疫

•伸手助人協會滙豐銀行基金樂富護老院1名院友確診，11名院友要檢疫

大 戰 ， 世 界 排 名 78

•保良局蕭明紀念護老院1名院友確診，1名同住人士要檢疫

位的中國國家隊（國
◆ 香港
香港25
25日再多
日再多4
4,130
13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圖
為市民酷暑下排隊檢測。
為市民酷暑下排隊檢測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649間學校呈報合共1,112宗確診個案，涉及941名學生及171名教職員
•九龍華仁書院呈報逾十名學生確診，涉及排球班及唱歌班

足）遇 上 28 位 的 韓

•之前7天共430間學校呈報兩宗或以上個案，有8間學校的個別班別需停課一周

國隊，鑑於對賽往績

日本東亞盃贈港足六

醫管局概況

吃虧，加上近況及整體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與日俱增。25

戰力也有明顯差距，將

◆現有 1,409 名確診者留醫，當中 183 人為新增患者，另有 117 人康復，當中
110人出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東亞盃 19
演的揭幕戰，港隊面對世界排名高出 121 位的
嚴重，合共21名病人情況嚴重
主日本，入籍門將保羅大出洋相，全場以
0：
足主教練真高域賽前向隊
◆新增5名病人入院篩查確診，6名病人及員工列為密切接觸者
◆外流的權敬
1,409
名新冠肺炎確診病人留醫，當中 183 人是新增染疫個案；部分病房再出現群組感染，其中沙田醫院外
負，寫下歷屆決賽周最懸殊比分，也是主帥安達
原將帶領韓國
員呼籲，今屆賽事只求做
任後最大敗仗紀錄。同日女足賽事，日本娘子軍
科病房一名病人早前確診，院方其後再發現多
3 名同房病人及 4 名員工確診。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關慧敏 25 日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隊出擊。
隊出擊
。
2：1力克韓國，男、女隊同樣旗開得勝。
好自己，踢出風格，把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上周起已安排所有要照顧較高感染風險病人的醫院員工，須每周接受兩次核酸檢測，有見措施
法新社
港隊今仗起用了保羅把關，中超腳勞烈斯首次
與強敵對賽機會，吸收經
能夠及時識別確診個案，本周會擴至精神及療養科病房，而所有病人在入院第一及三天都要接受核酸檢測。她表示，正考
大港腳正選上陣，與隊長謝家強合作鎮守中路，左後
驗成長。
慮加強探病人士的核酸檢測要求，會參考社署做法，但強調不會“一刀切”暫停探訪安排。
換上了梁冠聰。這條全新搭配的防線尚未站穩陣腳，
鐘已被相馬勇紀彎入自由球攻破。
◆香港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港隊中前場沿用亞洲盃出線骨幹，但在對手前場
記者 黎永淦
下，除了比賽早段之外，難以有效組織攻勢。6分鐘先有
銘禁區頂起腳偏出，12 分鐘茹子楠右路後上第一時間窩
為新增確診個案。留院病人當中，新呈報5名病
醫管局上周已安排在腫瘤科及血科病房工作等
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又同樣不中門框，之後局勢便漸漸演變成攻防戰。
人危殆，現時合共有 30 名病人危殆，其中兩人
須照顧較高感染風險的員工，每周接受兩次核
君表示，香港 25 日新增 3,906 宗本地及
山根視來右路傳中，町野修斗在兩名港隊中堅之間頂成
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酸檢測。她指過去一周效果理想，能及時找出
224 宗輸入的新冠肺炎個案。輸入個案當中，6
另外，新增 5 名病人在入院篩查時確診，6
一些確診個案，本周起會將該措施擴展至精神
個地方超過 10 宗新增個案，以英國的輸入個案
0。日本今仗派出多位新晉國腳上陣，首次上陣的西村拓真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25 日
名同房病人或員工屬密切接觸者要接受檢疫。
科及療養科病房。
最多，達 44 宗。本地個案方面，共有 3 間安老
鐘把握港隊解圍失誤，禁區內射成 3：0，完半場前 5 分鐘
呈報的
3,906 宗新冠肺炎本地確診個
此外，沙田醫院一個外科病房一名 75 歲男病人
此外，所有入院病人在入院後第一及第三
院舍及 3 間殘疾院舍呈報新增個案，合共 9 人染
冷箭再次收死保羅，港隊半場已落後0：4。
案當中，多達
1,112 宗為學校呈報個
於本月 23 日確診，經追蹤調查後發現多 3 名年
天都要接受核酸檢測，如找出確診病人會即時
疫，其中愷悅弱智人士之家陸續有4人確診，同
下半場安達臣換入賽前不足 24 小時歸隊的陳俊樂及

案，屬單日新高，另有
8 間學校的個
齡介乎 69 至 83 歲男病人及 4 名員工於 25 日確
隔離及作跟進治療。
層其他人士均要接受檢疫。張竹君指，本港涉
傑，換走鞠盈智及梁冠聰，可惜第
2 次代表港隊上陣的
別班級需停課一周。衞生署衞生防
診，正調查當中的關聯。她指相關患者全部病
另外，她指醫管局正探討加強探病人士的
及 BA.2.12.1 變異病毒株的個案有上升趨勢，目
醜態百出，多次出現出迎失誤、接球甩手等低級犯錯，
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25 日在
情穩定，已轉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接受隔離治
核酸檢測安排，會參考社署的探訪要求。她表
前佔所有個案的比例為 2.7%，懷疑 BA4 或 5 則
隊再於 55 及 57 分鐘由相馬勇紀及町野修斗連下兩城，
疫情簡報會上表示，九龍華仁書院之前已有一班需停
療，有關病房所有員工及病人須進行病毒測
示，明白收緊措施可能為病人的家人帶來不
維持約1.4%。
6：0大勝。
課，25
日再增十多人確診，他們涉及排球班與歌唱



國足

香

日香港再多 4,130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當中 3,906 屬本地個案，

( 另新增
於今次比賽領軍出戰的國
3 名患者離世，其中兩人來自院舍。香港醫管局表示，目前有

東亞盃首戰惡鬥韓國

◆新增5人危殆，合共有30人危殆，當中2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新增2人

防校內大爆發
師生宜每日快測

望踢出風格特點

試，該病房暫停接收新症及探訪安排。
便，“如病人情況嚴重，必定會彈性處理，例
她重申，不少居家的長者未曾接種新冠疫
班，形容為近期較大規模的校內傳播。她指出，整體
如探訪者可先做快測，再補做核酸。”她表
苗，呼籲他們盡快接種，以減低一旦確診出現
入院者須首日第三日檢測
學校呈報個案趨勢與社區的情況相若，認為師生每天
示，明白探訪安排對病人康復非常重要，故暫
嚴重病情，甚至死亡的風險。
有明顯差距：“我們是一支年輕的隊伍，對手則是
盃決賽周練兵。韓國隊以上屆賽事最有
於今屆東亞盃並非安排在國際賽期內作戰，東
快測可有效阻止學校的大型爆發，而大部分學校只要
時未有計劃“一刀切”暫停探訪安排，但呼籲
關慧敏匯報公立醫院的情況時指出，目前
關慧敏表示，關注近期院內出現多宗感染
為卡塔爾世界盃備戰。但今次是一項重要的大型賽
價值球員、現效力俄超魯賓卡山的黃仁
道主日本、韓國及國足都未能徵召海外國腳助
個別班級停課亦沒有再出現新增個案。
有感染風險者，如非必要盡量減少進入醫院。
有
1,409
名新冠肺炎確診病人留醫，當中
183
人
個案，目前除了所有醫院員工要每日快測外，
事，我們的球員是未來的生力軍，與強隊比賽的機
範，及日職大阪飛腳後衛權敬原帶領一班
陣，正好為一班在本土聯賽有出色表現的球員提供
張竹君指出，由於之前數天是假期，25 日共有
會非常重要，我們主要的就是集中自己，打出自己
韓職球員參戰，當中趙賢祐及洪喆等則為
一次大賽機會。相比起正煩惱於為年底世界盃決賽
649 間學校合共呈報 1,112 宗感染個案，涉及 941 名學
風格，把握今次難得機會吸收經驗成長。”內地亦
俄羅斯世界盃決賽周舊將。不過賽前李尚珉
周找出最佳人腳的日、韓兩國，主帥真高域的目
生及 171 名教職員，其中 233 宗是 25 日驗出確診。累
有聲音指，能否打敗港足，是國足今屆東亞盃成績
由於對新冠肺炎檢測呈陽性反應，已退出大
標，就是要求球隊能踢出自己風格特點。
計之前 7 天，合共 430 間學校出現兩宗或以上個案，
的重要考量。
軍名單，由朴志洙取代；金英權亦因腸胃炎退
國足今次陣容基本上以 U23 球員為主，只有蔣
其中 8 間學校個別班級要停課一周，分別為仁濟醫院
隊，要由李在翊頂上。
羅陳楚思小學 4B 班 25 人中有 3 人確診；順德聯誼總會
光太及譚龍兩名超齡球員，平均年齡只有 22.6 歲，
韓國為世界盃決賽周練兵
李兆基中學 1A 班 31 人中有 4 人確診；聖羅撒學校 4B
保羅賓圖表明：“2019 年時我們有一星期
是4支參賽隊中最年輕一隊。
車及上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隨着從外地
班 30 人中有 3 人確診；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3B 班 25 人
備戰，今次時間沒那麼充裕，但我們會盡力而
韓國隊在過去 8 屆東亞盃贏了 5 屆，2019 年在保
國足現時世界排名比韓國低了 50 位，從雙方歷 這類的士只會接載抵港人士由機場前往指
◆香港足總 19 日於旺角鬧市放置大電
抵港人數增多，由香港國際機場前往指定檢疫
中有
3
人確診，同校
5C
班
26
人中有
3
人確診；嗇色園
為，希望再次贏得冠軍，更重要就是要考察世界盃
羅賓圖帶領下完成 3連冠，今屆負有衛冕之責，但對
定檢疫酒店，不會接載乘客往其他地方或接載
酒店的點對點交通服務需求相應上升。香港特
史交手往績來看，韓國更以
20 勝 13 和 2 負全面佔上
播球賽，並邀得顏樂楓及余煒廉出席與
主辦可藝中學2C班26人中有4人確診；將軍澳官立中
其他乘客，有關的士會在車身顯眼位置張貼特
區政府 25 日宣布，新增自費的“點對點”的士
陣容。”
於這位葡萄牙主帥來說，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為世界
風，真高域承認，國足無論經驗及整體實力與對手
互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
學 3C 班 35 人中有 5 人確診；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5B 班
定綠色標記以資識別。政府發言人表示，為防
及貴賓專車服務，使抵港者除了可以選擇原有
21 人中有 4 人確診；以及啟思小學 1A 班原已停課，再
疫抗疫需要，乘客必須使用後排座位，前座乘
的免費交通服務，還能自費搭乘專用的的士及
呈報多一名學生確診，而同校 5A3 班的 23 人中，有兩
客座位不會接載乘客。
貴賓車由機場前往檢疫酒店，以期縮短他們等
名學生及一名老師確診。
另外，現時約有 10 間指定檢疫酒店安排自
候交通的時間，特區政府並已提升現有的免費
另外，九龍華仁書院5Y班原本27名學生中有3人
費的貴賓專車服務，政府已為指定檢疫酒店的
點對點交通服務。香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
◆共有100輛的士參與，每程最多接載3名抵港
確診，本已停課，25日新增一名學生確診，累計4人染
士營辦商、提供貴賓專車服務的指定檢疫酒店
雄表示，指定檢疫酒店的士由每日早上8時至翌
乘客。
疫。
日凌晨
2
時提供服務，共有
100
輛的士參與，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香港“劍后”和司機提供防疫抗疫指引，司機須穿上防疫裝
萬化的比賽。我在二月份亞洲利曼錦標賽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兩名香港賽車
另外，該校再呈報多十多名學生確診，涉及排球
備，並須在完成每程後徹底清潔和消毒車輛。
程最多接載 3 名抵港者，司機每日額外獲發
境大堂所有指定交通服務路線均有清晰的指示
江旻憓（Vivian）在埃及時間18日，出戰於開羅舉
戰車的脾性，車隊和隊友也於上月官方試車
代表許建德及區天駿，落實參加年度最大型的GT
班及唱歌班，現時排球班共有
4 人確診，歌唱班中班
1,500 元津貼，25 日開始試運，特區政府會視乎
牌，服務營運商亦已增加人手協助候車乘客，
行的世界劍擊錦標賽，結果 Vivian 最終雖於 4 強不
了很多技術改善和戰略調整，務求比賽中遇
免費交通路線增至18條
賽，比利時斯帕 24 小時耐力賽（24 有
Hours
of
11
人確診，高班則有
4
人確診。張竹君指唱歌班中
需求調整服務時間及的士數目。
並正進一步研究如何善用資訊科技提升整體服
敵韓國劍手宋世羅，但仍獲得一面銅牌。
強。”
Spa）。
班及高班曾於本月
20 日一齊唱歌，雖然他們都有戴口
經運輸及物流局協調下，的士業界以試辦
務水平。
此外，香港醫務衞生局已要求指定交通服
世界排名第
7
位的
Vivian，在今屆比賽可直接
另一參賽香港車手許建德，在 2021 年
許
建
德
（Jonathan）
將
代
表
Sky
Tempesta
罩，但懷疑因此出現感染；而排球班活動時則沒有戴
形式安排 100 輛的士由 25 日起為抵港人士提供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指出，
務營運商按指定檢疫酒店的數目及分布、抵港
於正賽
64
強“起步”，並輕鬆擊敗西班牙劍手卡
口罩。她說，該校
5Y
班 4 名確診者當中，其中一人為
成功為香港贏得第一個
GT 世界挑戰賽歐
Racing
參加金盃賽（Gold
Cup），區天駿（An由機場前往指定檢疫酒店的接載服務，乘客須
由於只有機管局才能確定有多少旅客抵港，要
人士的數量等，適當調整免費的專車服務的班
唱歌班成員，其他確診者來自約
11
個班別，每班約一
拉查晉級；到
32
強戰，Vivian
遇上了重大考驗，
（GT World Challenge Europe）年度總冠
tares）則代表 Herberth Motorsport 爭奪 Pro-Am
按錶繳付車費及隧道和行李等其他適用的附加
觀察數天了解使用比例，再決定是否增加參與
次和路線，提升運送率。該局本月初開始，已
至兩名學生，均是排球班或唱歌班，相信群組是課外
面對瑞士劍手安祖蓮妮，Vivian在一度落後下，苦
費。如抵港人士有意使用服務，可在完成入境
的車輛數目。有參與計劃的的士司機認為，由
將由機場前往指定檢疫酒店的免費交通服務路
標，取得耐力賽盃 Pro-Am 組別的冠軍。去
盃。
活動引起，已要求排球班及歌唱班的學生暫時不要上
追至“決一劍”才僅以15：14險勝。
手續及認領行李後通知入境大堂的工作人員，
於會穿上保護衣，加上乘客都已通過檢測，較
線增至18條，每條路線途經3至5間酒店不等，
與 英 國 車 隊 Sky Tempesta Racing 達 成 此
這兩位港將將會是超過 200 名來自不同國家
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並按指示前往乘搭指定檢疫酒店的士的位置候
平日“接街客”更安全，故不害怕會受感染。
在 16 強，Vivian 對戰於上年東京奧運獲得團各車程均不會超過兩小時。另一方面，機場入

由

增的士接機 點對點送檢疫酒店

4強不敵韓國劍手 江旻憓摘世錦賽銅牌

體賽金牌的愛沙尼亞選手卡柏，雖然面對強手，但
Vivian卻有出色表現，在大部分時間領先下贏15：
11再下一城。至於8強對上前“一姐”、意大利選
手瑪娜，Vivian則和對手互有領先，結果在再次要
“決一劍”下，Vivian 以 12：11 險勝，順利闖入
準決賽，按賽例穩奪一面獎牌。

◆江旻憓（右二）獲得銅牌。

FIE圖片

可惜的是，Vivian 在 4 強戰面對世界排名第 3
的韓國劍手宋世羅，Vivian雖一度於過程中追平，
但宋世羅在尾段的表現較出色，令 Vivian 以 9：14
落敗，只能繼2019年世錦賽後，再度獲得銅牌。

香港兩車手赴比利時參戰耐力賽

及地區參賽的僅有香港代表。連續進行24小時的
耐力賽，將在7月28至31日舉行。
挑戰 Pro-Am 盃的區天駿今次將加盟德國車
隊Herberth Motorsport。
區天駿表示：“我很高興第 3 次參加斯帕 24
小時。累積前兩屆實戰經驗，我和隊友 Jaxon、
Dylan 及 Kevin 會揮出 100%力量，應付這場千變

舉，今季亦再度為該支車隊參賽。
許建德表示：“這是我個人第 4 次參加
24小時賽，看來亦將會是最具挑戰的一次。
的金盃賽已被認為是競爭極其強烈的組別，
參賽車手實力都非常強，再加上會有合共超
部賽車參賽，能夠避開所有不利狀況順利完
致勝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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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華美南分會訂於8月14日下午假僑教中心展覽廳舉行會員聯誼及講座
本世華美南分會
訂於 8 月 14 日(星期日)
下午二時至四時假僑
教中心展覽廳舉行會
員聯誼及講座
『愛美』 是人的
天性，在事業上、在
人與人交往當中，擁
有亮麗的外表，不僅
有自信，更往往成為
那成功背後的推手。
八月十四日(星期
日)下午兩點到四點，
假休士頓華僑文教服
務中心展覽室邀請您
和朋友、家人來參加
由世界華人工商婦女
企管協會美南分會舉
辦的 8 月份會員聯誼/
講座 「凍齡的秘訣是
什麼」 ，透過專業、
輕鬆及有趣的講座分
享，協助您更了解自
己、保持青春活力，
讓妳和女兒看起來像
姐妹，或比同齡人小
一輩的獨家美麗秘密

。
主講者是世華美
南分會會員，任職於
是 Houston Surgical
Associates 以 及 旗 下
的 The Total You
Medical Spa 執行主管
盛雪助理醫師教妳逆
齡的方法，如何讓皮
膚保持水嫩彈性不下
垂、哪些不動刀的微
整醫美療程適合亞洲
人、分析現今流行的
醫美的優缺點等等。
盛雪醫師會帶來
相當多的好禮大獎及
伴手禮送給前來參加
的朋友們，還有主辦
單位的豐富抽獎禮物
，提供精美點心茶點
。錯過可惜！
世華美南分會會
員免費，非會員$10。
請立即報名何真會長
： 832-866-3333: 孫
玉
玟
監
事
281-777-7783。

重返校園大型節目
星期五，八月 12th 2022
時間：下午 5：30-8：00/地點：Landmark Community Center(置
地社區中心)
位址：100Louisiana St. Missouri City, Tx 77489 (100 路易斯亞納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2022 年 8 月份會員活動
新舊會員換証: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 8 月 6 日星期六上午十
點至十二點、僑教中心 108 室辦理。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辦
理。
I.第三季會員慶生會: 8 月 20 日、星期六、下午 1:30 假僑教
中心大禮堂舉行。 7、8、9 月生日的“壽星”和“非壽星”會員
請於 8 月 4 日至 8 月 17 日、週一至週五上午 10:00 點至 11:30 到
僑教中心 102 室憑有效會員証報名登記領取入場劵。並可填表預
先登記注射流感疫苗, C 型肝炎和 B 型肝炎的篩檢。我們將會為
“壽星”準備禮物和蛋糕一份。 “非壽星”會員可領取禮物一
份。我們必須預先知道人數以便準備足夠的數量。如果沒有預先
登記恕當天就不能領取禮物或蛋糕。這次的慶生會的主題是“保
持身體健康”。
1)當天我們邀請 Walgreens 到現場為大家注射流感疫苗。避
免因流感的來襲而生病或生命的威脅。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休城工商

聖密蘇里城， Tx 77489)
通過贈品驅動
免費背包 /學慣用品/個人衛生用品
免費理髮券/雜貨/免費 covid 檢測/免費 HIV 檢測
抽獎贈品/供應商
先到先得！立即註冊！back2schoolmegafest.eventbrite.com
有 關 贊 助 ， 捐 贈 和 更 多 資 訊 ， 請 聯 繫 Debra Kinn： dkinn.
accc@gmail.com/346-521-6918

更應提早預防。
2)以及邀請光鹽社到現場為
大家篩檢 C 型肝炎和 B 型肝炎
。提早預防守護肝健康。肝臟
是沉默的器官、肝病早期通常
沒有明顯症狀、一旦有症狀時
、大都已至肝病的晚期。如慢
性肝病、肝硬化及肝癌等、有
8 成的肝癌發生是由 B、C 型肝炎所造成。
II. iPhone & iPad Class I: 將於 8/3/2022 開班到 9/2/2022 每
週三和週五上午 10:00 至 12:00 上課。你可知道 iPad 和 iPhone 設
置的所有功能嗎? 當手機有問題如何找出問題所在?如何節省手
機的貯存量? 如何在 iPhone 設定緊急聯繫人? 每一個應用軟體都
須要經過設置去調整。你知道多了? 這課程將幫助你了解數碼技
術並逐步引導你認識裝置的所有功能、如何操控設置、協助你迅
速掌握訣竅。讓設置隨時處於最新狀態、並純熟地使用你的 iPad
和 iPhone。這是使用 iPhone & iPad 最重要的課程。
III. 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會員參加。報名請於指定日期
上午十點到十二點、憑有效會員証到僑教中心 102 室排隊報名繳
費。請隨身帶備 ID、健康保險卡、穿舒適便鞋、或運動鞋、陽
傘或帽子、別忘了帶相機。
•2022 年 8 月 13 日,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7 月 28 日,星期四

上午十點開始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30 元。名額有限、請儘
早報名。行程更改如下：
上午 8:20--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8:30 準時出發、過
時不候。下午 6:00 回到僑教中心。
上午參觀 Spindletop-格拉迪斯城市博物館 。這是當年開發
油田的城市。你可走進一家又一家舊時代的房子、可看到裡面，
有當時期適當的家具，日常使用的項目包括; 打印機商店，商品
商店，郵局等，它有每個年齡段層的東西。你可以看到很多有關
一個精彩時代的概述，非常值得一遊。
下午參觀德州能源博物館、講述德州石油的多彩故事。該博物館
收藏了與 Beaumont 和德州東南部油田相關的歷史照片、地圖和
其他材料。從石油的地質構造到現代煉油化學，探索迷人的石油
科學技術世界。探索德州石油的歷史，以機器人角色分享他們
對 1901 年 Spindletop 噴油器的冒險經歷。
IV. 雙十國慶野外踏青同樂日。由國慶籌備會主辦、多個社團共
同協辦。
日期: 9/17/2022 上午 11:00 至下午 3:00
地點: SLAMP-Pavilion, Sugar Land Memorial Park
(15300 University Dr., Sugar Land, TX 77479)
收費: $10 /person (含午餐餐盒)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員, 請於 9/1 前報名繳費。日期: 週二至週五
上午 10:00 至 11:30, 僑教中心 1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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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費買紅酒 北市勞動局長陳信瑜涉貪20萬元交保
台北市勞動局長陳信瑜因 2020 年、2021 年
間 4 度以首長特別費向她丈夫所創辦的 「異象」
國際公司購買以色列品牌紅酒，金額約 5 萬元，
由於檢調懷疑她涉嫌不實使用及核銷情事，涉犯
《貪汙治罪條例》、偽造文書等罪，27 日兵分 2
路搜索異象公司等地，約談陳女、丈夫張師齊、
溫姓前機要祕書等人。檢方 28 日諭知陳 20 萬元
交保。
陳信瑜被移送地檢署時，被媒體問及是否受
到打壓？她只說， 「大家辛苦了」 ， 「記得要報
加班費」 ；交保後被媒體問到是否感到委屈？她
嘆氣說， 「先回家休息，謝謝、謝謝，但還是尊
重」 ，隨即搭車離去。
另張男人在高雄，經調查局訊後，檢方以視
訊方式複訊；溫姓機要則為證人，訊後請回。
陳女另遭檢舉洩漏《鏡電視》員工清冊與投
保資料，因北市政風處調查認定勞動局有 「高度
外洩疑慮之違失」 ，北市議會依據政風報告向北
檢告發。因此檢調亦一併查明陳女是否涉犯《個
資法》、《刑法》洩密罪。

檢調懷疑，陳女自 2020 年、2021 年間以贈
與社團及員工尾牙慰問摸彩禮品名義，分別以首
長特別費 4 度向丈夫所創辦的異象公司購買紅酒
，金額約 5 萬元，另陳女疑似還用特別費去吃韓
式燒烤、到家樂福購買生活用品，過程疑涉不實
使用及核銷等弊端。
其中陳女去年核銷 2 筆紅酒費用金額 1 萬
5750 元、1 萬 8900 元，均超過法定 1 萬元額度，
2 筆費用共超過 1 萬 4650 元，陳女已因違反《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繳交罰款。
陳女日前在議會報告時強調，特別費在 1 萬
元內，可向任何人購買商品，包括家人，並稱會
向異象公司購買紅酒是因 「專利跟唯一」 ；陳並
在臉書發文指丈夫自揹負家族負債後，只是個受
僱勞工。她因超出 1 萬塊額度購買尾牙商品，向
社會道歉。
陳爭議不斷，另遭爆料為副市長黃珊珊 「助
選」 行政不中立，還爆出以標案圖利前機要等諸
多爭議情事。

疑包庇私娼寮 內埔警遭搜索聲押
內埔警分局員警驚爆包庇轄區私娼寮風紀案
件，經屏東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大規模搜索涉案
人員處所，查扣相關跡證，發現包括 1 名現職員
警與 2 名退休官警涉案情節重大且有串證之虞，
訊後向屏東地院聲請羈押。
據了解，曾任內埔警分局一組林姓組長，因
業務內容涉及查緝私娼，與利姓退休員警及程姓
員警涉嫌向業者洩密，至於涉案程度與相關案情
，辦案人員以偵查不公開，低調不回應。
由於內埔轄區私娼寮主要集中在屏東榮家附
近的長青巷及河南巷一帶，是內埔警方長期治安
查察重點；當地民眾透露，早期屏東內埔榮民之
家全盛時期高達 7、8000 人，加上鄰近萬金營區
，因運而生的需求成就私娼寮一條街，在地已有
長達 50 年歷史。

但後來隨著榮民人數逐年凋零，加上阿兵哥
人數漸減，使得生意開始黯淡，不過業者為了求
生存，開始引進大陸、越南及泰國等東南亞女子
，不僅敢玩、又能喊價，在口耳相傳下又重新打
開知名度，生意好的時候，每到晚上就能看到燈
火通明，多半都是來自外地的尋芳客。
有民眾透露，消費價格根據女子年紀而有不
同，從 400 元至 1400 元以上不等，短短 20 分鐘
時間，讓不同消費階層的客群有更多選擇，因此
常常看到鐵欄杆內的沙發，坐著身著清涼女子，
只要有人經過，手指比畫一下，談妥價錢就能入
內消費。
畢竟有需求就有供給，過去幾年疫情期間查
得嚴，曾經沒落一陣子，但當地民眾直言，除非
全部拆掉，否則不可能完全消失。

桃園航空城安置住宅 拚後年交屋
桃園航空城開發進入新里程碑，搬遷戶陸陸續續遷出，可選
擇安置街廓配地建屋或選購安置住宅，4 處安置住宅基地 27 日聯
合動工，將興建 1924 戶，房型 55 至 25 坪不等。鄭文燦表示，
安置住宅生活圈緊鄰捷運站周邊，生活機能佳，預計 2024 年 9
月交屋入住。
住宅發展處長莊敬權指出，區段徵收 10 處工程全開工，其

國寶畫家陳景容 慨捐屏大5000萬畫作
高齡 89 歲的台灣國寶畫家陳景容 27 日獲
邀參加屏東大學 「陳景容美術館」 開幕儀式，
他大方捐出 40 餘件嘔心瀝血的藝術傑作，市
價超過 5000 萬元，成為屏大建校以來最大筆
的藝術捐贈，為校園藝術典藏與教育貢獻開啟
新的一頁。
陳景容 2005 年於梵蒂岡美術館向教宗若
望保祿二世呈獻嵌畫 「聖家畫」 ，由教宗親自
接見，被讚譽為 「心繫台灣的本土畫家」 ；長
期旅居法國的他，除是法國藝術家獨立沙龍會
員，更是台灣少數同時專精溼壁畫、馬賽克嵌
畫、油畫、水彩、素描、版畫等，多種媒材藝
術家，是公認台灣 「超現實主義」 先驅。
談起與屏東的淵源，陳景容打開話匣子表
示，自己 24 歲在鳳山陸軍官校當兵時，為持

續精進創作技巧，每個周末都搭火車來到當時
屏東師專，借用美術系教室進行素描及現場寫
生， 「踏進校園滿滿早期回憶」 。
促成此行的屏東大學校長古源光透露，過
去任職屏科大校長時，就曾邀請陳景容籌畫校
內美術館，隨著對方年事漸高，一直希望珍藏
作品能有永遠典藏的場所，才會成就這樁美事
。
考量屏大有美術相關科系，陳景容特地精
選包含油畫、水彩、木板畫、銅版畫、石版畫
、陶瓷版畫、粉彩、炭筆畫、溼壁畫等多元媒
材創作，他說，裡頭較多的基礎技巧呈現，且
各種技法都有，希望用心欣賞的學生都能從中
有所收穫。

中安置街廓提供 4100 個單元，每單元 100 至 160 平方公尺，落
實一里一安置讓民眾蓋屋，今年底完成配地，預計明年首季交地
，加速發照流程。
莊敬權說明，4 處安置住宅共有 1924 戶，地上樓層數不同
外，地下均為 2 層，A18 基地距高鐵站約 1 公里，共有 548 戶，
為地上 8 至 10 層建築，未來住戶可從春德路與永園路進出。A11

基地距桃捷坑口站 300 公尺，規畫 104 戶地上 10 層建築，將開
闢計畫道路讓進出更便利。
G17 基地在橫山站附近，地上 9 層建築共有 206 戶，因現有
巷道窄，將有計畫道路連接至中正東路。機場園區內的街廓 1、
2、3 安置住宅規畫 755 戶，街廓 5、6 則有 311 戶，皆為地上 7
層建築，同步開闢計畫道路連接大竹南路與宏竹路。

2022 年全美 TSA 大會於 7 月 3 日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圓滿落
幕。來自全美各地的 6,000 多名中學生參加了為期三天的會議
、 科 學 展 和 50 多 項 競 賽 活 動 。 攀 藤 數 學 學 院 (IvyClimbers
Math)今年組織學生參加比賽
Math)
今年組織學生參加比賽，
，戰果累累
戰果累累，
，獲得了設計和展示
類別的一等獎以及其他一些類別的決賽提名獎。
類別的一等獎以及其他一些類別的決賽提名獎
。 攀藤學院遲
晶達(Jingda
晶達
(Jingda Whatley)老師與獲獎團隊成員王子赫
Whatley) 老師與獲獎團隊成員王子赫(Zihe
(Zihe Lucas
Wang)、
Wang)
、 符嘉軒
符嘉軒(Victor
(Victor Fu-zhou)、
Fu-zhou)、 魚以沫
魚以沫(Shiney
(Shiney Yu)和王境寬
Yu) 和王境寬
(Cayson Wang) 與主辦方合影
與主辦方合影。
。

在全美享有盛譽的邁特澳利眼科手術中心 (Mattioli Vision ProProfessionals, MVP) 宣布加入 IQ Laser Vision，
Vision，聯合為在得克薩斯州
和加利福尼亞州的華人和華裔患者提供服務。
和加利福尼亞州的華人和華裔患者提供服務
。 2022 年 7 月 3 日
至 7 月 8 日 ， IQ Laser Vision 的創始人林殿凱醫生
的創始人林殿凱醫生(Dr.
(Dr. Robert
Lin)從加州來到休斯敦訪問
Lin)
從加州來到休斯敦訪問，
， 擴大推廣雷射視力矯正手術
擴大推廣雷射視力矯正手術(#
(#11
SMILE / Small Incision Lenticular Extraction)及植入式鏡片手術
Extraction) 及植入式鏡片手術
(#11 EVO ICL/Implantable Collamer Lens), 圖為林殿凱醫生
(#
圖為林殿凱醫生(Dr.
(Dr.
Robert Lin)與全職翻譯
Lin) 與全職翻譯 JennyLiu 與越裔商業地產翹楚 Danny
Nguyen 喜相逢
喜相逢，
，探討 Vision
Vision，
，釋疑解惑
釋疑解惑，
，攜手合作
攜手合作，
，期待未來
。

2022 年 7 月 9 日 ， 有四十年曆史的中美酒樓 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喜迎來自達拉斯的貴客
喜迎來自達拉斯的貴客。
。 陳漢斯
陳漢斯、
、 江震遠
江震遠、
、 黃琛
黃琛、
、
羅榮華、
羅榮華
、妙音等一起品嚐最新出水的鰣魚
妙音等一起品嚐最新出水的鰣魚，
，一邊交流書法藝術
，同時祝福李慶民的兒子李中原在 11 月大選勇往直前
月大選勇往直前，
，能順利
當選州議員。
當選州議員
。

2022 年 7 月 10 日，民主黨美國德州 26 選區候選人 Danial Lee 在
美國休斯敦華埠金冠海鮮大酒家喜慶自己的生日，
美國休斯敦華埠金冠海鮮大酒家喜慶自己的生日
，父親達拉斯
僑領、
僑領
、 企業家
企業家、
、 書法家李慶民率幹女兒 Kelly
Kelly、
、 休斯敦會所於
工、凱旋地產黑馬經紀人阿芳 Susan Chang 等一眾好友拿出特
大芒果蛋糕前來慶祝。
大芒果蛋糕前來慶祝
。

2022 年 7 月 13 日 ， 美國亞裔地產協會休斯敦分會 AREAA 在休
斯敦中城 River Oaks 區最著名的餐廳之一 Season 52 舉行月會
舉行月會。
。
圖為會長 Dan King 介紹正在競選休斯敦地產協會 HAR 理事的
最大房地產經紀人事務所(LARGEST
最大房地產經紀人事務所
(LARGEST FIRMS,220
FIRMS,220 以上經紀人
以上經紀人))代
表 Peggie Pentecost 和 中 型 房 地 產 經 紀 人 事 務 所 (MEDIUM
FIRMS,55-24 經紀人
FIRMS,
經紀人))代表 Susan Annoura。
Annoura。

2022 年 7 月 14 日 ， 休斯敦亞商會舉行女性領袖系列午餐會
休斯敦亞商會舉行女性領袖系列午餐會，
，邀
請四位在美國主流電視台擔任主播和記者的女性介紹自己的職業
生涯。
生涯
。圖為亞商會項目主管 Paul Gor 上台介紹演講嘉賓
上台介紹演講嘉賓。
。

德州本地新聞

2022 年 7 月 13 日，美國亞裔地產協會休斯敦分會 AREAA 在休斯敦中城 River Oaks 區最著名的餐廳之
一 Season 52 舉行月會
舉行月會。
。圖為房地產經紀人 Amy Shao、
Shao、Ada Wang、
Wang、悅己
悅己、
、Mia 及部分會員合影
及部分會員合影。
。

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www.famehall.com www.zzi.net

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
2022 年 7 月 15 日，世界名人網資深副總裁黃琛現場專訪了剛剛
盛大剪彩開業的浙商翹楚、
盛大剪彩開業的浙商翹楚
、 凱蒂超市
凱蒂超市(Katy
(Katy Supermarket)董事長
Supermarket) 董事長
黃敏先生，
黃敏先生
， 介紹最新優惠
介紹最新優惠，
， 歡迎闔家光臨
歡迎闔家光臨。
。 據悉
據悉，
， 凱蒂超市
(Katy Supermarket)以時鮮雜貨
Supermarket) 以時鮮雜貨，
， 品種齊全著稱
品種齊全著稱，
， 對凱蒂地區華
人就近購買自己喜歡的東方食品是一大福音。
人就近購買自己喜歡的東方食品是一大福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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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獨家牽引療法！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
車，如果出了車禍怎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
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 CT、胸腔 CT
、腹腔 CT 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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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幫你免費
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

單！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
，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生
，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疼痛 80%
！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採用推拿
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
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 A 先生，45 歲，由於是一直從事體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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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一側
臀部肌肉開始萎縮。後來
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
，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

很多，一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
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一個人。再治
療一個療程，症狀基本消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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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繫
，不光治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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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頭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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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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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採用牽引療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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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一至五全天。

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
發動機保養秘訣
發動機是汽車的“心臟”，那麼
平時車主要從哪些方面保養好愛車的
“心臟”呢?
1.按照汽車廠家的要求使用適當
質量等級的潤滑油。
2.定期更換機油及濾芯。任何質
量等級的潤滑油在使用過程中油質都
會發生變化，為了避免故障的發生，
應結合使用條件定期換油，並使油量
適中。
3.保持曲軸箱通風良好。現在大

部分汽油機都裝有 PCV 閥，但竄氣中
的污染物會沉積在 PCV 閥的周圍，可
能使閥堵塞。因此，須定期清除 PCV
閥周圍的污染物。
4.定期清洗曲軸箱。發動機在運
轉過程中，燃燒室內的高壓未燃燒氣
體、酸、水分、硫和氮的氧化物經過
活塞環與缸壁之間的間隙進入曲軸箱
中，與零件磨損產生的金屬粉末混在
一起，形成油泥。因此，應定期清洗
曲軸箱，保持發動機內部的清潔。

5.定期清洗燃油系統，控制積炭
的生成，能夠使發動機保持最佳狀態
。
6.發動機水箱生鏽、結垢是最常
見的問題。鏽跡和水垢會限製冷卻液
的冷卻系統中的流動，降低散熱作用
，導致發動機過熱，甚至造成發動機
損壞。所以要定期清洗水箱，除去其
中的鏽跡和水垢。
7.保養三濾：三濾是指空氣濾清
器、機油濾清器及汽油濾清器。三濾

在汽車發動機上對空氣、機油和汽油
起著過濾作用，從而對發動機起到保
護作用，同時也提高了發動機的工作
效率。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OB/GYN
and Women’s Health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eannette Ouyang-Latimer, M.D.
Infectious Disease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West Grand Parkway Clinic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to schedule a same-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River Oaks Clinic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Huma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and these Medicare Advantage plans:
KelseyCare Advantage, WellCare Texan Plus, Aetna Medicare Advantage, and Humana Gold Plus.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kelsey-seyb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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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穎父子死裏逃生
幸獲途人合力救出
國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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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駕自撞橋墩車頭焚毀

杭州亞運會改於明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日舉行
據第 19 屆亞運會組委會
消息，經有關方面協商一致，
並經亞奧理事會執委會批准，
杭州 2022 年第 19 屆亞運會將
於 2023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日舉行。
第 19 屆亞運會原計劃於
2022 年 9 月 10 日至 25 日在杭
◆林志穎兒子由途人協助抱上救護車擔架。
州舉行，但因新冠疫情於今年
5月6日宣布延期。
杭州亞組委方面表示，將

◆杭州亞運將改於明年舉行
杭州亞運將改於明年舉行。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47 歲台灣藝人林

◆ 林志穎的弟弟林志鑫
林志穎的弟弟林志鑫(( 右) 和
經理人22
經理人
22日傍晚召開記者會
日傍晚召開記者會。
。

志穎 22 日上午於桃園市蘆竹區中正北路駕駛時遇

上交通意外自撞分隔島受傷，由熱心途人發現將

在亞奧理事會和中國奧委會的
指導下，與有關各方共同努
力，按照確定的舉辦日期全面
做好籌辦工作，呈現一屆“中
國特色、浙江風采、杭州韻
味、精彩紛呈”的體育文化盛
會。
亞洲奧林匹克委員會
(OCA)方面表示，期待 2023 年
9 月在杭州舉行有史以來最好
的亞運會。
◆中新網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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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臉鮮血躺於地上，一度無法說話，兒子亦受輕
“ 中 國
傷。林志穎的胞弟林志鑫在記者會表示，感謝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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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穎救出車的民眾，林志穎目前狀況穩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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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兩三天將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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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佳（左）是役欠缺發
被卡在車內的林志穎與其 6 歲兒子救出，車頭之後

更迅速起火，場面千鈞一髮！被救出後的林志穎
◆杭州亞

悉車禍發生時間為22日上午10時50分，一輛白色Tesla
於桃園市中正北路失控自撞橋墩分隔島，由於事故發生
於工地旁，現場工人及途人見狀合力打開車門救出被卡在車
內的林志穎父子，而車頭隨後於短短 5 秒起火，且火勢猛
烈，車頭更燒到變成廢鐵。林志穎被拉出車外時頭部受傷，
臉及手位置多處骨折，滿臉鮮血，更一度無法說話；坐於副
駕駛座的 6 歲兒子則臉部擦傷及受到驚嚇。2 位傷者被一同
送往林口長庚醫院接受治療，其後林志穎媽媽、太太陳若
◆朱辰傑是國家隊少數有大
儀、2位弟弟及妹妹均在醫院陪伴着林志穎兩父子。
間。

國腳經驗的球員。
國腳經驗的球員
。

法新社

足

警方稱林志穎酒測值為零

2022 東亞足球

錦標賽（東亞盃）男
足次日賽事上演中韓
大 戰 ， 世 界 排 名 78
位的中國國家隊（國
足）遇 上 28 位 的 韓
國隊，鑑於對賽往績

。
，火勢猛烈
自撞後起火
駕
座
的
穎
▲林志

中通社

吃虧，加上近況及整體

戰力也有明顯差距，將

綜合台媒報道，當地警方證實，經調閱監視器畫
面，林志穎駕駛的Tesla在車道回轉後，以不是很快的速
度往前行駛，但疑未注意車前狀況，自撞汽車和摩托車
分隔島，車輛起火燃燒、車頭燒成廢鐵，細節仍待調
查。 警方稱，林志穎酒測值為零。
據報，有份救出林志穎父子的工人彭裕弘稱，當
時全程目擊 Tesla 自撞，聽到“嘭”一聲後，趕緊跑過
去看，當時車頭有小微火勢，他趕緊先將小朋友拉出
來，再救出受困在駕駛座的林志穎。兩人被救出後，
Tesla 車頭旋即火勢變大並蔓延。還有目擊民眾對媒
體說，看到小朋友被救出來後沒有哭鬧，大人則臉
部有血。有消息指當日林志穎本來是帶 6 歲的兒子
Jenson去參加賽車比賽。

日本東亞盃贈港足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東亞盃 1
林志穎胞弟指兄傷勢穩定
演的揭幕戰，港隊面對世界排名高出 121 位
主日本，入籍門將保羅大出洋相，全場以
0
足主教練真高域賽前向隊
有指經理人及家人傍晚在林口長庚醫院舉行記
負，寫下歷屆決賽周最懸殊比分，也是主帥安
者會講述林志穎傷勢及意外經過，到 22 日下午 5
員呼籲，今屆賽事只求做
任後最大敗仗紀錄。同日女足賽事，日本娘子
時半林志穎弟弟林志鑫跟經理人現身記者會，經
2：1力克韓國，男、女隊同樣旗開得勝。
好自己，踢出風格，把握
理人表示無法代醫生說明傷勢，才以聲明稿說
港隊今仗起用了保羅把關，中超腳勞烈斯首
明，而聲明中提到林志穎有多處受傷及骨折，目
與強敵對賽機會，吸收經
大港腳正選上陣，與隊長謝家強合作鎮守中路，左
前由長庚醫療團隊進行手術評估中，病情暫時無
驗成長。
換上了梁冠聰。這條全新搭配的防線尚未站穩陣腳
法詳細說明。林志鑫亦表示感謝危難時救他哥哥
兒子
積極培訓
來
近
林志穎的熱心民眾，台灣就是有這麼熱心勇敢
鐘已被相馬勇紀彎入自由球攻破。
穎
志
◆香港文匯報
穿 ◆林
此前林志穎
的民眾，讓他平安送抵醫院，更透露其兄和侄
現
港隊中前場沿用亞洲盃出線骨幹，但在對手前場
發
on 賽車。
s
民
n
e
網
J
◆有
現場
與
錶
記者
黎永淦
◆被救
手
的
出後的林志穎滿臉
兒目前傷勢均是相對穩定，接下來兩三天將是
戴
和
下，除了比賽早段之外，難以有效組織攻勢。6分鐘先
衫
色
的黃
鮮血躺於地上。 中通
關鍵，也感謝醫療團隊及所有關心林志穎的民
着相同。
銘禁區頂起腳偏出，12
分鐘茹子楠右路後上第一時間
社
受傷男子衣
眾和歌迷們。
又同樣不中門框，之後局勢便漸漸演變成攻防戰。
山根視來右路傳中，町野修斗在兩名港隊中堅之間頂
0。日本今仗派出多位新晉國腳上陣，首次上陣的西村拓真
鐘把握港隊解圍失誤，禁區內射成 3：0，完半場前 5 分
冷箭再次收死保羅，港隊半場已落後0：4。
下半場安達臣換入賽前不足 24 小時歸隊的陳俊樂
傑，換走鞠盈智及梁冠聰，可惜第 2 次代表港隊上陣
經歷過低潮後，25 歲的他再度開啟車手生涯，赴
香港文匯報訊 林志穎除了是演
醜態百出，多次出現出迎失誤、接球甩手等低級犯錯
日向日本知名賽車手黑澤琢彌學賽車，甚至成立自己的
員、歌手，同時還是獲獎無數的賽車
隊再於 55 及 57 分鐘由相馬勇紀及町野修斗連下兩城
第一支賽車隊 ESSO JIMMY RACING TEAM，並於
手，也是台灣第一個參加國際頂級賽
6：0大勝。

於今次比賽領軍出戰的國

◆外流的權敬
原將帶領韓國
隊出擊。
隊出擊
。
法新社

東亞盃首戰惡鬥韓國

買入法拉利開啟賽車生涯 25 歲之齡成立第一支車隊

望踢出風格特點

26 歲之齡在珠海賽車場拿到其賽車生涯第一個冠軍，
事的車手。
同時多次刷新台灣龍潭 BMW M3 最快賽車單圈紀錄。
林志穎的賽車手生涯起自 23 歲，
有明顯差距：“我們是一支年輕的隊伍，對手則是
盃決賽周練兵。韓國隊以上屆賽事最有
及後他取得方程式賽車參賽資格，成為台灣首位國際方
於今屆東亞盃並非安排在國際賽期內作戰，東當年他買入人生第一輛法拉利，也是他第一部戰車，第
程式車手，兼勇奪“超級房車賽”四站冠軍之大滿貫佳
TIS 賽車場“超級跑車
為卡塔爾世界盃備戰。但今次是一項重要的大型賽
價值球員、現效力俄超魯賓卡山的黃仁
道主日本、韓國及國足都未能徵召海外國腳助一次投入賽車運動，參與龍潭
績。近年林志穎也不時會改裝愛車落場比賽。
事，我們的球員是未來的生力軍，與強隊比賽的機
範，及日職大阪飛腳後衛權敬原帶領一班
陣，正好為一班在本土聯賽有出色表現的球員提供賽”，即拿到季軍。不過翌年他就在賽車場上出嚴重車
林志穎將演藝事業與賽車手身份巧妙結合，出專輯也
禍，其右腳掌斷了三根骨頭，打了四根鋼釘固定，當時
會非常重要，我們主要的就是集中自己，打出自己
韓職球員參戰，當中趙賢祐及洪喆等則為
一次大賽機會。相比起正煩惱於為年底世界盃決賽
會晒出自己珍藏的超跑。林志穎的父親一開始最反對他玩
風格，把握今次難得機會吸收經驗成長。”內地亦
俄羅斯世界盃決賽周舊將。不過賽前李尚珉
周找出最佳人腳的日、韓兩國，主帥真高域的目他演藝事業也正處於轉捩點，陷入低潮，讓他領悟：
賽車，後來看到他交出漂亮成績單，也欣然接受，讓林志
“超越自己比戰勝別人更重要。”同年11月，林志穎參
有聲音指，能否打敗港足，是國足今屆東亞盃成績
由於對新冠肺炎檢測呈陽性反應，已退出大
標，就是要求球隊能踢出自己風格特點。
穎非常開心。林志穎的兒子Jenson亦遺傳了爸爸的愛車嗜
A 級越野賽 WRC 澳洲珀斯分站，成為台灣第一
的重要考量。
軍名單，由朴志洙取代；金英權亦因腸胃炎退
國足今次陣容基本上以 U23 球員為主，只有蔣加國際
好和天分。
個參加國際頂級賽事的車手。
隊，要由李在翊頂上。

由

光太及譚龍兩名超齡球員，平均年齡只有 22.6 歲，
是4支參賽隊中最年輕一隊。
國足現時世界排名比韓國低了 50 位，從雙方歷
史交手往績來看，韓國更以 20 勝 13 和 2 負全面佔上
風，真高域承認，國足無論經驗及整體實力與對手

韓國為世界盃決賽周練兵

韓國隊在過去 8 屆東亞盃贏了 5 屆，2019 年在保
羅賓圖帶領下完成 3連冠，今屆負有衛冕之責，但對
於這位葡萄牙主帥來說，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為世界

◆林志穎是獲獎無數的賽車手。
網上圖片

保羅賓圖表明：“2019 年時我們有一星期
備戰，今次時間沒那麼充裕，但我們會盡力而
為，希望再次贏得冠軍，更重要就是要考察世界盃
陣容。”

◆香港足總 19 日於旺角鬧市放置大電
播球賽，並邀得顏樂楓及余煒廉出席
互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

林愷鈴性格堅強 強調絕不會輕生
香港兩車手赴比利時參戰耐力賽
4強不敵韓國劍手 江旻憓摘世錦賽銅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洪金
寶、許鞍華、譚家明、袁和平、杜琪峯、
林嶺東及徐克七位殿堂級大導演聯手執導
的電影《七人樂隊》，21 日晚於九龍塘舉
行首映，除了一眾有份演出的演員包括張
達明、張錦程、林雪、龔慈恩、林愷鈴及
胡子彤等出席外，王丹妮、張達明、楊潮
凱、黃浩然、李司棋、姜大衛、李琳琳、
姜卓文、蘇麗珊、蔡穎恩、顧定軒及梁仲
恆等多位藝人亦有前往捧場。而盛傳婚姻
出現問題的苟芸慧，事前透過公關表示不
做訪問，到場後亦未有停下影相即匆匆跑
入場避開傳媒。
龔慈恩21日晚與女兒林愷鈴（Ashley）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香港“劍后”
江旻憓（Vivian）在埃及時間18日，出戰於開羅舉
行的世界劍擊錦標賽，結果 Vivian 最終雖於 4 強不
敵韓國劍手宋世羅，但仍獲得一面銅牌。
世界排名第 7 位的 Vivian，在今屆比賽可直接
於正賽 64 強“起步”，並輕鬆擊敗西班牙劍手卡
拉查晉級；到 32 強戰，Vivian 遇上了重大考驗，
面對瑞士劍手安祖蓮妮，Vivian在一度落後下，苦
追至“決一劍”才僅以15：14險勝。 ◆苟芸慧 21 日晚匆匆入
◆龔慈恩與女兒林愷鈴、兒子林卓毅現身
首映。在 16 強，Vivian 對戰於上年東京奧運獲得團
場。
體賽金牌的愛沙尼亞選手卡柏，雖然面對強手，但
◆江旻憓（右二）獲得銅牌。
Vivian卻有出色表現，在大部分時間領先下贏15：
11再下一城。至於8強對上前“一姐”、意大利選
手瑪娜，Vivian則和對手互有領先，結果在再次要
“決一劍”下，Vivian 以 12：11 險勝，順利闖入
準決賽，按賽例穩奪一面獎牌。

FIE圖片

可惜的是，Vivian 在 4 強戰面對世界排名第 3
的韓國劍手宋世羅，Vivian雖一度於過程中追平，
但宋世羅在尾段的表現較出色，令 Vivian 以 9：14
落敗，只能繼2019年世錦賽後，再度獲得銅牌。

提到本月初突然傳出她墮樓身亡的消
及18歲的幼子林卓毅現身首映，林卓毅表示因
息，其經理人公司立即出面否認，並直指
是姐姐第一套有份演出的電影舉行首映，所以
這傳聞只是惡作劇。Ashley卻沒有為此感不
想來支持她。龔慈恩即裝作生氣，他即說：
悅，反而覺得好搞笑，會用幽默眼光去看
“都支持媽咪。”身高六呎二的他，外形高大
萬化的比賽。我在二月份亞洲利曼錦標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兩名香港賽車
此事。問到媽咪可有被嚇到？Ashley 說：
健碩，平日愛打籃球，問他可有興趣步家姐後
戰車的脾性，車隊和隊友也於上月官方試
代表許建德及區天駿，落實參加年度最大型的GT
“當時媽咪看到新聞之後走進我房間，語
塵入行時，他表示未有去想。
了很多技術改善和戰略調整，務求比賽中
賽，比利時斯帕
24
小時耐力賽（24
Hours
of
氣好平
淡和我說‘喂，有人說你死
Ashley在《七人樂隊》演出袁和平（八
強。”
Spa）。
了’。”問到是否得罪人或招人妒忌才發
爺）執導的《回歸》，與元華有一段溫情窩
另一參賽香港車手許建德，在 2021
許 建 德 （Jonathan） 將 代 表 Sky Tempesta
生今次的惡作劇？Ashley坦言：“自問我都
心的爺孫情。Ashley表示拍攝該片時只有16
成功為香港贏得第一個
GT 世界挑戰賽歐
Racing
參加金盃賽（Gold
Cup），區天駿（An不是特別會社交及圓滑的人，我不會特別
歲，現在回看見到自己很多不足之處，但最
（GT World Challenge Europe）年度總冠
tares）則代表
Herberth Motorsport 爭奪 Pro-Am
去追究，人家的行為不會影響到自己的心
難得是可以跟元華及八爺兩位前輩合作。她
境。”她又稱本身性格好堅強，太熱愛生
表示戲中都有動作戲，對她來說很有挑戰
標，取得耐力賽盃 Pro-Am 組別的冠軍。
盃。
活，很多事未試過未玩過，故一定不會輕
性，因本身手腳不協調，幸得到元華老師、
與 英 國 車 隊 Sky Tempesta Racing 達 成 此
這兩位港將將會是超過 200 名來自不同國家
生。 舉，今季亦再度為該支車隊參賽。
八爺及武指很有耐性及專業的教導。
及地區參賽的僅有香港代表。連續進行24小時的

耐力賽，將在7月28至31日舉行。
挑戰 Pro-Am 盃的區天駿今次將加盟德國車
隊Herberth Motorsport。
區天駿表示：“我很高興第 3 次參加斯帕 24
小時。累積前兩屆實戰經驗，我和隊友 Jaxon、
Dylan 及 Kevin 會揮出 100%力量，應付這場千變

許建德表示：“這是我個人第 4 次參
24小時賽，看來亦將會是最具挑戰的一次
的金盃賽已被認為是競爭極其強烈的組別
參賽車手實力都非常強，再加上會有合共超
部賽車參賽，能夠避開所有不利狀況順利
致勝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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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亞運會改於明年
9月
2323
日至
1010
月月
8 日舉行
杭州亞運會改於明年
9月
日至
8 日舉行
在亞奧理事會和中國奧委會的
據第 19
屆亞運會組委會
在亞奧理事會和中國奧委會的
據第
19 屆亞運會組委會
指導下，與有關各方共同努
消息，經有關方面協商一致，
指導下，與有關各方共同努
消息，經有關方面協商一致，
力，按照確定的舉辦日期全面
並經亞奧理事會執委會批准，
力，按照確定的舉辦日期全面
並經亞奧理事會執委會批准，
做好籌辦工作，呈現一屆“中
杭州 2022 年第 19 屆亞運會將
做好籌辦工作，呈現一屆“中
杭州 2022 年第 19 屆亞運會將
國特色、浙江風采、杭州韻
於 2023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國特色、浙江風采、杭州韻
於 2023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味、精彩紛呈”的體育文化盛
日舉行。
味、精彩紛呈”的體育文化盛
日舉行。
會。
第 19 屆亞運會原計劃於
第
19
屆亞運會原計劃於
亞 會。
洲奧林匹克委員會
2022 年 9 月 10 日至 25 日在杭
亞 洲 奧 林2023
匹克
2022 年 9 月 10 日至 25 日在杭
(OCA)方面表示，期待
年委員會
州舉行，但因新冠疫情於今年
(OCA)方面表示，期待 2023 年
州舉行，但因新冠疫情於今年
9 月在杭州舉行有史以來最好
5月6日宣布延期。
9 月在杭州舉行有史以來最好
5月6日宣布延期。
的亞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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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標賽（東亞盃）男
2022 東亞足球

足次日賽事上演中韓
錦標賽（東亞盃）男
大 戰 ， 世 界 排 名 78

足次日賽事上演中韓

位的中國國家隊（國

大 戰 ， 世 界 排 名 78

足 ） 遇 上 28 位 的 韓

位的中國國家隊（國

國隊，鑑於對賽往績

日本東亞盃贈港足六球

足）遇 上 28 位 的 韓

吃虧，加上近況及整體

國隊，鑑於對賽往績

戰力也有明顯差距，將

日本東亞盃贈港足六

吃虧，加上近況及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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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力也有明顯差距，將
足主教練真高域賽前向隊
於今次比賽領軍出戰的國
員呼籲，今屆賽事只求做
足主教練真高域賽前向隊
好自己，踢出風格，把握
與強敵對賽機會，吸收經
員呼籲，今屆賽事只求做
驗成長。
好自己，踢出風格，把握
◆香港文匯報
與強敵對賽機會，吸收經
記者 黎永淦
驗成長。

◆香港文匯報

東亞盃首戰惡鬥韓國
記者 黎永淦

望踢出風格特點
東亞盃首戰惡鬥韓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東亞盃 19 日上
演的揭幕戰，港隊面對世界排名高出 121 位的東道
主日本，入籍門將保羅大出洋相，全場以 0：6 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東亞盃 1
負，寫下歷屆決賽周最懸殊比分，也是主帥安達臣上
演的揭幕戰，港隊面對世界排名高出 121 位的
任後最大敗仗紀錄。同日女足賽事，日本娘子軍也以
主日本，入籍門將保羅大出洋相，全場以
0
2：1力克韓國，男、女隊同樣旗開得勝。
負，寫下歷屆決賽周最懸殊比分，也是主帥安達
港隊今仗起用了保羅把關，中超腳勞烈斯首次代表
任後最大敗仗紀錄。同日女足賽事，日本娘子軍
大港腳正選上陣，與隊長謝家強合作鎮守中路，左後衛也
2：1力克韓國，男、女隊同樣旗開得勝。
換上了梁冠聰。這條全新搭配的防線尚未站穩陣腳，2 分
鐘已被相馬勇紀彎入自由球攻破。
港隊今仗起用了保羅把關，中超腳勞烈斯首次
港隊中前場沿用亞洲盃出線骨幹，但在對手前場壓迫
大港腳正選上陣，與隊長謝家強合作鎮守中路，左後
下，除了比賽早段之外，難以有效組織攻勢。6分鐘先有胡晉
換上了梁冠聰。這條全新搭配的防線尚未站穩陣腳
銘禁區頂起腳偏出，12
分鐘茹子楠右路後上第一時間窩利，
鐘已被相馬勇紀彎入自由球攻破。
又同樣不中門框，之後局勢便漸漸演變成攻防戰。
港隊中前場沿用亞洲盃出線骨幹，但在對手前場
山根視來右路傳中，町野修斗在兩名港隊中堅之間頂成 2：
下，除了比賽早段之外，難以有效組織攻勢。6分鐘先有
0。日本今仗派出多位新晉國腳上陣，首次上陣的西村拓真 22 分
銘禁區頂起腳偏出，12 分鐘茹子楠右路後上第一時間窩
鐘把握港隊解圍失誤，禁區內射成 3：0，完半場前 5 分鐘一下
又同樣不中門框，之後局勢便漸漸演變成攻防戰。
冷箭再次收死保羅，港隊半場已落後0：4。
山根視來右路傳中，町野修斗在兩名港隊中堅之間頂
下半場安達臣換入賽前不足 24 小時歸隊的陳俊樂及徐宏
0。日本今仗派出多位新晉國腳上陣，首次上陣的西村拓真
傑，換走鞠盈智及梁冠聰，可惜第 2 次代表港隊上陣的保羅
鐘把握港隊解圍失誤，禁區內射成 3：0，完半場前 5 分鐘
醜態百出，多次出現出迎失誤、接球甩手等低級犯錯，日本
隊再於冷箭再次收死保羅，港隊半場已落後0：4。
55 及 57 分鐘由相馬勇紀及町野修斗連下兩城，湊成
6：0大勝。下半場安達臣換入賽前不足 24 小時歸隊的陳俊樂及

望踢出風格特點

於今屆東亞盃並非安排在國際賽期內作戰，東
由道主日本、韓國及國足都未能徵召海外國腳助

傑，換走鞠盈智及梁冠聰，可惜第 2 次代表港隊上陣的
醜態百出，多次出現出迎失誤、接球甩手等低級犯錯，
隊再於 55 及 57 分鐘由相馬勇紀及町野修斗連下兩城，
6：0大勝。

有明顯差距：“我們是一支年輕的隊伍，對手則是
盃決賽周練兵。韓國隊以上屆賽事最有
為卡塔爾世界盃備戰。但今次是一項重要的大型賽
價值球員、現效力俄超魯賓卡山的黃仁
事，我們的球員是未來的生力軍，與強隊比賽的機
範，及日職大阪飛腳後衛權敬原帶領一班
陣，正好為一班在本土聯賽有出色表現的球員提供
會非常重要，我們主要的就是集中自己，打出自己
韓職球員參戰，當中趙賢祐及洪喆等則為
一次大賽機會。相比起正煩惱於為年底世界盃決賽
風格，把握今次難得機會吸收經驗成長。”內地亦
俄羅斯世界盃決賽周舊將。不過賽前李尚珉
周找出最佳人腳的日、韓兩國，主帥真高域的目
有明顯差距：“我們是一支年輕的隊伍，對手則是
盃決賽周練兵。韓國隊以上屆賽事最有
於今屆東亞盃並非安排在國際賽期內作戰，東
有聲音指，能否打敗港足，是國足今屆東亞盃成績
由於對新冠肺炎檢測呈陽性反應，已退出大
標，就是要求球隊能踢出自己風格特點。
為卡塔爾世界盃備戰。但今次是一項重要的大型賽
價值球員、現效力俄超魯賓卡山的黃仁
道主日本、韓國及國足都未能徵召海外國腳助
的重要考量。
軍名單，由朴志洙取代；金英權亦因腸胃炎退
國足今次陣容基本上以 U23 球員為主，只有蔣
事，我們的球員是未來的生力軍，與強隊比賽的機
範，及日職大阪飛腳後衛權敬原帶領一班
陣，正好為一班在本土聯賽有出色表現的球員提供
隊，要由李在翊頂上。
光太及譚龍兩名超齡球員，平均年齡只有 22.6 歲，
會非常重要，我們主要的就是集中自己，打出自己
韓職球員參戰，當中趙賢祐及洪喆等則為
韓國為世界盃決賽周練兵
一次大賽機會。相比起正煩惱於為年底世界盃決賽
保羅賓圖表明：“2019 年時我們有一星期
是4支參賽隊中最年輕一隊。
風格，把握今次難得機會吸收經驗成長。”內地亦
俄羅斯世界盃決賽周舊將。不過賽前李尚珉
周找出最佳人腳的日、韓兩國，主帥真高域的目
備戰，今次時間沒那麼充裕，但我們會盡力而
韓國隊在過去 8 屆東亞盃贏了 5 屆，2019 年在保
國足現時世界排名比韓國低了 50 位，從雙方歷
◆香港足總 19 日於旺角鬧市放置大電視直
有聲音指，能否打敗港足，是國足今屆東亞盃成績
由於對新冠肺炎檢測呈陽性反應，已退出大 播球賽，並邀得顏樂楓及余煒廉出席與球迷
標，就是要求球隊能踢出自己風格特點。
為，希望再次贏得冠軍，更重要就是要考察世界盃
羅賓圖帶領下完成 3 連冠，今屆負有衛冕之責，但對
史交手往績來看，韓國更以 20 勝 13 和 2 負全面佔上
的重要考量。
軍名單，由朴志洙取代；金英權亦因腸胃炎退互動。
國足今次陣容基本上以 U23 球員為主，只有蔣 於這位葡萄牙主帥來說，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為世界
陣容。”
風，真高域承認，國足無論經驗及整體實力與對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由

光太及譚龍兩名超齡球員，平均年齡只有 22.6 歲，
是4支參賽隊中最年輕一隊。
國足現時世界排名比韓國低了 50 位，從雙方歷
史交手往績來看，韓國更以 20 勝 13 和 2 負全面佔上
風，真高域承認，國足無論經驗及整體實力與對手

韓國為世界盃決賽周練兵
韓國隊在過去 8 屆東亞盃贏了 5 屆，2019 年在保
羅賓圖帶領下完成 3連冠，今屆負有衛冕之責，但對
於這位葡萄牙主帥來說，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為世界

4強不敵韓國劍手 江旻憓摘世錦賽銅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香港“劍后”
江旻憓（Vivian）在埃及時間18日，出戰於開羅舉
行的世界劍擊錦標賽，結果 Vivian 最終雖於 4 強不
敵韓國劍手宋世羅，但仍獲得一面銅牌。
世界排名第 7 位的 Vivian，在今屆比賽可直接
於正賽 64 強“起步”，並輕鬆擊敗西班牙劍手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香港“劍后”
拉查晉級；到
32 強戰，Vivian
遇上了重大考驗，
江旻憓（Vivian）在埃及時間18日，出戰於開羅舉
面對瑞士劍手安祖蓮妮，Vivian 在一度落後下，苦
行的世界劍擊錦標賽，結果 Vivian 最終雖於 4 強不
追至“決一劍”才僅以15：14險勝。
敵韓國劍手宋世羅，但仍獲得一面銅牌。
在 16 強，Vivian 對戰於上年東京奧運獲得團
世界排名第 7 位的 Vivian，在今屆比賽可直接
體賽金牌的愛沙尼亞選手卡柏，雖然面對強手，但
FIE圖片
Vivian卻有出色表現，在大部分時間領先下贏15：
於正賽 64 強“起步”，並輕鬆擊敗西班牙劍手卡 ◆江旻憓（右二）獲得銅牌。
11再下一城。至於8強對上前“一姐”、意大利選
可惜的是，Vivian 在 4 強戰面對世界排名第 3
拉查晉級；到 32 強戰，Vivian 遇上了重大考驗，
手瑪娜，Vivian
則和對手互有領先，結果在再次要
的韓國劍手宋世羅，Vivian
雖一度於過程中追平，
面對瑞士劍手安祖蓮妮，Vivian在一度落後下，苦
“決一劍”下，Vivian
以
12：11
險勝，順利闖入
但宋世羅在尾段的表現較出色，令
Vivian 以 9：14
追至“決一劍”才僅以15：14險勝。
準決賽，按賽例穩奪一面獎牌。
落敗，只能繼2019年世錦賽後，再度獲得銅牌。
在 16 強，Vivian 對戰於上年東京奧運獲得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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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賽金牌的愛沙尼亞選手卡柏，雖然面對強手，但
Vivian卻有出色表現，在大部分時間領先下贏15：
11再下一城。至於8強對上前“一姐”、意大利選
手瑪娜，Vivian則和對手互有領先，結果在再次要
“決一劍”下，Vivian 以 12：11 險勝，順利闖入
準決賽，按賽例穩奪一面獎牌。

◆江旻憓（右二）獲得銅牌。

FIE圖片

可惜的是，Vivian 在 4 強戰面對世界排名第 3
的韓國劍手宋世羅，Vivian雖一度於過程中追平，
但宋世羅在尾段的表現較出色，令 Vivian 以 9：14
落敗，只能繼2019年世錦賽後，再度獲得銅牌。

隊，要由李在翊頂上。
保羅賓圖表明：“2019 年時我們有一星期
備戰，今次時間沒那麼充裕，但我們會盡力而
為，希望再次贏得冠軍，更重要就是要考察世界盃
陣容。”

◆香港足總 19 日於旺角鬧市放置大電
播球賽，並邀得顏樂楓及余煒廉出席與
互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

香港兩車手赴比利時參戰耐力賽

萬化的比賽。我在二月份亞洲利曼錦標賽熟悉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兩名香港賽車
戰車的脾性，車隊和隊友也於上月官方試車日作
代表許建德及區天駿，落實參加年度最大型的GT
了很多技術改善和戰略調整，務求比賽中遇強越
賽，比利時斯帕 24 小時耐力賽（24 Hours of
強。”
Spa）。
另一參賽香港車手許建德，在 2021 年賽季
許 建 德 （Jonathan） 將 代 表 Sky Tempesta
成功為香港贏得第一個 GT 世界挑戰賽歐洲賽
Racing 參加金盃賽（Gold Cup），區天駿（An萬化的比賽。我在二月份亞洲利曼錦標賽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GT World
Challenge Europe）年度總冠軍錦
tares）則代表
Herberth Motorsport楊浩然）兩名香港賽車
爭奪 Pro-Am
戰車的脾性，車隊和隊友也於上月官方試車
標，取得耐力賽盃
Pro-Am 組別的冠軍。去季他
盃。 代表許建德及區天駿，落實參加年度最大型的GT
了很多技術改善和戰略調整，務求比賽中遇
賽，比利時斯帕 24200
小時耐力賽（24
與 英of
國車隊
Sky Tempesta Racing 達 成 此 項 創
這兩位港將將會是超過
名來自不同國家 Hours
強。”
Spa）。
舉，今季亦再度為該支車隊參賽。
及地區參賽的僅有香港代表。連續進行24小時的
另一參賽香港車手許建德，在
許 建 德 （Jonathan） 將 代 表 Sky Tempesta
許建德表示：“這是我個人第
4 次參加斯帕 2021 年
耐力賽，將在7月28至31日舉行。
24小時賽，看來亦將會是最具挑戰的一次。今季
挑戰
Pro-Am
盃的區天駿今次將加盟德國車
成功為香港贏得第一個 GT 世界挑戰賽歐
Racing
參加金盃賽（Gold
Cup），區天駿（An的金盃賽已被認為是競爭極其強烈的組別，所有
隊Herberth
Motorsport。
（GT World Challenge Europe）年度總冠
tares）則代表
Herberth Motorsport 爭奪 Pro-Am
參賽車手實力都非常強，再加上會有合共超過60
區天駿表示：“我很高興第
3
次參加斯帕
24
標，取得耐力賽盃 Pro-Am 組別的冠軍。去
盃。
部賽車參賽，能夠避開所有不利狀況順利完賽是
小時。累積前兩屆實戰經驗，我和隊友
與 英 國 車 隊 Sky Tempesta Racing 達 成 此
這兩位港將將會是超過 200Jaxon、
名來自不同國家
致勝關鍵。”
Dylan 及及地區參賽的僅有香港代表。連續進行24小時的
Kevin 會揮出 100%力量，應付這場千變
舉，今季亦再度為該支車隊參賽。

香港兩車手赴比利時參戰耐力賽

耐力賽，將在7月28至31日舉行。
挑戰 Pro-Am 盃的區天駿今次將加盟德國車
隊Herberth Motorsport。
區天駿表示：“我很高興第 3 次參加斯帕 24
小時。累積前兩屆實戰經驗，我和隊友 Jaxon、
Dylan 及 Kevin 會揮出 100%力量，應付這場千變

許建德表示：“這是我個人第 4 次參加
24小時賽，看來亦將會是最具挑戰的一次。
的金盃賽已被認為是競爭極其強烈的組別，
參賽車手實力都非常強，再加上會有合共超
部賽車參賽，能夠避開所有不利狀況順利完
致勝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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