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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金屬鏡架+安全鏡片..........$50
鈦金屬架+超薄鏡片+防輻射膜..... $99.
雙光無線老花鏡片(Progressive)+鏡架...$99
'三光無線'法國、德國鏡片..........$159
協助申請保險(請攜帶驗光單)

註冊光學師： 李彬、李穎

彬彬   眼鏡

營業時間：11am-7pm 
(七天營業) 

1600 S. De Anza Blvd., #70 San Jose CA 95129(天才廣場)(408)996-2237

www.binoptical.com
Gucci, Dior, Armani, Versace,

 Silhouette, Fendi, Coach, Oakley
等名牌太陽眼鏡特價(含稅)

Bin optical, Inc.
S046547-1

贊助：         、KTSF 26台、KCNS 38.2台、華人工商黃頁

什麼是最佳耆英健保轉換?

詳情請電：1-888-855-4061  1-800-908-0883

    保費0精選8大公司之各種

主講：璩以中
唯一華裔耆英健保GA代理 

10/16/12至12/07/12，下午2:00起  *星期日接受預約面談。

每星期二，舊金山安娜閣飯店        
715 Clay St, 
San Francisco. CA 94108

每星期五，聯合市華人工商辦公室
33501 Western AVE,
Union City, CA 94587
每星期六，璩以中南灣辦公室
7337 Bollinger RD #A,
Cupertino, CA 95014

每星期四，屋菕上海小吃    
930 Webster St, 
Oakland, CA 94607

8/18大型耆英健
保講座，璩以中
和社安局官員、安
老自助處負責人
同被邀請為主講
人，造福耆英，深
受好評！

執照：加州0773339、外州507617

S046897-1

X

(剪報紙廣告印花至店家免費換取六粒體驗)

名廚餐廳擴大營業已滿5年，求新

求變、服務僑胞。如果是中半島名廚

餐廳的常客，一定不難發現這家自

1992開業，五年前擴大營業的台滬川

菜老店，已於日前更新菜單，就連老

店Logo也改得金碧輝煌起來，東主

表示，名廚餐廳雖然是一家開業已滿

20年老店，但時不時添加一些創新意

念，店齡雖老卻絕不落伍，力圖以最

經典的菜色服務灣區。

名廚的菜不僅賣相好，口味更好，

幾道招牌菜往往讓人吃的停不了口，

如金蒜牛柳粒、鮑魚菇炒魚片、水煮

系列、重慶辣子雞翅、麻辣臭臭鍋、避

風塘炒蟹/蝦/魚片、台式酸菜炒大腸、

客家小炒、名廚小炒、名廚香辣蟹、硝

蹄砂鍋獅子頭等，都是老饕的最愛。

說起名廚的招牌麵點，更是一絕，

香酥蔥油餅、紅油炒手、中華路長鍋

貼、花素蒸餃、抓餅、小籠包、刀削麵

等，對愛麵一族而言，有著無法抵擋

的吸引力。為讓食客重溫台式海產店

的一魚二吃，不定期引進時鮮活魚，

無論是清蒸、紅燒，都一樣鮮甜好吃。

歡迎來嚐「鮮」。

另 外 也 可 以 進 入 名 廚 臉 書 中

(Facebook)查詢最新菜色，以Joy.Joy

即可進入，或是上網：5joyrestaurant.

com查詢亦可。

占地3,400呎，座落於佛斯特市海邊

的名廚餐廳，擁有寬敞停車位，用餐

環境優雅舒適，附大型宴會廳，可容5

至6桌貴賓，非常適合年終尾牙、生日

宴會，歡迎公司團體提早預約，敬備

宴會酒席及經濟合菜，豐儉皆宜。名

廚餐廳位於：1489 Beach Park Blvd., 

Foster City, CA；訂位專線：650345-

1762、650-409-3975。

許氏參業集團旗下明星產品蟲草

皇，日前邀環球小姐及國際演藝紅星

溫翠蘋擔任年度產品代言人，希望藉

由其健美熟女的形象，強調蟲草皇具

有男女適用，增強活力的產品特性。

蟲草皇含有冬蟲夏草菌體粉、蜂皇

漿及維他命B群等多種滋養成分，以

合乎美國GMP標準規格，由於品質精

純功效顯著，上市以來一直深獲大眾

肯定。尤其現代人生活忙碌壓力大，

飲食養分攝取失衡，往往會有所謂亞

疲勞症候群現象產生，而人過中年更

由於機能衰退腎水不足，造成精力不

振抵抗力減低。蟲草皇萃取冬蟲夏草

菌體粉精華成分，能滋陰補腎，補肺

健心，保護脾臟，消除疲勞，改善虛弱

體質，並可促進腎細胞再生，增加性

功能。副總裁郭振益表示：許氏蟲草

皇所含的蜂王漿成份具有抗老化、提

升免疫、調節內分泌、改善新陳代謝、

促進造血，以及抑菌等作用，女性服

用尤其更可達到光滑肌膚，延緩鬆弛

的效果。

溫翠蘋因伴讀女

兒旅居美國以來，

過著相當忙碌生活。

除每天接送女兒上下學

參加才藝班料理家務外，也

在社區大學選課進修，同時

在地活動與亞洲演藝邀約不

斷，溫翠萍表示：比以前還忙碌

呢！。而女性到一定年紀，體力大不

如前，除外在的保養不能忽略之外，

身體機能的養分補充也很重要，才能

兼顧現代女性-主婦、媽媽、上班族及

女人多元角色的負荷。接任蟲草皇代

言人，除許氏參業的公司信譽卓著，

是國際性的知名品牌外，溫翠蘋也測

試服用蟲草皇近三個月，感覺體力充

沛，精神比以前好很多，而且皮膚自

然光澤，不化妝都有好氣色！以前也

曾替廠商代言，但並未自己試用以致

造成一些糾紛，因此現在都會格外小

心謹慎，對廠商的歷史信譽會事先考

核外，產品一定要先試用過，才會考

慮接任。許氏蟲草皇的功效令溫翠蘋

2013世界日報年曆手冊

手

S046344-4

凡集滿工商版內的5個印花「2013
年曆手冊」，註明寄送地址，附
上5元支票 (只接受支票，其餘概
不受理)，抬頭：World Journal, 
SF LLC。請於12月5日前寄至：
231 Adrian Road, Millbrae, CA 
94030「世界日報年曆手冊」
收。就可獲2013年曆手冊1本，送
完為止。
本活動為統一郵寄處理，請恕不接
受親臨本社兌換。

本版工商新聞　不代表本報立場

         

名廚餐廳

Open House

十分滿意，才會以親身經歷現身說法

推薦給消費大眾。

許氏參業集團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花

旗參產銷公司，品牌信用享譽國際。

近年更發展高級海味食材及健康食

品事業，以經營40年的誠信宗旨，此

次為推廣蟲草皇，更推出免費體驗活

動，消費者只要剪下報紙廣告刊登印

花兌換券，至指定店家就可換取一份

蟲草皇六粒裝體驗包。行銷總監成亮

表示：由於許氏對蟲草皇的品質精純

很有信心，歡迎踴躍換取體驗包，親

身感受蟲草皇對補足精力的顯著功

效！查詢專線：800-826-1577或上網：

hsuginseng.com。

名廚名菜水煮牛，香
辣不鹹，入味好吃。

 徐
安琳醫
師現任
南灣過
敏及哮
喘專家
診所主
治醫師
。

冬 天 寒 冷 氣 候 有 益 呼 吸 道 病 毒

的生存和傳播。一般感冒(Common 

Cold)主要是由鼻病毒(Rhinovirus)，

腺病毒( Ade nov i r u s)和冠狀病毒

(Coronavirus)等引起，一般感冒主要

症狀是打噴嚏、流鼻涕、頭痛、鼻塞、

咳嗽、低度發燒等。

引起一般感冒的病毒比較脆弱。免

疫功能正常的大人和孩子都可以通過

免疫系統消滅它。醫學上沒有用來殺

死一般感冒的抗生素。感染一般感冒

的病人只需要多休息，補充水分、必要

時用一些止痛、退燒、清鼻的藥，1到2

周內就會自然痊癒。

流感病毒比一般感冒病毒要兇猛。

流感的病人，可能併發嚴重肺炎，及其

它器官衰竭，甚至出現生命危險。大規

模的流感流行可能造成對一個國家，

甚至全世界人類健康的威脅，比如，

2003年的SARS和2006年的禽流感。

醫學上有用於治療流感病毒的抗生

素，例如Tamiflu。但必須在48小時之

內開始服用。如果病人自認開始有流

感癥狀，應盡量在48小時內就醫，可以

減輕痛苦。流感預防針，可以減少人得

流感的機率。5歲以下孩子、65歲以上

長者，哮喘病人和有其他慢性病的人，

建議每年按時接打流感預防針。

有過敏和哮喘的病人，得感冒和流

感後，容易併發其他更嚴重的疾病，例

如，鼻竇炎和氣管炎。如果有過敏和哮

喘的病人，在感冒後出現咳嗽持續超

過兩周以上，胸悶、氣短、夜咳、持續

邀環球小姐溫翠蘋代言

親身感受活力充沛好氣色

許氏蟲草皇

頭痛、面頰或牙齒疼痛，應及時向專

家查詢。徐安琳醫師，出生於上海，在

賓州匹茲堡大學獲得生物學學士和醫

學博士學位。其後，在耶魯大學、史坦

福大學、UCSF等醫學院深造。

現任南灣過敏及哮喘專家診所主治

醫師及醫師合夥人。在聖荷西和山景

城有三間診所，預約請電：408-286-

1707，網址：sballergy.com。

近日核關大學舉辦了「核關新能源

創業就業班」說明會。主講教授秦南

極院長向同學講解如何獲得100%獎

學金參加學習；及怎樣成為股東，邊

學習邊創業；解答與會者提問。

核關新能源創業就業班教授什麼內

容？教授學生怎樣在身邊空間中，採

集貯存、控制應用免費的「核關量子

元素新能源」。生產電能後，借助家

中智能電表返銷公共電網，在美國反

壟斷法律保護下學習創業就業工程技

術專業課程。

學生掌握技能後發展方向在那？學

生通過三個月集訓，經考試合格獲取

資格證書者，擁有100%的創業就業

機會！首先，由核關大學留校聘用，

並有投資全球連鎖經營教學產業優

先權。其次，由核關大學向各國政府

能源、環境保護、教育、科技、文化、

衛生、軍隊等各領域，以高級創新專

業技術人才保薦錄用。其三，由核關

大學保薦給各類能源生產商幫助其

產業昇級。其四，由核關大學推薦到

Google、微軟、蘋果等世界 500強企

業，幫助企業自備潔淨環保的安全應

急免費電能系統。其五，幫助在家創辦

「核關量子元素新能源供應站」，依

法向公共電網賣電經營之餘，為自家

提供免費能源。

學業難易度有多大？所教

「核關論」與「核關新能源

工程技術」的知識含金量，

因已達到愛因斯坦所追求

四大自然大統一目標；衍生

的工程技術，只要有高中學

歷、求知慾望和動手能力的

人都可以在三個月內學會。

也學問和技術從何而來，產業發展

前景如何？核關新能源工程技術，是

美國核關大學組織美中兩國最優秀的

宇宙學和生命學專家，合作完成的世

界領先新能源科研成果。

11月11日下午2 時至4 時，將再次

舉辦課程說明會，歡迎參加。電話：

408-481-9988轉132、415-999-8193。

郵箱：qnanji@yahoo.com。網址：

herguanuniversity.org。地址：595 

Lawrence Express Way, Sunnyvale, 

CA 94085。

位於三藩市Judah街的「串串水餃

吧」將「串起我們的心，締造非凡」

做為座右銘，希望能串起你、我、

他、大家的心，通過大家齊心協力，

形成凝聚進而締造非凡三藩市環境

而努力。

串串水餃吧不但有碳烤羊肉串、

碳烤牛肉串、碳烤雞肉串、碳烤黃

花魚、碳烤虎皮椒、碳烤地瓜片、碳

烤韭菜、碳烤面包片、碳烤蘆筍、碳

烤羊腰串、碳烤金針菇、碳烤雞翅

串等，還有街頭麻辣燙系列，魚蛋滑

Q彈牙、爆仔口感，全新體驗，驚喜

不斷。

更有現點現包水餃系列，高麗菜

豬肉水餃、白菜豬肉水餃、韭菜豬肉

水餃、玉米雞肉水餃、菠菜雞肉水

餃、羊肉水餃、青椒豬肉水餃、三鮮

水餃和素菜餡水餃等，親眼目睹，現

場感受。再有健康小菜相伴。預約

舊雨新知，環境舒適，希望也能串出

大家的心聲。

串串水餃吧地址：2407 Juda h 

Street, between 29th Ave and 30th 

Ave, San Francisco, CA94122。預

定電話：415-681-3678周三休息。

串串水餃吧

核關新能源創業就業班

服務灣區20年老店
菜色經典 意念創新

徐安琳醫師擅長治療過敏及哮喘
對病人細心 體貼 服務周到

全新體驗 驚喜連連

課程說明會本周日登場

 環 球
小姐及國
際演藝紅
星溫翠蘋
擔任許氏
蟲草皇代
言人。

核關新能源創業就業
班提供100%就業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