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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批發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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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訊）師大校友會為慶祝母校校慶, 擧辦
健康講座, 服務社區, 回饋大眾. 日期訂在六月十一
日週六, 地點在華僑文教中心展覽室,時間下午一時
半開始.陳康元醫師和王琳博士夫婦將分享”認識
愛茲海默症”.

您是否開始覺得隨著年齡增長, 漸感記憶力衰

退之苦? 這個專題是與很多人切身息息相關, 遲早
會面臨且需應付的. 如果暸解起因及認識醫療在這
方面的進步發展的話, 大多數情況都可得到延緩及
減輕.

兩位將以深入淺出的方式,由大腦構造和生理
功能解釋老人失智症如何形成,介紹失智症症狀, 如

何藉由測試及早發現,趁早診斷,進
行治療,注意飲食,進而達到"預防",
"舒緩"及”改善"的效果.

人人皆知預防勝於治療. 愛茲海
默症是先由大腦產生病變, 再經過
長時間才顯出症狀, 切莫等到症狀

出現或嚴重時, 造成兒女及家人的負擔, 同時也失去
生活的尊嚴. 請大家踴躍前來聆聽兩位帶來的最新
實用訊息, 老少鹹宜. 千萬別錯過喔！

備有簡單茶點招待. 聯系電話 281 236 6931(詹
怡)

師大校友會慶祝母校校慶 舉辦健康講座
---陳康元醫師和王琳博士夫婦將分享”認識愛茲海默症”

華商會六月四日普林斯頓大學博士鄧公理質商講座
PQ質商公益講座 十倍速時代成功關鍵

（本報訊）【PQ Passion Quotient
質商】是基於科學的分析，並使用了最
新工具信息技術，快速識別和了解每個
個體，以及團隊成員間特有的熱情配置
。方法和流程均基於久經考驗和瑞斯動
機測試的調查結果。對於十倍速的網絡
時代，除了 IQ、EQ，PQ 質商於企業
於個人都是關鍵。

【主要應用】教育家庭方向：發現
內在動力和熱情，對於人生方向的迷茫
，專業和職業的選擇，家庭和親子關系
的改善，幫助顯著。徹底解決方向、動
力和人際關系三大問題。人所受的一切

教育活動，在於激活和喚醒人體內PQ
這個巨大電池，否則一切教育活動就都
是失敗的。教育的力量是點燃和喚醒，
不是知識的堆積和灌輸。

職場企業方向：當工作職業和內在
動力吻合的時候，工作即喜好，就有無
限動力和幸福感。老板亦不需要高壓和
責任來要求員工，工作和團隊效率大大
提高。
鄧公理博士 台大電機系, 電機研究所
畢業, 得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全額獎學
金, 完成電機博士學位, 曾任職於貝爾
實驗室、通用電氣 GE 高級主管, 擁有

上百篇的學術論文, 超過二十項以上的
專利, 並且開創過二間科技公司. 創宇
光文化教育事業，致力於跨文化，跨時
代，跨代溝的質商（PQ）培訓。

講座兩場
時間：
6月4日上午10：00am，
針對職場和企業
6月4日下午2：30pm，
針對教育和家庭
地址：休斯頓公立圖書館
Looscan Branch
2510 Willowick,Houston,TX 77027

最新研究報告顯示亞裔美國人的分佈擴大到美國南部和中西部
凸顯具文化特性的購物行為，影響主流習慣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 根據今天發表的尼爾森（Nielsen
）報告：亞裔美國人：文化多元，足跡越走越遠，亞裔美國人
的影響力不但日漸擴大，而且範圍也越來越廣。多元的亞裔美
國人通過創業和增加就業不斷對美國經濟做出貢獻，目前整體
購買力已經達到8250億美元，這個數字預期在2020年將達到1
萬1千億美元。亞裔是美國成長最快的族群，足跡已跨越移民
大量聚集的西岸和東北部，開始邁向美國中西部和南部。通過
地域性分析，亞裔族群以多種方式對美國主流市場產生重大的
文化和經濟影響。“企業和營銷人員想要成功，在開發成長策
略的時候，就必須考慮到亞裔族群本身的多元性，”尼爾森副
總裁Betty Lo表示。美國人口普查預測顯示，亞裔將在2055年
成為美國境外移民的最大族群。亞裔美國人多半具備創業家，
科技巨擘和數碼內容消費者的身份，其文化識別將以獨特方式
對美國經濟和市場帶來影響。”

亞裔美國人不僅文化多元，而且喜歡選擇大城市落腳。亞
裔美國人的祖國超過40個，百分之63的亞裔移民集中在15個
美國城市。最受亞裔移民歡迎的美國城市包括：紐約-紐華克-
新澤西市，加州洛杉磯-長灘-安娜罕，加州舊金山-奧克蘭-

海渥，華盛頓特區-阿靈頓-亞歷山德拉，華盛頓特區-維吉尼
亞-馬裡蘭，以及加州聖荷西-桑尼維爾-聖塔克萊拉。美國南
部的亞裔人口在2009到2014年之間成長了百分之33（超過110
萬），美國中西部的亞裔人口在同一時段內成長了百分之29
（538,000人）。亞裔美國人的購買力在美國南部成長的最快，
在2010到2015年間成長了百分之43，而且預期在接下來的5年
內仍將是成長最快的地區。

推動經濟的企業家市值超過10億美元，有望在美國股市公
開買賣的87個美國新創公司中，19個由亞裔美國人創立。美國
人口普查局最近公佈的企業主調查報告顯示，以亞裔為業主的
企業數目在2007到2012年間成長了百分之24，並在所有族群中
銷售業績成長幅度最大（百分之38）。在1160萬亞裔就業人口
中，大約百分之70在營利性企業任職，百分之12為政府公務員
，百分之7在非營利性機構任職，百分之9為自僱，百分之1無
工作。

百分之79的亞裔美國人表示喜歡用新鮮食材烹調的飲食，
不喜歡罐頭和冷凍食物。平均起來，亞裔美國人購買的新鮮海
產超過百分之69，新鮮蔬菜超過百分之72，新鮮水果超過百分

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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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品。將近半數收看英語電視節目的亞裔美國人同時收看亞
洲語言電視節目（雙語觀眾）。亞裔美國人擁有3種最主要互
聯網個人裝置（智能手機、家用電腦和平板電腦）的速度超過
一般民眾。喜歡線上購物的程度也超過一般民眾。亞裔美國人
使用多媒體裝置的時間幾乎是一般民眾的兩倍。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十號公路 Greenhouse 出口﹐靠近
Katy 的「Contemporary Endodontics 」與 Post Oak 路上﹐靠近Gal-
leria 附近的「Contemporary Endodontics 」兩家診所﹐同為「根管
治療 」專科﹐由汪士鋒﹐林政毅﹐楊曉瑩三位通曉國語的青年牙醫
博士﹐及多位美國牙醫共同看診﹒只看「根管治療 」﹒

雖然這兩家「根管治療 」專科的病人﹐80% ---90% 都是由

一般牙醫轉過來的﹐但也接受自己上
門來的病人﹒凡牙齒劇烈疼痛﹐臉腫
脹﹐牙齒掉出來（小朋友與別人相撞）
﹐或以前已作過「根管治療 」的病人﹐
都可來此作「根管重新治療 」﹐或 「
根尖顯微手術 」﹒

這三位通曉國語的牙醫為﹕
汪士鋒（David S. Wan ): 德州州

立大學學士﹐碩士及牙醫博士﹒
林政毅（James Cheng-I Lin ) : 哥

倫比亞大學專科訓練﹐台北醫學大學﹐
廣島大學牙醫學系﹒

楊 曉 瑩 （Candice Hsiao -Ying
Yang ): 波士頓大學根管治療專科兼
牙醫學博士﹐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這三位醫生看的都是牙髓病科﹐及根管治療專科﹒兩診所的
儀器都極為先進﹐有 3D 立體電腦斷層﹐及德國＂蔡斯＂顯微鏡﹐
治療時可看電視﹐並使用 「笑氣 」﹐讓您看診時不會緊張﹐還備有
按摩功能的診療椅﹐讓您在徹底輕鬆﹐舒適的環境下接受治療﹒

「Contemporary Endodontics 」永久性根管治療﹐讓您一勞永

逸
﹐永保牙齒健康﹒請就
近駕臨十號公路及Post
Oak 上兩診所﹒地址﹕
19235 Katy Freeway , Suite 300 B, Houston TX77094, 電話﹕（281）
647-6687﹐及1990 Post Oak Blvd.Suite H, Houston TX 77056 , 電
話﹕（832）659-0977

Contemporary Endodontics 「 根管治療」專科
由多位華裔醫師及美國醫師共同看診

圖為（前排左起）圖為楊曉瑩醫師﹐汪士鋒醫師﹐林政毅醫師與
診所工作人員合影於「Contemporary Endodontics 」Post Oak
診所內﹒（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汪士鋒醫師（中）與兩位醫師合影於 「Con-
temporary Endodontics 」十號公路上診所內﹒（記
者秦鴻鈞攝）

圖為「 根管治療 」 專科醫師汪士鋒﹐醫
術超群﹐通曉國﹐英 語﹒（記者秦鴻鈞
攝）

（本報記者秦鴻鈞） 「小肥羊」 近期特別推出新款菜色，如如肉
質特別細嫩，好吃的 「春羊」 肉，涼拌花生，秘製羊肝及涼拌羊肚，
這是 「七天」 全天 「任點任食」 之外，需另外付費的新菜，但價格相
當公道，一大盤春羊肉僅7.95元，而其他新菜也不過三、四元之譜，
但 「秘製羊肝」 非常可口，頗有嚼勁，滋味無窮，而 「涼拌羊肚」 更
是你從未嚐過的美味，鮮脆可口，讓人停不下來。

您多久沒來 「小肥羊」 大塊吃肉啦？作為休士頓第一家 「小肥羊
」 連鎖店，這家位於Westheimer與Fountainview交口上的 「小肥羊」
，打著 「不用蘸小料的火鍋」 的招牌，六年來在休士頓打出一片天，
因為他們改變了吃火鍋的傳統模式，也改變了許多人的進食習慣。60
餘味藥材熬製的鍋底，濃湯，是訣竅，這種不需蘸料 「涮」 火鍋，涮
出美味與健康。再加上上等牛、羊肉，由他們進行了精細加工後，才
送到顧客面前，每一盤肉均來自牛羊的不同部位，口感細膩，香氣四
溢，自有別於一般，火鍋店的單一模式。

顧名思義， 「小肥羊」 以大草原的精品牛、羊肉起家，還有各種

滑蝦，鮮墨魚等海鮮，每一款都精緻可人，每一款都博得滿堂彩，令
每一位食客大塊朵頤。

「小肥羊」 這種 「任點任食」 活動原則上是限二人以上堂食，最
好是一大群知己好友歡聚一堂，盡情享受多種原料，聚集於一鍋，一
鍋煮天下的樂趣，該店歡迎八人或以上來電預約桌位。

「 小肥羊」 火鍋店，為慶祝，Austin 小肥羊新店開張，自即日
起推出 「一律買50 元送 20 元活動」 ，多買多送，老人，小孩還有特
價優惠，Westheimer 店與百利店共同使用此優惠。
「小肥羊」地址：

5901-A Westhimer Rd Houston Tx 77057
定座電話：（713）975-0687
小肥羊（百利店）地址：
848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771-1153。

內蒙古 「 小肥羊」 火鍋慶祝奧斯汀小肥羊新店開張
即日起一律買50 元送20元，多買多送，歡迎光臨



B2大陸新聞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Steven Xue, D.D.S.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281-988-5930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時代牙醫中心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薛志剛牙醫博士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9600 Bellaire 211室(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We Smile Dental
微 笑 牙 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拔牙，補牙，
根管治療，牙齒美容及兒童牙科，
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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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王”
阿迪力．吾休爾
將於 6 月展開
“2016高空挑戰
極限之旅”，從
新疆喀什出發，
途經新疆、甘
肅、寧夏、內蒙
古、陝西、山
西、河北、北
京、天津、山東
等地，沿絲綢之
路經濟帶內線一

路東進，整個活動歷時 5個多月，行程
15,000里。期間，阿迪力將分別於7月22日
至24日、9月9日至11日在寧夏青銅峽黃河
大峽谷和山東泰山景區桃花峪，連續挑戰高

空走鋼絲健力士世界紀錄。

較上次難度高達500%
該兩項挑戰的鋼絲長度分別為1,778米

（青銅峽）和2,680米（泰山），較他上次
挑戰健力士世界紀錄的難度分別提高了
200%和500%。兼任中國雜技藝術家協會副
主席、達瓦孜第六代傳人的阿迪力28日在
北京舉行的“2016阿迪力挑戰極限之旅”
新聞發佈會。他說，除了挑戰高空走鋼絲健
力士世界紀錄外，更希望通過該次極限之
旅，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搭建平台。

該次極限之旅還包括10餘場阿迪力走進
沿線城市進行的“加強民族大團結共同實現
中國夢”主題演講，以及文化名人黃河行
（寧夏）、文學藝術泰山會等多項活動。

■中新社

“高空王”黃河泰山走鋼絲 挑戰健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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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3000公斤雪糕湘誕生

海昏侯商標搶註火熱

“小馬哥”從小體弱多病，酸棗仁
湯治好了他的嚴重失眠，他自

此對中醫萌發濃厚興趣。1956年高考之
前，他連填三個志願都是中醫專業，最
終考入四川成都中醫學院，成為新中國
成立後首屆中醫學專業畢業生。
現在每周六上午，馬有度都在位於

五里店的合道堂名醫館坐診，慕名來就
診的人非常多，有的甚至凌晨5點多就過
來排號。而除看病行醫，80歲的“小馬
哥”和夫人之間的感情，也為人稱道。

妻背藥方如“最美情書”
他和夫人相識於上世紀50年代的

一場舞台劇，兩人飾演情侶遂生情愫，
到現在結婚61年，連外孫女都大學畢業
了。徐亞華退休後，便經常陪“小馬
哥”坐診，而且都是牽手同行，羨煞旁
人。而讓人吃驚的是，陪丈夫坐診的時
間長了，徐亞華甚至能夠在他開藥時很
快地背出現開的方子，這也被不少人浪

漫地稱為“最美情書”。“好羨慕這種
夫唱婦隨的生活，有了他們在，連中醫
館的小貓咪都那麼安靜、和諧。”不少
患者這樣說道。
實際上，夫妻倆還有一項保持了

61年的習慣，那就是牽手散步，“散
身也是散心，這裡面也有夫妻和諧之
道。”在“小馬哥”的書房裡，放着

夫人的大相框和他專門給她寫的詩。
馬有度說，蒼生大醫有三個境界：

知名度高的“名醫”、深明醫理的“明
醫”、全心為民的“民醫”。合道堂名
醫館負責人姜女士說，馬老的醫德醫風
廣受病友稱讚，時下很多醫院實行增加
專家掛號費，但馬老仍然堅持平價診
費，減少病人經濟負擔。

老中醫妙手仁心
愛秀恩妻陪坐診

由上百人參與製作、總重量達3,000公
斤的巨型芒果冰淇淋28日在湖南長沙橘洲
沙灘公園誕生。該重量超過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冰淇淋健力士世界紀錄。此次製作耗
時近一小時完成，共使用600公斤芒果、
1,260公斤牛奶、480公斤奶油等原材料。
據稱，2014年美國一家牛奶公司特別製作
了一個重達約1,400公斤的冰淇淋，獲得健
力士世界紀錄認證，成為“世界上最大的
冰淇淋”。 ■中新社

南昌西漢
海昏侯墓是中
國目前發現面
積最大、保存
最好、內涵最
豐富的漢代侯
國聚落遺址。
去 年 以 來 ，
“海昏侯”成
為 全 國 熱 搜
詞，相關商標
搶註火熱。據
中國商標網上
查 詢 系 統 顯
示，去年10月

至 12 月間（海昏侯墓正式公開發掘時
期），與“海昏、海昏侯、昌邑王、昌邑九
年”等相關的商標大量出現，囊括食品、飲
料、服裝、珠寶、餐飲等類別，甚至還有海
昏侯清明酒、海昏侯火鍋等商標申請。

申請商家既有江西本地的企業，也有外
省的企業。目前，這些商標均處於待審核的
狀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江西報道

“我嫁中醫她嫁我，鐵桿中醫好會

員。”這句打油詩是在重慶中醫界人稱

“小馬哥”的80歲老教授、老中醫馬有度

寫給他相守了61年的夫人徐亞華的，道出

自己對中醫的熱愛和夫妻相守的感情，樸

素而感人。 ■《重慶晨報》

現在又是畢業照走紅的時候，一組湖北男生
扮女裝拍攝的“另類”畢業照近日火爆網絡，
男生扮女裝畢業照，圖中的男生穿着民國樣式
的女生校服，穿短裙，帶假胸，搔首弄姿，讓
人忍俊不禁。 ■中國青年網

男 扮 女 畢 業 照裝

■阿迪力將分別在青銅峽
和泰山挑戰高空極限。

網上圖片

■馬有度夫妻倆61年來一直保
持牽手散步的習慣。 網上圖片

■百人聚湖南長沙製3,000公斤巨型雪
糕。 網上圖片

■由於海昏侯墓出土銅火
鍋，該火鍋甚至成為商標
申請。 記者王逍攝

■八旬中醫馬有度攜妻一起坐診。網上圖片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6年5月30日（星期一）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Islands, with a ship based there. 
This will possibly be carried ou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Chen told the outlet, referring to 
the disputed Spratly Islands.
The Rescue Ship
According to the outlet, the vessel 
called the Nanhaijiu 118 will be 
part of China's South China Sea 
Rescue Bureau at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This plan comes weeks after 
China was reported to have been 
urging fisherfolk to participate 
in basic military trainings to 
multiply the country's force and 
presence along the contested 
waters.
According to 
Nanhaijiu 118 
captain Wang 

Wensong, the ship that China plans 
to include in the mission would not 
be the same as his previous 3,700-ton 
vessel.
Wang said it would be bigger and 
equipped with more advanced 
rescue equipment such as drones and 
underwater robots.
However, there was no word on which 

specific island in the area the ship would be based in.
Expanding Chinese Presence
According to the World Tribune, the Spratly Islands are 
a hotly disputed territory claimed by China as well as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Taiwan, Malaysia and Brunei.
Because of China's continued presence in the area, 
there is a good chance that the other nations claiming 
sovereignty over it would react, especially if a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ship 
is to set sail and base in one of 
the islands.
Previous reports indicate 
China's moves toward 
increasing their presence, both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 the 
disputed region. This includes 
more Chinese tourists visiting 

the area and the 
training of "fishing 
militia" to serve 
as an advanced 
party in monitoring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Paracel 
Islands, almost 
20,000 Chinese 
citizens have 
already visited the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 The Hague 
in the coming weeks in a case launched by the 
Philippines contesting the legality of China’s “nine-
dash line” demarcating mos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s its territory. Beijing rejects the court’s authority and 
blames Manila for not settling the disputes through 
bilateral negotiations.
Like ‘coiling a spring’: Chinese diplomat 
warns countries against pressuring Beijing 
over South China Sea
“It is the Philippines who still refuse to negotiate 
or consult with us,” Wang said, adding that it was 
Manila’s actions that “lacked legality and legitimac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ang denied China would “fill the vacuum”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the US withdrew its forces from 
the  region. The people of those nations should work 
together for a better future, he said, but other countries 
would help.
He also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ies with Arab 
countries in Beijing’s “One Belt, One Road” trade 
initiative linking China and east Asia with Europe.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
defence/article) 

and it was “perfectly normal” for China to set up self-
defence facil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ile other 
nations did likewise.
USS Kid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criticized 
Washington’s ro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o is engaging in massive military exercises in the 
region?” Wang said. “Who is sending a lot of advanced 
weaponry to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building new 
military bases? The answer is all too clear: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marks come ahead of an expected ruling by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main the world’s leading 
power for a long tim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aid 
on Friday, but he stressed global affairs should not be 
dominated by one country.
Wang made the remarks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the Qatar-based broadcaster Al Jazeera, ahead of the 
seven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a-Arab 
States Cooperation Forum in Doha last week, and the 
transcript of the interview was released on Thursday 
night.

When asked whether China,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had prepared to replace a declining US as 
global leader, Wang replied “from what we know 
about the country, the US will probably remain the 
world’s No 1 for a fairly long time”.

“From what we know 
about the country, the US                                                                                                    

will probably remain the world’s No 1 
for a fairly long time.”

  –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But, he added: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world can 
only be led by one country, which, in fact, is simply 
impossible.”
Wang criticised Washington’s ro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laming it for raising tensions in the disputed 
waters. Relations in the region, especially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have become strained, with Washington 
accusing Beijing of militarising the sea by creating 
artificial islands, some of them fortified.
China, US must manage risk of conflict in South China 
Sea constructively, says Beijing
Beijing, in turn, has criticised increased US naval 
patrols and exercises in its “pivot” to Asia.
Wang said every country had the right to defend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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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lans to plant a drone-carrying ship at the heart 
of the disputed wat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what 
Chinese authorities claim to be a move toward advance 
rescue for fishing boats.
Citing the ship's political commissar Chen Xingguang, 
China Daily reported that the plan would entail 
deploying a ship that carries drones as well as 
underwater robots to aid smaller vessels that are in 
trouble.
"Our bureau is planning a duty post in the Nansha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cautioned against one 
country leading the world. (Photo/Reuters)

The Nanhaijiu 118 takes part 
in a drill off the Xisha Islands 
on May 3. The Nanhaijiu 118                                           
will be part of China's South 
China Sea Rescue Bureau. 

(Photo/China Daily)

A small fishing boat, center, is surrounded by Japan Cost Guard's patrol boats 
after activists descended from the boat on Uotsuri Island, one of the islands                                                

of Senkaku in Japanese and Diaoyu in Chinese, in East China Sea.

area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During this time, the civilians interviewed during their 
tour felt pride for the beauty of the territory, making 
them believe that the territory is indeed owned by the 
Chinese.
Meanwhile, hundreds of fishermen were being 
trained on contending with rescue operations and 
"safeguarding Chinese sovereignty," per a report from 
Reuters in April.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c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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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呂 明

主治：中醫全科，頭痛，偏頭痛，頸背腰痛，各種過
敏症，氣喘咳嗽，各種胃病，男女不孕症，性功能障
礙，月經不調，更年期綜合症，各種腸胃病，運動損
傷，戒煙，神經性疾病，高血壓，中風偏癱，口眼歪
斜，風濕關節炎，內分泌失調，肝病等。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中 國 吉 林 長 春 中 醫 學 院 畢 業
具 有 35 余 年 臨 床 經 驗
美 國 德 州 執 照 中 醫 針 炙 醫 生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A 痤瘡酒糟鼻脂溢性皮炎口周皮炎
異位性皮炎濕疹蕁麻疹 帶狀皰疹及
後遺神經痛銀屑病白癜風 ......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 中醫師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大陸新聞

■對海火炮攻擊。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軍網報道，南海艦隊遠海訓練編隊在西
太平洋某海域進行實兵對抗演練期間，美日軍艦及兩架反潛巡邏機
在演練海域附近活動。
報道稱，5月22日至23日，海軍南海艦隊遠海訓練編隊在西太

平洋某海域進行了連續48小時不間斷的實兵對抗演練，共出動驅
逐艦、護衛艦、補給艦、潛艇、轟炸機、預警機等10多艘架次。
“也許怕我們只是‘背靠背’不夠，外軍艦機在演練海域的頻

繁出沒，無形中給紅藍雙方判斷辨別對方態勢增加了難度。”編隊
參謀長龍卷笑着說，演練期間，美日各一艘驅逐艦以及兩架反潛巡
邏機始終在演練海域附近活動，如影相隨。

■編隊演練期間，美日艦艇
如影相隨。圖片左後方的兩
個黑點就是兩艘美日驅逐
艦。 網上圖片

美日軍艦尾隨監視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6年5月30日（星期一）
香港特區政府制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特許可在中國各地發行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 承印：美國美南新聞
電話：1-281-498-4310 傳真：1-281-498-2728 1重要新聞

遠海訓練四大看點
■參訓艦艇先進，組成編隊的6艘艦艇，以首次執行遠海訓練任務就擔任指揮艦的最新型導彈驅
逐艦合肥艦為代表，涵蓋了海軍當前最先進的水面主戰艦艇。

■對抗強度大，期間有3次多威脅條件下48小時不間斷對抗，1次連續24小時對抗。

■隨機導調頻繁，全程突出實戰化，無預案、無腳本，臨機出題，“背靠背”對抗。

■帶動兵力多，6艘艦艇已是近年來海軍遠航訓練最大編隊規模，一路上還帶動海軍部分西南沙
守礁部隊、值班艦艇、潛艇、航空兵和岸導兵力參加，實現遠海訓練效益最大化。

■記者劉凝哲 整理

今年5月4日開始，中國海軍南海艦隊導彈驅
逐艦合肥艦、蘭州艦、廣州艦，導彈護衛

艦三亞艦、玉林艦，遠洋綜合補給艦洪湖艦組
成遠海訓練編隊，奔赴南海、東印度洋、西太
平洋等海域進行實戰化訓練。編隊從三亞起
航，先後巡航西南沙海域，穿越巽他海峽、龍
目海峽、望加錫海峽、巴士海峽等。

突出信息化實戰化體系對抗
遠海訓練編隊指揮員、南海艦隊副司令員

周煦明表示，參訓兵力多、帶動兵力廣，全程
突出信息化實戰化條件下的體系對抗是此次遠
海訓練的突出特點。周煦明說，參訓兵力均為
海軍新型主戰艦艇，由南海艦隊導彈驅逐艦合
肥艦、蘭州艦、廣州艦，導彈護衛艦三亞艦、
玉林艦，綜合補給艦洪湖艦等6艘艦艇組成，隨
艦搭載各型直升機3架及數十名特戰隊員。
周煦明介紹，編隊分三個兵力群，緊貼艦

隊使命任務，強化戰鬥精神和戰備觀念培樹，
強化主戰兵力遠海作戰運用，強化艦機協同反
潛、合同攻擊、防空反導、特種作戰等重難點
問題專攻精煉，着重檢驗新型主戰艦艇、潛艇
和航空兵的作戰運用，積極探索常態化遠海訓
練方法路子，增強部隊海上編隊指揮信息系統
組網運用，偵察預警、信息傳遞、分析判斷和
指揮決策等要素集成訓練，強化海軍力量的常
態化運用。

參訓艦艇或成航母護航編隊
洪源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此次參加實戰訓

練的南海艦隊遠海訓練編隊是綜合主力戰鬥
群。這是一次規模很大的例行訓練，正說明中
國三大艦隊在每個年度甚至季度都有各自遠洋
演練計劃，顯示出中國海軍正經歷逐漸壯大，
走向藍色海軍的重要過程。遠海訓練已制度
化、常態化，中國海軍裝備不斷的提升，演練
也在不斷改進。參訓的遠洋戰鬥群，不僅可作
為海上主力戰鬥群，未來還可能作為航母護航
編隊一起使用，被賦予雙重意義。
中國強調此次遠海訓練不針對任何國家，

但仍引起周邊國家乃至西方國家關注。洪源認
為，中國在南海擁有自主航行權，且穿越海峽
等都是在公海領域。“中國這次是在過去很少
涉及的領域進行訓練，而且是集團訓練，令一
些國家十分關注”，洪源說，這些國家應該對
中國的海上訓練愈發習慣，對中國發展海洋事
業的決心有更深刻認識，逐漸在心理上適應。

南海艦隊遠海演兵
穿兩大洋闖四海峽
航行8000海里近年之最 艦隻兵力最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中國海軍南海艦隊遠海訓練編隊

27日下午靠泊三亞某軍港，順利完成

歷時23個晝夜、航行8,000多海里的年

度例行遠海訓練。此次訓練中，中國艦

艇編隊穿越巽他海峽、龍目海峽、望加

錫海峽、巴士海峽等世界重要海峽水

道，在南海、印度洋、太平洋海域共完

成20多個遠海實戰化訓練科目，是南

海艦隊近年來規模最大、出動艦艇最

強、兵力最多的遠海訓練。著名軍事專

家洪源就此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此次參

加訓練的中國綜合遠洋戰鬥群，不僅是

中國的主力戰鬥群，未來更可能將成為

航母護航編隊，擁有雙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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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炮對空中目標
準備進行實彈射擊
訓練。 網上圖片

合 肥 艦

蘭 州 艦

重點訓練科目
一，5月5日，編隊在西沙海域進行驅

逐可疑商船的訓練，由在西沙海
域擔負值班任務的韶關艦模擬不
明國籍商船。

二，5月6日，編隊在南海舉行48小
時空情威脅條件下的跨晝夜艦潛
對抗訓練，陸基飛機進行了模擬
攻擊。

三，5月7日，艦載直升機組進行了艦
機協同反潛、引導驅護編隊火力打
擊、搜救落水人員等科目的訓練。

四，5月8日至9日，編隊在南沙巡
航，特戰分隊搭乘直升機和小艇
向渚碧礁守備部隊發起破襲，艦
艇演練抗擊陸基轟炸機群攻擊。

五，5月11日下午，蘭州艦從新加坡
啟航參與遠航訓練。

六，5月21日，編隊在西太平洋組織
對海實彈射擊訓練，紅方艦艇編
隊對藍方艦艇實施第一波次導彈
攻擊後，用艦炮進行補充打擊。

七，5月22日至23日，編隊在西太平
洋進了48小時實兵對抗演練，2
個水面艦編隊相互對抗，潛艇作
為第3方同時對抗2個編隊，預警
機引導轟炸機實施協同攻擊。

八，5月25日至26日，編隊經巴士海
峽航行至南海，進行跨晝夜艦機
協同反潛作戰演練。

■記者劉凝哲 整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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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交通運輸部近期出臺了《交通運輸

信息化“十三五”發展規劃》《交通運

輸科技“十三五”發展規劃》《交通運

輸標準化“十三五”發展規劃》，這是

“十三五”時期推進交通運輸信息化發

展、加強科技創新和完善標準化體系建

設的綱領性文件。今天，交通運輸部舉

行新聞發布會，相關負責人對上述規劃

進行了解讀。

“互聯網+”讓出行更便捷
《交通運輸信息化“十三五”發展

規劃》提出，將以行業信息化重點工程

和示範試點工程為依托，著力落實國家

信息化戰略任務，對接國家電子政務工

程建設，努力實現交通運輸信息化的上

下貫通、左右連通和內外融通，促進現

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

規劃明確，到 2020年，部省兩級信

息共享和數據開放水平大幅提升，行業

主要業務領域運用大數據能力顯著提

高，“互聯網+”促進行業轉型升級取

得新突破，交通運輸信息服務政企合作

模式基本形成，行業網絡信息安全保障

能力顯著增強，信息化發展環境進壹步

優化，信息化在引領綜合交通運輸發

展、保障國家戰略實施、促進行業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發揮重要作

用。

“‘十三五’時期，交通運輸部將

著力推進落實‘互聯網+’重點行動，

促進‘大數據’發展和應用，推動京津

冀三地城市交通‘壹卡通’等工作。”

交通運輸部新聞發言人劉鵬飛表示，作

為重要的民生工程，“交通壹卡通”互

聯互通工作被列為 2016年交通運輸部更

貼近民生的 13件實事之壹。今年年底，

將實現100個以上城市的互聯互通。

科技創新打造智能交通
《交通運輸科技“十三五”發展規

劃》明確，預計到 2020年，科技體制機

制改革全面深化，創新能力顯著提升，

突破壹批重大關鍵技術瓶頸，取得壹批

國際領先、實用性強的自主創新成果，

科技服務水平顯著提升，基本建成適應

現代交通運輸業發展需要、具有引領性

的科技創新體系，不斷提高交通運輸創

新供給質量和效率，支撐實現“十三

五”時期交通運輸發展目標任務。

規劃明確，各級交通運輸部門要轉

變政府科技管理職能，建立市場導向機

制，完善創新管理政策，強化創新激勵

政策，促進行業科研機構發展，推進部

屬科研院所改革。同時，註重推進創新

能力建設，在行業重點科研平臺建設方

面，發揮既有平臺作用，優化平臺整體

布局，支持平臺持續發展。

交通運輸部科技司副司長洪曉楓表

示，“十三五”時期，交通運輸部將統

籌重大科技研發，包括重大研發任務和

重點研發方向兩個方面。重大研發任務

將緊密結合國家戰略對交通先行發展的

要求，著力在特殊重大工程建設、交通

通道能力提升、綜合運輸智能管控、交

通大氣汙染防控等方面，突破壹批制約

交通運輸安全、高效、綠色發展的重大

技術難題；重點研發方向則聚焦“四個

交通”發展，圍繞基礎設施、運輸服

務、信息化、安全應急、節能環保等重

點領域，形成行業研發方向指引，利用

市場機制，引導全社會科技資源開展大

眾創業、萬眾創新。

加強交通標準化頂層設計
“《交通運輸標準化“十三五”發

展規劃》立足‘大交通’視角編制，涵

蓋了鐵路、公路、水運、民航和郵政各

種運輸方式，對行業標準化工作‘全鏈

條’‘全方位’整體設計，是交通運輸

部首部行業標準化專項規劃。”劉鵬

飛說。

規劃明確，到 2020年，建成適應交

通運輸發展需要的標準化體系，同時構

建了標準化體系框架。總體框架可以概

括為，突出壹條主線、堅持四項原則、

聚焦六大領域、部署八大任務。

劉鵬飛說，“壹條主線”，即以交

通運輸發展需求為主線，統籌推進標準、

計量、質量監督體系建設；“四項原則”，

即改革引領、突出重點、系統推進、開

放融合；“六大領域”是指標準制修訂

的重點領域，包括綜合交通運輸、安全

應急、運輸服務、工程建設與養護、節

能環保和信息化；“八大任務”是指

“十三五”時期標準化工作的 8項重點

任務，包括管理制度機制建設、強制性

標準制修訂、推薦性標準制修訂、標準

國際化等。

劉鵬飛表示，交通運輸標準化規劃對

推進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建設具有積極作

用，同時也對加強標準化工作頂層設計，

加快推動標準化體系建設，統籌布局標準化

工作，更好地滿足行業發展需求，提升標準

化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作用。

中國出境遊旅遊險滲透率低 人均保費不到美國1/25
綜合報導 近日華泰保險與金棕櫚機構聯合發

布的《中國境外遊出境安全報告》（以下簡稱《報

告》）顯示，2015年出境遊總人次達 1.2億，其中

以赴中國港澳臺、日韓和東南亞國家的遊客居多。

以人均保費 65元來計算，2016年出境遊旅遊險市

場規模約達到 90億元人民幣，2020年規模將達到

125億元人民幣。

雖然我國旅行險市場規模巨大，但中國旅遊

保險滲透率相對較低。與美國相比，美國旅遊人

均保費為 46 元，中國的保費則僅為 1.8 元人民

幣，不到美國的 1/25。此外，中國遊客主動購買

保險的比率低於中國香港地區、日本，主要由於

風險意識不強，大陸遊客主動購買旅險的概率不

到日本的 1/4。

購買旅遊險客戶總體特征來看，《報告》顯

示，50 後-80 後遊客投保人數占整個旅遊意外險

市場的 73.9%。同時 70 後人群消費的旅遊產品均

價最高，比 00 後、10 後、80 後、90 後均高出了

壹倍多。高齡人群 30 後、40 後的消費均價也相

對其他年齡段稍高。

《報告》認為，購買保險的人群較少，原因

主要有兩個方面：第壹、遊客保險意識不足。遊客

對境外旅行的風險和旅行保險認識不充分，大多數

人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境外旅行的風險。第二、旅

行社安全告知工作不到位。旅行社對於旅行地國

家的政治、文化、宗教、習俗、道路交通、飲食

等情況並未充分告知遊客，壹旦遊客發生意外，

家屬易與旅行社產生糾紛，甚至訴訟。

就中國出境遊存在風險情況來看，《報告》分

析，在所有的突發風險中，旅行延誤為中國出境遊

糾紛與意外中最頻發的突發事件，占全部突發情況

的 77%。其次是行程取消和變更，達到了 14%。意

外醫療方面和急性病醫療占比相比較旅行延誤和行

程變更而言，占比較小約為3%。 根據華泰保險理

賠數據，從各大目的地意外發生情況看，重大案件

主要分布在亞洲北美，亞洲的占比達到32%，加美

約為 22%，歐洲的占比約為 15%，也就是說亞美歐

三大區域總占比近70%。

此外， 與龐大出境人數和巨大旅遊險市場規

模相比，目前中國救援能力不足形成鮮明對比。華

泰財險電商事業部首席營銷官（CMO）嚴彪表示，

遊客壹旦發生意外事故，保險公司會馬上聯系合作

的救援公司進行救援和理賠，但現狀是，國內保險

公司大部分會與國外救援公司進行合作，主因是國

內救援公司總體數量太少，救援水平與國際救援公

司存在較大差距。

《報告》顯示，中國救援能力明顯不足，主要

體現在四個方面：救援公司總體數量有限，多數規

模較小；救援機構多為外商獨資或合資，國內救援

機構尚少；現有國內的醫療體制增加了就診及救援

的難度；呼叫中心人員急救培訓與認證體系缺乏，

延長了救援時間。

華泰財險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叢雪松稱：“雖

然旅行險相比車險市場不大，但其有著相對較低的

賠付率和極大的發展潛力，因此華泰也將此作為互

聯網布局下的壹個重點。”

今年底超100個城市
“交通壹卡通”將實現互聯互通

（本報訊） (本報訊)5月28日，投
資 5000 萬美元靠近購物商場 Katy Mills
Mall, 占地 25 英畝的大型游樂場 Ty-
phoon Texas，在經過了三年的籌建之後
，終於登場。開業僅僅兩個小時，就有
1200人湧入。

新建成的水上樂園，由紅白藍三個
顏色組成，和德州的州旗的色彩匹配，
水上樂園包括9個大型的水上娛樂設施
以及 30 個滑梯，此外公園還有一家德
州燒烤餐廳和提供美味小吃。30個滑梯
外觀色彩十分絢麗，不少人體驗了衝浪
的樂趣。

家庭游玩允許一次六人乘坐水上娛
樂設施，滑水版項目可以讓乘坐人體驗

進入到黑暗中的水道並且可以使用內部
的水槍對亮點目標進行射擊，仿佛置身
於電子游戲當中。

盡管這個水上樂園的規模還不能和
著名的德州大型水上公園 Schlitterbahn
和Six Flags相媲美，但是樂園將提供第
一流的顧客服務和設施。並且希望能通
過這個水上樂園來推動KATY當地的經
濟發展。

開場的當天，游樂園邀請了現場樂
隊表演，不少家庭成員在節日聚會，享
受游樂場各項設施帶來的樂趣，周末門
票價格為節日周末49.99美元。平時周
末票價39.99美元。

美國華人政治聯盟呼籲華人投票

Katy大型游樂場Typhoon Texas
開業首日 人潮簇擁

全美拼字大賽題目雖然一年比
一年偏冷艱難，但是最後奪魁的
人都被印度學生包攬，今年是這
項比賽連續第三年由兩人並列冠
軍，其中一個來自德州奧斯汀只
有11歲的（Nihar Janga）尼哈爾
，他小學五年級，是賽史上年紀

最小的奪冠者，與他並列冠軍的賈蘭，今年13，他的哥哥是
前年的冠軍。

尼哈爾最終正確拼寫了單詞“gesellschaft”，但他的對手
賈蘭也拼寫出了“Feldenkrais”。 由於已經連續兩屆出現最終
的兩名競賽者不分勝負，必須並列冠軍，兩人可以各得四萬五
千美元獎學金。

毫不出乎人們的意外，尼哈爾立志長大要成為一名神經外
科醫生，他已經表現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記憶力，他總是能先
於主持人說出單詞的意思，並且在獲獎後感謝了他的母親對他
的支持和幫助。

美國華人政治聯盟昨日為5名6月
聯邦及加州地方政府公職初選的候
選人背書，並呼籲華人能積極站出
來投票。
美國華人政治聯盟主席丁言愉表

示，聯盟成立至今已經為百多名華
裔或關注華裔居民的選舉候選人背書，此次獲得背書5名候選人分別是競選聯邦議員的
趙美心、Denise Gitsham、洛縣縣政委員的Bob Huff、洛縣高等法院法官的Javier Perez、
以及爾灣市長的Gang Chen。

美國華人政治聯盟不僅僅為候選人背書，還將在候選的競選過程中，有義工幫候選
人打電話催票，丁言愉鼓勵華人站出來投票，支持華人政治聯盟背書的候選人，因為得
到背書的候選人都十分關心華人社區，而華人在主流社會需要一個發聲的管道。

2001年成立的美國越柬寮華人政治聯盟，去年正式更名為美國華人政治聯盟，過去
十多年，該政治聯盟給予背書支持的候選人中，幾乎有九成獲勝，該聯盟希望能夠通過
為政治競選人背書，加強華人社區與美國社會的連接，消除所有對少數族裔華人的歧視
與不公平待遇。

德州奧斯汀印度11歲學生
成為全美拼字大賽最年輕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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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 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六˙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YI ZHOU, M.D.

周藝

通中﹑英﹑粵

713-981-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營業時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長期居家照顧

服務內容
愛心的居家護理協助：走路，運動，更衣，梳洗，清潔，洗衣，
用餐，烹飪等。
服務對象
各家長期護理保險（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州政府補助保險（白卡Medicaid )
電話：（713）271-8515
傳真：（713）988-6262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06-A, Houston ,Texas 77024

家庭醫護訪視
服務內容
靜脈輸液，傷口護理，尿管、胃管及人工造管護理，
肌肉及皮下注射，物理複健。
服務對象
重症及急、慢性疾病需居家醫療護理及複健訓練。
具有老人保險（Medicare)及各種醫療保險。
服務團隊
註冊護士，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師
電話：（713）271-6999
傳真：（713）271-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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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之鳥護漁軟弱否 馬英九：社會自有公評

WHA議題 朱立倫：勿雙重標準

潛艦國造 造船公司秀潛艦操控系統

中部區域聯合治理 總統：中央不缺席

林全：參加WHA稱謂長期目標努力
行政院長林全（右）28日肯定衛生福利部長林奏延參加WHA的作為，至於外界對以 「中華
台北」 名義參加，還有一些波折或想法，政府也會視為一種長期的目標繼續努力。

 























（中央社）前總統馬英九今天出席宜蘭市
中山國小120週年校慶時，有媒體詢問新政府
在沖之鳥護漁態度是否太軟弱？他說，社會自
有公評。

馬英九上午前往台灣民主運動先驅蔣渭水
的母校，也就是宜蘭市中山國小，參加120週
年校慶。他除了在校園種下獨角仙最愛的光臘
樹，也與全體師生家長共同見證校內 「中山小
巨蛋」新建體育館落成啟用典禮。這也是馬英
九卸任後第一個對外的公開行程。

迎接這次校慶，校方學生特別跳起流傳百
年的 「中山船舞蹈」，並演出 「70年代複刻版
健康操」慶祝。

馬英九在致詞時不忘又開起玩笑說，過去
有次他出席一場各校校友會時，會場上台北市
中山女中校友笑說 「建國成功靠中山」，結果
建國中學校友回應 「中山一生為建國」。馬英

九語畢後，博得現場的笑聲及掌聲。
「有人知道第一本蔣渭水傳記是誰寫的？

答對者，獎金100元」馬英九隨後也不忘與學
生進行有獎徵答。

馬英九表示，蔣渭水是台灣傳奇人物，也
是他尊重的人。他過去擔任公職任內，推動與
聯署許多紀念蔣渭水的事，包括國道5號命名
為蔣渭水高速公路、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還有總
統府內的渭水廳等。

馬英九也勉勵學生，一生至少要學會一項
樂器或一種運動，也應該學會游泳，避免
溺水。

「中山小巨蛋有沒有冷氣？今天會不
會悶熱？」馬英九在現場詢問學生反映後
，承 諾 先 捐 出 新 台 幣 10 萬 元 ， 希 望 拋 磚
引 玉 ， 鼓 勵 校 友 與 外 界 跟 進 ， 捐 獻 經 費
興 學 。

（中央社）總統蔡英文宣
示潛艦國造，國內造船產業引
頸期盼。慶富公司首度公開展
示整合90個子系統的潛艦（人
載）台操控系統，證明慶富
「準備好了」。這套系統將在

9月的高雄國際海事展亮相。
新政府力推潛艦國造，台

灣區造船工業同業公會邀請媒
體參訪國內前三大造船公司，
包括台船公司、中信造船公司
及慶富造船公司，展示國內造
船能量。

慶富公司首度公開展示與
美商國家儀器與國內學界合作
研發的潛艦（人載）台操控系
統，慶富公司董事長特助陳全
雄表示，透過整合90個子系統
如主馬達、主電力、魚雷吊放
、魚雷裝填、電瓶監偵的（人
載）台操控系統，8 個人就可
以操控潛艦。

陳全雄表示，潛艦另一
個關鍵技術是壓力殼，相信台
船已準備好了，而慶富掌握
（ 人 載 ） 台 關 鍵 性 技 術 ，
「（人載）台操控系統準備好

了」；慶富也掌握了潛艦校磁
整磁的技術，潛艦如果沒做校
磁整磁，容易遭到握有水域地
磁參數的敵方偵獲。

慶富負責承造海軍獵雷
艦，慶富選擇義大利Interma-
rine 和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共同執行此案，分別負責艦船
設計和戰系整合，慶富將藉此
兩大廠的整合經驗，從中學習
，建立自主國防科技能力。

慶富人員表示，已獲洛克
希德馬丁公司同意技轉慶富相
關戰系整合軟體，未來可在台
灣實施獵雷戰系裝備的更新與
性能提升。

目 前 海 軍 使 用 的 茄 比

級潛艦海獅和海豹都已服役
超 過 70 年 ， 慶 富 表 示 ， 裝
備供應廠商多已消失或停產
，因此國艦國造刻不容緩，
慶富會循此次獵雷艦的建造
模式，完成潛艦國造工作，
同時也希望政府提出優惠政
策等相關措施。

慶富公司總裁陳慶男說，
慶富10幾年前就做好準備，潛
艦國造政策如果可以落實他非
常高興。

由台灣區造船公會主辦
、高雄市政府指導的第一屆
「高雄國際海事船舶暨國防

工業展」，將於 9 月 14 日至
17 日在高雄展覽館登場。造
船公會指出海事展將進一步
開放潛艦參觀，期盼拉近相
關產業的距離，也可幫助民
眾對 「國艦國造」有正確的
認知與了解。

（中央社）中部四縣市首長今天舉辦共識
營，總統蔡英文致詞時說，中央不會在區域治
理缺席，不過資源有限，錢要花在刀口上，兼
顧紀律與效率。

「中彰投苗高階主管共識營」上午在中
興新村公務人員研習中心登場，台中市長林佳
龍、彰化縣長魏明谷、南投縣長林明溱以及苗
栗縣長徐耀昌等人都親自出席。蔡總統出席致
詞。

蔡總統指出，今天是她第一次以總統身
分與縣市首長及工作人員說話，她要向大家保
證，未來的區域治理，中央不會缺席。

蔡總統表示，她很清楚中央的發展是建立
在地方繁榮的基礎上，中央與地方目標一致，
她不會讓地方孤軍奮戰，不過她也要提醒地方
政府，中央的資源有限，財政上也有一定的壓

力，錢一定要花在刀口上。
蔡總統說，未來區域聯合治理的規劃一定

要兼顧財政紀律以及效率，與其列一大堆的計
畫，KPI值看起來或許很好看，還不如鎖定議
題，把效果作出來，也希望大家謹記在心。

蔡總統表示，去年1年是區域聯合治理模
式的摸索階段，現在已經有了初步成果，也有
需要改進的地方，她認為接下來有3項改革需
要推動：包括檢討地方與中央政府的權責，增
強地方的能量，落實地方自治；縮小財政分配
落差，設計開源節流機制，改善地方財政；中
央會優先支持跨縣市的治理計畫，持續鼓勵縣
市之間建立有效協調機制。

蔡總統說，只有做好這些改革工作，才
能真正達到有效合作、解決問題、滿足需求的
治理模式。

（中央社）新北市長朱立倫今天表示，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與
世界衛生大會（WHA），希望勿雙重標準，中國國民黨就是喪
權辱國，自我矮化，民主進步黨就叫專業務實沒矮化。

朱立倫上午在二重疏洪道微風運河廣場主持議長盃龍舟賽
祭江點睛儀式，媒體會後訪問朱立倫，總統蔡英文指在WHA沒
被矮化說法，似乎與民進黨過去相關言論有大轉彎？

朱立倫表示，所有民
眾眼睛雪亮，不能國民黨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與 WHA 叫 「喪
權 辱 國」、 「自 我 矮 化」； 民 進 黨 就 叫 「專 業 務 實」、
「沒有矮化」。

他說，不能雙重標準看同樣的事，只要堅持中華民國立場
都應受尊重，不應國民黨說的時候就被批評、汙衊，民進黨說的

時候一切都對。
媒體追問，國民黨在野，卻不夠積極？朱立倫表示，

「我們真正成為在野黨是這個禮拜」，政黨輪替後應沉潛
、痛定思痛與檢討，虛心接受各種批評指教。趕快努力，
腳踏實地做好市政，服務好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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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設針灸診所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腿疼, 關節炎,
手腳麻木, 各種外傷,
工傷, 車禍……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可遠程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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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全：亞洲矽谷計畫 台灣發展重要引擎

捷運捕獲野生周美青 網路瘋傳

美聯邦眾議員卡特及柯貝羅抵台將訪高層

遊斐濟疑染茲卡 外交部籲孕婦暫緩前往

全國聖體大會副總統夫婦出席

台灣參加國際扶輪社首爾和平大遊行
來自高雄的台灣國際扶輪社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主委劉效典（右）和高雄南一扶輪社前社長
葉驥良（左）28日上午披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參加國際扶輪社首爾和平大遊行。

（中央社）行政院長林全今天表示，建設
亞洲矽谷計畫雖然需要耐心，但也期待計畫成
為改變台灣未來的起點，也希望讓桃園成為更
現代化的社會，成為台灣發展重要的引擎。

林全上午在桃園市長鄭文燦陪同下，視察
「亞洲矽谷計畫」預定地，同時瞭解籌備進度

，也聽取鄭文燦等人簡報。
林全致詞中表示，亞洲係矽谷計畫是非常

重要計畫，關係到下個世代的產業發展。政府
在推動這項計畫前也關注到全球產業發展，包
括互聯網、材料等高科技的智慧化結合，讓生
活、生產製造都具備自動化、智慧化的特色，
這也將改變人類生活、產業與發展，有人視為
「工業4.0」。

林全指出，台灣未來掌握脈動需要下功夫
，希望將現代化、全球前端的想法，能在台灣
聚合起來，這也是亞洲矽谷計畫發展的重要意
義。

至於計畫為何選擇在桃園？林全提到，桃

園的地理環境佳，可以連結台北、新竹等文化
、科技的優點，同時也擁有桃園機場、寬廣工
業腹地、人口年輕化等優點，也期待利用這些
優勢，把亞洲矽谷計畫建立起來，他對鄭文燦
的熟悉度與行動力，深具信心。

另外，林全業提到亞洲矽谷計畫會引進國
外高階人才，也希望藉由吸引高階人才，盤整
台灣發展障礙，改善外在整體環境，具體發揮
台灣的條件。

他也以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形容建
設亞洲矽谷計畫雖然需要有些耐心，但仍希望
能越快越好，透過長期努力，憑著智慧與技巧
繼續努力。

他說， 「雖然是很長的路，但台灣的建設
與發展是不會停下來的」，也希望透過一年一
年的檢視，期待亞洲矽谷計畫是改變台灣
未來的起點，也希望改變桃園，讓桃園成
為更現代化的社會，成為台灣發展重要的
引擎。 台5博物館組團與國際博物館界交流

國立台灣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奇美博物館及佛光山佛陀紀念
館組團，參加美國博物館博覽會，中華民國駐美副代表洪慧珠（中）到場致意。

（中央社）桃園市議員黃敬平今
天在臉書轉貼友人拍到前第一夫人周
美青獨自搭乘捷運文湖線的照片，文
中說，卸下 「第一夫人」的身分，這
些禮遇也隨之取消， 「她跟我們一樣
，都是平民百姓」。

黃敬平在臉書貼文並PO出前總
統夫人周美青搭乘台北捷運的照片，
網路隨即瘋傳這張照片。

黃敬平在臉書PO文說，朋友剛
好在台北捷運列車上，遇到穿著紅衣
的周美青，沒有隨扈，自己一人。

曾經是媒體
人的黃敬平在臉書說，他曾隨行採訪
周美青去中美洲訪問，見過她的真、
直，不做作、不矯飾。有人欣賞，有
人反感。 「但她不為所動，做她自己
，沒有特權、沒有架子，從不倚賴昔
日的光環，那種自然，我由衷欽佩」

。
黃敬平晚間接受中央社訪問時

表示，他的朋友上午搭乘捷運文湖線
，巧遇獨自一人搭乘捷運的周美青。

黃敬平轉述，他的朋友說，當
時捷運車廂內的乘客應該都知道那個
人就是周美青，只是大家故意裝傻，

不想打擾周美青， 「當時車廂的氣氛
，大家彷彿都不想打擾她」。

他說，朋友在文湖線的 「南京復
興」站下車，周美青也在這一站下車
，身邊沒有任何隨扈，就獨自一人下
車。不過，朋友下車後，就不知道周
美青往哪裡走。

宜蘭太平山紫葉槭 火紅迎賓
宜蘭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的紫葉槭群，即日起到10月正值火紅景色，宛如楓紅，美
不勝收，呈現異國風情，在山林綠野中吸引遊客目光。（林務局提供）

（中央社）外交部今晚表示，美國聯邦眾議
員卡特及柯貝羅今起訪華，2位眾議員都是 「國
會台灣連線」成員，停留期間將拜會政府高層。

外 交 部 晚 間 發 布 新 聞 稿 ， 卡 特 （Buddy
Carter, R-GA）及柯貝羅（Carlos Curbelo, R-FL
），今天起至6月1日來訪，期間將拜會政府高
層並參訪經濟及文化建設。

卡特及柯貝羅都是美聯邦眾議院 「國會台
灣連線」成員，是台灣在美國國會的重要友人，
且2人也是首度以美國聯邦眾議員的身分來訪，

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歡迎。
外交部說明，美國聯邦眾議院院會 5 月 16

日表決通過關於重申台灣關係法及 「六項保證」
是台美關係基石的第 88號共同決議案前，卡特
還特別前往議場發言表達支持，並肯定台灣民主
、法治與自由成就。

此外，柯貝羅曾在去年連署並投票支持台
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國際刑警組織」（IN-
TERPOL）眾院第 1853 號法案，並公開表示期
盼與新政府持續合作促進台美友好關係。

（中央社）外交部今天表
示，有台灣民眾自斐濟旅遊返
國後，疑似感染茲卡病毒，目
前雖維持當地旅遊警示燈號為
「黃色」，但建議懷孕及計畫

懷孕婦女暫緩前往。
外交部下午表示，據媒體

報導，有民眾本月自斐濟及索
羅門群島旅遊返國後，疑似感
染茲卡病毒，由於茲卡病毒會

影響懷孕婦女胎兒健康，有產
生腦部異常畸形兒風險，目前
雖對當地旅遊警示燈號維持為
「黃色」，意即應特別注意旅

遊安全並檢討應否前往，另建
議懷孕及計畫懷孕婦女暫緩前
往。

由於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已將茲卡病毒感染症列為第
五類法定傳染病，與黃熱病、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
症（MERS）相同，並針對茲
卡病毒發布第二級旅遊警示，
建議赴斐濟短期出差或旅遊民
眾，宜 加 強 採 取 衛 生 防 護 措
施。

外交部提醒，若在斐濟遭
遇緊急情事，請與駐斐濟代
表處聯絡，以便提供及時協
助。（中央社）副總統陳建仁今天參加在彰化

縣立體育館舉辦的全國聖體大會，陳副總統說
，他是以台灣2300萬人民的公僕身分參加大會
，意義非凡。

每2年舉行1次的全國聖體大會今年輪到
由台中教區承辦，參與的貴賓則有大會主席蘇
耀文、陳副總統夫婦以及彰化縣副縣長周志中
、前彰化縣長翁金珠等人。

陳副總統應邀致詞時說，這次的聖體大會

對他來說有特別的意義，因為這次他是以2300
萬人民公僕的角色共襄盛舉，而他的太太也以
成員身分代表聖體敬禮推廣組分享聖體敬禮的
重要性與心得，他也很樂於聆聽與學習。

陳副總統指出，2008年，他回到中央研
究院從事研究工作，養成了平日參加彌撒的習
慣，感謝讚美天主恩賜平安的1天，未來他會
努力學習主耶穌基督的良善心謙，保持心靈的
純潔喜樂。

（中央社）行政院長林全
今天首次視察海巡單位，由於
端午節即將來臨，他送上粽子
及加菜金，另強調台灣海岸線
很長必須防制犯罪，期勉海巡
署要確保海域及海岸安全。

行政院今天發布新聞稿，
在端午節來臨前，林全前往
「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北部地

區巡防局第二三岸巡大隊」，
除慰勉海巡署同仁工作的辛勞
及致贈粽子及加菜金外，也與
海巡同仁餐敘，提前歡度端午
佳節。

林全表示，台灣是以海
洋為發展目標的經濟體，希望

未來在國際間有更好的能見度
，因此，海洋政策及發展非常
值得推動。但台灣因為四周環
海，經濟是開放的，不管是人
員、物品或其他事物的流動，
衍生的犯罪問題必須要防制。

他進一步表示，海巡署過
去處理偷渡、毒品及走私等，
都有非常好的績效及經驗，而
保障人民生活安定是政府的責
任，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期待海巡署將此列為重點工
作，雖不能做到滴水不漏，但
仍要勇於面對，而行政院是海
巡同仁的後盾。

林全今天首次視察海巡

單位，對於海巡同仁長期堅
守工作崗位、嚴正執法及維
護民眾權益，表達感謝與肯
定。

海巡署表示，第二三岸
巡大隊以查緝非法入出國、
防制走私、救生救難及為民
服 務 為 平 時 任 務 。 自 民 國
104 年迄今，計取締破壞海
洋資源 5 件、執行災難搶救
26 件 、 為 民 服 務 20 件 及 毒
品危害防制 1 件，其中曾協
同桃園查緝隊緝獲海洛英毒
品 120 塊 約 45.6 公 斤 ， 為 近
13 年來破獲最大宗一級毒品
海洛英案。

林揆首視察海巡 贈粽子提前過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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