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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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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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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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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2016年8月4日 星期四
Thursday, August 4, 2016

人

物

風

采

高緒春 先生
高氏集團董事長
德克薩斯州東北同鄉會副會長
德克薩斯州沈陽同鄉會副會長

B12休城社區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我愛我
槍」 群主 Jim 梁、具有中國 15 年的刑警
經驗，鑒於近年來休市華埠治安日差，搶
案頻仍，不僅平日經常在「 我愛我槍」 群
裡，對休士頓槍友匯講解各種防衛常識，
更於周日在中國城「 華天坊」 中心內主講
「 反跟蹤及簡單近身防衛」 常識，吸引多
人前往聽講，其演說要點如下：

被跟蹤的識別與擺脫，當你剛出銀行，
名牌店出來時要特別註意觀察，當然，如
果你剛好在超市，或很一般檔次的商店和
餐館出來時，也可能賊人看到你鼓鼓的錢
包和手袋然後把你盯上。

如果去識別被盯上了，首先你會觀察
到附近或後面有輛車中坐著二個或以上的

男人，不管是老墨還是老黑，都可能你被盯上了。當你離開停車位，
準備離開這個停車場時，你發現這輛車會馬上跟著移動並與你保持距
離，你應該假裝不認識路，馬上將車駛向與你要去的目的地相反方向
的路上，這時候，這車仍然跟著你。然後走一小段路，然後你假裝發
覺走錯了，找個地方 U 循原路返回，這時候，這車仍然跟著你，那麼，
你走運了，這車 100％是跟蹤你的。

我需要眼勾勾的盯著他的車嗎，不，你錯了，你不能正眼看他，
不能讓他發現你註意了他，你可以假裝看旁邊，然後利用你眼睛的余
光，利用你車的後視鏡，利用你旁邊車的玻璃，光潔的油漆表層，商
店的玻璃門，廚窗，甚至太陽或街燈的投影，你會用不著回頭，便可
以很清楚地發現前後的人和車，以及發生了什麼事。你已經確認被跟
蹤了，你就開始考慮擺脫他，千萬不要去僻靜的路，因為他有可能隨
時對你下手，這時候，跟蹤你的車
必然是你快他快，你慢他慢，與你
保持二至三個車位的距離。

如果你希望求助於警察，有以
下的辦法，1. 將車駛向車流量大，
容易堵塞的高速公路，在安全情況
下將車停在路中間，打上應急燈，
然後下車將車前蓋掀起，假裝車壞
了，順便用手機拍照他的車號牌和

平時習慣等紅燈時與前車保持足夠距離，當前車或後車
堵上來要打劫時，你可以選擇在前車的左右二邊強行離開，
同樣也是邊報警，邊向你的親人和朋友求助。

還有二種情況值得註意的，後面的車忽然超越到你車前
面減速慢行或停下阻塞你車，另一種是在你等紅燈時故意從
後撞上你車，或在正常行走時故意與你在擦撞，以上情況如
果路上沒有其他人或車輛，你除了馬上記下那些車的號牌，
報警，拿起武器，準備逃跑之外，你已經別無選擇了，切切
記著，千萬要鎖上車門，絕對在警察到來之前不要下車走出
車外，保持發動機開著隨時逃跑。

也可以為皮膚內小血管提供充足的營
養，使色素細胞代謝以及神經、內分
泌、免疫功能作用逐步增強，並通過
動物試驗觀察到可以改變皮膚的循環
分布及膠原纖維。從而改善皮膚瘙癢
癥狀，擺脫皮膚出現的幹裂等幹燥狀
況，恢復女性皮下皮脂腺的分泌，保
持肌膚的濕潤度。

雌激素分泌減少以及體內荷爾蒙
濃度的變化不僅減少體內油的分泌，
同時也使人體肌膚保持水份的能力減
弱。此外，它能保持女性骨骼強壯，
調節體內膽固醇的分泌。堅持長期服
用紅人歸膠囊（SANGEL）不僅可以
活化滋潤卵巢，恢復女性體內自身雌激素的分泌，它更是一
個陰陽雙補、全方面溫和調理的百年漢方。服用紅人歸後有
助於鎖住皮膚的水分，更能全面調節女性內分泌，氣血雙補，
使女性保持面色紅潤、細膩、有光澤。

雌激素分泌在青春期 21 ～ 22 歲為最巔峰時期；之後每
10 年下降 15%，同時會使身體所有器官的功能下降，到 70
歲時荷爾蒙分泌量只有年輕人的 1/4 左右，到 80 歲時只剩
下正常量的 1/5。卵巢是分泌雌激素的主要器官，所以卵巢
才是保持女性紅顏不老的奧秘所在。保護您年輕靚麗的肌膚
我們要從根源做起。

衰老雖是客觀規律，皮膚作為人體一大器官，無疑
也不可違背逐步衰老的命運。及早堅持服用紅人歸膠囊
（SANGEL）這種科學的養巢平衡雌激素的方法即可防止老
化過早出現的現象，延緩衰老，是完全可以實現的。紅人歸
膠囊（SANGEL）采用天然草本，科學組方，經現代科學工
藝提取精華，可直接被人體快速吸收，從根本上滋養卵巢，
促進自身雌激素的分泌，保護女性細膩光潔、緊致白皙的肌
膚，讓女性美由內而外，自信體現青春靚麗！

加拿大 VIKER 公司榮譽出品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花開花落話更年”  免費資料索

取網址 www.vikerm.com
加拿大 VIKER 公司 北美免費咨詢電話 1—888—518—

7778
全球女性更年期保健免費咨詢電話 1—604—518—7778 

傳真 :1-604-303-7720

資深刑警  Jim 梁周日在「 華美
槍會」 演講，吸引僑界多人前
往聽講。（ 記者秦鴻鈞攝）

啟建新春祈福法會通知

不做“干”女人

車裏面的人，再打電話報警，如果他被車流堵塞，警察來到
了，你可以告訴警察，在警察審查和留置他的時候你趕快離
開，如果警察還沒來到，你可以告訴其他人，向別人求助。
你也可以將車開去人多的加油站，連鎖超市，有保安在停車
場的銀行，旅館，酒店，確認安全後打電話報警和打電話給
你的家人和附近的朋友，讓他們過來幫助你。

如果在夜晚，路上人很少，案犯已經開始對你的車進行
堵截，攻擊你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開車撞他，拿起武器反擊，按動遙控器上的
報警器的按鈕，讓汽車響聲大作，也可以將車撞向燈火通明
住宅的車房門，在屋主跑出來查看時向他們求救。

華美槍會 7 月 31 日主辦近身格鬥講座
 資深刑警 Jim 梁主講「反跟蹤及簡單近身防衛」

（ 本報訊）農曆七月為佛教孝月節，本社定於二 O 一六年八月
十九日（星期五）至八月二十一日（星期日）（農曆七月十七日至
十九）止，舉行地藏孝親薦亡超渡法會三永日。每日上午九時起恭誦
地藏菩薩本願經，拔度先亡、高超極樂、早生淨土。法會期間每日上
午奉獻妙供，上供十方三寶，下濟六道群靈。屆時敬請諸大護法，駕
臨拈香，同崇孝思，共薦先靈為禱。凡欲超渡祖先、親友、冤親債主者，
即日起，敬請與本社聯絡登記，以利作業。

法會期間，每日正午備有素齋供衆，屆時敬請踴躍參與，同沾法
益，共邀福庇！

德州休士頓華嚴蓮社
地點：9369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99
電話：(281)495-9700 or (281)879-4485

彈性水嫩的肌膚，紅潤光澤的面頰，是女性青春靚麗的
體現，是女性示人的門面，所以愛美女性都時刻關心自己肌
膚的問題。那您是否知道女性皮膚一生的變化與雌激素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系呢？ 

皮膚是女性第二性征的表現，也是雌激素的重要靶器官
之一。當女性進入青春期，卵巢功能日漸成熟，雌激素分泌
旺盛，在毛發皮膚上顯示出女性皮膚柔嫩、光滑、紅潤、有
光澤的美。進入更年期，卵巢開始衰退，雌激素分泌日漸減
少，皮膚幹燥、瘙癢、彈性減退、光澤消失、皺紋增多、老
年斑、皮膚感覺異常（麻木、針刺、蟻爬感）、浮腫、脫發
等現象會不同程度的出現。可見只有女性體內雌激素平衡，
才是防止女性皮膚衰老、保持皮膚健康的根本。

由加拿大 VIKER 公司推出的紅人歸膠囊（SANGEL）
是采用現代科學手段，從紅花、當歸、人參、酸棗仁、淫羊
藿、茯苓、枸杞子等多種天然植物中提取的不含任何激素的
精華素的復合物。紅人歸膠囊（SANGEL）能夠滋潤活化卵
巢，強化卵泡活力，旺盛雌激素水平。由內而外滋養女性，
保持肌膚的細膩緊致白皙……

雌激素是一種能為人體帶來能量的激素。隨著雌性激素
分泌的減少，皮膚變薄，表皮細胞增生率也減少，對皮膚彈
性起重要作用的彈性纖維和膠原蛋白減少，皮膚彈力消失，
豐滿的皮膚上皮組織逐漸出現皺紋，尤其在額、眼角和口周
等處明顯。紅人歸膠囊（SANGEL）內含有能與卵巢紅囊突
受體特異性結合的 SAG 獨特成分，能夠通過與紅囊突受體
特異性結合，激活並恢復分泌卵泡和雌激素的能力和水平。
服用紅人歸膠囊（SANGEL）後，通過營養滋潤卵巢可增加
自身雌激素分泌，對皮膚中粘多糖酸，尤其是透明質酸有特
殊作用，便可以使透明質酸濃度增加，從而增加表皮厚度。
減少皮膚皺紋，恢復肌膚的彈性與豐滿。

雌激素還可刺激表層皮膚骨膠原和油的分泌。因此，更
年期開始後，很多女性皮下皮脂腺也日漸萎縮，分泌物漸少，
表皮幹燥，失去滋潤度。皮膚內小血管收縮，對皮膚各種營
養物質的供應均青年時相差甚遠。紅人歸膠囊（SANGEL）
主要通過活化卵巢微循環網、增強微循環攜氧和代謝能力，
保證充足的營養供給，不僅可以滋潤和營養開始萎縮的卵巢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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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活動中心陳珂董事長、范玉新執
行長，華夏學人協會魏波會長，各位僑領，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一年一度的僑界慶祝中國國慶
系列活動又將拉開序幕。今年，中國人活動
中心、華夏學人協會將按照慣例舉辦國慶升
旗儀式、國慶晚宴和國慶綜藝晚會三場重要
活動，並已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准備工作
。首先，我代表李強民總領事和總領館全體
同仁，向各社團為籌備今年國慶系列慶祝活
動所付出的努力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謝！

休斯敦僑界多年來堅持不懈舉辦國慶系
列慶祝活動，已經在美國華人社會形成特色
品牌，贏得良好口碑。這些活動的成功舉辦
，擲地有聲地表達了大休斯敦地區華僑華人
對祖（籍）國的深厚感情，凝聚了僑心，彙
聚了僑力，展示了僑胞們團結和諧、奮發有
為的精神面貌。通過舉辦系列活動，我們也
向美國各界介紹了中國的發展成就，弘揚了
中國文化，傳遞了中美友好的信息，對華人
社區融入主流社會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各位僑胞，今年以來中國繼續推進全面
深化改革，反腐敗鬥爭保持高壓態勢。3月
份的“兩會”審議通過了“十三五”規劃綱

要，對今後五年國家的發展作出具體安排。
我們還慶祝了中國共產黨95周歲生日和西藏
和平解放65周年。中國堅定捍衛南海主權，
在國際舞台上繼續發揮重要影響力。中美關
系保持總體穩定發展，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
濟對話和第七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在北
京成功舉行。9月份，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
會將在杭州舉行，中美兩國領導人將再次會
晤，這將是中美關系發展歷程中的又一件大
事。當然，今年也有一些令人憂慮的事情。
國內多個省市入夏以來發生嚴重洪澇災害，
休斯敦有關社團和廣大僑胞雪中送炭、奉獻
愛心，善舉令人欽佩。台灣地區實現政黨輪
替，“台獨”分裂活動依然活躍，兩岸關系
和平發展面臨更大挑戰。
各位僑胞，辦好今年國慶系列慶祝活動，既
是為新中國67周歲生日獻禮，為中國發展取
得的成績而慶賀；同時更要通過各項活動，
凝聚廣大僑胞力量，為祖（籍）國發展爭取
更多支持，為中國和平統一大業發出正義呼
聲，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營造良好氛圍
。辦好國慶系列慶祝活動，是大休斯敦所有
愛國社團和愛國僑胞共同的事情。因此，一
方面我希望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夏學人協會

作為相關活動的牽頭社團，能夠做到精心籌
劃，周密組織，廣泛動員力量，把活動辦得
更完美、更有檔次和水平。另一方面，希望
其他社團和所有僑胞都能夠積極、主動投身
國慶系列活動的籌備中來，用實際行動表達
愛國心，用自己的點滴貢獻為祖國母親的生
日獻禮。

今年還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海
內外將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作為在美僑界
紀念活動的組成部分，9月份華夏學人協會
主辦的國慶文藝晚會，同時也有“紀念孫中
山先生誕辰150周年”主題內容。希望華夏
學人協會和有關參與團體、僑胞精心組織有
關節目，表達大休斯敦僑胞對孫中山先生歷
史功績的緬懷和敬仰。承擔晚會演出任務的
中國僑聯“親情中華”藝術團屆時除在休斯
敦演出外，還將在達拉斯以慶祝中國國慶67
周年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為主題
進行一場演出。

最後，再次感謝所有參與籌辦今年國慶
系列慶祝活動的社團和個人，祝各項活動圓
滿成功，祝大家萬事順意！

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
將於今年 9 月 10 日在史丹佛藝術中心劇院隆重舉行

休斯頓黃氏宗親會自從2005年主辦“月是
故鄉明中秋節大型綜藝晚會”以來，年年主辦
中秋節晚會，成為休斯頓文化活動一個亮點。
為慶祝今年的中秋佳節，‘炎黃中秋大型綜藝
晚會’ 將於 2016 年 9 月 10 日（星期六）晚 7
時在休士頓史丹佛藝術中心劇院隆重舉行。由
休士頓炎黃堂和休士頓黃氏宗親會主辦，由世
界黃氏總商會，新鄭黃帝故裡文化研究會，河
南省黃氏文化研究會，越棉寮華裔聯誼會，休
士頓廣州聯誼會，美南河南同鄉會，美南山東

同鄉會，中國聯合校友會，永福公司，美南新
聞，美中信使報，亞美園藝協會等協辦。晚會
主席黃孔威，共同主席黃家麟，黃玉顏，黃俊
功；名譽主席黃明頂，黃崇勝，吳元之，陳頌
華，黃安祥，黃朱慧愛，李蔚華，陳燦基，謝
忠，程進才，周滿洪, 羅大愚，黃明光；顧問張
玲，王冬梅，黃華，黃剛（Peter)，邵啟明，林
國雄，黃漢生，黃曉明，吳斌，黃柏添，黃安
朝；秘書長朱全勝。晚會總策劃黃孔威，朱全
勝，張玲；總導演虞曉梅，舞台總監鐘玲，王

冬梅。晚會有精采的文藝節目演出，
主要演出單位有炎黃堂炎黃歌舞團，
金孔雀舞蹈學校，東方藝術中心，紅
扇舞蹈團，‘文化中國，華星藝術團’，明星
演藝團，愛樂合唱團等. 晚會將特邀一些著名的
中國演員同台演出，包括國內十大紅歌手、陝
北民歌冠軍、微電影《東方紅》主演和主唱、
電視連續劇《邊關烽火情》和王二妮唱主題歌
的李政飛先生，2016年新加坡國際“獅城杯”
音樂藝術節冠軍徐莉娜女士， 著名的浪漫薩克

斯演奏家尚向東等。歡迎社團朋友參加。普通
票$20，$30，贊助票$50, $100, 晚會地址：Staf-
ford Centre Performing Arts Theatre, 10505 Cash
Rd., Stafford, TX 77477; 聯系 Yan Huang Tang,
Inc 電 話: 281-495-2558 黃 孔 威 ，
281-917-0504 朱全勝， 832-520-6982 張玲；
E.mail: khuang7038@hotmail.com

僑務委員會105年海外華語文教師
文化教學菁英班
休士頓結業典禮
8月4日（THUR)下午2時30分
僑教中心大禮堂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

美南銀行獎學金頒獎典禮
8月4日（THUR)下午3時

美南銀行百利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77036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英國石油公司
2016年職業生涯發展論壇
主題 積極正向的改變自己
8月6日（SAT)上午8時30分至下
午12時30分
BP Westlake One Cafeteria

501 Westlake Park Blvd. Hous-
ton,TX.77079

休斯敦華裔聯盟和休斯頓槍友匯舉
辦聯合龍舟賽新聞發布會
8月7日（SUN)下午2時至下午4
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

美南作協讀書會

莫泊桑短篇小說選讀
8月7日（SUN)下午3時至下午5
時
僑教中心102室

美南華文作協理事會
8 月 7 日（ Sun. )下午1：30 - 3
：30
僑教中心102 室

中美寺孝道月供僧道糧法會總回向
8 月 7 日（Sun. ) 上午10：00
佛光山中美寺

中美寺 「未來與希望」 講座
8 月 7 日（ Sun. )
佛光山中美寺

活
動
快
報

劉紅梅副總領事在休斯敦僑界
2016年國慶系列慶祝活動新聞發布會上的致辭

 










劉紅梅副總領事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7週年升旗典禮中
國人活動中心副執行長劉妍女士擔任副主席，中國人活動中
心執委陳韻梅女士擔任秘書長合影(記者黃麗珊攝)

劉紅梅副總領事在休斯敦僑界2016年國慶系列慶祝活動新
聞發布會上的致辭(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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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颶風撤離令 德州立法
拒不服從居民將承擔被救護開支

（本報訊）德州議會近日通過一項法案（House Bill 1831），規定從今年九月一日開始，在颶風期間，一旦
巿長下達撤離命令，當地居民應立即行動，對拒不服從撤離的居民，政府機構將強行執行撤離，同時，這些居
民也將承擔因政府採取救護措施而投入的開支。

這項新的法案，受到Galveston，La Marque，以及Kemah等城巿官員的一致肯定，法令針對在颶風中拒絕撤
離的居民，政府官員將有權力迫使他們離開。

由於颶風期間，如果發生危險情況，政府會下令撤離。令但往往有一些居民置之不理，去年，Galveston巿
的多名酒吧業主在颶風狀況嚴重時，多政府發佈的撤離令不予理睬，由於以前政府只能呼籲居民採取自願撤離
的方式，所以，為颶風期間的管理增加了難度。

此外，官員也表示，為了解決部分居民因健康和交通等問題的造成的撤離不便，各地巿政府都有專門機構
和車輛進行負責。

請當地居民在颶風期間隨時關注政府公佈的信息。

警界增加撥款 未獲批准
休士頓治安前景仍不樂觀

（綜合報導）今年以來，休士頓治安
狀況出現好轉，根據統計，在全國二十五
個大城巿當中，休士頓犯罪率略有下降，
其中暴力犯罪數量從去年排名的第九降至
今年的第十名，凶殺案件的數量也明顯減
少。

由Rice大學和當地媒體近期對全巿居
民的調查問卷中，大多數居民對休士頓城
巿治安前景仍表示 「非常擔憂」。

上周，聯邦政府根據休士頓目前下降
的犯罪率和治安狀況，決定不再向休士頓

警方提供增加刺激經濟方案的額外撥款。
巿議會成員和巿長候選人認為，這個

決定對休士頓未來的治安將產生不利影響
。

休士頓巿長比爾懷特強調，如果大幅
增加警務人員將導致休士頓巿的物業稅收
不斷上漲，會出現更多無力供房的居民。

因此，警方正提高工作效率，投入和
使用新的科技，建立24小時犯罪分析中心
，並讓300名警局內部的工作人員走出辦
公室加入到街道的巡邏隊伍當中。

美國大陸航空客機空中遇險
緊急迫降致20余人受傷

（綜合報導）
一架美國大陸航空
公司的客機在從巴
西飛往美國德克薩
斯州休斯敦途中遭
遇強氣流，飛機在
緊急迫降過程中，
導致至少二十六人
受傷。
大陸航空公司表示
，當時共有一百七
十九人在飛機上，
包括一百六十八名
乘客和十一名機組
人員。據知，這架
波音七六七客機當
日從巴西裡約熱內
盧出發，目的地為
德克薩斯州休士頓
。在飛行至加勒比
海的多明尼加共和
國附近時，飛機遭遇強烈氣流，機體劇烈搖晃，被迫改道就近迫降。

飛機迫降的地點在佛羅裡達邁阿密國際機場，據當地消防救援部門發言人說，機上四人傷勢嚴重，另
有二十二人在飛機顛簸時撞傷、擦傷，情況穩定。

部分乘客告訴媒體，事故發生時，飛機遇到了前所未見的劇烈動蕩，但在此之前，他們沒有聽到任何
警示，乘客以為飛機發生了機械故障，人們發出了尖叫聲。

飛機緊急降落後大部分傷員在現場接受治療，少數傷情較重者被送到當地醫院急救。

Taiwan and Japan, ranging from four nights 
to eight nights, according to Liu Zinan, the 
company’s China and north Asia-Pacific 
region president.
“We have seen increasing demand and 
very healthy growth since we entered 
Hong Kong,” Liu said. He added that 
the connectivity of Hong Kong to Pearl 

River Delta, central China and Taiwan was an unique 
advantage when compared to other mainland ports.
However, the new world-class ship will only spend one 
month in Hong Kong, while spend nine months in Tian 
Jin – its first home port.
Balwin Yeung 
Pok-Hung, Hong 
Kong director of 
marketing at the 
company said the 
improvements of 
cruise facilities in 
the city had made 
it possible for its 
larger cruises to 
use Hong Kong 
as home port. He 
added that the 
company would 
extended the ship’s time in Hong Kong if the city 
proved to be a popular destination.
Yeung expected that half of the new trip’s guests would 
be Hongkongers, while 40 per cent would be from 
mainland China. (Courtesy scmp.com)

Every week, scientists 
in Guangdong 
release three million 
bac t e r i a - in fec t ed 
mosquitoes on a 3km 
long island as part of 
efforts to wipe out 
diseases like dengue, 
yellow fever and 
Zika.
The scientists inject 

mosquito eggs with wolbachia bacteria in a laboratory, 
then release infected male mosquitoes on the island on 
the outskirts of Guangzhou.
The bacteria, which occurs naturally 
in about a quarter of wild mosquitoes, 
causes infected males to sterilise the 
females they mate with.
“The aim is trying to suppress the 
mosquito density below the threshold 
which can cause disease transmission,” 
said Zhiyong Xi, director of t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Ovation of 
the Seas 
also comes 
with Chinese 
elements, 
including 
a pair of 
giant panda 
sculptures and works by 
Chinese artists.
Under an agreement with the 
Palace Museum, a collection 
of signature pieces would 
be on display on the ship, 
while paintings and artworks 
created by artists from the 
museum would be available 

for auction on board. (Courtesy scmp.com)
Related

Hong Kong to be home port to US$1 billion 
cruise ship, city’s largest yet, tailor-made for 

Chinese market
Royal Caribbean International has arranged for another 
world-class cruise liner to make Hong Kong its mother 
port, to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from China.
Ovation of the Seas, which cost US$1 billion to build 
and could host as many as 4,180 guests, will dock 
at Kai Tak Cruise Terminal this November after it 
finishes its 53-day world tour. This will be the largest 
cruise liner to use Hong Kong as its home port.
During its time in Hong Kong, the new liner, the 1,141-
feet long ship will offer five routes from the city to 

Centre of Vector Control for Tropical 
Diseases, and the pioneer of the idea.
“There are hot spots,” Xi said. “This 
technology can be used at the beginning 
to target the hot spots. It will dramatically 
reduce disease transmission.”
Mosquito-borne diseases are responsible 
for more than a million deaths worldwide 
every year, and Zika has become a concern 
for athletes competing in this year’s 
Olympic Games, which open in Rio on 
Friday.
Some athletes, including the top-four-ranked players 
in men’s golf, have declined to take part.

An outbreak of the Zika virus in Brazil 
last year has spread through the Americas 
and beyond, with China confirming its 
first case in February.
US health officials have concluded that 
Zika infections in pregnant women 
can cause microcephaly, a birth defect 

marked by small head size that can lead to severe 

developmental problems in babie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has said 
there was strong scientific consensus that 
Zika could also cause Guillain-Barre, a 
rare neurological syndrome that causes 
temporary paralysis in adults.
Xi said that several countries had 
expressed interest in his experiments, 
especially Brazil and Mexico.
In the laboratory, mosquito eggs are 
collected from breeding cages containing 

5,000 females and 1,600 males and injected with the 
wolbachia bacteria. Xi’s facility has the capacity to 
breed up to five million mosquitoes a week.
While a female mosquito that acquires wolbachia by 
mating is sterile, one that 
is infected by injection 
will produce wolbachia-
infected offspring. 
Dengue, yellow fever 
and Zika are also 
suppressed in wolbachia-

injected females, making it harder for the diseases to 
be transmitted to humans.
Xi set up his 3,500 square metre “mosquito factory” in 
2012 and releases the males into two residential areas 
on the outskirts of Guangzhou.
He said the mosquito population on the island had been 
reduced by more than 90 per cent.
One villager on the 
island, 66 year-old 
Liang Jintian, who 
has lived there for six 
decades, said the study 
was so effective he 
didn’t have to sleep 
with a mosquito net 
any longer.
“We used to have a lot of mosquitoes in the past. Back 
then, some people were worried that if mosquitoes were 
released here, we would get even more mosquitoes,” 
he said.
“We have a lot less mosquitoes now compared to the 
past.” (Courtesy scmp.com)

China is expected to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largest market for Royal Caribbean cruises in the 
coming years, according to its chief executive.
“Today in the US there are probably 11 million people 
taking cruises every year, and in China there are about 
1.5 million,” said Michael Bayley, head of Royal 
Caribbean International.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different population, the 
size of the growing middle class,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we think there will be as many Chinese taking 
cruises, and we would like to be the major one.”
China is already the second largest market for Royal 
Caribbean, and in the latest effort to tap into the fast-
growing market mainland market, the cruise liner 
christened its newest ship, Ovation of the Seas, in 
northern China’s port city of Tianjin.

Fan Bingbing,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Chinese actresses, was 
named “godmother” 
of the newest and third 
vessel in the shipping 
lines Quantum class 
fleet.

The 168,666-tonne ship is 348 metres long and can 
carry up to 4,900 passengers and 1,500 crew. The three 
ships in its Oasis class are even bigger.
The Ovation of the Seas will offer four to eight-
day cruises to South Korea and Japan from Tianjin. 
Tickets cost from 700 yuan to 1,300 yuan (HK$820 to 
HK$1,520) per night.

China is expected to deliver 
4.5 million passengers 
by 2020, according to the 
cruise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hipping 
Institute.
Aboard the Ovation of the 
Seas
This is much lower than the 
booming outbound tourism 
sector, which last year saw 
a record 120 million people 
travel abroad, spending 
US$215 billion.
Bayley said the 6.5 per cent 
growth i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 the year’s official target and the slowest in 
two decades – was still positive compared with other 
most other economies.
“We all recognise a transition in the Chinese economy,” 
Bayley said.
“The rate of growth is slowing, but the growth rate is 

great. We now see the 
beginning of transition 
from thinking about 
sightseeing to seeking 
experience for the 
families that creates 
memori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e US$1 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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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sic Hall On The Ovation 
Of The Seas

Mosquitoes are bred as part of t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oject. 
(Photo/Reuters)

Royal Caribbean's Ovation of the Seas is 348 metres 
long and can carry up to 4,900 passengers.

(Photo/SCMP Pictures)

Mainland Chinese film star Fan 
Bingbing will be ‘godmother’ of Royal 
Caribbean International’s Ovation 
of the Seas, which can carry 4,180 
guests.

Ovation Of The Seas SeaPlex 
Bumper Cars

China’s ‘Mosquito Factory’ Aims To Wipe
Out Zika, Dengue And Yellow Fever

China To Overtake U.S. As
World’s Main Cruise Liner Market

Guangdong Scientists Release Millions Of Bacteria-Infected Mosquitos Each Week In An Effort
To Reduce Their Populations Below Threshold Levels

Royal Caribbean Lines Brings A New Fleet Of Giant 
Liners To China’s Huge And Expanding Middle Class



影響力行業 B3星期四 2016年8月4日 Thursday, August 4, 2016
B10時事圖片

綜合經濟

星期四 2016年8月4日 Thursday, August 4, 2016

印
度
一
居
民
樓
倒
塌

致9

人
死
亡

《哈利波特》系列出新書 粉絲喬裝打扮排長隊

英國倫敦，JK·羅琳、蒂法尼和索恩合著的新作
《哈利波特與被詛咒的孩子》上架，引得書迷搶購。

印度孟買，一居民樓發生坍塌事故，造成9人死亡，數人受傷。該
官員表示，大樓的頂部垮塌墜地。救援人員正在尋找可能仍然被困在廢
墟中的工人。

波蘭紀念華沙起義72週年

波蘭華沙，波蘭民眾遊行紀念華沙起義72週年，位於首都的華沙
起義紀念碑前擺滿了各界人士敬獻的花圈。據悉，1944年8月1日，華
沙軍民5萬餘人舉行大規模武裝起義，反抗納粹佔領軍。起義者奮戰了
63天，終因力量懸殊而遭鎮壓。

網絡直播平臺陷入燒錢戰
數據造假存隱憂

據報道，網絡直播平臺眼下發展迅猛，

無論從大旗、鬥魚這樣的從PC端發展起來的

直播平臺，還是花椒、映客等等側重於移動

端的直播App，都有自己的擁躉。在線直

播，已經成為壹個吸引投資的重要領域。

不過，資本的追捧熱情現在卻有所降

溫，反映在股價上，A股多家投資直播平

臺的上市公司，近期股價都出現回落。其

中，奧飛娛樂和遊久遊戲的股價跌破了三

月份上漲的起點，目前還在低位徘徊。

回落的股價，從壹個側面反映出，

網絡直播平臺的實際發展，或許並不像

表面上看上去那樣光鮮。

機構數據顯示，遊戲類直播APP中排

名第壹的鬥魚，每天的活躍用戶大約300萬，

估值超過10億美元，但是沒有盈利；YY旗

下的直播平臺虎牙，去年虧損3億元。

從支出來講，直播平臺的負擔並不輕。

對於直播平臺來說，動輒幾百萬、上千萬

的活躍用戶是運營的必要基礎，但是大量

的用戶同樣也意味著，需要用大量的資金

來租用帶寬，互聯網專家包冉說，租用帶

寬，是各大平臺壹項很燒錢的支出。

包冉：“目前絕大多數移動直播的

服務商，基本上都是采取的，雲租用的

方式來獲取帶寬，市場的平均價格是，

1GB15萬到 30萬不等，甚至有個別的地

方還會更貴。這樣的 1GB的帶寬水平，

基本上能夠支撐，5萬到 10萬人的移動

直播的，用戶數的並發。”

直播平臺，不可缺少的就是能夠吸

引大量粉絲的優質主播。而主播的簽約

費對直播平臺產生的成本壓力，更加明

顯。根據估算，2014年單個頂級主播的

簽約費是2000萬元左右，而到了2016年，

這個數字翻翻，達到了4000萬元。

熊貓TV執行副總裁竇雨瀟坦言，高

價簽約頂級主播，也是競爭的必然需要。

竇雨瀟：“這個我比較客觀的說，

應該是只高不低的，這個可能很多人看

來是沒辦法理解的，但作為壹個行業內

的人，其實，因為我比較了解他們的情

況，其實他們現在真實的影響力和粉絲

數已經不比壹線的明星低了，所以他們

應該拿到他們所有的那部分數額。”

動輒過億的“轉會費”和千萬的年

薪已經成為遊戲直播行業壹線主播身價

的常態。但直播平臺花大價錢，捧紅了

主播，卻不壹定能為自己帶來直接收入。

映客CEO奉佑生說，要想做出規模來，

至少需要幾個億的資金。

奉佑生：“看起來這個行業的門檻

低，其實門檻是很高，但如果是真投幾

千萬到行業裏，是打不出水花來的。有

可能妳真的做壹個很垂直的、很細分的

壹個分類，但是妳要做壹個規模出來，

那可能真是要投幾個億。”

燒錢背後，粉絲數量是真是假？
在人們擔憂在線直播會重演燒錢大

戰的時候，另壹種疑慮也在讓人越來越

擔心，那就是粉絲量的真假。作為壹個

主播，要想提高自己的身價，就得有更

多粉絲，對於直播平臺來說，有更多的

粉絲，才更可能獲得更多的融資機會。

但是，粉絲的數量，其實也是可以造假

的。我們來細數造假的3種方式：

造假方式壹：主播買粉絲。在淘寶

上，花幾塊錢就可以買 1000個粉絲，想

刷多少、想買多少都隨妳。

造假方式二：直播平臺友情贈送。

直播平臺想包裝推廣某個主播的時候，

也會運用後臺數據，給主播“稍微加壹

點人氣”，從而給用戶造成心理暗示，

使用戶更願意參與互動和送禮物打賞。

造假方式三：直播平臺和網紅經紀公

司相互合作。比如說，直播平臺花4000萬

簽壹個網紅，錢交給網紅經紀公司；網紅

經紀公司再拿4000萬去直播平臺上給這個

網紅買禮物打賞。這樣壹來，雙方其實都

沒有花錢，但是數據卻都做得很漂亮。

虛假的粉絲並不會給平臺帶來實際的

收益，為什麽還會有人如此熱衷於造假呢

？中國電子商務協會網絡營銷推廣中心主

任單仁說：“要想獲得資本的支持，妳的

平臺的人數，就顯得非常重要。因為最終

的結果像這種大型的直播平臺，最終也就

是幾家能活下來，這是整個互聯網的必然

的結果，就是當年的從團購也好，到各種

O2O也好，其實都是如此的，這是壹個大

浪淘沙的階段，所以大家為了要得資本的

青睞，就要把數據做上去。”

燒錢混戰、數據造假問題正在暴露，

對直播平臺的監管也正在收緊。今年 4

月份，19家網絡直播平臺被文化部列入查

處名單。隨後，文化部專門出臺文件，將

隨機抽查網絡直播，表演者壹旦上“黑名

單”將被全國禁演。現在，公安部也在全

國範圍內組織開展網絡直播平臺專項整治

工作，涉嫌色情表演、聚眾賭博的網絡直

播平臺，成為專項整治重點。

央廣點評：清明空間，讓網絡直播
“行穩致遠”

作為新興行業，網絡直播平臺從誕生

之初，就得到了資本市場的青睞和捧場，但

是熱潮退去後，各種問題、短板暴露出來。

如何獲得資本長期投入，產出優質內容、獲

得用戶的持續關註，是直播行業必須思考

的。那些困擾行業發展的亂象、遊走在法律

和道德邊界的陰影，不僅需要監管部門的

“雷霆執法”，“定向清毒”，更需要將監

管常態化。同時，直播平臺也應該自律，不

能為了提高點擊率，棄道德、法律於不顧。

最終的勝利者，壹定不是靠博眼球勝出，而

是優質內容的產出者；清明的空間，則是保

證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石。

綜合報導 自我國成品油價格現年內第二次下

調之後，新壹輪調價周期內，國際油價依然“節節

敗退”。受此影響，專家認為，8月 4日 24時，我

國成品油價格將迎來年內第三次下調，實現“二連

降”已是“板上釘釘”。

進入 7月之後，國際油價壹改之前高歌猛進的

態勢，開始“節節敗退”。8月首個交易日，國際

油價即大跌逾 3%，跌至近三個多月以來的新低，

其中，紐約原油期貨價格差點失守每桶 40美元的

關口，收於每桶 40.06美元；布倫特油價也跌至 42

美元附近。至此，與6月初創出的年內最高點相比，

紐約原油價格已跌去 21.8%，布倫特原油價格跌去

19.8%。

在專家看來，近期國際石油市場利空因素集聚，

加劇了國際油價的下滑態勢。

壹直以來，石油市場供應過剩的憂慮揮之不去，

全球石油供應量仍繼續增長。目前，沙特原油產量達

到每日1055萬桶，接近歷史高峰水平；伊朗原油解

禁之後，原油產量比去年提升了近三成。

受前期國際油價持續回升影響，美國頁巖油生

產開始復蘇。美國油服公司貝克休斯最新發布的數

據顯示，美國運行的活躍油田鉆井數量已連續五周

增加，創出近三個月來的最高水平。最新公布的美

國石油產量數據也連續兩周回升。這都說明，前期

持續萎縮的美國頁巖油生產開始“春風吹又生”。

與供應過剩相對的是，全球石油需求增長緩慢，

導致全球石油庫存積壓現象越來越嚴重。國際能源署

7月份發布的報告顯示，6月份經合組織國家陸上商業

石油庫存在創紀錄的水平上繼續上升，同時，海上浮

倉原油存儲量也升至2009年以來最高水平。

國際石油巨頭BP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戴思攀認

為，當前的全球石油庫存量比正常階段多出6億桶，

大約需要壹年或壹年半的時間才能消化。

除了供需層面的壓力之外，近期英國脫歐引發

的市場避險情緒影響美元持續強勢，同時投機基金在

前期持續做多原油之後，開始轉向出逃，大幅減倉。

美國商品期貨管理委員會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

截至7月26日當周，紐約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貨中投

機基金凈多持倉量降至27.33萬手，比5月中旬的高

點下降了25.9%。

東方油氣網油品部經理程瑞鋒表示，短期內，投機

基金凈多頭持倉仍會繼續走低，利空的放大效應會進壹

步發酵，資金出逃後，國際油價或繼續受到打壓。

受近期國際油價走低的影響，我國成品油價格

有望繼續下調。

上壹次國內成品油調價發生在7月21日24時，

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下調 155元和 150元。這是今

年以來國內油價第二次下調。根據我國成品油調價

機制，8月 4日 24時，我國成品油調價時間窗口將

再度開啟。業內專家預計，成品油價格有望繼續下

調，實現“二連降”。

由於我國成品油調價的詳細計算規則並未公布，

雖然“二連降”的預期壹致，但各家研究機構測算

的下調幅度存在差異。

本輪成品油調價周期是今年以來的第十五輪周

期。在前十四輪周期內，我國汽、柴油價格經歷了

兩次下調、兩次擱淺、四次上調、六次因國際油價

低於每桶 40美元的“地板價”而不調整。至此，

今年以來，我國汽、柴油價格累計分別上漲每噸

310元和300元。

國際油價“節節敗退” 國內油價再降“板上釘釘”



B4達拉斯僑社 QS160804A達福社區

7 月 26 日早上，婦女帶著微笑來到李察遜
市醫院乳房X光中心，參加為亞裔婦女舉辦的
『免費乳房 X 光檢查日』。當天熱鬧溫馨，除了
『亞裔婦女乳房保健計劃』職工外，還有 BB&T
銀行的義工繆祥玫 Mei Miao 和許慧蓉 Agnes
Chelliah。當天大家群策群力，從早上八點到下
午四點，為廣大婦女提供免費乳房X光檢查。

7月26日的檢查日，乃『亞裔婦女乳房保健
計劃』跟BB&T銀行合作的一個慈善健康活動。
當天所有免費檢查，由BB&T銀行全力贊助！當
天受惠的婦女，都是低收入沒健保的，來自不同
亞裔社區，包括中國、越南、韓國、印度、巴基斯
坦等，當中不乏從來未做過檢查的婦女。乳房X
光檢查可以偵察到早期發現的乳腺癌，還有乳
腺增生、囊腫、鈣化等問題，每一個超過四十歲

的婦女，都應該一年接受一次檢查。無奈因為低
收入、身份、語言和知識的障礙，沒辦法購買醫
療保險。BB&T銀行這一次慷慨贊助『亞裔婦女
乳房保健計劃』，讓很多婦女受惠，『亞裔婦女乳
房保健計劃』特此向BB&T銀行致謝。

是次義舉發動人乃BB&T多元文化銀行主
任繆祥玫Mei Miao。繆祥玫表示∶ 大家其實都知
道『預防勝於治療』，但有時就是不知何處去找
資料或什麼機構能提供資源助力。一般來說亞
裔對早期防治的觀念較差，都是到得病後才積
極認真的求醫求治。繆祥玫說她就是個最好的
例子！作為一個乳癌幸存者，她希望用親身的病
歷，來提醒大家要定期做乳房X光檢查。繆祥玫
鼓勵大家，如果妳發現有乳癌，不必恐慌。現在
醫學發達，乳癌是較易治癒的，但你必須有正確

的認知和醫生合
作，保持積極的態
度來面對現實。因
為整個療程可以
拖的很長，必須要
有決心戰勝。繆祥
玫很高興保健計
劃打先鋒照顧亞
裔婦女和提醒大
家早做預防!

BB&T 推 廣
多元文化的銀行服務，關心亞裔社區和需要。兩
位銀行代表繆祥玫和許慧蓉當天投入義工行列
，本著BB&T關愛社會的精神，投入社區，服務
人群。當天除了免費檢查外，每一位女士還參加
了『乳房保健短講』。教育主任梁太向大家講解
乳癌防治資訊，繆祥玫就跟大家分享她抗癌的
經歷。從五年前說起，她好感謝一位姐妹提醒她
去做乳房X光檢查。因為工作太忙，她已經好久
沒有檢查乳房了。真的想不到通過這個檢查，就
發現罹患乳腺癌了。她深心感謝主耶穌的帶領，
讓她走出陰霾從見陽光，從疾病中煉得更堅強。
今天的她，活得健康，懷著一顆感恩的心，跟大
家分享她的見證。她鼓勵大家每年都要做乳房
X光檢查，有不對的時候一定要病向淺中醫。因
為乳癌可以是無聲無息的，當年她就是沒有感
到半點不舒服，所以就掉以輕心。幸好通過檢查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有醫療保險或沒有保險的婦女，也歡迎聯
絡『亞裔婦女乳房保健計劃』，安排每年一次的
乳房檢查。免費乳房X光篩檢的服務對像是年
滿四十，低收入和無醫療保險的亞裔婦女。歡迎
住在達拉斯郡、歌林郡或單頓郡的婦女申請。如
果覺得乳房異常，需要診斷性檢查，但是沒有醫
保，收入有限，也歡迎向保健計劃求助。

已經購買醫療保險的婦女，如果不知道怎
樣使用，也歡迎聯絡保健計劃，安排一年一次的
免費乳房X光檢查或者診斷性檢查。使用保險
者，包括公司保險，歐巴馬保險，老人保險

Medicare, 或Medicaid，中心不會查問個人收入，
角色只是幫忙婦女查證保險福利，並以亞洲語
言例如普通話和廣東話為顧客安排約會。

『亞裔婦女乳房保健計劃』乃李察遜市醫院
Methodist Richardson 的社區外展計劃，由乳癌
防治基金贊助，從2001年開始以非牟利精神服
務社區，至今已經為有需要婦女提供過萬個免
費乳房X光檢查。在過去5年確診超過50個乳
癌個案，就是在2015-2016 年間已經發現16個
乳癌個案，救活不少生命。保健計劃每月定期在
李察遜市醫院為婦女提供免費乳房X光檢查。
錯過了這個檢查日，下個月還有機會，只要您願
意申請。中心有說中文、越南話、韓文、印度文、
巴基斯坦文、阿拉伯語等等的服務員，藹誠為您
服務。在『亞裔婦女乳房保健中心』沒有語言和
文化的隔膜，只有互助和互愛。報名或詳情，歡
迎 聯 絡 『亞 裔 婦 女 乳 房 保 健 計 劃 』中 文 線
469-204-6889。英文線 469-204-6888。李察遜
醫院 Methodist Richardson Medical Center 位於
Campbell 跟 N. Collins 的西南角，地址是 1977
N. Collins Blvd, Richardson, TX 75080。

『亞裔婦女乳房保健中心』乃非牟利社會服
務機構，商戶或個人如欲捐獻贊助低收入婦女
獲得免費乳房X光檢查，或者贊助舉辦一次『免
費乳房X光檢查日』，敬請聯絡『亞裔婦女乳房
保健計劃』。施比受更加蒙福！每贊助一個婦女，
就等於給她人一個重生的機會。支票抬頭Asian
Breast Health Outreach Project。(婦女乳房保健中
心供稿)

BB&T 贊助『亞裔免費乳房X光檢查日』
推廣乳癌防治意識，婦女受惠

美 洲 中 國 工 程 師 學 會 達 福 分 會 (CIE/
USA-DFW)誠懇的邀請您一同參與 2016 年國
際智慧城市和智慧生活科技交流研討會-迎向
未來的技術，製造，營運和服務。今年的研討會
將與CIE/USA-DFW年度大會同時舉行。CIE/
USA-DFW邀請臺灣和美國工業界，學術界專
家，以及達拉斯市政府官員，就智慧家居，智慧
遙感，創新的製造與自動化技術，和領導才能的

不同領域，討論智慧城市的發展趨勢以及這些
技術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

本次研討會將有三個專題演講:雲端計算
的環境監控，智慧電網的強化技術，和數位化的
轉型。之後，會有“智慧家居和遙感技術”，“智慧
城市，智慧製造與自動化技術”以及“領導力和
事業發展”三個平行討論會議。不僅交流理念，
也尋求如何藉由新興的技術建立夥伴關係和互

聯網絡。本次研討會是免費開放，並提供免費停
車，請大家務必上CIE網站登記註冊。研討會將
在理查森市萬麗酒店(Renaissance Dallas Rich-
ardson Hotel，Richardson，Texas)舉行，時間是 8
月27日(禮拜六)，下午1:00至5:30。
http://www.cie-dfw.org/events/2016/conven-
tion/symposium.html

年 度 大 會 主 辦 和 贊 助 單 位:CIE/

USA-DFW，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
技組 Scienceand Technology Division，TECO in
Houston， Oncor， Huawei， Texas Instruments，
Capital One，Diodes，AT&T，Lockheed Martin，
Orchestra Technology，BNSF Railway，Comerica
，Hsing Chu Science Park，ZTE，SMU，UT Dallas
，UT Arlington，Cindi’s

國際智慧城市和智慧生活科技交流研討會

很榮幸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邀請到
社會安全管理局(SSA)資深的公共事務專家
AngieHoquang女士來為我們介紹美國社會
安全福利的基本常識冊主題包括退休醫療
保險冊配偶福利冊遺屬撫卹金福利冊以及
登記注冊等相關資訊冊讓僑胞們冊特別是
新移民家庭冊認識美國社會安全福利政策

與明白如何運用資源。座談會後
將會有 30 分鐘提問冊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活 動 地 點：達 福 科 技
DFWTechnologyActivi-

tyRoom， 1201InternationalPKWY#200 冊
Richardson冊TX75081
活動時間：八月十五日(星期一)晚間六時三
十分
費用：會員免費冊非會員:$5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冊
為您創造驚喜冊安定未來冊有意與姊妹們
共創生命精彩的朋友冊請與我們聯絡。
email 至 gfcbwnt@gmail.com、或來電至：會
長孟敏寬469-789-6858冊副會長：姚台冬
469-662-5983、陳韻竹 214-680-8856。(婦
女會供稿)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
【許我六十歲的未來】

老年人醫療保險/社會安全福利講座

QS160804B達福社區

亞裔美國人中心影展（CAAM Film Festival
）13日放映由導演黃志正（Christopher Wong）拍
攝的B型肝炎紀錄片「Be About It」。內容講述兩
位帶原者王中倫（AlanWang）和賈班諾羅（AJJa-
banero）對抗疾病的過程，和兩種迥异態度導致
的不同結局，吸引數百人到場觀賞。

有B型肝炎家族病史的王中倫剛開始不知
道自己是帶原者，直到結婚後太太出現厭食、疲
倦和黃疸的症狀，經診斷才發現原來被他傳染。
王中倫開始定時服用藥物，使病毒量趨近於零，
不具感染性。再經過抽血、超音波檢查和磁振照
影，追踪病情。

身為一名職業作家和記者的王中倫表示，
每年有80萬人死於B型肝炎相關的併發症，他
覺得有責任投入宣導公衆健康意識的活動。他
後悔沒有更早檢查而讓家人一起承受病痛和擔
心，現在肝臟仍有一道疤，仍有復發變成肝癌的
可能性，因此需定期追踪。

賈班諾羅是一位愛好運動的放射師，他的
父親因肝硬化過世後，B 型肝炎就與喪父之痛
一起困擾著他。他拒絕承認潜在的病因，開始跑
馬拉松、騎單車旅行、游泳，出事前三個月剛完
成鐵人三項挑戰。但有一晚單車騎到一半感到
身體不適，送到急診室後發現半側肝已經硬化，
從發病到過世不到四個月，留下一個女兒和遺
腹子。

賈班羅諾過世後數周，黃志中聯繫上他的
妻子米莉薩。賈班諾羅（Melissa Jabanero），剛失
去丈夫的她一開始很猶豫，最後參與紀錄片製
作，分享丈夫的故事，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她說：
「希望有人看完片後告訴我，謝謝妳的故事，讓
我們及時檢查治療。」

黃志正表示，製作團隊花費四個月才找到
願意受訪的患者，許多人不願將自己的身體狀
况公開，擔心被朋友同事認出遭歧視，無法結婚

生子。因此本片除了提高公衆對B型肝炎的瞭
解與防治意識外，也著重在叙述患者和家人的
心境，提醒病患親友應支持面對，才能有效控制
病情。

根據調查，亞裔和太平洋島嶼裔染病比例
最高，10%的亞裔美國人是帶原者，帶原者中
33%的人會發展成肝硬化和肝癌。

黃志正强調，最大的問題是人們視而不見，
肝炎初期不痛不癢，許多人以為不是大問題，多
運動、健康飲食、休息一下就沒事，等到有感覺
時就醫時已經來不及。B型肝炎可以治療，但若
放任不管你永遠不會知道死神何時來敲門，運
氣好可以活到90歲，但也可能三個月後，到時後
悔都來不及。

我願意用自己的故事喚醒民眾，特別是高
危人群—華裔對B型肝炎篩查、治療的重視。」
紀錄兩個亞裔父親與 B 肝鬥爭故事的紀錄片
「行動起來」(Be About It)13 日在曼哈坦下城首
映。該片真實反映了兩位主人公在進行B肝治
療期間的日常生活，追溯其家族患病史，訪問親
屬，更將他們面對疾病乃至死亡時的恐懼和無
奈，表達得淋淋盡致。該片導演黃志正、主角之
一王中倫均表示，希望這些真實故事能令更多
亞裔重視B肝。

父母來自中國的王中倫出生于芝加哥，一
直認為自己壯如牛的他在28歲的某天，突感不
適，到醫院檢查後被告知，因為母親携帶病毒，
他自出生就患有B肝，如今病毒已大面積侵占
其肝臟，病情非常嚴峻。「我將此事告訴家人，才
發現原來弟弟妹妹都因獻血被拒而早知自己患
有B肝，但他們卻沒有在意，所以未分享信息。」
王中倫指出，這樣的情形發生在很多華裔家庭，
受文化影響，華裔不願意談論身體狀况，哪怕是
跟親人，還有人甚至認為B肝不算病。「B肝可以
導致很嚴重後果，我的肝臟就曾一度無法工作，

甚至被懷疑罹患肝癌。」
紀錄片也真實地展現了王中倫在等待
其是否罹 癌結果時的無助與緊張
，更可遇而不可求地抓拍到了他得知
自己併未罹癌後的如釋重負。「我是幸
運的，也多虧及時治療，B肝確實可以
導致肝癌併奪走生命。」事實上，紀錄
片中的另一位菲律賓裔主角最終就病
逝了。王中倫表示，希望通過分享自己
的故事，令更多亞裔對B肝保持驚覺，
知道它雖嚴重但可治療，而且越早越
好。

事實上，B 肝絕不是兩位主角的
家事，紐約大學醫學院臨床導師朱奇
峰指出，紐約華裔的B肝罹患率高達
20%，但大部分人不自知更不治療。
「多個在華裔社區進行的B肝篩查活
動結果顯示，一半參與者都攜帶病毒，
特別是剛從福建等地來的新移民。」導
演黃志正表示，這也是他籌拍此記錄
片的動機，用真實的、同胞的故事喚醒
華裔對B肝的重視，盡早篩查、治療，
不讓其再奪走任何生命。(本文轉載自
世界新聞網 (Worldjournal。com)
亞美癌症關懷服務簡介】

亞美癌症關懷服務(Asian Ameri-
can Cancer Care Services) 成立於2013
年，是一個美國政府註冊的501(C)(3)，
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種族，完全以服務為宗旨的
慈善機構，所有捐贈可以合法抵减所得稅。亞美
癌症關懷服務提供亞裔民衆癌症資訊，舉辦醫
療講座進行公共健康教育，幫助病患及家屬尋
找醫療資源及諮詢。成立病患互助會和家屬互
助會，提供心理的支援及關懷。我們合作的機構
包括:角聲達城分會，休士頓光鹽社，加州新希

望華人癌症關懷基金會，台灣癌症希望基金會，
亞裔婦女乳房保健計劃，慈濟基金會達拉斯分
會，達拉斯華人婦女乳癌互助會，達拉斯華人活
動中心，東海大學校友會。諮詢請 email: asian-
cancercare@yahoo.com 亞 美 癌 症 關 懷 服 務，
469-358-7239。(亞美供稿)

兩個B肝帶原者的真實故事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AACCS) 和布蘭

諾基督教角聲社區中心(CCHC Plano)邀請
美南醫學中心(DFW Hepatitis B Free Project) 在8月20
日在角聲社區中心舉辦免費乙(B)型、丙(C)型肝炎檢
驗，和如何預防肝炎及其他併發症的教育。

B，C型肝炎是沉默的殺手，大多數感染者幾乎從
來沒有顯示症狀。有很多人聽說過B型肝炎，但是他
們並不知道若不接受治療，病人中將有四分之一會因
此死于併發症。B型肝炎也是引起肝癌的主要因素。
在美國，亞裔的B型肝炎患者佔全美B型肝炎的一半，
每十個華人就有一個是慢性B型肝炎帶菌者. 美國政
府專家建議所有出生于罹患B型肝炎高的地區的人
士，都應接受檢測。腸胃專科醫生 Dr. Son Do，將在場
，講解肝炎檢測的重要性，那些人應該接種疫苗預防
肝炎(歐巴馬全民健保提供免費乙型肝炎疫苗接種),
或是檢驗結果發現已有肝炎，你應該如何和你的醫生
商量治療方針。
地點：布蘭諾角聲社區中心 1108 W. Parker Rd.，Suite
108-110，Plano，TX 75075.
時間：8 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 10:30 到下午 3:00 (8/20
Saturday 10:30 am to 3:00 pm)
聯 絡 電 話：469-358-7239，972-422-8665，email:
asiancancercare@yahoo.com.

乙(B)型和丙(C)
型 肝 炎 檢 驗

免
費

華
人
活
動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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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系達拉斯訊】今年邁入第
十四届令人矚矚目的達拉斯華人活
動中心卡拉OK歌唱比賽，自即日起

開始受理報名，首獎高達一千元。達拉斯華人活
動中心自二○○三年起首次舉辦卡拉OK歌唱
比賽，一届又一届的參賽者各個莫不使出渾身
解數，為了提高參賽質素及人流、主辦單位特請
贊助商額外增加獎金五百元、使冠軍首獎獎金
增至一千元整。

今年卡拉 ok 比賽日期訂在八月二十七日
下午一時在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大廳舉行初賽、

複賽部分，決賽則於9月11日星期日在李察遜
市Renaissance Hotel舉行。報名費用為25.00，參
賽資格無年齡限制, 每位初賽參賽者一首自選
曲比賽，之後由評審選取 10-12位進入複賽。複
賽入圍者將以唱二首自選曲參賽，(歌曲不可重
複唱)，參賽者請自備碟片(LD、VCD、DVD)。

今年比賽獎金大放送，冠軍獎金$1,000，亞
軍獎金$300，季軍獎金$100。今年由於獎額高所
以歡迎歷屆參賽得獎者也可以來參加比賽。

即日接受報名，8月21日截止報名，歡迎有
興趣參加者請至活動中心領取表格或至活動中

心網站下載，填寫後連同報名表及報名費郵寄
至中心。活動中心地址: 400 N. Greenville Ave.,
suite#12 Richardson, TX 75081 網址: www.dal-

lasccc.org Email: info@dallasccc.org 電 話:
972-480-0311。卡拉OK大賽 首獎高達一千元

【本報系達拉斯訊】華人活動中心為籌劃
募款餐會將於八月十三日上午十時卅分再安
排一次甄選活動，給小朋友一份 建立自信及
學習舞臺經驗的機會。若您的小孩或你有朋
友是來自其他國家各族裔，年齡三歲至十歲

都歡迎來參加。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今年的募款晚會將

會在九月十一日於李察遜市的 Renaissance
Hotel，當晚的表演節目除了有年度「卡拉OK
大賽」和「才藝達人秀」的精彩總决賽外，由小

朋友表演的『旗袍服裝秀』
穿插其間。中心募款晚會
兒童走秀一向深獲觀衆好

評，我們曾舉辦過”小格格秀，各族裔服裝秀”
等等，所以今年我們將再舉辦『兒童旗袍服裝
秀』。屆時歡迎有興趣參加者請把握機會。

獲選上的每位成員均需認購二張時裝秀
餐會券，以表示對中心的支持(一張$50)。參加

兒童旗袍秀表演服裝需自備，經過徵選後將
會有專人免費指導訓練。有關旗袍服裝秀購
買 詳 情 ， 請 洽 詢 活 動 中 心 電 話:
972-480-0311。活 動 中 心 地 址: 400 N.
Greenville Ave., suite#12 Richardson, TX
75081 網址: www.dallasccc.org Email: in-
fo@dallasccc.org

募款晚會8月13日將再次甄選兒童模特兒

達人秀八月廿日大獎等你贏
【本報系達拉斯訊】比賽獎

金大放送：首獎高達一千元！主
辦單位為了提高參賽質素及人
流，報名人數有十五組以上，贊
助商將額外增加獎金五百元、
即冠軍首獎獎金增至一千元整
。第二名$300，第三名也將有
$100 獎金。一、二、三名均將獲

頒獎牌。
本屆才藝比賽日期為8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 10 點 30 分於
華人活動中心舉行，將邀請達
福地區才藝專業的老師們擔任
評委。每位參賽者均有 5 分鐘
表演機會。報名費為每組$25。

即日起接受報名，8 月 14

日截止。有意
參 賽 者 請 至
華 人 活 動 中

心報名繳費，若有不便可郵寄
報名：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400N. Greenville #12 ，Rich-
ardson, Tx. 75081（于中國城內
），詳 細 比 賽 內 容 將 公 布 于
www.dallasccc.org 或 www.
facebook.com/dallas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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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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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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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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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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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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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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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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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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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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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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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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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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