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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休斯頓---不可錯過的特色餐廳
吃在休斯頓，除了品嚐德州的美食外，具有各自特色而
且歷久不衰的餐廳也枚不勝舉，這裡推薦的多家餐廳都是名
聲在外的不可錯過的美食天堂，並且都被評為生時必吃的美
食餐廳（Eat Before You Die）。

• Tony's
裝修豪華典雅，
裝修豪華典雅
， 歐洲形式菜風
歐洲形式菜風，
， 開胃菜
開胃菜，
， 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
，牛
排，海鮮以及飯後甜點都是經典
海鮮以及飯後甜點都是經典。
。
3755 Richmond Avenue | Houston, TX 77046

• The Breakfast Klub
號稱德州乃至全美最好的早餐飯店，
號稱德州乃至全美最好的早餐飯店
，
有經典的盤中六塊炸雞圍繞的華夫餅
最受吃客喜愛，
最受吃客喜愛
，這家餐廳常常要排上
長隊等待。
長隊等待
。
地 址 ： 3711 Travis | Houston, TX
77002

• Tacos a Go Go
– Heights
位於城中區的這家
以墨西哥以墨西哥
- 德州美
食風格並存的休斯
頓點，
頓點
， 被稱為擁有
最好吃的 Tacos
Tacos。
。
2912 White Oak |
Houston, TX 77007
• Goode Company Seafood
10211 Katy Freeway | Houston, TX 77024
古典氛圍，
古典氛圍
，讓人重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
讓人重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
，古董裝飾
古董裝飾、
、黑白照片
黑白照片、
、手
工造船圍繞在四周，
工造船圍繞在四周
，除了美味海鮮還提供燒烤以及豆類蔬菜等
除了美味海鮮還提供燒烤以及豆類蔬菜等。
。

• Churrascos - River Oaks
店內裝修讓人耳目一新，
店內裝修讓人耳目一新
，別具一格的南美
熱帶風情，
熱帶風情
，Churrascos 牛排是店內主打
牛排是店內主打。
。
2055 Westheimer, Suite #180
#180 | Houston,
TX 77098

• Shipley Do-Nuts North Main
咖啡、
咖啡
、甜甜圈的最好去處
甜甜圈的最好去處，
，提供 63 種甜甜
圈的製作方法。
圈的製作方法
。 分店遍及六個州
分店遍及六個州，
， 總部位
於休斯頓。
於休斯頓
。
3932 North Main | Houston, TX 7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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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破獲大型詐騙集團 涉案金額超 1 億美元

澳大利亞悉尼，
澳大利亞悉尼
，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就破獲詐騙集團召開新聞發布會
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就破獲詐騙集團召開新聞發布會，
，並展示查獲的
物品。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在新南威爾士州展開突擊
物品。
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在新南威爾士州展開突擊，
，粉碎了壹個大規模詐騙集團
粉碎了壹個大規模詐騙集團，
，查獲
了飛機、
了飛機
、槍支和豪華轎車
槍支和豪華轎車。
。壹名稅務官和他的兒子也在被捕的 9 人之列
人之列，
，被控在壹次大
型的白領犯罪中合謀欺騙政府 1.22 億美元
億美元。
。

公元前 6 世紀龐貝古城文物被盜 海南省博物館二期開放 南海沈船遺跡亮相
系門上裝飾品

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在龐貝古城遺址，壹件公元前 6 世紀的青銅文物在展覽中
被盜走。被盜的物件是壹個門上裝飾品。據悉，盜賊可能是在參觀展覽中盜走了該物品，
意大利警方正在調查案件的具體情況。

經 4 年多建造
年多建造、
、設計
設計、
、施工位於海口的海南省博物館二期正式開放與社會公眾見面
施工位於海口的海南省博物館二期正式開放與社會公眾見面，
，展出文物 1272 件。其中
其中，
，
“南溟泛舸
南溟泛舸—
——南海海洋文明陳列
—南海海洋文明陳列”
”通過南海海域重要的沈船考古發現和豐富的出水文物
通過南海海域重要的沈船考古發現和豐富的出水文物，
，重現歷史上興旺發達的
中西海上貿易盛景。
中西海上貿易盛景
。 特別是西沙群島發現的
特別是西沙群島發現的“
“ 華光礁 1 號 ” 沈船遺跡和遺物
沈船遺跡和遺物，
， 是中國南宋時期海外貿易的重要
史跡，
史跡
，亦是中國水下考古從近海走向遠海的裏程碑
亦是中國水下考古從近海走向遠海的裏程碑。
。圖為記者關註
圖為記者關註“
“南溟泛舸
南溟泛舸”
”出水文物
出水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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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亞太經濟增長前景全球最強

綜合報導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IMF）在其最新發布的 2017 年《亞洲
及太平洋地區經濟展望》中表示，亞太
地區的經濟增長前景是全球最強勁的，
但也受到了多種挑戰的威脅。
過去亞洲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了三
分之二的動力，這種趨勢仍然會持續。
亞洲作為壹個整體，其經濟增長率比全
球經濟增長快了約兩個百分點。而在亞
洲的經濟增長強勁勢頭當中，中國仍然
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報 告 將 2017 年 日 本 經 濟 增 長 預 測

上 調 至 1.2% ， 比 前 壹 年 向 上 修 正 近
0.75% ， 但 2018 年 日 本 經 濟 增 長 會 放
緩至 0.6%，原因是現有的財政刺激政
策不會再出現，只有看到日本市場中
有更多的工資上漲的信號，才能認可
日本就業市場以及勞動力市場完全的
復蘇。
由於總統更叠問題，報告下調了
韓國的經濟增長率，但認為隨著新總
統大選塵埃落定，消費者信心有望很
快 回 升 。 報 告 認 為 ，印度換鈔帶來
的貨幣替換效應即將結束，因此上調了

其 2017-2018 年 的 經
濟 增 長 預 測 ， 2018
年印度經濟增長有
望 達 到 7.7% 。 報 告
還預計，今明兩年
中國經濟增長率分
別為 6.6%和 6.2%。
報告 認 為 ， 在
亞洲增長方面，可
以看到強勁內需的
身影，雖然對亞洲
來說出口貿易仍非
常重要，但現在亞
洲真正的增長已經
是靠私人消費以及內需來拉擡。雖然
出口值在亞洲以及全球都非常強勁，
但是從出口量來看，如果根據價格進
行調整的話，其實並沒有那麽強勁。
報告認為，大宗商品價格走強的持續
性需要觀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駐華代表處副
首 席 代 表 Raphael Lam 在 發 布 會 上 表
示 ， 2017 年 、 2018 年 的 全 球 經 濟 增 長
已經做了上調，但增長態勢是短期
的，中期會有壹些風險，其中包括
世界各地的生產力低迷和生產力增

長低迷的現狀。在亞太地區，盡管
經濟增長非常強勁，但也存在不少
下行的風險。
他 表 示， 很 多 因 素 都 會 影 響 經 濟
增長前景，尤其是發達經濟體在經歷
危機之後，修復程度並不相同，而新
興市場則仍處於再平衡的過程中。他
認為，從 2016 年到 2022 年的中期全球
經濟增長預測中，發達經濟體、新興
經濟體都是上揚的，但也可以看到壹
些風險，比如全球經濟壹體化面臨的
威脅（雖然最近幾個月稍微有所緩
和 ），另外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組合仍
然充滿不確定性。
負責撰寫《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經
濟展望》報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
太 局 以 及 區 域 研 究 司 司 長 Salgado 表
示 ，中國經濟正在努力實現再平衡，
也就是經濟增長從投資拉動轉向消費
拉動，這個轉型和過渡非常關鍵，中
國必須經過陣痛才能成為更加可持續
的經濟體。
他表示，轉型對於中國和世界
來說都很重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十分支持中國這樣的舉措。但是，
中國的轉型可能比預期的更加顛簸

壹些，尤其要註意信貸增長過快的
問題。
在其他風險方面，他認為，未富先
老的問題構成巨大挑戰；生產力增長放
緩成為全球問題，也是亞洲必須面對的
問題；全球金融條件收緊，美國聯邦
基金利 率 正 在 上 升 ， 今 年 還 會 進 壹
步 提 高 ，市場預期美聯儲還會降息兩
次。盡管亞洲資本流動的波動性迄今
表現尚好，但是亞洲利率存在進壹步上
行的壓力。
他 說， 在 亞 洲 國 家 中， 中 國 和 日
本的經濟增長態勢非常強勁，歐盟地
區也很強勁。美國雖然壹季度經濟增
長比較疲軟，但是壹些數據顯示，二
季度美國經濟可能回升。此外，法國
大選的結果使得市場對“向內看”的擔
憂有所減弱。
報告建議，多年來壹直強調的財
政、貨幣和結構性政策三管齊下的方
式仍然恰當，而鑒於資產負債表疲
弱 ，亞洲國家需要持續建立緩沖。此
外，必須很好地解決近期面臨的美國
貨幣政策正常化和貿易保護的風險，
必須解決人口轉型的挑戰，並促進生
產力水平的提升。

“無現金社會”何時真正到來？需政府企業共同努力
綜合報導 在網上海淘、點份外賣、電子轉賬
交房租、使用叫車軟件坐出租……只要動動手指，
無需現金，就能解決衣、食、住、行的大問題。今
天，無現金支付交易在人們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
要的角色。就像很多朋友說的那樣，如今吃個路邊
攤都可以刷二維碼，出門還帶現金幹嗎？
人們正在憧景，未來可以完全不依賴現金就完
成各種支付交易，進入壹個真正意義上的“無現金
社會”。以中國為例，我國在其它支付方式替代現
金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現金占廣義貨幣供應量(M2)
的比重已經由世紀之交的 10.5%左右，穩定降至現
在 的 4.4% 左 右 ， 下 降 趨 勢 在 2010 年 之 後 特 別 顯
著。在技術準備上，去現金化過程受到手機網絡支
付的重要影響，智能手機上的支付軟件或是智能公
交卡這樣的工具完全可以替代現金，完成個人與個
人之間、個人與小商戶之間的頻繁小額支付交易。
無現金支付在丹麥等北歐國家也十分普遍，歐洲其
他地區的非現金零售業務比例也在不斷上漲。有壹

種估計稱，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未來 10 年現金
可能會基本退出歷史舞臺。
“無現金社會”中，較大金額的交易可能仍通
過信用卡、支票等傳統支付工具來完成，而智能手
機上的支付軟件或是智能公交卡則用來進行頻繁小
額支付。這意味著，每壹筆交易或納入銀行系統完
成，或在支付軟件服務提供商自身系統內完成，都
會形成電子印跡方便未來備案查找。
“無現金社會”為我們帶來的好處絕不止於
交易 的 便 利 性 ， 它 還 可 以 協 助 我 們 解 決 壹 些 社
會 問 題 。例如，攜帶現金可能會成為壹些犯罪行
為的目標，銀行的自動取款機附近往往是搶劫發
生的高危區域。在“無現金社會”中，此類犯罪
必然大幅減 少 。 對 於 貪 汙 受 賄 、 偷 稅 漏 稅 甚 至
洗 黑 錢 者 而 言 ，現金交易是他們掩蓋違法行為
的遮羞布，現金流通難以追蹤，無可避免地成為
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的壹個薄弱環節。盡管我們不
能指望這些違法犯罪行 為 在 “ 無 現 金 社 會 ” 中

完 全 消 失 ， 但 現 金 的 消 失，至少會令這些行為 的 安 保 水 平 。 其 次 ， 政 府 需 要 建 立 相 應 的 監 管
更容易被察覺和追蹤，更好地幫助我們實現社會 制 度 ， 避 免 電 子 交 易 的 易 追 溯 性 對 個 人 信 息 安
正義。此外，廢舊紙幣的回收處理也牽涉極高的 全造成威脅。
成本和汙染環境的隱
憂，在“無現金社會”
中，這些問題也將迎
刃而解。
“無現金社會”雖
然離我們並不遙遠，但
仍需政府和企業的共同
努力。首先，需要構建
強大的網絡覆蓋和支付
體系，互聯網企業也需
努力簡化支付終端接入
程序，幫助商家與消費
者在構建新型支付模式
過程中達到互利共贏，
同時提升電子支付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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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DID THESE COLUMNS COME FROM? 這些柱子是從哪裡來的？
陳少明/文
Located at 3501 New York Ave, NE,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rboretum is one of the best botanical gardens in the
world. Amidst its 446 acres of sprawling land and 9.5 miles of
winding roads, a group of unique and well-crafted Greek style
columns stands tall. At first glance, one might mistakenly
believe that this is a perfectly preserved archaeological site.
But if you think further, America is a relatively young country;
therefore the origin of these ancient look-alike columns is
really a piece of unsolved puzzles。
位於華盛頓特區東北紐約大道3501號的國家植物園是世界
上最完好的植物園之一。在其446英畝蔓延的土地上和9.5
彎曲的道路中，高高聳立著一組獨特的、工藝精美的希臘
式柱子。乍一看，人們可能會誤認為這是一個保存完美的
考古場地。但如果你進一步想，美國是一個相對年輕的國
家，因此這些看起來好似古老的柱子是怎樣來的呢？這確
實是一個難解的謎。
The columns were mounted at the East Portico of the Capitol
in the early nineteen century. They were quarried and
fabricated from sandstone in Virginia, then barged to
Washington. They were installed before the familiar Capitol
dome was completed. Their stay at the Capitol was to be
limited, because the dome of the Capitol, completed in 1864,
appeared as if it was not adequately supported by the
columns. The iron dome that was built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e dome that the designer envisioned. Therefore, an
addition to the east side of the Capitol was proposed, although
it was not constructed until 1958.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these columns were doomed to be removed.
這些柱子是在十九世紀初被安置在國會大廈的東門廊上的。

郭樹植/修改

它們是用從弗吉尼亞州開採的砂岩製做的, 並用駁船將其運 the beautiful azalea gardens as their background is one of the
抵到華盛頓。它們是在大家所熟悉的國會大廈圓頂建成之 most astonishing scenery of Washington, D.C. and is also a
前就被安裝上的。它們僅在國會大廈中存留了一段有限的 reminder of this country’s unforgettable history.
時間，因為在1864年完工的國會大廈圓頂似乎顯得沒有合 多年來，人們都在試圖為這些柱子找一個最後安身之處。
適的柱子來支撐。這建成的鐵穹圓頂比設計者所設想的圓 但直到上世紀80年代，植物園捐助者之一埃塞爾·加勒特才
頂要大。因此, 人們提出了一個加建國會大廈東門廊的建議，在景觀設計師羅素·佩奇的幫助下為它們找到了一個永久的
這計划直到1958年才得以實現。在擴建過程中這些柱子便 家。這正好位於國家植物園的中心，使柱子的宏偉性與20
注定要被挪走了。
英畝的開放草地和周邊的樹林相互成比例。柱子頭部的設
Though removed from the Capitol and were stored up for
計采用最複雜的科林辛柱式，它是源於植物的，因此與環
years, these columns have witnessed a lot of historical events. 境非常融合。
The columns were the backdrop for two dozen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s from Andrew Jackson to Dwight D. Eisenhower.
Abraham Lincoln, for instance, gave his famous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in front of the columns.
雖然從國會大廈移走並被儲存了好些年，這些柱子卻目睹
過許多歷史事件。從安德魯·傑克遜到艾森豪威爾等二十幾
位總統的就職典禮都是以這些柱子為背景的。例如亞伯拉
罕·林肯著名的第二次就職演說就是在這些柱子前發表的。
For years, people were trying to find a final resting place for
these columns. It was not until the 1980s that one of the
Arboretum benefactors Ethel Garrett with the help of
landscape architect Russell Page found a permanent home for
them. It is right in the center of the National Arboretum,
where the grandeur of the columns fits in scale with the 20
acres of open meadows and surrounding forestry. The stigmas
of the columns were designed in the most sophisticated
Corinthian order, which originated from plants; therefore they 今天這以反射池中的倒影和美麗的杜鵑花園作為背景的國
blend well with the environment. Today this group of Capitol 會柱廊陣是華盛頓特區最異乎尋常的景觀之一，它也是對
columns with its inverted images in the reflection pond and
這個國家那斷不可遺忘歷史的一種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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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裡行之九：
西西裡行之九
：敘拉庫薩（1）

敘拉庫薩（Siracusa）簡介

敘拉庫薩位於西西裡島的東南海岸，濱愛
奧尼亞海（Ionian Sea），是西西裡的第三大
城。敘拉庫薩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至今已有
兩千七百多年的歷史。早在遠古時期，此處已
有先民居住。公元前 734 年希臘人來此殖民，
始建城池。希臘人所建的敘拉庫薩城不是希臘
的殖民地，而是與希臘本土內的雅典、斯巴達
有同等地位的一個自由城邦。
當 時 ， 在 “ 大 希 臘 化 地 區 ” （Magna
Grecia）敘拉庫薩是一個相當有實力的強大城
邦。在昔日地中海的世界裡，敘拉庫薩是主要
的勢力之一，曾有過至為輝煌的一頁。它與統
治西西裡西部的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常
有衝突。公元前 5 世紀，在那場派羅潘尼沙
（Peloponesian）的戰爭裡，竟擊敗了最強大
的希臘城邦雅典。公元前 214 年，羅馬軍團圍
城。孤軍奮戰三年後，始城陷敵手。經過羅馬
帝國與東羅馬拜占庭的統治，敘拉庫薩的重要
性在西西裡王國（Kingdom of Sicily）時期被
帕拉莫（Palermo）取代。至 1860 年與意大利
合併後，成為敘拉庫薩省的省會。今日，敘拉
庫薩依然以其豐富傲人的希臘歷史、文化、建
築、露天戲院的傳承聞名於世，被聯合國教文
科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目錄》。
早上 8：30 從酒店出發南下，經過與陶迷
納相距 58 公裡（36 英裡）的西西裡第二大城
卡 塔 尼 亞 （Catania） 。 全 陪 領 隊 薇 拉 利 亞
（Valeria）是卡塔尼亞人。她特別指出城郊公
路兩旁所見的黑色火山熔岩，因為卡塔尼亞城
是築建在火山熔岩山坡上的一座城市。她說卡

塔尼亞附近全是黑色的石頭，而敘拉庫薩附近
則全是白色的石灰石。一黑一白相映成趣。她
特別提到西西裡島是兩個大陸的合成。北部屬
於歐亞大陸，而南部則原是非洲大陸的一部
分。地殼運動使地層斷裂，脫離了非洲。卡塔
尼亞與敘拉庫薩相距 87 公裡（54 英裡）。這
一段高速公路是在 2009 年才竣工的。沿途看
到一些煉油廠。領隊說，西西裡島上的三個大
石油公司之一便是在這一段路上。（島上到處
看到加油站裡賣“Agip”牌的石油，以一隻六
條腿的小矮狗作標誌。訊問之下，“Agip”是
意大利最大的石油公司，而六條腿的小矮狗則
是希臘神話裡來自陰間的小狗，頗覺有趣，順
此附記。）高速公路中間的安全島上，鮮花滿
植，為單調的公路平添了不少色彩。一路上經
過許多條隧道，其中最長的一條長達三公裡。
進入敘拉庫薩市區後，遠遠看到一座非常
高的圓錐形建築物，頂部閃閃發光，至為顯
目。薇拉利亞說，那是為了紀念 1953 年聖母
瑪利亞在此顯靈的一個建築，現已成為敘拉庫
薩市的市標。因為，在市內每一個方向都可以
看到這座奇特的建築物。回來後，查了一下資
料才知道這棟圓錐形的建築物叫“Il Santuariodella Madonna delleLacrime”(直譯為“流淚的
聖母至聖所”)此建築物高 74 米，在圓錐形的
頂部有一個 20 米高鍍金的冠冕，其上豎立著
一座流淚的聖母像，寰以一個發光的光圈。
“至聖所”是一座加蓋在原有的教堂之上的一
座水泥結構的紀念碑。圓錐的底部就是教堂。
據說原來在此教堂內一尊石膏的聖母像，曾於
1953 年顯靈流淚。從此，這裡便成了世界各地
教徒們前來朝聖的地方。記得數年前去波蘭旅
行時，也到過一處聖母顯靈的教
堂。人山人海的光景猶歷歷在目，
心有餘悸。這次 GCT 沒有特意安
排去參觀這座至聖所，實屬大幸，
對我來說，遠遠看看也就足以夠
矣。
一路上還經過一處二次大戰期
間隔絕猶太人的“猶太區”（Jewish Ghetto）與聯軍的墳場。一甲子
前的恩恩怨怨皆已是俱往矣。1693
年的一次大地震幾乎將整個敘拉庫
薩夷為平地。市內絕大部分的建築
是 巴 洛 克 （Baroque） 晚 期 的 建
築。市內的街道全是寬敞的柏油馬
路。這裡是敘拉庫薩的新城區。下
車後我們前去參觀一個“古跡園”
（Parco Archeologico）這裡有古希
臘羅馬遺留下來的露天劇場、鬥獸
場、競技場、祭祀台與採石場等數
千年的古跡遺址。

古 希 臘 劇 場 （Teatro
Greco）

“狄奧尼斯的耳朵
狄奧尼斯的耳朵”
”採石場

傍特曼奈特（Temenite）山丘
而建的露天劇場是古希臘全盛時期
最大的露天劇場之一。這座半圓形
的古希臘露天劇場始建於公元前５

敘拉庫薩古蹟園內的古希臘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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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觀眾席的座位是依山坡的斜度，一排排
從山石裡用手工開鑿出來的。露天劇院是古希
臘人的一個公眾聚會與表演的地方，其作用不
單純是娛樂性的演出。
敘拉庫薩的這座露天劇場是當今世上主要
的遺存下來的古希臘劇場之一。劇場有 67 層
的座位，分為９區，可以容納一萬五千名觀
眾。在中間那層通道的牆壁上，還刻有一些希
臘諸神與當時黑朗（Heiron II）皇室的名字。
這是一座來頭不小的古希臘露天劇場。它
與 希 臘 悲 劇 之 祖 艾 斯 其 樂 斯 （Aeschylus
c.524-456 BC)、 敘拉庫薩的喜劇之父艾皮查
姆斯（Epicharmus，6c-5c BC) 皆有密切的關
聯。艾斯其樂斯的悲劇《波斯人》（《The
Persians》）便是在此劇院首演的。儘管今日古
劇場的原有座位已被時光的侵蝕而面目全非，
遠遠的石舞台依然傲立。經過維修，這仍是一
座可以用的露天劇場。意大利古代戲劇學會每
年夏天還有好幾場演出古希臘戲劇之父艾斯其
樂斯（Asechylus、蘇佛克裡斯（ Sophocles）與
優利皮寇斯（Euripicles）的名著。換言之，兩
千年來，台上的演出似乎是沒有多大的改變。

天 堂 採 石 場 （Latomia del
Paradiso）

夏曙芳

敘拉庫薩的古羅馬露天劇場是一座典型的
羅馬競技場。公元前 211 年，羅馬軍隊攻陷敘
拉庫薩後，在原有的一座古希臘劇場的遺址上
建造了一座巨型的露天劇院與競技場。這座橢
圓形的劇院約建於公元前 4 年，外圍直徑為
140 x 119 米,內圈競技場的直徑為 70 x 40 米，
面 積 僅 次 於 羅 馬 的 圓 形 大 競 技 場 （Colosseum）與 Verona 的大競技場。劇院低層一排排
的座位是依山石之坡度而鑿出來的。鬥技場的
中間的一個蓄水池，裡面養的鱷魚是專用來吃
那些競技死亡者的屍體的。競技場的四周有一
道七英尺高的圍牆，底圈的貴賓席上還刻有那
些達官貴人的名字。鬥技場共有 8 個野獸與競
技者的入口。
這座競技場在西班牙人統治期間，將場內
的許多大石塊拆了下來，用作修築堡壘之用，
導致今日斷壁殘垣的景觀。望著這片周圍雜草
叢生的古羅馬競技場，腦中閃過好萊塢電影裡
競技場內，奴隸與困獸的生死搏鬥，人的無
助，獸的凶殘，那些血淋淋的鏡頭。在此同
時，貴賓席上，觀眾群裡，王公貴戚與民眾的
狂呼… 這些殘忍與不公, 亦隨著時代的進步而
被淘汰掉了。

在古希臘劇場入口處
的外面有一個很高的石
洞，長 60 米，其形狀有點
像人的耳朵。裡面的音響
效果級佳。據說當年狄奧
尼斯一世（Dionysius I）統
治期間，他常常將戰俘關
禁在這個大石洞之內，可
以在外面聽到他們私下的
談話。石洞因而得“狄奧
尼斯的耳朵”之名，真是
所謂的“隔牆有耳”。我
們在大石洞裡試了一下，
果然是回音很大。

古希臘祭祀台
（Ara di Ierone II）
（Altar of Heiron
II）
古跡園內還有一處面
積廣至 196 x 23 米的祭壇，
是公元前三世紀留下來的
希臘古跡。這是當年祭祀
數百頭牲口的大祭壇，也
是當今世界上遺留下來的
古希臘祭壇裡，規模最大
的一處祭壇了。望著這一
大片現已被林陰遮住的大
祭壇，很難想像出當年數
百頭牛羊曾在此被宰作為
祭品的情景。
羅馬露天劇院、競技
場（Anfiteatro Romano）

敘拉庫薩古蹟園內的古羅馬競技場

從陶米納到敘拉庫薩的公路上

圓錐形建築物為聖母顯靈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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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Willing To Make Peace Through
Engagement With N. Korea: S. Korean Envo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oughts on the Korea-U.S. alliance and the deployment
of the U.S. THAA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HAAD is expected to be a key topic for Hong's
discussions with U.S. officials.
During the campaign, Moon was critical of the
THAAD deployment decision, arguing that it was
made without due process to collect public opinion.
Presidential aides say the stance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Moon is opposed to the deployment.
Trump fueled opposition to THAAD among the
South Korean public by demanding the South pay for
the $1 billion system. The demand runs counter to a
deployment agreement in which the U.S. agreed to pay
for the system if the South agrees to host it and provide
land.

South Korean Special Envoy Hong Seok-hyu
WASHINGTON, May 17 (Yonhap) --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old a special envoy of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 that he looks forward to
working closely with Moon to resolve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and is willing to make peace
through engagement with Pyongyang if conditions are
right, the envoy said.
Trump also told special envoy Hong Seok-hyun during
their 10-minute meeting at the White House that he
won't hold talks with North Korea for the sake of talks,
the envoy told reporters. Also in attendance in the
10-minute meeting were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and Trump's son-in-law and senior adviser, Jared
Kushner.
It was the first time Trump has met with a South
Korean official since taking office.
Hong arrived in Washington earlier in the day on
a mission to deliver Moon's letter to Trump and lay
the groundwork for the first summit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His visit came after White House Asia
Director Matt Pottinger visited Seoul earlier this week
and the two countries agreed to hold a summit between
Moon and Trump in Washington in late June.
Hong told reporters upon arrival that Moon asked
to convey to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his

Hong said he does not believe the two countries are at
odds over THAAD.
Hong also said he will also outline Moon's stance
on North Korea to U.S. officials so as to dispel any
misperceptions. (Courtesy english.yonhapnews.co.kr/
national)

Related
South Korea, China
Moving Toward Mending Ties
StrainedOverTHAAD: Experts
SEOUL, May 16 (Yonhap) -- South Korea and China
appear to be moving toward mending their strained ties
over the installation of a U.S. missile defense system
here as exchanges and contacts in diverse areas have
apparently been gaining traction since the inauguration
of liberal President Moon Jae-in, experts said Tuesday.
The recently wrapped-up international forum hosted
by China, in particular, served as a "good starter" for
the two Asian neighbors' push to keep their ties back
on track and maintain a unified approach to the evergrowing nuclear and missile threats from North Korea,
they added.
China held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Sunday and Monday focusing on
its economic connectivity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countries in Eurasia and as far as Europe and Africa. It
is part of the so-called "One Belt, One Road" projec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left) and recently elected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
(Photo/Yonhap)

which was suggest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2013.
South Korea sent a delegation led by Rep. Park
Byeong-seug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to the two-day
gathering at the invitation of China.

The THAAD missile defence system.
China belatedly sent out an invitation to the Seoul
government in time for President Moon Jae-in's
inauguration last week, and the new government
accepted it in a sign that both sides are willing to
improve ties which have been rocky over missile
system deployment.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forum, Rep. Park met with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for Foreign Affairs Yang
Jiechi on Monday and discussed cooperation and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 including North Korea.
"Let us make efforts to restore South Korea-China
relations upon the launch of the Moon Jae-in
administration," Yang was quoted as saying during
the meeting. "It is important to respect each other over
issues concerning the interests of one another."
Yang also told the delegation that China "will always
closely discuss Korean Peninsula issues with South
Korea without exceptions and will continue to
cooperate with South Korea for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peninsula."
His comments were interpreted as a signal for China's
willingness to repair ties with South Korea and
commitment to work together with South Korea in
dealing with the North and its ever-evolving nuclear
and missile threats.
The Asian neighbors have experienced a chill
in relations, as Beijing has strongly opposed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THAAD battery for fear it could
hurt its security. (Courtesy english.yonhapnews.co.kr/
focus/2017)

Duterte's Visit To China Concludes – Yields
Four Agreements For Improved Bilateral Ti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 shakes hands
with Philippines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L) prior to their bilateral meeting during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hoto/Getty Images)
Rodrigo Duterte, the current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recently concluded his three-day visit
to China. The visit resulted in agreements in four
area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funding,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energy cooperation and news/publishing.
The primary purpose of Duterte's visit was to attend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
forum that focuses o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project in reviving the ancient Silk trading route.
The Philippines is participating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ging infrastructure
problem and inter-island transport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visit was also capped by a meeting with Xi. The
meeting yielded four agreements; the one on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grants the Philippines 500
billion yu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ridges and drug
rehabilitation facilities along the Pasig River.
According to Duterte, the grant from China is a
testament of the deepening 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espite the resul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case.
Since Duterte assumed the presidency in the
Philippines, he has chosen to downplay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in order to have improve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He has also turned to Beijing over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t comes to improving the country's
infrastructure and military.

Details on the other three greements
are as follow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Energy Cooperation was signed by
the energy administrations of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This MOU aims
to strengthen the ties of each country
when it comes to electric power, oil,
natural gas and other energy sector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Cooperation in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was
signed
by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Philippines's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uthority. This will
promote employee and personne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News and Publishing was signed
by China's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and
the
Presidential
Communications Operations Office
of the Philippines. The MOU aims
to promote joint activities between
the news organizations in both countries as well as
to enhance capabiliti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shing. (Courtesy en.yibada.
com/articles/20102)

"I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starts here in the region ... It is helping
neighbors and at the same time broadens the
market," Duterte told a news conference at the
end of the 30th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ummit which was held here in Manila.
Again, the Philippine president thanked China for
the help it is extending to the country.
Duterte had earlier said that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his second trip to China this May to
attend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Beijing.
Not wanting to be left out, the Philippines has said
it intends to hit the road with China in pursuing
its own economic strategy which focuses on
A screenshot from Philippine TV on Duterte's visit
building the country's infrastructure. (Courtesy
to China.
news.xinhuanet.com/english)

Related
Philippine President Say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ood For Region
MANILA, April 29 (Xinhua) --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said last Saturday that China-propos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good for Southeast Asia,
noting that the initiative will help China's neighbors
like the Philippines.
Proposed by China in 2013,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fers to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iming at building a
trade and infrastructure network connecting Asia with
Europe and Africa along the ancient trade routes of
Silk Road.

The primary purpose of Duterte's visit
was to attend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osted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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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國際領袖基金會
年國際領袖基金會（
（ILF ) 休士頓地區顧問理事就職典禮
該會創始人// 總裁董繼玲親臨頒發
該會創始人
總裁董繼玲親臨頒發，
，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西昌西夫主講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國際領
袖基金會（ ILF ) 休士頓地區顧問理
事就職典禮於周日（5 月 21 日 ）中
午在姚餐廳舉行，由 「石山地產 」
負責人柏尼詹姆士先生，伯尼麗香女
士夫婦贊助，召集這場大會。當夫天
出席典禮的嘉賓包括國際領袖基金會
創辦人/ 總裁董繼玲女士， 「台北經
文處」黃敏境處長，大會主持人賴清
陽大律師及李迎霞夫婦，休市前代巿
長，巿議員關振鵬夫婦。會中並宣佈
國際領袖基金會今年共贊助了 26 名
優秀大學生，休士頓地區獲獎者是美
南旅館公會會長嚴杰的兒子，現在德
州 大 學 （ UT ) 的 二 年 級 生 嚴 威
（Kevin Yen )。
董繼玲總裁在大會上致詞表示：
在 過 去 17 年 中 ， 國 際 領 袖 基 金 會
(ILF) 為美國 1200 多名亞太美國大學
生提供了獎學金和領導力培訓。華盛
頓特區公民研究金是國家最負盛名的
領導力發展計劃之一，致力於培育未
來的亞太區領導人。今年，ILF 贊助
了 26 名優秀大學生。 每個研究金參
加了一個監督的培訓計劃，包括公務
員實習和定期研討會，以獲得熟悉政
府操作流程的機會，並學習如何利用
公共政策來幫助加強當地社區。 ILF
培養候選人成為未來的學術，文化，
商業，專業和公共領域的領導者。

研究基金會還參加了與 CAPAL
（一個致力於在亞裔和太平洋島嶼社
區建立領導力和公共政策知識的組織
）的培訓課程。 ILF 是唯一一家為來
自亞洲的亞裔和青年領袖提供獎學金
的機構，並將它們團結在一起，成為
一個強大的全球網絡。此外，ILF 還
有 22 名亞洲青年大使，為期兩週的
領導力計劃。
國際領袖基金會（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 (ILF) ）
是一個非營利組織，旨在促進亞太地
區（APA）社區的公民意識，公共服
務和經濟效益。 我們的使命是通過
商業和社區領導人網絡，在公共服務
，創業和國際舞台上發展美國，亞洲
和其他太平洋邊界國家的年輕領導人
。作為一個重要和積極的團體，ILF
青年領袖委員會成員將通過 APA 社
區項目享受志願服務的福利。 ILF 正
在尋求其首個就職成員國際領導基金
會（ILF- ilfnational.org）成立於 2000
年，致力於促進亞太地區（APA）社
區的公民意識，公共服務和經濟繁榮
，成為一個非營利組織。
當天現場逐一頒發國際領袖基
金會顧問理事證書包括：2016 年：
麗香 伯尼，詹姆士伯尼先生，Paul
Bettencourt ( 由代表 Mr. Garrett Graham 代表領 證），徐堯亮，廖秀美

，賴李迎霞，Lily Lee, 華啟梅，羅伯
文 ， Bill McGrath , 王 姸 霞 ， 嚴 杰 及
2017 的顧問理事為王貞慧（ 松年學
院副董事長），鄭昭，徐華，陳明華
等人。
當天的主講人西昌西夫 (Sichan
Siv) 是 2001 年至 2006 年的美國駐聯
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大使。1989 年
至 1993 年，西夫大使在白宮擔任喬
治•布什總統的副助理和國務院副助
圖為所有顧問理事與出席貴賓合影於大會上。（
圖為所有顧問理事與出席貴賓合影於大會上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理秘書。Siv 於 1948 年出生於柬埔寨
派桑通。他的整個家庭 - 包括他的
母親在內的總共 15 人在波爾布特的
恐怖統治期間遇害。 他於 1976 年抵
達美國，並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
務獲得全額獎學金，並獲得碩士學位
。 他於 1982 年成為美國公民。他是
George 布什 1988 年總統競選的志願
者。1989 年被任命為總統競選副助理
，後來出席了美軍陸軍大學。 2001
年，Siv 得到參議院的一致肯定，由
布什總統任美國駐聯合國經濟及社會
理事會大使，他擔任直至 2006 年。
國際領袖基金會創辦人/ 總栽董繼玲
總栽董繼玲（
（ 右二
右二）
） 頒發 2016 顧問理事給詹姆士伯尼
他還在私營部門擔任過多個職務，並 國際領袖基金會創辦人/
及麗香柏尼（
（ 左二 ），
），旁為大會貴賓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西昌西夫
旁為大會貴賓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西昌西夫（
（左
撰寫了兩本書。他獲得 George 布什 （ 中 ） 及麗香柏尼
黃敏境處長（ 右一 ） 合影
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
傑出公務員獎，DAR 美國勳章，美 一 ） 及 「 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長（
國陸軍指揮官獎，巴西藝術文化史學
院榮譽獎。 他是民航巡邏隊的志願
者，也是美國空軍的名譽司令。

駐休士頓辦事處將於本年5月29日
美國國殤日放假乙日公告

美南國建會將於6月17 日舉行
今年新增 「教師培訓研討講座」

（本報訊
本報訊）
）為了幫助有志從事教育工作的朋友們
為了幫助有志從事教育工作的朋友們，
，美南國建
協進會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協辦，在今年特別
協進會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協辦，
提供一項有關美國教師養成的研討會。
提供一項有關美國教師養成的研討會
。這個訓練是由在休士頓大
學維多利亞校區任教的林欣慧博士及德州中文台主播胡美健小姐
共同主持。
共同主持
。同時也邀請了在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任教的陳琳琳及
王美智博士擔任講員。
王美智博士擔任講員
。林欣慧博士將介紹美國對於高中小學教師
的基本專業要求及目前多種的教師培訓管道。
的基本專業要求及目前多種的教師培訓管道
。擁有多年幫助僑界
朋友們進入教育工作領域的經驗，
朋友們進入教育工作領域的經驗
，林博士會針對不同教育背景
林博士會針對不同教育背景，
，
講解如何因應個人的需求，
講解如何因應個人的需求
，選擇最適切的培訓管道
選擇最適切的培訓管道。
。王美智博士
將介紹有關高中小學教學科目的選擇，
將介紹有關高中小學教學科目的選擇
，及相對的基本要求
及相對的基本要求。
。同時
也會對於目前教師市場供需做分析，
也會對於目前教師市場供需做分析
，引領朋友們尋求最有力的教
學定向。
學定向
。最後由陳琳琳博士主講有關教師檢定考試的資訊及準備

本處將於 2017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一）美國國殤紀念日（Memorial Day）放
假乙日，領務收發件亦暫停，並於 5 月 30 日（星期二）恢復上班及領務收發件
。
倘於前述假日遇有重大急難事件需緊急協助，請撥打本處緊急聯絡電話:
832-654-6041 求助。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敬上

。陳博士不只有多年的教學經驗
陳博士不只有多年的教學經驗，
，還經常擔任大
學教科書書的撰寫及編輯的工作。
學教科書書的撰寫及編輯的工作
。她將提供朋友
們透過不同的方式收集資料和準備考試。
們透過不同的方式收集資料和準備考試
。
美南國建協進會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ACAP) 謹訂於 2017 年 6 月 17 日假糖城 Sugar Land Marriott Hotel
舉辦第 39 屆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 Annual Conference and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Seminars (SETS)。
(SETS)。此次大會的
中心議題是自然災害防制與海洋科技,, 主辦單位很榮幸的遨請到
中心議題是自然災害防制與海洋科技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黃世建主任 Dr. Shyh-Jiann Hwang, DirecDirector of 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黃
主任將在大會作專題演講,, 並在自然災害防制與海洋科技作學術
主任將在大會作專題演講
研究報告。
研究報告
。

除了教師培訓的研討之外，
除了教師培訓的研討之外
，美南國建協進會另外邀請各路專
家將針對能源、醫療及生化科技
家將針對能源、
醫療及生化科技、
、環境保護
環境保護、
、奈米及複合科技
奈米及複合科技、
、
海洋科技、
海洋科技
、煉油與石化科技
煉油與石化科技、
、健康
健康、
、會計與商業管理等不同領域
進行研討。
進行研討
。 年會有 12 場不同講座
場不同講座，
， 討論範疇非常多元
討論範疇非常多元，
， 從石油
產業的未來展望、
產業的未來展望
、提升職場競爭力到北美亞裔健康須知等多項主
題。美南國建協進會希望透過研討會所提供的多元平台
美南國建協進會希望透過研討會所提供的多元平台，
，讓各領
域的專家及精英們相互交流，
域的專家及精英們相互交流
，彼此切磋學習
彼此切磋學習。
。有意參加的朋友們
，請儘早報名
請儘早報名。
。如果在 6/13
13//2017 提前前完成報名手續
提前前完成報名手續，
，可享有
享有折扣優待。
享有折扣優待
。報名網站或查詢詳細資料請至
美 南 國 建 協 進 會 網 站 - http://www.acap-usa.org/SETS/
sets_index.htm。
sets_index.htm
。

休城工商

菩提學苑結業典禮

德州佛教會菩提學苑於 5 月 14 日上
午 9:30 於 玉 佛 寺 大 雄 寶 殿 舉 行
2016-2017 年度結業典 禮，會中除了頒
發畢業生結業證書及講學 金外，也頒
發了多項成績優良獎和學習精 神獎，
並表揚任教五年的兩位老師及包含 多
種歡送畢業生的表演。本會會長上淨下
海 師父和副會長宏意師父均出席指導
。今年 的應屆畢業生有 2 人，師生家長
約有三百多 人參加，僑教中心李美姿
副主任也專程蒞 臨，觀禮祝福。
宏意師父首先表示 1991 年興建菩提
學苑的 原因除了方便會員安置孩子之外
也是因為 教育事業的重要。教育是一個
需要耐心和 愛心的良心事業，感謝僑委
會的長期支援 和校長老師的持續付出。
法師更進一步期 勉學子:學期結束了但
是學習中文則不應該 間斷，在日常生活
中謹記 「慧慈禮孝」的 校訓，學習做人
的道理。張校長致詞時期 勉家長在家多
和孩子說中文，每星期讓孩 子用中文說
明在學校所學的課程，上中餐 館讓孩子
用中文點菜以及暑期假日有機會 可讓孩
子們回亞州探親學中文。如此中文 不僅
是課堂上的學習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紅人歸愛相隨
每個女人都希望自己年輕漂亮永葆青春活力。但
無法抗拒歲月的流失。正像俗話說的“女人 30 豆腐
渣”“女過 30 天過午”青春活力也在慢慢消退。同
時也說明女人 30 歲以後生理出現了變化，各種毛病
也隨之而來，給自己和家庭帶來了煩惱。進入更年期
更是煩惱不斷。現代醫學證實女人 45—55 歲為更年
期。這個時期出現的如：臉紅、盜汗、上半身發熱、
月經不規則、血壓上升，以及時不時會有疲倦、呼吸
不順暢、胸口發悶、焦慮不安、脾氣暴躁、失眠、眩
暈、耳鳴、心悸、性慾改變等情形發生，這些情形稱
為“更年期症候群”。出現這些症狀就是體內的雌激
素下降所導致的。雌激素的下降和卵巢的分泌有密切
的關係，如何維持體內的雌激素哪？早期常使用荷爾

蒙替代療法，它能夠降低婦女患心髒病和骨質疏
鬆症的危險，使婦女延緩衰老。但英國最新研究
結果顯示，荷爾蒙替代療法雖然對治療更年期症
狀有一定功效，但它會增加患乳腺癌或卵巢癌的
風險，專家建議慎用。進入 2000 以後加拿大的
viker 公司研製出新一代無毒無副作用的“植物雌
激素”紅人歸膠囊（Sangel）。紅人歸具有雙向
調節內分泌系統，改善和修復卵巢微循環網，激活人
體自身荷爾蒙分泌功能，使體內雌激素正常分泌，從
而達到治養雙修的目的。從根源上解決了醫學界的難
題。
紅人歸膠囊（Sangel）其獨有的 SAG 能夠與紅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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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快速恢復女性自身的雌激素分泌，
使體內雌激素—內分泌水平重新到平衡，進而有效改
善更年期女性的易怒、急躁、焦慮、猜疑、煩惱等情
緒失常的症狀。同時還有補充營養細胞的功能,能夠
有效預防乳腺癌，心腦血管疾病，骨質疏鬆等疾病。
具有延緩衰老，美容養顏的功能讓女人的美由內而外

會中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致詞時
說到十 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百年大
計。她讚 揚學生學習中文的熱忱，感謝
家長的支持， 並肯定菩提學苑多年來為
傳承中華文化的 付出與貢獻。副主任並
致贈紀念品給兩位 畢業生，祝福她們百
尺竿頭，更進一步。 典禮中家長會長錢
詩琪代表家長會致詞感 謝佛寺和學苑提
供完善的中文學習環境。 畢業生李曉鳳
和彭惠玲接著致詞感謝父母 學校讓她們
在人生中能有學習中文了解中 華文化的
機會。儀式中除了頒發結業證書 給兩位
畢業生和頒發獎牌給陳美玲和徐素 芳兩
位任職五年的老師之外，中文學校小 提

琴班，漢語七班和學前班也都表演節目
歡送畢業生。典禮在頒發學習精神獎，
學 藝競賽優勝獎和學業優良獎後圓滿結
束。 菩提學苑秋季班將於八月二十日開
課，除 正規的中文教育之外，更在平日
活動中， 進一步培養學生智慧、慈悲、
守禮、孝親 的做人基本品格。該校採用
最新華語文數 位資源進行教學，開設正
體注音，簡體拼 音等各年級中文班課程
，招收四歲到十八 歲的學齡學生。此外
並附設各項才藝課程， 如書法、創意美
術、小提琴以及成人瑜伽 班等課程。
若有任何詢問或欲報名者， 請與玉佛寺
辦公室聯絡︰281-498-1616。

，光彩照人。
自紅人歸膠囊（Sangel）上市十六年來陪伴無數
婦女度過了“多事之秋”給成千上萬的女性朋友帶來
了幸福和快樂。來自澳洲的 47 歲的劉女士這樣說道
：進入了更年期後總是胡亂猜疑，搞的夫妻關係緊張
，家裡也失去溫馨，為此也看過心裡醫生，服用過好
多藥，也沒有治好。 08 年底女兒給我拿了 3 瓶紅人
歸膠囊說能治我的毛病，讓我服用。沒有想到吃到第
二瓶的時候睡覺也安穩了，心情也好了，也不胡思亂
想了。還真有效，我又讓女兒買了 3 瓶，現在是臉色
紅潤，心情舒暢。家裡又恢復了往日的溫馨。
紅人歸膠囊行銷十六年是品質的保證，是愛的歷
程，愛的路上千萬里，紅人歸永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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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免費諮詢電話 1—888—
518—7778
全 球 女 性 更 年 期 保 健 免 費 諮 詢 電 話 1—604—
518—7778 傳真:1-604-303-7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