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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德州的德州基督教大學，今年
出現該校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年僅
14 歲的卡森(Carson Huey-You)，這名校物理系
學生成為今年2千名畢業生當中，最受矚目的一
位。

當前正值畢業季節，在剛剛過去的周六，德
州基督教大學舉行了畢業典禮。在一群二十出頭
的畢業生當中，14歲的卡森顯得格外特別。

非洲裔青少年卡森是在 2013 年進入德州基
督教大學，當時他年僅11歲就當了大學生，主
修物理、輔修中文和數學。根據當地媒體報導，
他的愛好就是學習新的事物，像是從沒想到過的
事情、從來不知道存在的東西以及從來想都沒想
過的事物。

他描述自己是個 「正常的傢伙」，還向媒體
表示，他熱愛艱深的課程，並且學會怎麼克服考
試成績不佳的失落。

在全校的矚目下畢業之後，卡森打算繼續深造，他決定攻讀量
子力學，取得更高的學位。

卡森的媽媽學教育，大約在他2歲時就發現他聰慧過人，卡森
的弟弟肯農（Cannon）也是資優生，才11歲就高中畢業，今年秋
天也將進入德州基督教大學入讀。

教出兩個神童真不簡單，但媽媽說，兩個兒子的好個性比聰明
的腦袋更讓她開心，她說兒子在外懂得禮讓女性，為女性開門服務
，兩兄弟很友愛，平時在家不吵架，愛跟小狗玩，在學校也交了不
少好朋友，相當開朗，她說，當別人知道她的孩子很會念書後，常
驚訝地問她： 「他們怎麼這麼正常？」

德州學霸 年僅14歲大學畢業

（本報訊）來到休斯頓旅遊，從
Buffalo Bayou到兒童博物館，攜老帶幼
的遊客有大量的選擇，如何能夠既夠玩
的開心，而且還能省錢是許多遊客關心
的問題，這裡就有幾種方式來滿足遊人
的需求。
省錢竅門有以下多樣：
購買休斯頓城市旅遊通票（Houston
CityPASS ）

城市旅遊通票提供休斯頓最值得遊
覽的地點和博物館，成人通票每人費用
是$56,兒童4至11歲的通票是$46, 擁有

這張城市旅遊通票，你就可以可以在休
斯頓太空中心體驗宇宙探險的神聖，
還能夠到市中心水族館欣賞神奇的海洋
世界，也可以到休斯頓動物園觀賞動物
，或者和孩子們一起順道來休斯頓兒童
博物館快樂學習。
網上優惠和折扣券（Coupons and
Discounts）

查 閱 網 站 www.VisitHouston.com
， 你能發現超過100個物有所值的優惠
，包括景點門票，酒店住宿，飯店和交
通的優惠折扣。

免費旅遊的景點和活動 Houston-For
Free

沒有錢也可以玩轉休斯頓，休斯度
一些熱門景點和活動根本就不需要錢，
包括米勒室外劇場，發現綠地公園等等
，藝術車大遊行等活動，著名的水牆等
等都是不需要花錢就能觀賞的景點和活
動。詳細內容也可以上網查看，

https://www.visithoustontexas.com/
things-to-do/attractions/
free-things-to-do/

沒錢也能玩轉休斯頓沒錢也能玩轉休斯頓 幾種省錢窮遊的方法幾種省錢窮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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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最長戶外遊泳池開放歐洲最長戶外遊泳池開放 長達長達9191米灌滿水需米灌滿水需55天天

英國劍橋郡英國劍橋郡，，耶穌綠園耶穌綠園（（Jesus GreenJesus Green））露天遊泳池開放露天遊泳池開放。。這座始這座始
建於建於19231923年的泳池全長年的泳池全長9191米米，，寬寬1414米米，，可容納可容納24002400立方米水立方米水。。工作工作
人員用壹根人員用壹根22..55英寸英寸（（約約66..3535厘米厘米））的軟管接上消防栓的軟管接上消防栓，，花了花了55天的時天的時
間才把這個泳池灌滿水間才把這個泳池灌滿水。。

泰國舉行春耕播種儀式泰國舉行春耕播種儀式

泰國曼谷泰國曼谷，，泰國農業部部長泰國農業部部長Theerapat PrayurasiddhiTheerapat Prayurasiddhi
在傳統的春耕播種儀式上撒播種子在傳統的春耕播種儀式上撒播種子。。泰國壹年壹度的春耕泰國壹年壹度的春耕
播種儀式標誌著水稻種植季的開始播種儀式標誌著水稻種植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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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文物部宣布埃及文物部宣布，，考古人員在埃及中考古人員在埃及中
部明亞省發現壹處地下墓穴部明亞省發現壹處地下墓穴，，現已出土現已出土1717
具人類木乃伊具人類木乃伊，，其中大部分保存完好其中大部分保存完好。。埃埃
及文物部長哈立德及文物部長哈立德··阿納尼在發掘現場對記阿納尼在發掘現場對記
者說者說：“：“這是第壹次在埃及中部發現埋葬這是第壹次在埃及中部發現埋葬
如此多人類木乃伊的古墓區如此多人類木乃伊的古墓區。”。”據介紹據介紹，，
此次發掘的古墓位於尼羅河西岸圖納賈巴此次發掘的古墓位於尼羅河西岸圖納賈巴
勒古代遺址區地下勒古代遺址區地下88米深處米深處。。除了木乃伊除了木乃伊，，
墓內還發現石棺和莎草紙卷等文物墓內還發現石棺和莎草紙卷等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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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品牌發展研討會舉行 攜手培育中國品牌合力
綜合報導 中國品牌發展研討會在中國國家發

改委舉辦，會議主題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

面開啟自主品牌發展新時代。與會各方就如何做好

中國品牌，共同攜手培育中國品牌合力展開深入討

論。

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教授盧小賓表

示，中國已經是商標大國，但仍然是品牌弱國，需

要去產能，創需求，不斷促進供需結構優化升級，

這些不僅有利於提升國家整體形象，而且有助於傳

承歷史文化，是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重要抓

手，是結合“壹帶壹路”，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的

重要途徑。

中國航空綜合技術研究所主任周宏寧表示，

中國需要加快培育自主品牌，不斷推進建設制造

強國。“品牌的核心價值要體現中華民族的歷史

和文化，要展現當代中國對於創新、質量、信譽

等方面的態度，要承載我國的新發展理念。”周

宏寧指出。

中國農業大學中國農業品牌研究中心主任陸娟

表示，中國農產品建設初見成效，但是仍然面臨著

諸多挑戰，急功近利、評價和評選混亂、缺乏權威

性等問題時有發生，建議加強農產品品牌建設，政

府要做好農業品牌建設的保障工作。

中國全聚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邢穎表示，

全聚德沿襲“品牌致勝，文化至遠”的理念，壹

直堅持做好集團化戰略，堅持特色，延伸品牌，

深化質量管理，強調品牌，實行連鎖經營、互聯

網營銷，不斷推出品牌特色文化，貫徹落實以人

為本，不斷自我突破，成為北京的壹張“城市名

片”。

北京君策知識產權發展中心主任汪澤建言政府

實施國家商標品牌戰略，推進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

轉變。商標和品牌具有深刻的辯證關系，引導加強

商標品牌建設，需要以誠信為本，質量為基，創新

為源，推廣為法，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企業、社

會組織之間的關系。

深圳大學質量經濟發展研究院院長劉偉麗表

示，要註重全球化視角的中國品牌發展；中國中

車企業文化部副部長李敏表示，品牌是企業乃至

國家競爭力的綜合表現，中國中車致力打造“國

家名片”；國家電網公司對外聯絡部品牌處副處

長鄭楠表示，國家電網致力於深化品牌研究、加

強品牌傳播、強化品牌維護、優化品牌管理，打

造國家電網“金字招牌”；北京食品科學院研究

院院長王守偉表示，我國食品品牌建設任重而道

遠，需要依靠調整產業結構，大力提升食品安全

監管水平，助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培育市

場競爭新優勢。

化妝品進口新政實施
進口化妝品有望中外同步上市

上海市浦東新區試點實施進口非特

殊用途化妝品備案管理進入實操階段。

這項新政大大簡化了國外生產的化妝品

進入中國市場的流程，既節約了時間又

降低了成本，因此未來中國消費者購買

國外原產化妝品時價格有望下降。

隨著上海浦東國檢局對壹批日本原

產資生堂潔面乳進行現場檢驗入境上海

口岸，我國對化妝品進口流程的試點改

革也進入實操階段。根據此前我國推出

的試點方案，對進口非特殊用途化妝品

將由之前耗時長達數月的審批制管理，

改為僅需十幾個工作日的備案制管理。

上海口岸入境的這批資生堂潔面乳，就

是我國化妝品進口新政後的首批入境產

品。

據國內化妝品行業人士向記者介紹

，這項新政大大簡化了國外生產的化妝

品進入中國市場的流程，既節約了時間

又降低了成本，因此未來中國消費者購

買國外原產化妝品時價格有望下降。而

對於很多外資化妝品企業而言，他們最

看重這項新政的還不僅僅是價格下降，

而是國內消費者今後也能夠在幾乎與國

外市場同步的第壹時間見到最新上市的

化妝品。“在很多消費者看來，這種時

效因素甚至超過了價格因素。”壹位歐

洲化妝品品牌的公關負責人這樣表示。

新政
浦東新區試點化妝品進口備案管理
今年1月份，國家食藥監總局、質

檢總局聯合發布公告稱，在上海市浦東

新區試點實施進口非特殊用途化妝品備

案管理。公告明確自2017年 3月1日起

至2018年12月21日，凡從上海市浦東新

區口岸進口，且境內責任人註冊地在上

海浦東新區的首次進口非特殊用途化妝

品，由現行審批管理調整為備案管理。

據上海自貿區相關人士透露，審批

制改為備案制管理後，進口商只需將相

關材料報送備案後，即可開展相關經營

活動。在備案階段，食品藥品監管部門

對產品是否屬於備案範圍、備案資料是

否完整、備案資料是否符合規定形式等

方面進行核對。實施備案管理後，企業

5個工作日就能拿到備案證明。在出入

境檢驗檢疫方面，將實施現場檢驗檢疫

和實驗室合格檢測結合，大約十多個工

作日即可取得《入境貨物檢驗檢疫證

明》，得以正式上市銷售。

有企業人士告訴北青報記者，盡管

此次試點僅從上海開始，但其實對中國

化妝品市場的格局會帶來很大影響。因

為多數外資化妝品在中國的總部都設立

在上海，此前大多數化妝品都是從上海

引進，這種情況在中外市場價格懸殊較

大的歐美化妝品中更為明顯。

利好

進口化妝品價格將與香港看齊
檢測費用高、審批周期長，壹直是

外資化妝品進入中國市場難以逾越的門

檻。除了檢測費用高以外，過長的審批

周期就意味著這些進口化妝品的倉儲成

本也相應增加，因此化妝品進口新政將

間接為進口化妝品降價帶來了可能。

“未來價格能降多少目前還不好說，但

我們預計內地市場上進口化妝品的價格

向香港市場看齊是完全有可能的。” 資

生堂（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財務部部長

陳端明這樣預計。

事實上，這項新政已經是近壹年來

進口化妝品在價格松動上迎來的又壹次

利好。上壹次是去年9月30日中國政府

對化妝品進口環節消費稅稅目稅率進行

的調整，當時既縮小了征稅範圍又降低

了征稅標準，降低了化妝品的進口成

本。受到降稅的影響，很多進口化妝品

的價格從去年末開始陸續下調，降幅從

5%至20%不等。

關註
未來進口化妝品有望中外同步上市
而進口新政最讓外資化妝品欣喜的

還不算是成本降低，簡化進口管理流程

有助於實現進口化妝品在中國市場上市

時間能與國外幾乎同步。壹位外資化妝

品市場部人士表示，很多國內消費者熱

衷海淘化妝品，對傳統渠道進口的化妝

品消費造成了很大的分流，而且這種趨

勢日益明顯。這些消費者壹方面看重國

外市場優惠的價格，另壹方面則是由於

新上市的化妝品通過正規渠道進入中國

市場需要長時間的審批，往往登上中國

市場的貨架要比國外晚好幾個月甚至更

長，很多熱衷於嘗鮮的消費者不得不采

取海外代購的形式跨境購買。

“因為錯過新品上市檔期而引發市

場分流帶來的損失其實更大。”這位人

士表示，此前正規企業正常進口化妝品

到中國市場，上市前必須要有衛生許可

批件，這就涉及要做全套的檢驗，其中

普通產品大約9個月時間，特殊產品甚

至要13個月。而很多跨境電商進口的化

妝品卻不需要這些程序，因此很多新款

進口化妝品往往在電商上能與國外同步

上市。

“往往是正規渠道見不到的新品種

在網上早已鋪天蓋地，對此我們只能眼

睜睜看著沒辦法。”她表示，其實很多

海淘消費者都是懷著“冒險”心理進行

網購的，畢竟跨境網購買到假冒偽劣商

品的可能性更大。假如未來進口化妝品

新品能在正規渠道同步上市，預計傳統

渠道的消費應該有所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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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納（Messina）簡介
位於西西裡島東北角的梅西納是是一個大海港

城，也是進入西西裡島的門戶。它與意大利半島上
的聖約翰村（Villa San Giovanni）隔梅西納海峽一水
相望，最近的距離祗有三公裡寬。由於它特殊的地
理位置，自古以來，即為兵家必爭之地。歷史上，
梅西納像西西裡島上大部分的城市一樣，是一個歷
盡滄桑，飽經憂患的城市。千百年來，屢被不同的
外來者侵略佔領。

梅西納城始建於公元前 8 世紀，由西庫拉
（Sicula）人創建，命名為禪扣（Zancle）（意為“大
鐮刀”）。名得自於梅西納天然港灣像鐮刀之形狀。
公元前5世紀，西西裡的新統治者Anaxilas of Rhegium
為紀念他自己在希臘的出生地梅西尼亞（Messenia）
城，將“禪扣”（Zancle）改名為“梅西納”
（Messina），沿用至今。

從迦太基、希臘、羅馬、東羅馬（拜占庭）、
阿拉伯、諾曼到西班牙的佔領，入侵的民族皆曾在
此留下過他們的足跡。此地是多種文化的交匯點。
在整個中世紀，梅西納是歐洲十字軍東征路線裡最
重要的跳板。1548年聖伊戈納修斯（St. Ignatius）在
這裡創辦了世上最早的一所耶穌會的大學。

不幸的是，自十八世紀以來，不斷的天災人禍
使梅西納面目全非。其中傷亡破壞最大的是1743年
的黑死病。1783年、1894年與1908年的大地震、再
加上大海嘯等天災幾乎毀滅了整個城市，死亡人數
達十數萬之眾。城內的眾古跡蕩然無存。大天災後，
在墨索裡尼時期重建的房舍，二次大戰期間聯軍的

轟炸下，又幾夷為平地。這些接二連三的大災難，
為梅西納贏得“鬼域”的綽號。也因為如此，今日
的梅西納基本上是一個二次大戰後重新規劃建造的
現代城市。市內有寬闊的街道，再加上為了防地震，
新建的房屋都比較矮些。梅西納可以說是西西裡島
上最現代化的城市，也是地中海沿岸最深最良好的
港口之一。

梅西納港口與海峽
早上 8：30 從酒店出發，車子朝北沿愛奧尼

（Ionian）海岸線的公路而行。一路上風景如畫。約
50分鐘後，抵梅西納。車子先在一處可以俯覽梅西
納港口的高地上將我們放了下來。站在這塊高地上，
梅西納港口與海峽盡入眼簾。在此也可清晰地看到
梅西納海峽對岸的意大利本土, 與正在來回行駛的渡
船。遠遠看到港口有一座很高的紀念碑，上有一座
鍍金的“書信聖母”像。“書信聖母”（Madonna
dellaLettera）是梅西納城的守護神。據傳說，當梅西
納全城籠罩在天災人禍的愁雲戚雨之際，聖母顯靈，
給了全市人民一封信，上面寫著：“我祝福你與你
的城市。”據說這封信是在聖薩瓦多（San Salvatore）
古堡內寫的。原文是：“Vos et ipsamcivitatem-
benedicimus”。今日，這幾個字就刻在港口紀念碑
的基座上。聽了導遊的這番話，不由想起中國廟宇
裡的“千手觀音”像，與種種有關菩薩與觀音顯靈
的故事。看來，天下宗教的教義、傳說、與其對民
間的作用，亦皆是大同小異吧。

梅西納與對岸意大利的聖約翰村最近的距離祗
有三公裡寬。以當今的科技，橫架築建一座大橋在
梅西納海峽之上，應該不會是什麼太難的工程。然
時至今日，兩地之間仍是靠渡船往返。關於這個為
什麼不築橋的問題，地陪說，除了官方列出的兩岸
泥土不夠堅固不易打樁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主
要是西西裡的居民對築橋一事此不熱衷。原因有四：
1. 參與討論造橋的委員裡有渡輪公司的老板，而渡
輪公司已獲得西西裡政府90年的合同專利。大橋若
建好，輪渡公司豈不要關門大吉？2. 居民恐怕築橋
的大工程會大大影響西西裡島上的生態環境。3. 居
民怕如此大的工程會引起黑手黨的介入,而在地方上
增添大量的犯罪行為。4. 居民怕大橋一造好，從意
大利本土湧來的大批遊客會使西西裡島一時間內容

納不了。他們希望政府先將島內的公路網築建好之
後，再談建橋的計劃。

我們在高地上飽覽梅西納海港風光。復上車後，
下了高地，經過沿梅西納港灣的公路，看到豎立在
港口的“書信聖母”紀念碑,與高高立於紀念碑石柱
上的鍍金聖母像。也看到港口內停泊的許多商船。
過了港灣區進入梅西納市區，祗見道旁的商家樓房
與公寓住宅皆頗現代化。車行不久便駛入了梅西納
市中心的教堂廣場（Piazza Del Duomo）

奧裡昂噴泉（Fontana di Orione）
在教堂廣場上有一座既美麗又宏偉的奧裡昂噴

泉。 這是一座巴羅克式的噴泉，為名藝術家米蓋朗
琪羅（Michelangelo）的弟子蒙托索利（Giovanni
Angelo Montorsoli）在1547-1551年間的作品。是為
了紀念傳說裡梅西納市的創建者，獵人奧裡昂
（Orione）而建。民間傳說裡，奧裡昂戰勝了許多巨
人、海上的女妖與鱷魚。此噴泉是為了慶祝梅西納
城裡完成的第一條水道工程而築。其上有許多座大
大小小的雕塑像，最主要的幾座大雕像代表著世上
四條主要的河流：尼羅河（Nile）、艾伯羅河
（Ebro）、卡馬洛河（ Camaro）與泰伯河（Tiber）。

梅西納大教堂與其珍藏
教 堂 廣 場 上 的 主 要 建 築 自 然 是 那 座 諾 曼

（Norman）式的梅西納大教堂（Duomo）。教堂始
建於1160年，當時是應西西裡王羅傑二世（Roger
II of Sicily）之命而建。1190年英國的獅心王理查
（Richard the Lionheart）在率領十字軍東征的路上,
途經梅西納時，還曾來到此教堂崇拜。然，1908年
的大地震與二次大戰期間，1943年聯軍的大轟炸，
使絕大部分原來的建築蕩漾無存。祗有那扇教堂中
央的正門, 是從15世紀整修時遺留下來的材料裡, 重
新拼湊而成的歌德式的大門。

教堂內分為三部分。主壇上供奉的是“書信聖
母”（Madonna dellaLettera）原雕塑製於拜占庭時代，
1943年二戰期間遭炸毀，現在壇上的塑像是一座複
製品。1908年的大地震後，整座教堂幾乎是從瓦礫
中於1919-1920重建。1943年大轟炸後，又再一次
重建。然，重建的教堂, 皆是按照原來的諾曼式的建
築格式。教堂內有不少馬賽克（Mosaic）壁畫。

當地陪講到這座教堂書店被毀的滄桑史時，地
震天災一筆帶過。講到二戰期間由聯軍轟炸而引起
的那場大火時，禁不住停頓了一下。炮火是無情的。
從古至今，多少場的國際戰爭，國內爭鬥，不論是
戰勝也好，戰敗也罷，沒有一方能說得上是真正的
贏家。我想起了古代“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的阿

房宮，清代被英法聯軍摧毀殆盡的圓明園，也想到
了近代國共內戰裡北平市的 “和平解放”，傅作義
對北京文物之保存的貢獻，又該怎麼評估，如何看
待？孰是孰非？說得清嗎？

地陪安排了大家在11:00去參觀梅西納大教堂的
珍藏館。珍藏館坐落在教堂禮品店後門的兩層樓內，
要事先購票預約，有教堂內專門的講解員帶領遊客
入內參觀。珍藏館的櫥窗裡陳列著有特殊宗教意義，
又價值連城的蠟燭台、聖餐杯、寶劍、盔甲、黃金
的聖骨箱與許多珠寶磚石首飾。其中之最，該珍藏
館的鎮館之寶，是一幅用來蓋這大教堂主壇上那座
聖母與聖嬰像的大金罩（Manta d’Oro）。

中世紀至少在表面上是一個神權大於君權的時
代。教會之富有自是不在話下。想起了西藏的布達
拉宮內那一座座達賴喇嘛的金塔。人間的權勢與財
富往往是成正比的。再加上神權的背景，就更加使
變本加厲了。走出珍藏館時近正午。廣場上滿是遊
客。大家都在耐心地等著觀賞正午鐘樓上活動塑像
的表演。

梅西納大教堂的鐘樓
大教堂的左邊那座60米高的鐘樓上，有一個很

大的天文鐘。這個1933年由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
名廠恩格爾（Ungerer）公司製造的巨鐘，也是世上
最大的天文鐘之一。藍天艷陽下，遊客們皆聚集在
鐘樓前仰望著鐘樓。巨鐘響了十二下之後，鐘樓的
音響傳來休伯特（Schubert）的《聖母頌》（<Ave
Maria>）緊接著鐘樓上那一尊尊由機械操縱，能夠
前後左右回旋的眾銅塑像開始轉動了。獅子怒吼、
雄雞展翼、義軍抗敵、聖徒敲鐘、基督復活… 那些
轉動的塑像，陳述了梅西納民間與宗教裡的故事。
據地陪說，鐘樓上的這場表演從1936年開始，每天
正午時刻必按時舉行，風雨無阻。這是梅西納市吸
引遊客的一大噱頭，旅客們也樂得觀賞，皆大歡喜。

在廣場看完表演後，車子載我們去到一個湖邊
很漂亮的大餐廳午餐。也許是時間關系，餐廳內空
無一人。白葡萄酒、面包、劍魚、沙拉、甜點美味
可口。再加上餐廳的所在地與其別緻的內部裝飾，
大家悠閑地享受了一頓頗為出色的午餐。

傍晚有兩輛中型巴士將本團遊客送往陶迷納
（Taomina）晚餐。陶迷納古城內，餐廳都是依山坡
而建，格局上比較狹長。從陶迷納的主街，要往下
走一大段石階才來到餐廳。陶迷納畢竟是游客雲集
之地，放眼看去，似乎每一家餐廳都是客滿為患，
應接不暇。

西西裡行之八西西裡行之八：：梅西納一日遊梅西納一日遊 夏曙芳夏曙芳夏曙芳

梅西納海港梅西納海港奧裡昂噴泉奧裡昂噴泉梅西納大教堂之鐘樓梅西納大教堂之鐘樓 梅西納之濱海路梅西納之濱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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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王梨 (Pineapple，學名 Ananas co-
mosus) ，鳳梨科 (Bromelia family，Bromeliace-
ae)，鳳梨屬 (Genus Ananas)，原產於南美洲巴
西、巴拉圭的亞馬遜河流域，而在哥倫布到達
美洲以前，已由加勒比海居民，帶回中南美洲
西印度群島種植，並傳播至中美和南美各地。
1493年哥倫布登陸西印度群島時，首次發現鳳
梨，而隨探險隊傳播至世界熱帶名地，但歐洲
則在100年後，有了人工加熱的暖房，才種植
成功。根據史料，鳳梨是在 1605年由葡萄牙
人引進澳門，再由閩粵傳入台灣的 「奎恩系」
(Queen) 群 (鳳梨的群系，請見下述)，至今已
有三百多年歷史--即所謂 「本島仔鳳梨」、
「在來種鳳梨」。

屬名 Ananas 源自南美洲的圖皮 (Tupi) 語
nanas，意為絕佳果實 (Excellent fruit)；種名
comosus 意為成簇的 (Tufted)，指它成簇葉子
的果梗。英文的 “Pineapple” 原指松果 (Pine
cone)，但當歐洲人在美洲見到鳳梨的果實，
形似松果，因而把它稱為 “Pineapple”。西班
牙人稱它為 piña (即 "Pine cone")、或 ananas，
例如piña colada 為加鳳梨汁的酒精飲料。早期
台灣文人以其葉尾長而有刺，狀似鳳尾，呈
「有鳳來儀」的吉像，而取了 「鳳來」這雅

名，而演變成 「鳳梨」(台語 「來」與 「梨」
同音)；民間則俗稱為 「王梨」、 「旺來」
等。

最先引進台灣的土鳳梨 「本島仔」香濃、
味美。來自加拿大的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 1895 年著的回憶錄《福爾摩沙紀事》
(From Far Formosa)，曾提及台灣的鳳梨： 「…
在加拿大所買到的進口鳳梨比其他進口水果都
慘，因為若吃過台灣本地可口鳳梨的人，在加
拿大就是買到最好的鳳梨，也會覺得難以下
嚥。」1

「本島仔鳳梨」或 「在來種鳳梨」的香
氣、美味，應該超過目前所謂的 「土鳳梨」
(即 「開英種」鳳梨，屬無刺開英群，Smooth
Cayenne Group)。因本島仔鳳梨 「結眼」深，
為了製作鳳梨罐頭，在機器去皮之後，還須以
人工用刀子將結眼挖掉，剩下的才是果肉，供
製罐頭。所以日本人才向外尋找，適合製作鳳
梨罐頭的品種。最初於1909-1910年從夏威夷
引進開英種鳳梨，隨後又自爪哇、新加坡、菲
律賓、波羅洲等地引進沙勞越 (Sarawak) 種、
新加坡種、模裡西斯種等進行試種。2 日本人
為了推廣開英種鳳梨，在台灣各地設置推廣
所，將近二十年的測試和實驗，一直到 1930
年代才確定中部地區適合種植開英種鳳梨。此
即目前所謂的台灣 「土鳳梨」。目前無刺開英
群種植約佔全世界的90%，主要做為罐頭加工
用。

依據普渡大學文獻，國際商業上，鳳梨可
分成四個主要的系列：3

(1). 無刺開英群 (Smooth Cayenne)—
植株生育強，葉片直立，葉片除尖端與基

部外，葉緣無刺，水果較大且果目扁平，果肉
淡黃色，是目前世界上栽培最廣，也是加工製
罐的主力品種。它最初由南美洲委內瑞拉
(Venezuela) 原住民開始栽培種植，1500年代初
期由西班牙船引入夏威夷及關島，3 1820年引
進法屬圭亞那 (French Guyana，位於南美洲北
部大西洋邊) 首都開英市 (Cayenne)，再由開英
市送至英國丘園 (Kew Gardens) 栽培改良後，
引入北美洲的牙買加 (Jamaica) 及澳洲的昆士
蘭 (Queensland) 種植；這改良後的品種，於
1897 年才從英國引入夏威夷，1923 年再由夏
威夷引入台灣。4

開英種培育的幾個較著名的品種，例如沙
勞越、希洛 (Hilo) 等等，也在世界上被普遍栽
植。台灣曾在 1950 年代，進行過開英種後裔
的選拔工作，例如二號系 (正常開英)、三號
系、希洛、沙勞越、及牛角坑種 (突目系)
等，供農民種植。2

(2). 奎恩群 (Queen)--
本種在南非、昆士蘭、及菲律賓為主要的

種植品種。它植株較矮、枝葉較密集、較能抗
寒，比開英系更能抗病蟲害。鳳梨果較早成
熟，但吸芽也多，常需人工摘除。果皮深黃
色，果肉黃色，果汁多，果眼較深，風味佳，
纖維少。因果形較不適罐頭製作 (浪費多)，
常作鮮食。台灣早期所栽培之鳳梨品種，如黃
皮、有刺紅皮、無刺紅皮、烏皮、及青葉種
等，都屬於此系統。2

(3). 西班牙群 (Red Spanish)
西班牙群為較強壯的品種，葉片強硬有

刺，而常種於西印度群島、墨西哥、及委內瑞
拉等地。果肉淡黃，風味濃，纖維多，耐搬
運。果形接近圓形，較不適罐裝。其主要特色
為凋萎病的抗性較強，常被做為選育抗病品種
的親本。2

(4) 阿巴卡西群 (Abacaxi)—
俗稱伯南布哥群 (Pernambuco)，在巴西、

巴哈馬、及彿羅裡達頗為出名。多刺，病蟲害
抵抗力高。果肉白色，幾乎半透明。多汁，味
甜，風味佳，果心細嫩，許多人認為它是最味
美的鳳梨。但它產量低，果身較脆弱，不適商
業運送處理。採收時不需刀子，用手即可拗
斷，常作產地鮮食用。

鳳梨為台灣重要經濟栽培水果，而栽培的
品種屢經更迭。從最初的 「在來種」 (本島
仔)、日人引進的 「開英種」，到目前以研究
單位培育的十幾種鮮食新品種為主。臺灣可供
經濟栽培的鳳梨品種很多，目前台灣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推薦的鮮食用品種有：2,5

開英種的突目系 ( 「1號仔」開英種，2號
「突目仔」)、台農 4 號 (釋迦鳳梨、剝皮鳳

梨)、台農6號 (蘋果鳳梨--味芳香如蘋果，特
色是可用手剝皮品嚐)、台農 11 號 (香水鳳
梨--果實具特殊香味)、台農 13 號 (冬蜜鳳
梨、甘蔗鳳梨--生產採收的季節正值冬天，
所以別稱冬蜜)、台農16號 (甜蜜蜜鳳梨--甜
度甚高，肉質細緻，果肉更是比一般鳳梨細緻
好吃)、台農17號 (金鑽鳳梨、春蜜鳳梨--春
天採果，甜度高，色澤佳)、台農18號 (金桂花
鳳梨--具桂花香味)、及台農19號 (蜜寶鳳梨)
等品種。

此外，又有台農 20 號 (牛奶鳳梨--果肉
顏色乳白如牛奶，纖維少、甜度高、酸度低、
風味佳)、台農21號 (青龍鳳梨、水蜜桃鳳梨)
可供選擇。5 金鑽鳳梨全年皆有，但以2~3月
及6~9月最為盛產；釋迦鳳梨3~5月，蘋果鳳
梨4~9月 (5月盛產)，金桂花鳳梨4~7月，蜜寶
鳳梨、黃金鳳梨4~11月，香水鳳梨5~6月，甜
蜜蜜鳳梨6~8月(7月盛產)，牛奶鳳梨6~9月 (7
月盛產)，冬蜜鳳梨7~3月。

因完全成熟的鳳梨不耐運輸，通常在八成
熟時採收。一旦採收後，鳳梨便不再增熟。所
以如要品嚐最美味的鳳梨，只能到產地 (鳳梨
園) 去。購買鳳梨的選擇的方法，大略如下：6

1. 一般來說，鳳梨果目越凸越甜，但是
購買時，如果果目有流出汁液的情況，

可能是因為果實太熟，或在處理、運送過
程中，有碰撞損傷。

2. 鳳梨頭部最甜 (有葉的一端是鳳梨
尾)，所以要挑選矮胖型鳳梨，甜的部分較
多。

3. 鳳梨果色越黃代表成熟度越高。如要
立即食用，要挑選果色較黃者；若想擺上幾
天，可挑選綠中帶黃者。

4. 尾部葉子越綠代表越新鮮，如果色很
黃，且尾部的葉子太枯黃，它可能過熟。

5. 購買前，可聞一聞鳳梨是否有自然果
香的味道，越香越好。

6. 用食指輕彈鳳梨，如果聽來有 「肉
聲」而富彈性，就是成熟、甜美多汁的 「肉聲
果」；如果聲音似打鼓聲，則為 「鼓聲果」，
它可存放較久時間。如果聲音緊實而硬，就是
次級品。

鳳梨買回後，可存放於常溫、通風處，最
佳賞味期間為3至5日。如置於冰箱可存放久
些，但削皮切開後，需置於冰箱冷藏。

鳳梨頗富營養，含有高成份的錳 (Manga-
nese) 及維他命C。味美，能生食、煮食 (做料
理)、果汁、罐頭、餅餡 ( 「鳳梨酥」為台灣名
產)，所含鳳梨酶 (Bromelain) 可做嫩精 (Meat
tenderizer)，葉子纖維可織布、或做宣紙、壁
紙的材料等。南投 「微熱山丘鳳梨酥」(Sun-
nyhill.com) 就使用八卦山的土鳳梨 (開英群) 做

內餡。筆者曾去參觀 「微熱山丘」，以後又品
嚐多次，風味頗佳，與眾不同。根據香港浸會
大學中醫藥學院，7 鳳梨果皮可治咳嗽，痢
疾；根葉可治夏日暑瀉，消化不良，胃腸脹痛
等。新近研究發現，鳳梨酶可用來治療心臟疾
病、燒傷等。但鳳梨酶蛋白質無法直接被人體
吸收，所以口服鳳梨酶並無任何療效。

因鳳梨含有鳳梨酶，一種蛋白分解酵素，
會水解肌肉組織；加上鳳梨含有草酸鈣的針狀
結晶，因此食用時，舌頭會有 「破皮」感
(Microabrasions)。鳳梨這種強力的蛋白分解酵
素，能幫助肉類的消化，但胃潰瘍患者就不適
合食用。一般人常在飯後食用，如果在兩餐中
間、或餐前食用，容易使胃壁受損。如塗抹少
許鹽巴或梅子粉在生鳳梨上，或是切好後存放
在冰箱中隔天再食用，風味更佳，且能避免鳳
梨咬舌頭的情況。

有些人對鳳梨過敏，食用後引起皮膚搔
癢、潮紅，嚴重者會引致腹絞痛、嘔吐、腹
瀉，四肢及口舌發麻等。可加點鹽或泡熱水，
則可減低過敏反應。經常削切鳳梨的工作人
員，如不帶上手套，長期接觸鳳梨，也可能造
成過敏反應。

鳳梨的繁殖可用它的冠芽 (Crown)、裔芽
(Slip 及 Hapa)、吸芽 (Sucker)、及塊莖芽 (Ra-
toon)、及種子。8,9,10 冠芽長於果端 (即鳳梨
尾)，裔芽長於果底 (鳳梨頭) 的果梗上，吸芽
長於葉腋，Hapa 則長在裔芽及吸芽之間，塊
莖芽則長於根部。繁殖時，重點是選擇優良的
繁殖體，例如不帶病蟲害、葉片飽滿、無變異
等等。一般把芽拆下來後，置於陰涼處一、兩
天，使 「傷口」乾燥後，整顆直接種下，就可
長成一棵新株。種芽的選擇，和季節、地點、
品種有關。例如台灣常選用吸芽或裔芽為主，
塊莖芽則幾乎不予採用；8 夏威夷 (開英種) 則
常選用冠芽及裔芽。10 因鳳梨通常需經人工
授粉才結子，且種子不易萌芽，植株也成長緩
慢，除非栽培新種，種子不作商業繁殖之用。

鳳梨喜全陽、多有機質、深厚、排水良
好、pH值 4.5至6.5的砂質壤土。個人想種植
鳳梨，可選擇新鮮冠芽的鳳梨，把冠芽扭下或
用刀子切下 (不可附有鳳梨果肉)，剝去冠芽梗
上最下端二至三吋長的葉子，露出 「根原
基 」或 「根點」(Root primordia)，風乾一、
兩天，置於裝有約七分滿的 (玻璃) 水杯，至
少使剝去葉子的冠芽梗子泡於水中。如泡水太
深，可用三支牙簽垂直插於冠芽梗上，置於杯
沿，以免整枝冠芽浸於水中，置於光亮溫暖
處。每數天換水，個把禮拜或稍久後，白色鬍
根就從根點長出。等鬍根夠長後，以盆栽土種
於一呎或大點的盆裡。如照顧得法，約兩年
後，可開花結果。(01/30/2017)

鳳梨鳳梨、、王梨王梨 (Pineapple)(Pineapple) 黃慶三黃慶三黃慶三

鳳梨繁殖芽鳳梨繁殖芽88* (** (*摘自摘自http://www.songshanpineapple.com.tw/talkhttp://www.songshanpineapple.com.tw/talk0505.html).html)鳳梨鳳梨 ((攝於台中攝於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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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ft Communique Of ‘Belt And Road’ Summit Endorses
Xi Jinping’s Grand Plan To Connect The World’s Economies

Close To 30 State Leaders Put Their Support Behind 
Xi Jinping’s New Globalisation Strategy

Unofficial Talks Between Former US Officials And North Korean Diplomat Seem To Have Gone 
Well Following Donald Trump's Offer To Meet Kim Jong-Un

North Korea Willing To Meet Trump Administration             
If Certain Conditions Are Me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entre, his 
wife Peng Liyuan and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left, arrive for a welcome 
banquet for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Sunday, 
May 14, 2017. (Photo/AP)
State leaders of almost 30 countries have agreed to 
work together to build roads, railways, ports and 
other key infrastructure in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economic diplomacy programmes led by China.
The participants at the Belt and Road summit in 
Beijing said in a draft communique obtained b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at they would improve 
cooperation to boost growth, trade and investme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brainchild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China’s biggest economic 
diplomacy programme. Around 30 state and 
government heads as well as delegates from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 Korea – met in Beijing on Sunday and Monday 
to discuss the plan.

A Visual Overview Of
the Belt&Road Initiative

https://multimedia.scmp.com/news/china/
article/One-Belt-One-Road/index.html
According to the draft communique, the participating 
nations in the two-day forum agreed to promote 
“practical cooperation on roads, railways, ports, 
maritime and inland water transport, aviation, energy 
pipeline, electricit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hey also agreed to jointly work on a long-term stable 
and sustainable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communique, dated 
May 8, China said it welcomed 
South Americ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itiative, the basis of 
which covers Asia, Africa and 
Europe. It made no mention 
of North America, although its 
welcome extended to “other 
regions”.
The draft also reaffirmed China 
and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commitment to open economy 
and inclusive trade, and said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were opposed to all forms of 
protectionism.
It also called on all parties 
that had ratified the Paris 
Agreement to fully implement 

the international pact aimed at curbing climate change.
The countries agreed that “we stand for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clud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variou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y 
also “reiterate the importance of expanding economic 
growth, trade and investment based on level playing 
field, on market rules and on universally recognised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contents of the draft communique are largely an 
endorsement of Xi’s keynote speech that he delivered 
on Sunday morning.  (Courtesy www.scmp.com/news/
china/diplomacy-defence) 

Related

Vision and Actions: The Key Points 
of the Belt&Road Initiativ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ims to promote 
connectivity in infrastructure,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dustrial co-operation,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other field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These 
strategic objectives are also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going out” strategy of many Chinese businesses. 
In light of the Vision and Actions document, as well 
as other related information sources,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with its extensive reach across 
a number of regions, represent clear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Hong K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ims to promote 
“connectivity in five respects”: policy co-ordination, 
facilities connectivity, unimpeded trade,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bonds.
These may be summed up as follows:
•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focuses on bringing 
together China, Central Asia, Russia and Europe (the 
Baltic); linking China with the Persian Gulf and the 
Mediterranean Sea through Central Asia and West 
Asia; and connecting China with Southeast Asia, South 
Asia and the Indian Ocean.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s designed to go from China’s coast to 
Europe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Indian 
Ocean and from China’s coast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to the South Pacific. On land, the initiativ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routes, rely 

on core cit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use key 
economic and trade zones and industrial parks as co-
operative platforms. At sea, it will focus on jointly 
building smooth, secure and efficient transport routes, 
connecting major seaport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 Facilities connectivity: Priority will be given to 
removing transport bottlenecks and promoting por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deliver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acilitation. Priority 
will also be give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ommunications trunk lines and networks in order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nnectivity.
Investment and trade co-operation: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investment and 
trade facilitation; hold discussions on opening free 
trade zones; expand traditional trade and develop 
modern service trade and cross-border e-commerce; 
promote trade through investment, strengthen co-
operation with relevant countries in industrial chains, 
promote upstream-downstream and related industries 
to develop in concert, and build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and encourage Chinese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make industrial investment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  Financial integration: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nd market in Asia and push 
for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the BRICS New Development 
Bank and the Silk Road Fund; support the efforts of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their companies/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issuing RMB bonds in China; encourage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companies to 
issue bonds denominated in both RMB and foreign 
currencies outside China;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Silk Road Fund and that of sovereign wealth 
funds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encourage 
commercial equity investment funds and private fund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key projects of 
the initiative.
• People-to-people bonds: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strengthe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 
including cross-nation student and education 
exchanges; enhance co-operation in tourism; and 
support think tanks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to 

jointly conduct research and hold forums.
• Fully leverag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various 
regions in China:
• North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The initiative 
will give full scope to Xinjiang’s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make it a core area o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while giving full scope to the 
advantages of Inner Mongolia and Heilongjiang 
province with regard to their proximity to Russia 
and Mongolia,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 rail links 
connecting Heilongjiang with Russia.
• Southwestern region: The initiative will give full 
play to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Guangxi and Yunnan, 
speed up the opening up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eibu Gulf Economic Zone and the Zhujiang-Xijiang 
Economic Zone (also known as the Pearl River-
Xijiang Economic Zone), and develop a new focus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
region.

• Coastal regions and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The initiative will support the Fujian province in 
becoming a core area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give full scope to the roles of Qianhai 
(Shenzhen), Nansha (Guangzhou), Hengqin (Zhuhai) 
and other locations in opening up and co-operation, 
and will help to build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u Big Bay Area; will strengthen port construction 
in a number of coastal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Tianjin, Ningbo-Zhoushan, Guangzhou, Shenzhen, 
Zhanjiang, Shantou, Qingdao, Yantai, Dalian, Fuzhou, 
Xiamen, Quanzhou and Haikou, and will strengthen 
the functions of several international hub airports, 
notably Shanghai and Guangzhou.
•Inland regions: With a focus on city clusters along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around 
Chengdu and Chongqing, the initiative will establish 
Chongqing as an important pivot for developing and 
opening up the western region, while making Chengdu, 
Xian and Zhengzhou leading areas for opening up in the 
inland regions, and developing railway transportation 
in the China-Europe corridor. (Courtesy economists-
pick-research.hktdc.com)

North Korea's leader Kim Jong-un 
reviews military personnel marking the                                                   
8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orean People's Army. (Photo/Reuters)
North Korea would agree to meet with Trum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if the conditions are set”, a 
senior North Korean diplomat has said amid ongoing 
concerns about the rogue state’s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intercontinental missile technology.
Choi Sun-hee, director genera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 at the DPRK Foreign Ministry did not explain 
what conditions would be necessary as she spoke to 
an Associated Press reporter and other journalists in 
Beijing after arriving back from an informal meeting 
with US experts in Norway.
The US and North Korea last held face-to-face talks in 
2008, whe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over the latter’s 

nuclear weapons collapse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earlier this month he 
would be “honored” to meet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South Korea’s Yonhap news agency reported Ms 
Choe met Suzanne DiMaggio, director of the US 
think tank New America, Thomas Pickering, a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obert 
Einhorn, a former special adviser on arms control to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in Oslo.

Choe spoke briefly to reporters in Beijing on Saturday 
en route to Pyongyang. She was traveling from Norway, 
where she led a delegation that held an informal 

meeting with former U.S. officials and scholars.
Choe did not elaborate on what the North’s conditions 
are, but her comments raise the possibility of North 
Korea and the U.S. returning to negotiation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08, when six-nation talks over 
Pyongyang’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fell apar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pened the door this month 
to talks, saying he would be “honored” to meet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Tensions have mounted in recent months aft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aid it would keep “all options 
on the table” to halt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cluding a military strike. The North 
responded by pledging to retaliate with a devastating 
nuclear counterattack, a threat it has made in the past.
In recent weeks, North Korea has arrested two 
American university instructors and laid out what 

it claimed to be a CIA-backed plot to assassinate 
Kim. Choe did not address the matter of the detained 
Americans on Saturday.
In Norway, Choe met with former U.S. officials and 
scholars for what are known as “track 2” talks. The 
talks, which cover a range of nuclear, security and 
bilateral issues, are held intermittently, and are an 
informal opportunity for the two sides to exchange 
opinions and concerns.
And Ms Choe confirmed: “I met with Pickering and 
I will discuss it when given the opportunity in the 
future.”
When asked if the North was also planning talks 
with South Korea, she added: “We will observe the 
situation.”
A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said the “track-two” 
talks in Norway did not have official recognition.
“Track-two meetings are routinely held on a variety of 
topics around the world and occur independent of US 
government involvement,” a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said.
A North Korean defector recently warned that Mr 
Kim would launch a nuclear weapon if he believed his 
regime was under threat.
“He would wage nuclear war even if he knew it would 
mean finishing himself and harming the North Korean 
people because he is young and ambitious and doesn’t 
care about the lives of North Koreans,” the defector 
told The Independent. “He also does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ir lives.” (Courtesy www.independent.co.uk/
news/world/asia) 

North Korean diplomat Choe Son Hui, director 
genera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 at the 
Foreign Ministry, said that Pyongyang would be 
willing to meet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for negotiations “if the conditions are set.”

Thomas Pickering,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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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從青春期開始經歷月經，妊娠、分娩、哺乳等過程，都
與血有極大關係，常因工作、生活的各種原因而導致氣血不足、
氣滯血瘀而產生各種疾病。主要表現有月經不調、痛經、面色萎
黃、精神疲憊、頭暈腦脹、健忘多夢、心悸胸悶、兩肋悶痛等
。 “紅人歸”膠囊（Sangel）通過滋陽補血、調理內分泌、改善
女性在各年齡階段因血虛而引起的身體問題。
一、補氣養血、面色紅潤，消除黃褐斑

女人由陰血不足，常會產生面黃唇淡、頭暈目眩、手腳無力
等症狀，“紅人歸”膠囊（Sangel）通過補血養巢、活躍造血功
能、調理肝腎功能、胃腸運轉功能，從而使血氣充足、腸道吸收
功能好轉、改善面黃唇白、身體虛弱、心悸胸悶、頭暈目眩、腰
膝酸痛、手腳無力等症狀。提高身體素質，使女士面色紅潤，精
神振奮、調理內分泌，活血通絡，黃褐斑減退，容顏更美麗。
二、營養卵巢、激活卵巢

“紅人歸”膠囊（Sangel）能夠活化卵巢微循環網，增強微
循環攜帶養分和代謝能力，保證充足的營養供給，滋潤和營養開
始萎縮的卵巢，使卵巢重新產生圓潤的卵泡，恢復旺盛的雌激素
分泌能力，改善調理痛經、量過多或過少、經期不准、閉經等症
狀。尤其能使心血不足引起的心悸、胸悶、頭昏腦脹、煩躁健忘
等症狀得到改善。
三、調理內分泌

“紅人歸”膠囊（SangelL）有很好的調理女性內分泌能力，

肌膚是女人內分泌、卵巢健康狀況的晴雨表，再高檔的化妝品也
無法掩蓋住這些內在的問題，服用紅人歸膠囊（Sangel ）1-2個
週期，女性虛症可得到改善或消除、氣血充足，面色紅潤不暗淡
；當內分泌得到平衡，卵巢功能得到恢復，肌膚的微循環、代謝
功能會得到改善，色斑、粗糙、無彈性將會消失，變的細嫩白皙
有彈性。紅人歸（Sangel）滋陰養巢，給女人源自內在的肌膚美
。
四、不絕經、延緩衰老

女人衰老的重要原因是卵巢功能的衰退。現在仍有許多女性
使用傳統的荷爾蒙替代療法和外援補充雌激素來應付更年期綜合
症。其實這些做法治標不治本而且都是非常危險和無用的。美國
權威機構試驗證明，使用荷爾蒙替代療法的會增加女性癌症的發
病率，而外援補充激素則很難被卵巢吸收。而紅人歸（Sangel）
就正是因為它能直接營養卵巢，使之恢復自身的正常分泌和代謝
，從而達到治本治標的效果。 “紅人歸”膠囊（Sangel）能滋陰
補血、滋養肝腎、調理內分泌、活躍卵巢功能，增加雌激素分泌
，氣血恢復正常，卵巢萎縮得到扼制，卵巢生命力得以延長，肌
體恢復新的內分泌平衡，低垂的乳房開始變得圓潤尖挺，皮膚光
滑潤澤，充滿女性迷人魅力，性慾望強烈，陰道分泌物增多，夫
妻生活變得更加美滿，全心體會成年女性最美好階段。改善更年
期的不適狀態，延緩衰老，讓女性風采依然。
“紅人歸”膠囊（Sangel）是加拿大衛生部唯一批准的用於女性

更年期的產品，加拿大衛生
研究院十六年質量療效追踪
確認“紅人歸”膠囊（Sangel
）是目前世界範圍內最安全
、最有效、最科學的產品。
紅人歸膠囊（Sangel）針對以
下症狀最有效
閉經、痛經、月經不調等經
期綜合症；頭暈目眩、注意
力不集中、失眠健忘、情緒
緊張等症狀；潮熱、出汗、
胸悶、心悸、氣短等症狀；
皮膚乾燥、彈性減退、光澤消失、皺紋增多等症狀；脫髮、色斑
、老年斑等症狀；性慾衰退，陰道分泌物減少，性交時出現疼痛
感等症狀
擁有紅人歸膠囊（Sangel），不僅讓您做個人人羨慕的魅力女人
，更是對您一生的精心呵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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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人歸紅人歸（（SangelSangel））讓時光逆轉讓美麗駐足讓時光逆轉讓美麗駐足

佛光山中美寺周日舉行浴佛法會及園遊會佛光山中美寺周日舉行浴佛法會及園遊會
現場同時舉行現場同時舉行Shawn HanShawn Han 攝影展攝影展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佛光山中美寺於周日上午十時半至下午三時，舉行
浴佛法會及園遊會並在大殿的法會儀式結束後，信眾們在大殿前排隊浴佛，同
時，在中美寺的各殿，還有攤位展示，及各種種小吃園遊會，讓與會者遍嚐各
式台灣素食小吃，吃過的人無不食指大動，大呼過癮。

Shawn Han 是一位休士頓專業風光和婚禮攝影師。他畢業於室內設計專業
。因受父親的影響從小酷愛攝影藝術，11歲時擁有他自己的第一台相機。從那
時起他對攝影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自2005年他創辦了自己的工作室， 在這11
年裡隨著他對攝影的熱情，他的足跡步遍了全美各地，拍攝了很多美國西部的
美景。

他的風光攝影作品有這生動的色彩和藝術的風格，為自然世界創造了新的
迷人景象。在 2016 年他的幾幅風光攝影作品獲得了 The EPSON International
Pano Awards 2016 的獎項。是我們華人的驕傲和榮耀。他的作品裡麵包含著情
感和驚人的深度。他的旅程會繼續下去。

佛光山中美寺竭誠歡迎攝影愛好者前來欣賞。
這場攝影展至5/21為止，敬請各界把握時間前來觀賞
地 點：佛光山中美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 話：281-495-3100

圖為正在佛光山中美寺舉行的圖為正在佛光山中美寺舉行的Shawn HanShawn Han 攝影展現場攝影展現場。（。（ 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

圖為佛光山中美寺的浴佛園遊會小吃攤一圖為佛光山中美寺的浴佛園遊會小吃攤一
景景。（。（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認識范遷認識范遷------ 「「美南華文作協美南華文作協」」 本周日舉行講座本周日舉行講座
（ 本報訊 ）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將於本周日（ 5 月 21 日 ）

下午二時，在中華文化中心134 室辦演講會，由范遷先生主講。
演講大綱包括：

1. 文字的意義、契機與自覺
2. 記錄、思索與警醒
3. 對中國文學的一點想法
美南作協非常榮幸能邀請到當代重量級作家兼畫家范遷先生

來到休士頓。謙虛的范遷先生說他不是來演講的，他是來與文友
們 「交流」的！

范遷先生是畫家，1981年來美，1983年獲舊金山藝術學院
碩士，擅長油畫及雕塑。曾在歐洲遊歷多年，以賣畫為生，看遍

歐洲各大小博物院及美術館。九十年代開始寫作，一鳴驚人，成
為海內外報章雜誌最受歡迎的作家。

閱讀過范遷作品的讀者，無不為他筆下雕刻的各式人物、性
格，他們活靈活現的徬徨與失落、困惑與掙扎、企盼與歡樂而感
受到范遷對人、人性以及社會的敏銳洞察。若作者本身沒有飽經
滄桑，沒有豐富深厚的人生閱歷，恐怕是無法這麼生動、精準地
描繪出他筆下每個人物對環境的身不由己，無奈，與心情轉折。
除了精巧生動的情節，范遷不堆砌，不拖泥帶水的簡練文字，一
氣呵成的氣勢，不但更增加了作品的可讀性，也令人不禁對他寫
作上的長袖善舞而嘖嘖稱奇。

範遷簡歷：上海人，八十年代出國，獲舊金山藝術學院碩士

學位，藝行家，作家，自由撰稿人，長期為海內外各大報章雜誌
撰稿。 著有長篇小說 「錯敲天堂門」、 「白房子藍瓶子」、
「桃子」、 「丁托雷托莊園」、 「風吹草動」、 「失眠者俱樂部

」、 「寶貝兒」、 「古玩街」、 「天堂口」以及最新出版的 「錦
瑟」。

另有短篇小說集 ‘ 「见鬼」 、 「舊金山之吻」、 「笑」等
。

機會難得，歡迎文友們來認識才華洋溢的范遷，聽他演講及
參加座談。意猶未盡的，還可以參加會後與范遷的餐敘。

（本報訊）北德州歌林郡
臺灣商會於5月13日於達拉斯
瑞華餐廳舉辦第24屆年會活動
，駐休士頓辦事處副處長林映
佐伉儷、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
莊雅淑專程由休士頓前往達拉
斯出席，李察森商會主席 Mr.
Bill Sproull、各僑團代表以及該
商會理事會員等均出席同賀，
該商會會長楊惠清致詞歡迎與
會貴賓對該商會支持，林副處
長肯定該商會為台商建立商機
平台的貢獻，莊主任則感謝該
商會對於僑社以及社區公益事
務的參與，並該商會與會貴賓
說明台灣目前未受邀參與今年
世界衛生大會情形以及參與WHA對世界醫療
防疫的重要性，該商會會長楊惠清立即帶領該
會理監事以及歷任會長、青商會幹部們於年會
中發起連署支持台灣參與今年WHA活動，全
體與會會員連署聲明，任何將台灣排斥在外，
甚至打壓的做法，不僅違背了WHO的成立宗
旨，對台灣人民也不公平，更對國際的衛生防
疫造成難以預期的負面影響，台灣2300萬人不

應因為任何原因成為世界防疫體系缺口，呼籲
WHO實踐其宗旨與職責邀請台灣出席WHA，
另該商會榮譽會長陳文燦僑務諮詢委員以如何
邁向成功之道進行專題演講，精闢的演講受到
與會聽眾的肯定，咸表獲益良多，該商會另安
排精彩歌舞表演以及摸彩節目，場面熱烈溫馨
。

北德州歌林郡臺灣商會年會
連署支持台灣參與WHA

（本報訊）達拉斯台灣同鄉會5月14
日 在 Farmers Branch City 的 Gussie Field
Watterworth Park舉辦春季野餐暨肉粽節
，當天艷陽高照，氣候宜人，數百位台
灣鄉親攜家帶眷共同野餐，同鄉會準備
肉粽、台菜、西瓜、台式剉冰及季節水
果，並現場進行肉粽教學吸引許多青年
學子和台美人第二代與第三代報名參加
。

在野餐會時，同鄉會會長陳玉茹向
與 會 鄉 親 提 及 第 70 屆 世 界 衛 生 大 會
（WHA）將於5月22日在瑞士日內瓦召
開，世界衛生組織(WHO)因受到中國片
面政治阻撓，迄今未對臺灣寄發邀請，
對於違背 「照顧全世界每一個人的健康
」的宗旨與 「衛生防疫無疆界」的理念
，以及對中國政治阻撓，表達嚴重的抗
議，這是罔顧人權的打壓。吳明基教授亦表示台
灣人民的衛生權益不應被國際社會忽視，若將台
排除在外，將使台灣成為全球防疫缺口，而中國
也不應以犧牲台灣人民衛生權益做為政治要脅手
段，FAPA謝慶鏘會長則表示 「醫療無國界，疾
病無國界，如果不讓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不
只對台灣不好，更可能（讓台灣）成為世界防疫

系統中的一個漏洞」！健康是人權，醫療不應受
政治干擾，與會鄉親高舉 World Health Security
Needs Taiwan, Taiwan Needs the WHO 標語，高
呼台灣加油，共同聲援台灣加入今年WHA。

台灣同鄉會並敦促台美人一人一信, 致函轄
區國會議員, 請議員致函給美國衛生部長 Tom
Price, 請他到日內瓦參加世界衛生大會時能為台
灣發聲執言, 並與台灣代表團舉行雙邊會談。

達拉斯台灣同鄉會鄉親歡度肉粽節
為台灣加入今年WHA聲援

休士頓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休士頓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右右66))、、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右右44))感謝楊惠清會長感謝楊惠清會長((左左55))以及該會理監事以及該會理監事、、歷任會長歷任會長、、青商青商
會幹部們於年會中發起連署支持台灣參與今年會幹部們於年會中發起連署支持台灣參與今年WHAWHA

達拉斯台灣同鄉會會長陳玉茹與達拉斯台灣同鄉會與會鄉達拉斯台灣同鄉會會長陳玉茹與達拉斯台灣同鄉會與會鄉
親高舉親高舉 World Health Security Needs Taiwan, TaiwanWorld Health Security Needs Taiwan, Taiwan
Needs the WHONeeds the WHO標語標語，，聲援台灣加入今年聲援台灣加入今年WHA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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