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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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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小街莊，山海聚落，還是通都大邑，都可看到媽祖廟。僅
臺灣一地就有媽祖廟 510 座，其中有廟史可考者 40 座，內建
於明代的 3 座 , 建於清代 37 座。

多年來由媽祖信仰所伴隨之祭禮規儀，民間傳說與節慶習
俗等人文活動，是臺灣重要的漢民文化代表之一。

清朝時期，由於施瑯利用媽祖信仰助長軍威，並將平臺功
績歸於媽祖顯靈助佑，奏請將媽祖冊封為天後，在官方推廣下，
媽祖信仰得以在臺灣蓬勃發展。在清嘉慶年間，媽祖信仰的主
力逐漸從朝廷官軍轉為民間。二戰爆發，加上日本皇民化運動，
企圖以日本神道教取代臺灣的其他宗教。

直到 1970 年代臺灣經濟蓬勃發展，民間開始大量重修，擴
建廟宇； 1987 年解除戒嚴，臺灣與中國大陸恢復交流，有不
少臺灣媽祖 廟將原本的進香地點改為福建湄洲祖廟，並從湄洲
分香回臺。除了在地化，臺灣的媽祖信仰也有向海外發展，並
分靈回中國。分靈習俗並非媽祖信仰獨有，但其影響力以媽祖
最鉅。

將於 5 月 28 日（ 本周六 ） 來休士頓的為臺中烏日聖母宮
媽祖乩身義女： 通靈仙姑，她將於 5 月 28 日至 6 月 11 日在休
士頓為休市市民服務。由於臺中烏日聖母宮極為靈驗，是達官
顯要，生意人，學子解惑前程或疑難雜癥的首選，這次透過他

2016 暑期快到，家長們都希望孩子能在這一段期間內學習
成長，過一個既有意義，又多姿多彩的假期。 德州佛教會玉佛
寺將由七月一日到四日在環境清靜幽美的美洲菩提中心舉辦為
期四天的第廿四屆青少年佛學夏令營。歡迎十一至十八歲青少
年踴躍報名參加。

 
佛教會青少年佛學夏令營與一般暑期夏令營不同，除了平

常的課堂學習和課外活動之外更有一般夏令營所沒有的輕鬆佛
學和早晚課。參加的學員們在四天營期中也都能品嘗到健康美
味的素食。 美洲菩提中心佔地 525 英畝，場地寬廣，有樹林有
湖泊，有現代的硬體設備也有佛教的人文氣息。是別處所沒有
的夏令營場地。 

 
今年夏令營的主題是 " 覺知 "。宏意法師將帶領專業的教

師及義工，為學員們安排各項既有活力，又有學習機會的活動 ; 
包括青少年喜愛的流行舞蹈，靜動兼備的健身運動 ; 及幫助學
員成長的教育知性講座。透過各樣團体活動及球類比賽，學員
們可以彼此認識，覺知佛學。夏令營的高潮是營火晚會和最後
一晚的燭光會和煙花活動。家長們在最後一天亦有機會看到他
們孩子的参營成果。

夏令營的費用只需 $200 ( 永久會員子女 $180)。營費包括
食宿及活動開支。因名額有限，報名從速。請向玉佛寺查詢，
281 498 1616.

（ 本報記者秦鴻鈞） 臺灣臺中烏日聖母宮媽祖廟師姐師兄
一行四人，將於 5 月 28 日首次到訪休士頓，引起僑界人士的
殷殷期盼。也欣喜在臺灣有四百多年的媽祖文化，能在美洲大
陸上紮根，與本地的信眾結緣。

媽祖信仰是臺灣普遍的民間信仰之一。由於早期漢人移民
多自中國福建閩南地區渡海而來，且臺灣四面環海，海上活動
頻繁，因此海神媽祖成為臺灣人最普遍信仰的神明之一。無論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普德精舍為慶祝本師釋迦牟尼佛
3043 年聖誕，於五月十五日上午舉行浴佛節法會並於中午舉辦
國際素食展。位於美國南部的普德精舍具備的一大特色是學員
有來自全世界各個角落、多種族、多文化齊聚精舍共同學習禪
修共同熏修佛法。此次藉由慶祝浴佛節而舉辦的國際素食展，
有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學員們參加、展出的國家有南非、伊朗、
印度、委內瑞拉、哥倫比亞、阿根廷、墨西哥、巴西、法國、
義大利、俄羅斯、希臘、德國、印尼、菲律賓、越南、日本、
韓國、共同提供四十多道代表性的嘉餚供眾。而其中最特殊的
是由學員以精緻的刀工展現出一幅幅以食材雕刻的圖案，有切
豆腐如細絲而不斷，放在水中如芙蓉出水般的綻放、也有精雕
細琢的食材攞設成風景山水畫，也有以木瓜雕刻成「天廚妙供」
四字，巧奪天工令與會大眾驚豔，更提供了藝術性的層面。展
埸外更提供各國素
食的試吃區，讓與
會大眾都有機會品
嚐到各國的素食，
也增進彼此文化的
交流，更增加許多
的 趣 味 性 及 知 識
性。

也因為參與的
學員非常踴躍，師
父們將莊嚴的禪堂
佈置成素食展埸，
學員們用心把來自
己國家具有代表性
的食物改變成符合
佛教徒的素食，並
以 文 宣 解 說 自 己

台灣媽祖 5 月 28 日跨海來美 正式與休士頓僑民結緣

2016 浴佛節及國際素食展
的國家的文化及食物特色，有些學員更穿著自己國家的民族的
服裝來介紹，藉由國際素食展，除了以清淨的素食供佛外，更
促進種族的融合及文化的交流，進而促進世界和平。學員們也
藉機邀請親朋好友來參加浴佛節法會，浴佛並占享用素食，而
這和諧歡樂的法會氣氛，也成是慶祝佛誕最佳的獻禮。也因為
參與的學員非常踴躍，師父們將莊嚴的禪堂佈置成素食展埸，
學員們用心把來自己國家具有代表性的食物改變成符合佛教徒
的素食，並以文宣解說自己的國家的文化及食物特色，有些學
員更穿著自己國家的民族的服裝來介紹，藉由國際素食展，除
了以清淨的素食供佛外，更促進種族的融合及文化的交流，進
而促進世界和平。學員們也藉機邀請親朋好友來參加浴佛節法
會，浴佛並占享用素食，而這和諧歡樂的法會氣氛，也成是慶
祝佛誕最佳的獻禮。

德州佛教會2016年
美洲菩提中心青少
年佛學夏令營

們遠在休市的僑胞信眾陳銘峰，朱瑞華及羅先生等人的居中安
排，將媽祖請來休市，為僑胞排憂解難。每天只限與十人結緣。
民眾可就包括姻緣，生意，健康，府宅風水等方面問題前往尋
求幫助，指點迷津。聯絡人羅先生：（713）979-6019

圖為台中聖母宮供奉的媽祖神像

圖為媽祖信徒朱瑞華（右）陳銘峰（左）與媽祖通靈
仙姑（中）合影於台中聖母宮

（本報訊） 「亦宛然掌中劇團」2016年美國巡演首站，5月
19日在德州的表演High翻史達福小學大禮堂!

5 月 19 日上午活動開始前，分別由史達福市學區主任 Maria
Dudash、史達福小學校長Karen Hatter以及駐休士頓辦事處台灣書
院副主任劉月琴分別致詞介紹 「亦宛然掌中劇團」及台灣傳統戲
偶，隨後由劇團團長李蔡素貞以本次戲碼《巧遇姻緣》女主角戲
偶致贈Karen Hatter校長留念。

《巧遇姻緣》為 「亦宛然掌中劇團」的經典名戲，這齣戲呈
現了偶戲藝術的精緻面，曾被《紐約時報》譽為 「神乎奇技，前
所未見的驚奇」。全劇雖然沒有任何口白，但觀眾透過生的折扇
、旦的撐傘、末的抽煙、丑的躺椅等細膩動作，以及打藤牌、轉
盤等熱鬧武打，瞭解並欣賞傳統布袋戲的奇妙世界。本次演出驚
喜不斷，加上傳統打擊與管絃樂伴奏，讓超過600名觀眾盡情投
入，配合劇情拍手、跺腳，熱絡氣氛High翻大禮堂!

演出結束後，緊接著由劇團示範操偶，邀請小朋友實際操作
戲偶打招呼、敬禮、快跑等基本動作，讓整個活動在熱鬧、歡笑
中圓滿結束。

「亦宛然掌中劇團」成立於1931年，創團團長李天祿以掌中
戲偶宛然若真之意為名。劇團在1970年代末期開始受邀至世界各
地演出，足跡遍及歐亞美非等地，為台灣傳統布袋戲做了成功宣
傳，成為國際知名劇團。李天祿1998年逝世後，由次子李傳燦接
任團長，2009年起由夫人李蔡素貞接任團長，帶領第四代年輕弟
子繼續傳承精進台灣傳統布袋戲。

「亦宛然掌中劇團」2016年美國巡演主要由中華民國文化部
，以及外交部、僑委會、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等政府
部門與民間單位共同支持。此次德州演出由駐休士頓辦事處台灣
書院及駐紐約辦事處台北文化中心共同邀約促成，並在駐休士頓
辦事處台灣書院與教育組，以及史達福市學區共同協助下辦理。

結束在美南唯一一場演出後， 「亦宛然掌中劇團」即將飛往
東岸，繼續2016年美國巡演在紐約以及密西根州的7場表演、2
場工作坊及1場講座。

台灣 「亦宛然掌中劇團」 德州首演High翻天

大休士頓華語文能力測驗 多名考生奪滿分
（本報訊）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教育組於 5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 30 分假辦事處領務大廳(11 Greenway
Plaza, Suite 2006, Houston, TX 77046)舉辦
2016大休士頓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頒
獎典禮。典禮邀請到黃處長敏境、休士頓
中文沉浸學校張校長兆麟及聖湯瑪士大學
國際中心主任 Dr. Hans Stockton 蒞臨頒獎
，各級前3名考生將獲頒獎品及獎狀，並
有多位華語老師及考生家長到場觀禮。

本年大休士頓地區華語文能力測驗計
舉辦三等六級測驗，共有74人報名，65人
應考，到考率88%。2016大休士頓地區華
語文能力測驗17名得獎考生來自百利高中
、Clements高中、中華文化中心中文學校
等，考生章詠欣及王世杰在聽力及閱讀部

分皆獲得雙滿分的佳績，並有多名考生在
聽力部分取得滿分，表現相當優異，各級
前3名依名次排列分別為：

入門級(Level 1) : Andrew Zerui Li (1)、李佳
恩(2)、袁加盛(3)；
基礎級(Level 2)：章詠欣(1)、張嘉宏(2)、
黃熙甯(3)；
進階級(Level 3)：洪愷晴(1)、梁育維(2)、
左力瑋(3)；
高階級(Level 4)：王世杰(1)、謝天麟(2)、
陳翰(3)；
流利級(Level 5)：王雪灵(1)、万晴(2)；
精通級(Level 6)：房一謹(1)、張可盈(2)、
趙文韜(3)。

華語能力測驗自2006年起在海外辦理
，休士頓地區自2015年起率先引進雲端服
務技術，辦理全美首次電腦化華語能力測
驗。休士頓同時也是全球第一個採用雲端
服務技術進行華語能力測驗的城市，考生
經由線上報名、線上測驗，全程使用電腦
作答，考試結束，考生可立即於電腦螢幕
獲知成績。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是檢
視華語學習者學習成效最有公信力的指標
，該測驗從2003年12月開辦後已在全球28
個國家55個城市推廣，通過者即可取得中
華民國教育部的正式證書，對於欲申請臺
灣獎學金，到臺灣或華語地區入學或求職
者而言，是檢定華語文能力最佳管道。

休士頓愛心組織啟動儀式
今年將學用品贈與Park Place 小學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休士頓愛心組織於5月15 日（ 周日 ） 下午二時在文化中心舉行
今年贈送學用品活動的啓動儀式。以亞裔學生（ 多為越南裔 ） 為主的Park Place 小學雀屏中選
。愛心組織希望今年能籌集善款三萬元，購買一千份文具用品贈與學生。

愛心組織的會長李正揚首先在啓動儀式上致歡迎詞，感謝大家的參與。愛心組織是由休士
頓三十個社團組成，每年挑選一到兩家休士頓獨立學區內貧困學生佔 90%左右的學校。從1993
年起至今，受益人數達二萬人次。今年的目標是籌集善款三萬元，可供應一千位學生使用的文
具用品。

至於今年受贈的學校是怎麼選的？愛心董事會黄登陸表示，捐助學校的選取完全公平公正
，他們先在休士頓獨立學區海選15 所貧困生佔90%左右的學校。其中北區五所（ 10 號公路以
北 ），南區十所（10 號公路以北 ）。因為2015 年已捐助過10 號公路以北的學校，因此將北區
的五家去除。剩下的十家再由組織會員評估後大家投票決定。再按照前五名的順序，但有的學
校，單是 「文化交流 」 一項做不到，也不予考慮。結果第一順位的Park Place 小學，他們一進

去滿驚訝的，該校是亞裔（ 越裔
） 校長，她才到任不到一年，他們
跟她約下午四點見面，五點半她就
排了要去看部份學生。周末還要到
A & M 唸博士學位，十分積極上進
。

Park Place 的校長 Nirmol Lim
也在儀式上介紹該校共有學生1010
人，其中 22% 是亞裔。他們並在啓
動儀式上表演新星舞蹈。

愛心組織將於今年七月四日國慶日舉行 「愛心園遊會 」，並將於今年8月27 日舉行 「贈送
學生學習用品 」 儀式。

圖為國語文能力測驗各級優勝者與長官，貴賓，家長合影於
頒獎儀式上。（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 「 休士頓愛心組織 」 的成員與在啓動儀式上表演 舞蹈
的Park Place 小學的小朋友們合影。（記者秦鴻鈞攝）
























臺灣書院副主任劉月琴與亦宛然掌中劇團團長李蔡素貞,史達福
小學校長Kare Hatter及周慧宜組長合影(由左至右)



B2大陸新聞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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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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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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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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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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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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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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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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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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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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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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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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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三維X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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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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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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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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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988-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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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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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牙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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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志剛牙醫博士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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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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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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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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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任

We Smile Dental
微 笑 牙 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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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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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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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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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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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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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星期二 2016年5月24日 Tuesday, May. 24, 2016
美南版■責任編輯：王 瑤 2016年5月24日（星期二）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93歲“功夫奶奶”數十年沒去過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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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一名女子為了把握和年逾8旬的奶奶
相處的時刻，為祖母拍攝一組未施脂粉的青春
照，並將這些照片傳上網，引發網友熱烈回
響，“宜賓最美奶奶”瞬間成網絡紅人。這名
年過80的奶奶，丈夫2年前去世後，成了獨居
老人，每日栽花種草之餘，日子過得平靜。
她的孫女為了把握與奶奶生活的瞬間，用

鏡頭記錄8旬祖母的青春模樣。
在鏡頭下，80歲的老奶奶戴着女巫帽，變

成了調皮的女巫。一會兒，她戴着拳套，精神
抖擻地成了女拳王。之後，她又頂着一頭假
髮，俏皮嘟嘴賣萌，舉手投足間充滿少女風。
她的孫女表示，這組照片沒有化妝，是為

展現老人最真實自然的神情。拍攝時換了4套
服裝造型，只花了半個多小時。
網友稱她為“宜賓最美奶奶”，“就像20

歲一般”，宜賓市這名奶奶瞬間成網絡紅人。
■《華西都市報》

孫女為祖母拍照重拾青春

減肥也能做大學必修課，而且還計入學
分？你沒有看錯。從上學期開始，江蘇南京農
業大學體育部開設必修課“運動減脂課”，這
門課只對體重超重的同學敞開，所以選課前要
先稱體重。至於這門課能拿到多少分，能不能
拿到學分，就要看同學們能減掉多少肉了。
“ 這學期有近50多人報名，經過我的篩

選，最終36人選課成功！”任課教師周全富老
師告訴記者，要來他的課堂，必須先稱體重量
身高，篩選超過 BMI（體重（kg）÷ 身高×身
高（m2）≥30 的學生，才有上減脂課的資格。

去年10月，第一屆運動減脂班順利開班。
在每次90分鐘的課程中，學生們要做慢跑、快
走等有氧運動，並輔助以仰臥起坐、曲臂支
撐、平板支撐等力量性的運動。為讓課程不枯
燥，周老師絞盡腦汁想點子，帶領減脂班的同
學參加5 公里健身跑。 ■《現代快報》

農大“減肥”班看減多少肉給分

仙人把舵、抽柴歸身、鳥鳳出洞……一套
棍術舞下來，四五分鐘，大氣不喘一口。任誰
也猜不到，她今年已經93歲。出生於武學世
家，三四歲開始習武。90年來，張荷仙勤練不
輟，尤以拳、腿、棍為三絕。

其一生愛打抱不平，是四鄰八鄉有名的俠
女。如今，張荷仙已經很少與人交手，但她的
傳說仍在江湖流傳，人稱“功夫奶奶”。

浙江寧海市力洋鎮是個武術之鄉，張荷仙
就出生在這裡，是張氏武學第八代傳人。張氏
武學沒有傳承禁忌，不管男女、本姓外姓，只
要想學，都會傳授。
父親對張荷仙要求非常嚴格，因為練得刻

苦，她的招數也最為規範，父親就讓她帶領師
兄弟們操練。
據說，張氏武學是為了抵禦外敵而創立，

因此很注重實戰性。年輕時，有次張荷仙獨自
走在路上，鄉里無賴上前調戲。她一沉氣，往
無賴腰間一撩，隨手就將無賴甩到了田裡，從
此聲名大噪。
張荷仙個頭不高、體格清瘦，雖已93歲高

齡，卻是精神矍鑠，幾十年沒去過醫院。她的
生活規律而淡然。每天自己買菜，自己做飯。

■《錢江晚報》

標
本
製
作
師

讓
生
命﹁不
死﹂

上海自然博物館展廳裡，正在灰狼標本

前忙碌的3個身影吸引了不少遊客駐足圍

觀。他們都是標本製作師，或為狼群除塵、

順毛，或小心翼翼地在狼眼上勾描光亮劑，

灰狼的眼神和毛髮經過一番精心打理愈加栩

栩如生。中國有人把這些標本製作師比作能

夠讓生命“不死”的人。 ■中新社

3人中名叫陳亮的年輕人告訴
記者，“我們不是專門做

標本養護的，我們都是標本製作
師。”標本製作是通過物
理或化學手段，對動物的
整體或部分進行製作處
理，以長期保存動物特徵
的一門技藝。這門冷門的
技藝，基本上是通過“非
套路”的“師徒”形式帶
起來的。

陳亮的團隊都是“半途出
家”，學生時代有學獸醫的、有學
化學的，都從未接觸過標本製作。
要想學“精”這門手藝，一年時間

顯然是遠遠不夠的。
標本製作是一門綜合了動物

學、解剖學、藝術美感、手工等不
同技巧的高難度手藝。
要將標本製作的每一個環節都

做精做細，需要豐富的經驗，耗上
幾年甚至幾十年以領悟“正確的感
覺”。

“神奇”巧手砌骨骼標本
張湯銘學藝8年後，單憑眼睛

看、親手摸，就能將動物的骨骼正
確接位，自然博物館裡一些大型動
物的骨骼標本都出自他這雙“神
奇”的巧手。除了“識骨”，骨骼

標本的製作還需要剝皮去肉、清除
油脂、設計姿勢、石膏製模、骨骼
穿架等多道工序。通常，製作一具
小型骨骼標本需要花費約半年時
間，大型的就要一年或更長時間。

標本製作的工序複雜，周期又
漫長，而上海自然博物館的6人團隊
同時還要肩負起整館對外展示標本
模型的養護工作，約有來自七大洲
11,000餘件標本模型，進行一次全
面養護大概需時10個月。
眼下，上海自然博物館正計劃

招聘更多標本製作和養護人員，安
排相關的學習培訓，助其成功轉型
為標本領域的專業人才。

■減脂班的同學在上課。 網上圖片

■上海自然博物
館展出的骨骼標
本正進行修復。

網上圖片

■上海自然博物館展廳裡，標本製作師正
為花豹標本“描眼線”，經過一番精心打
理使之愈加栩栩如生。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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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uthorities Still Refuse To Release 
Houston Businesswoman – One Year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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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Not A Criminal Case. This Is A Political Case.” – Sandy Phan-Gillis

Beijing has threatened to suspend regular talks with Taipei as it 
steps up pressure on Taiwan’s new government to acknowledge 
the “1992 consensus”.
“Only by confirming adherence to the common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the 1992 consensus that embodies the one-China principle can 
cross-strait affairs authorities continue regular communication,” 
Ma Xiaoguang, spokesman of the State Council’s Taiwan Affairs 
Office (TAO), said on Saturday. The warning came after the TAO 
on Friday called Tsai’s speech an “incomplete test answer”.
Beijing expresses dissatisfaction after Taiwan’s new President Tsai 
Ing-wen swaps ‘consensus’ for ‘historic fact’
Meanwhile, Beijing’s semi-official intermediary for discuss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RATS), said that if Tsai wanted negotiations with 
its Taiwanese counterpart, the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SEF) 
to continue, Taiwanese authorities needed to endorse the SEF to 

declare adherence to the 1992 consensus.
Beijing has repeatedly insisted that Taipei abide by the consensus 
if it is to continue interactions with the mainland.
In her inauguration speech, closely watched by Beijing and 
political observers around the world, Tsai, sworn in as the island’s 
first female president on Friday, avoided mentioning the word 
“consensus”.
Instead, she said she respected the “historic fact” that a meeting 
took place in 1992, during which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sought 
common ground and tried to set aside differences.
The consensus refers to the understanding reached between 
representatives of Beijing and Taipei that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belong to a single sovereign nation. It leaves open to interpretation 
which side is the legitimate government.
All eyes on Tsai as she sets tone for relations with Beijing
Since 2008, the Beijing-friendly Kuomintang government under 
former president Ma Ying-jeou had supported the consensus. Tsai’s 
independence-leaning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has always 
refused to endorse it.
Ma Xiaoguang said that cross-strait affairs authorities had 

maintained active interactions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after 
establishing a communication channel based on the consensus in 
2014. He was referring to a meeting in Nanjing in which officials 
agreed to set up a cross-strait hotline between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in Taipei and the TAO to facilitate the “proper handling of 
many sensitive issues”.
He said this paved the way for the sides to contact each other in 
a timely fashion, avoid misjudgments, keep disagreements under 
control, and it was also conducive to enhancing mutual trust.
Taiwan’s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however, said Tsai had already 
shown maximum flexibility and good will on cross-strait ties in her 
inaugural address. It said it would continue to communicate with 
its mainland counterpart to maintain the bilateral channel.
Most Taiwan scholars and politicians said Tsai’s speech was full 
of good will, given that she not only pledged to abide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Taiwan’s official title – 
which contains the one-China concept, but also the Act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of the Taiwan Area and the Mainland 
Area. The act states how Taiwan will handle relations with the 
mainland before reunification.
The world watches as Taiwan’s new President Tsai Ing-wen takes 
office
Douglas Paal, former head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pei, 
which represents US interests in the absence of formal diplomatic 
ties, said on Friday he found Tsai’s speech “rather successful”.
But Xinhua said on Saturday that Beijing wanted her to clearly 
state she adheres to the consensus – rather than be “ambiguous and 
evasive”.
It referred to what it said were the inconsistent words and deeds of 
former DPP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saying it was important for 
Tsai to “embrace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that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belong to one China”.
Analysts said harsh actions could backfire. “If the mainland 
continues to snub Tsai, what will the pro-independence camp here 
think, and if the mainland suspends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what 
will the DPP think?” asked Julian Kuo, a former DPP legislator and 
now a professor at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in Taipei. (Courtesy 
//www.scmp.com/news/world)

Tsai Ing-wen, Taiwan’s incoming president, waves during her 
inauguration ceremony at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Taipei, Taiwan, 

on Friday. Tsai said she will seek peaceful ties with Beijing while 
resisting pressure to acknowledge the idea that they are part of a 

single nation. Photo: Bloomber

Congressman Al Green, 9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Houston, Texas

Sandy Phan-Gillis (C) Was A Tireless Worker For Posi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From left to right: Gerardo J. Peruchini -- Chief of Staff for 

Mayor Pro-Tem Ed Gonzalez, Vincent Chau -- President with Houston Trade 
Center, Sandy Phan-Gillis -- Executive President of AATPA and President with 

Houston Shenzhen Sister City Association, and Gary Ge -- President with 
AATPA. 

Key Officials Have Not Been Spared In China’s Corruption Crackdown
Jeff Gillis (L), Husband Of Sandy Phan-Gillis (R) Who Has Been Held                                                           

For One Year In China With No Specific Charge. (Photo/Courtesy Jeff Gillis

Taiwan’s new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d Vice President Chen 

Last March, Chinese state security agents secretly detained Houston businesswoman 
Sandy Phan-Gillis as she tried to pass through an immigration control connecting the 
mainland with Macau.
Since then, her arrest has been raised several times at high government level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Tony Blinken mentioned it again during a visit to Beijing in January. 
A bipartisan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called for her quick release. Former Mayor 
Annise Parker pleaded on her behalf in a letter to Chinese prosecutors.
But almost exactly one year after she was taken into custody, the 55-year-old's fate 
remains very much unclear, as does the reason for her detention.
Beijing has released no information other than that she is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spying and stealing state secrets. Her lawyers have yet to meet with her or see details 
of any accusation. And since China in April released a Houston geologist who had been 
imprisoned on charges of industrial espionage,
Phan-Gillis is now the only U.S. citizen in China accused of being a spy.
American experts in such cases and those who knew Phan-Gillis in Houston remain 
confounded about what could have raised Beijing's ire. The situation is so strange that 
some in Congress have even suggested issuing a travel advisory for China warning 
about the possible risks.
Her case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safety of Americans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under 
the presidency of Xi Jinping, who has arrested at least nine foreigners on allegations of 
spying in the past two years and oversaw the passage of a sweepi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last summer that grants authorities broad discretion about what constitutes 
espionage. It was approved a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increasingly blamed "foreign 
forces" for protests in Hong Kong and elsewhere.
'No one is safe'
"It should be a red flag for persons who are visiting," said U.S. Rep. Al Green, a Houston 
Democrat,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about Phan-Gillis' arrest. "If they have something 
we don't know, they should share it with us. She has a clean record, she's been to China 
many times, she was building goodwill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 other persons 
traveling should be concerned." 
Phan-Gillis is the only American who China has publicly accused of spying since 2008, 
when Xue Feng, the Chinese geologist from Houston, was formally charged of the 
crime. By that point, Xue, 51, had already spent five months in jail. He was in prison 
for another two years, in which time he said he was tortured, before a Beijing court 
sentenced him to eight years in prison in 2010.

Chinese prosecutors accused Xue of endangering its national security after he 
purchased an oil industry database for his Colorado employer, IHS Inc. His lawyers 
argue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ing coordinates of more than 30,000 oil and gas wells 
belonging to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 was classified only after he bought it. 
Xue said much was public anyway and related to old wells.
But China has been known to broadly consider any information about its commodities 
as secret. The case prompted strong appeals and criticism from the White House and 
in April, Xue was released after having been granted credit for good behavior and time 
served.
Espionage and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is a relatively rare charge for Americans in 
China, said John Kamm,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Dui Ha Foundation, a San Francisco 
human rights group focused on China. Since 1972, he has handled about 6,000 such 
cases in China, but he said only about a dozen involved American citizens.
In all, 110 American citizens have been detained, imprisoned, or released on bail 
or probation in China, according to a State Department response to a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in October. About 40 of those were reportedly held on charges related 
to their commercial activity. Another 15 were prevented from leaving China until a 
business dispute had been resolved.

"This case is strikingly unusual in this respect: Sandy Phan-Gillis is like the poster child 
for good U.S.- China relations," Kamm said. "If Sandy Phan-Gillis is not safe in China, no 
one is safe."
He pointed to her long record of promoting China in Houston.
'Friend of China' And 'Poster Child' For Good U.S.-China Relations 
A Vietnamese refugee of Chinese descent who became a U.S. citizen, she helped lead 
and later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Houston Shenzhen Sister City Association since 
1994, founded Houston's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took youth groups to China and 
introduced the country's sport of shuttlecock to Houston elementary schools. She 
coordinated training programs for Chinese nurses in Houston.
When a senior Shenzhen police officer was badly hurt during a training exercise with 
Houston police in 2011, she was his liaison. Phan-Gillis forged "deep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Houstonian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for the benefit of our respective 
citizens," Parker said in a letter to Chinese prosecutors in October.
Sandy Phan-Gillis (C) Was A Tireless Worker For Posi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From left to right: Gerardo J. Peruchini -- Chief of Staff for Mayor Pro-Tem Ed Gonzalez, 
Vincent Chau -- President with Houston Trade Center, Sandy Phan-Gillis -- Executive 
President of AATPA and President with Houston Shenzhen Sister City Association, and 
Gary Ge -- President with AATPA. 
In her professional life, Phan-Gillis worked with several consulting companies over the 
years, most recently the Hong Kong-based O & P Enterprises, which helped business 
between China and Houston, including scouting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for wealth 
management firms interested in liquefied natural gas.
She had no known connections with Taiwan and had not protested against Tiananmen 
Square, two areas about which China is very sensitive. Of the other eight foreigners 
detained for espionage since 2014, four are Japanese. Tokyo has denied the 

allegations, and few details have been released though their arrests come at a time of 
escalating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The nationality of a fifth detainee is 
unknown, though the person apparently was arrested near the North Korean border.
Rapid Slowdown
Some have speculated that her detention might be related to people Phan-Gillis knew 
in China.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Xi administration has launched an aggressive 
campaign against corruption, which critics say has also wrongly ensnared some of 
his political opponents. Her arrest comes at a difficult time for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economies, which after years of extraordinary growth is experiencing a rapid 
slowdown. It has stoked fears not only of a global recession but also of unrest within 
China.
"It could mean she has become involved in some investigation of important people in 
China, people she may have been relying on to do business who are under political 
attack by the government," said Jerome Cohen, a professor at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expert on Chinese law who worked on Xue's release. "It's possible that if she cooperates 
with them that she may not be indicted or she could be indicted on a lesser charge."
But the Chinese legal process is completely opaque and its conviction rate nearly 100 
percent, he said.
Though Chinese law limits detention and has a time line for when suspects should be 
charged, indicted and prosecuted, there is broad discretion to seek extensions, he said. 
In Phan-Gillis' case, she was held for six months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llowing 
police to detain her without charges while they investigate national security breaches. 
In September, she was moved to a formal detention center, though she has yet to be 
officially charged of a crime.
That month, in a letter transcribed by U.S. consular officials and released by her 
husband, Jeff Gillis, Phan-Gillis said hers is "This is not a criminal case. This is a political 
case.” I hope you can lobby for an exchange of political prisoners."
Washington does not have an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Beijing. But at least 40 of China's 
100 most-wanted fugitives accused of economic crimes live in the U.S., according to a 
list Beijing released last year. U.S. authorities have recently detained several Chinese 
for spying or stealing technology. But experts say a prisoner swap is unlikely as it has 
never happened before.
Public or private
Phan-Gillis' case highlights the sensitive position of both families and governments 
when a citizen is imprisoned in China. Because the process is so secret and Beijing so 
authoritarian, they often opt for back-door diplomacy.
For Xue, that meant his case remained secret for two years until it appeared to have 
completely stalled. Phan-Gillis' arrest was kept quiet until she was formally charged and 
her husband launched a media campaign coinciding with Xi's U.S. visit. But within days 
he had shut it down, saying it was best to leave negotiations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agency said consular officials have visited Phan-Gillis 12 times since her arrest and 
are monitoring the case closely.
"There's more benefit to be gained from publicity 
than from keeping quiet," said Cohen, the law 
professor. "On the other hand, in Xue Feng's 
case, we did a lot but it didn't get him released. It 
depends in part on what the nature of the case is 
and if any Chinese leaders take an interest."
Meanwhile family and friends of Phan-Gillis wait, 
and worry. In three weeks, she will turn 56 in the 
detention center in Nanning, Guangxi, a province 
bordering the country of her birth. (Courtesy www.
chron.com/news/houston-texas)

Beijing Threatens To Suspend Talks With Taipei 
Until Tsai Ing-wen Acknowledges ‘1992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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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呂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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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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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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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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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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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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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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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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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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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 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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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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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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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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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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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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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組團競標新馬高鐵
中鐵總帶隊赴馬 勢勝日企拿大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在東南亞基礎

設施建設項目中備受關注的新馬高鐵項目（連接新加坡與

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之間的高速鐵路），預計在今年年中

簽署備忘錄。作為該項目中方競標聯合體的牽頭機構，中

國鐵路總公司總經理盛光祖23日率領中國鐵路代表團訪問

馬來西亞。據中國媒體報道稱，盛光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

爭取新馬高鐵項目，包括中國中車、中交建、中鐵建、中

國鐵路通信信號股份、中國進出口銀行、中投等至少六個

單位的負責人隨同出訪。目前，中方企業面臨的最大競爭

者是來自日本。

中國對新馬鐵路項目可謂勢在
必得。據中鐵總方面透露，

中方競標聯合體已經跟蹤新馬高鐵
項目三年多，現在要力爭其成為中
國高鐵走出去的第三個標誌性項
目。

據星馬媒體報道，日本JR東
日本鐵路公司的高層和日本駐吉隆
坡使館的官員近期與馬來西亞交通
部官員會面，表達日本對參與新馬
高鐵項目的熱切期望。

印尼項目華先勝日
事實上，這已不是中國第一次

與日本在高鐵領域展開競爭。一般
有高鐵可賣的市場，就一定少不了
中日之間的競爭。這其中，在去年
競標的印尼爪哇島高鐵項目中，中
國戰勝了早在4年前就完成可行性
報告的日本。

工程快成本低吸客
印尼方面認為，中方提出的無

須印尼政府債務擔保的條件比日本
更優，中方給出的建造時間也比日
本更短。另外中方選擇的合資經營
模式，以及承諾向印尼轉移高鐵技

術，進行設備本地化生產等，同樣
具有吸引力。

業內人士分析，在新馬高鐵競
標中，中方企業在融資模式、建設
周期與成本等方面依然較日本有優
勢。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
究部副主任白明就指出，雖然日本
擁有高鐵技術較早，品牌在國際上
形成影響力時間長，但中國的高鐵
建設成本比日本低一半甚至三分之
二，高鐵這樣的動輒百億美元的大
項目，低價對於一些國家來說還是
很有誘惑力的。

新加坡國立大學土木工程系教
授李德紘對媒體透露，中企可在兩
年內完成工程，是日企無法做到
的。

不過，日本高鐵素來以安全
性、可靠性高聞名，日方一直力推
新幹線“零死亡率”，並以2011
年的中國溫州動車追尾事故質疑中
國高鐵安全性。

中國鐵建相關人士則表示，在
新馬高鐵項目上，中國有優勢，但
因為是招標，誰都無法說自己百分
之百能中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河南省出
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李忠
榜23日在北京出席經濟每
月談會議上證實，頗受爭
議的跨境電商新政近日作
出了一些微調，主要內容
是暫緩執行檢驗檢疫按照
一般貿易出具通關單放行
的規則，設置了延遲一年
的過渡期。專家建議，中
國實行普惠貿易，對低值
貨物免稅。

跨境電商新政爭議焦
點主要是要求跨境電子商
務按照一般貿易報關並徵
稅。李忠榜說，受到衝擊
最大的是進口商品中有前
置審批的“老三樣”：食
品、化妝品、保健品。

李忠榜認為，2015年
跨境電子商務規模不到150
億元人民幣，只佔去年全
年外貿進口10.45萬億總規
模的千分之1.4，產業處於
發展過程，更需政策支
持，要再寬容一下，讓跨
境電子商務保稅模式進口

“再多走幾步”。

專家倡低值物品免稅
中國對外經貿大學國

際商務研究中心主任王健
則指出，目前全球都在推
行普惠貿易，發達國家基
本上都推行低值貨物免稅
的政策，比如，歐盟150
歐元以下貨物過境免增值
稅或免全部的稅。美國800
美元以下也是免一切稅，
令中國眾多小商品通過跨
境電商賣到當地，促進了
跨境電商的迅速發展。他
認為，海關監管當中沒有
必要區分個人物品和貨
物，應實行徹底的改革就
是不區分個人物品和一般
貨物，實行統一稅，低值
貨物免稅。

“中國應和其他國家
一塊推動建議新的基於普
惠貿易的規則”，王健建
議，稅制與國際接軌，設
定免稅額度，推單一稅
制，稅制簡化透明，符合
跨境電商的特徵。

官員：跨境電商新政 暫緩部分條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

哲 北京報道）鋼鐵產業轉型升
級，是中國近期的熱點話題之
一。國家科技部部長萬鋼23日表
示，鋼鐵產業的產能過剩是現實
問題，但解決方式不是把廠都關
掉，而是促進產業的轉型升級。
他認為，建築業發展鋼結構，及
研發新材料例如合金鋼等，都是
未來升級的方向。

萬鋼表示，提高鋼鐵質量，
減少消耗，減少資源利用，提高
能效，是中國鋼鐵產業轉型升級
的總體發展方向。

比如在建築業，可以推廣鋼
結構，因為鋼結構是輕型的、回
收也比較容易的，發達國家有很
多好的經驗。

還有專業化特鋼的概念，比
如特殊的刀具、鍋具用鋼等，需要鋼材的精細
化和高質量。

整合百計劃 形成新五類
中央日前發佈《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

要》，凸顯創新驅動發展在國家戰略中的重要
性。萬鋼表示，中國目前已基本形成新的五類

科技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科技重大
專項、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技術創新引導專項
（基金）、基地和人才專項），並在信息、海
洋、空間、國家安全等領域率先啟動36個重點
專項，現在已經全部發佈指南，開展立項的評
審工作。

萬鋼表示，中國原有的100多個科技計劃

現在已經整合了89項。正在實施的國家科技重
大專項的管理改革，已在寬帶移動通信、轉基
因、新藥創製、傳染病這四個專項開展試點，
年內將在具備條件的重大專項當中全面落實。
在技術創新引導專項方面，已啟動的有國家科
技成果轉化的引導基金，有新興產業創業投資
的引導基金，有中小企業的發展基金。

萬鋼：鋼鐵業去產能 要轉型非關廠

規劃中的新馬高鐵全長
約350公里，連接新加坡與馬
來西亞首都吉隆坡，預計時
速250至280公里，耗資120

億至150億美元，建成後來往兩地交通時間將
由現在的4至5小時縮短為90分鐘。

■綜合報道

長350公里 造價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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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鐵總去年在馬來西亞吉隆坡
舉辦中國高速鐵路展。 資料圖片

■科技部部長萬鋼。
中新社

中企近年修建外國鐵路一覽
項目 長度及最高時速 進度

雅萬高鐵 印尼雅加達至萬隆 全長152公里，時速300公里 2016年開工，預計2018年建成

中老鐵路 中國昆明至老撾首都萬象 全長417公里，時速160公里 2015年開工，預計2020年建成

匈塞鐵路 匈牙利布達佩斯至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 全長350公里，時速200公里 2015年啟動，預計2018年通車

中泰高鐵 泰國廊開府至羅勇府、沙拉武里府至曼谷 全長867公里，時速180公里 推進中

莫喀高鐵 俄羅斯莫斯科至喀山 全長163公里，時速400公里 2016年工程勘測，2018年投運

美西快線 美國拉斯維加斯至洛杉磯 全長370公里，時速240公里 預計2016年9月開工

■記者 馬琳 整理

■萬鋼強調鋼鐵業亟需轉型升級。
圖為工人在河北艾馳生物科技的生
產車間工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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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本報訊）休斯頓一名六年級的學生日前被刺殺身亡，引起
全社區的極大反響，市長特納更是對這名六年級學生被刺殺暴力
案件直接喊話，要求警方全力稽查，並呼吁民眾積極提供線索。

由於案件發生後，警方在追查案件時錯捕了一名市民，之後
發現失誤後及時進行了糾正，特納市長對此特別向錯捕者表示抱
歉。

特納市長在對外講話時稱，這位六年級的小女孩被殺後，她
的家人正在舉辦葬禮，而我們要做的就是提供有效的線索，將犯
罪人繩之以法，我相信在這個城市一定有人能夠提供這樣的線索

，幫助警方找到凶嫌。因此，我們需要全社會的鼎力協助。
警方也表示正在計劃出台一項措施來保護休斯頓北部社區的

居民安全，而且和此案相關的DNA測試也在進行當中，但目前尚
不清楚什麼時間能夠得到結果。

當被提到是否由於該案調查當中出現的失誤導致了錯捕，因
而是否延誤了最好的調查時間時，警方高層表示，警方從來沒有
停止過對此案的偵破。

目前，警方懸賞1.5萬美元，獎勵能夠提供關鍵線索的人，警
方打擊犯罪電話號碼為713-222-TIPS或者撥打 713-308-3600.

經濟好轉? 美國大學生人數顯著下降

休斯頓一名六年級小女孩被刺殺
市長特納要求全民協力破案

美中兩國經貿快速發展，也使德州成為中
國買家主要的地產投資地區，去年年底的統計
表名，自2013年以來，中國買家在德州的地產

投資額已翻番。2015年，德州地產來自外國投
資者的投資金額達到11.14億美元，而其中31%
的資金來自於中國買家，特別是在休斯頓地區
，過去15年中方在德州的投資總額已經超過74
億美元。

最近，中國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
下美國全資子公司與美國領先的新能源企業
Renewable Energy Systems Americas Inc.（RES）
簽署協議，成功收購後者位於美國德克薩斯州
的Rattlesnake風電項目。

該項目規劃容量為160MW，位於美國德克
薩斯州麥卡洛克縣，距離奧斯汀市西北約125英
裡。項目將采用64台金風2.5MW永磁直驅機組
，建成後將是迄今為止金風科技在美國建設的
最大風電場。

負 責 項 目 執 行 的 美 國 金 風 （Goldwind

Americas）首席執行官David Halli-
gan 欣然表示，“我們對 Rattle-
snake 項目的投資充分體現了金風
致力於在美國風電市場長期發展的願景，同時
也將幫助公司獲益於美國可再生能源生產稅收
減免政策（PTC）的延期，是公司在北美未來5
年戰略發展道路上所邁出的堅實一步。”

RES總裁兼CEO Glen Davis表示，“Rattle-
snake風電項目將惠及德克薩斯州電力用戶，進
一步印證了當地鼓勵電源多元化的政策取得成
功。未來RES將繼續攜手美國金風在當地發展
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在美國市場，金風科技不僅從事風機銷售
和風電場投資，同時也憑借雄厚的資本實力、
豐富的行業經驗和廣泛的金融市場資源，開展
風電業務的融資業務。目前公司資本業務團隊

正在與國際一流金融機構溝通，為該項目的建
設投資制定最佳的融資方案。

（華盛頓二十二日電）多年來，美國大學校園持續膨脹，越來越多的學生湧進校園，註冊
學生人數在2010年達到最高峰，逾2，100萬名學生就讀美國大學，但在那之後，學生人數逐年
下降，最新資料顯示，2014年全美有2，020萬名左右註冊大學生，四年內減少了812，069名學
生。

部份專家表示，不用擔心，因為經濟情勢改善，越來越多的人回去工作，而不是攻讀學位
。聯邦教育部副部長米切爾（Ted Mitchell）說： 「歷史資料顯示，隨著經濟的好轉，美國人回
去工作，大學招生下滑，」

但另外一些專家擔心，放棄大學學位的年輕人放棄美好的未來。大
學畢業生的薪資是高中畢業生的幾乎兩倍。關心美國貧富差距的人民，
大學招生減少應該是個警訊。

數據的細節讓教育及經濟專家更為擔心，因為大學學生人數減少主
要發生在兩類學校：營利性大學及社區學院。這兩類學校的學生主要來自低收入和少數族裔家
庭。這意味著衆多少數族裔及低收入家庭學生未來難以擁有中產階級生活。

數據顯示，自2010年以來，營利性大學註冊學生人數和社區學院學生人數均暴減，其中社
區學院註冊學生人數減少的尤其嚴重。而通常社區學院是貧困家庭學生的救生索，這類學校離
家近、不需要SAT成績，而且學費低廉。

奧巴馬總統曾提出兩年社區學院免學費的想法，因為社區學院是許多來自貧困家庭學生獲
得高等教育、更好的工作的途徑。

收購德州160MW項目
金風科技擬建北美最大風電場

赴日留學好時機？
中國學生單次簽證手續簡化

近日，日本政府召開“觀光立國”

推進閣僚會議，正式確認放寬對中國、

俄羅斯、印度簽證發放條件的相關工

作。4月底，來華訪問的日本外相岸田

文雄在與中國外長王毅會晤時，就已提

出相關的放寬簽證措施。這些措施有望

在年底實現。

破解“人才魔咒”
日本現在公佈的放寬標準顯示，其

針對的還只是特定人群，包括在商業、

科學、文化等領域有一定成就的人以及

中國部分高校學生。中國社科院日本研

究所副研究員、中日關係研究中心秘書

長張勇表示，日本此舉是破解“人才魔

咒”的主動性舉措，“實現一國發展，

勞動力因素至關重要。二戰後，日本擺

脫‘崩潰’，通往經濟繁榮之路的重要

保障之一就是充足的、高素質的勞動力。

但隨著少子、老齡化時代的到來，日本

的持續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因此，如何

破解人力資源困乏，特別是缺少高素質

人才的問題日益成為整個日本社會關注

的熱點。”同時有新聞指出，日本近年

來國內學生數量不足，因此希望擴大中

日人員特別是年輕學生之間的交流，吸

引人才和年輕人去日本發展。此舉也有

助於展現日本的魅力，改善日本在中國

的形象，改善日中關係。

日本此次放寬對華簽證在“觀光立

國”會議上正式確定，這是日本實施

“觀光立國”戰略的具體一環。為了提

振經濟，日本一直在推進“觀光立國”

發展戰略。而中國遊客出境遊人數和購

買力在過去 3年都位居第一位。根據日

本觀光廳的數據，2015年到日本的中國

遊客達 500 萬人次，較上年同期增長

107%，中國遊客在去年日本遊客總人次

中所佔比重約為 1/4，每人平均消費超 1

萬元人民幣，中國遊客的支出在所有遊

客的支出總額中所佔比重達 41%。這種

購物現象使日語中的“爆買”成為日本

2015年的熱門詞彙之一。因此日本為實

現“觀光立國”而放寬對華簽證也不足

為奇。

高素質人才和學生受益
去年 1月，日本已經放寬多次往返

簽證，將多次往返簽證的有效期從 3年

延長至 5年，並取消了對“具有相當高

收入的人及其家屬”的訪地限制。此次

日本再次將多次往返簽證有效期延長，

且不再單以收入劃紅線，商務人士、文

化學術人士，申請多次簽證的有效期從

5年延長至 10年，發放條件也會進一步

放寬。其中文化學術人士包括有相當知

名度的藝術家、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領

域的學者、運動員、政府官員、大學正

副教授、講師等。

另外一個放寬措施則主要針對學

生，中國教育部直屬 75 所高校的在校

本科生、研究生，以及畢業 3年以內的

往屆生，申請單次簽證的手續簡化。

在校學生和剛走入社會的畢業生再也

不用因為資產不足而對日本的簽證望

而卻步。雖然放寬措施不針對多次簽

證，但即使單次簽證條件的放寬也會

為年輕人赴日旅遊、訪學、交流等帶

來便利。

赴日留學的好時機？
日本近年人口老齡化嚴重，需要人

才和勞動力。按此邏輯，是否目前就是

去日本留學的好時機呢？張勇解釋道：

“一方面，日本推出這些措施對赴日留

學有一定的刺激作用，通過接觸日本社

會特別是教育機構，將增加國內學生赴

日留學的機會；另一方面，儘管日本式

教育體系有其值得稱道的優點，但也存

在被國內外詬病的劣勢，比如培養目標、

課程設置等方面。另外，日本社會對外來

人才的限制仍根深蒂固。能否打破對外

來人才的有形與無形的非國民待遇，以

包容和開放的心態吸引人才，將成為日

本決策層首先面臨的考驗。”

除此之外，有留學機構認為，赴日

留學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首先，地理

位置方面，中日距離較近，來回方便；

文化背景方面，較西方國家而言，中日

文化背景也比較相近；語言方面，雖然

需要學習日語，但日語裏有許多漢字，

相對容易學習；同時，日本的打工政策

不同於西方國家，在日本留學打工較自

由，收入也不錯，半工半讀很常見。

中國將超過美國成全球最大商旅市場
綜合報導 根據全球商務旅行

協會（GBTA）預測，中國的商務

旅行支出將在 2016 年超越美國，

成為全球最大的商旅市場。另據多

份行業研究報告顯示，得益於需求

端和供給端的合力，商旅行業未來

3年至5年交易規模增長率可達20%

以上；企業商務旅行市場開發度預

計在 2020年初步達到 10%。中國僅

2016年商旅預測即可約3210億美元

的商旅費用，將占到全球商旅市場

的25%。

在上述背景下，5月 20日，由

勁旅網主辦，在路上商旅特約之

2016中國商務旅行創新發展大會北

京首都機場朗豪酒店舉辦，共同探

討我國商旅管理行業的創新、發展

及變革。

商旅管理公司是指企業在專業

商旅管理服務公司的協助下，對商

旅活動進行整體規劃、全面執行監

控，優化商旅管理流程與政策，整

體采購資源，從而在不影響業務開

展和出行體驗的前提下，降低商旅

成本並提高出行效率。

據了解，我國真正意義上的商

旅管理市場萌芽，是從2006年開始

的。這壹年，多家企業開始部署商

旅管理行業，如美亞尚途商旅就在

2016 年開始正式進入獨立運行軌

道。近幾年，隨著企業對於成本控

制、效率提升、管理規範等要求逐

漸增強，商旅管理被逐步接受、普

及率快速提升。從2012年中國商旅

管理起步並進入高速發展，2014年

中國商旅管理市場交易規模突破

1000億美元。2015年中國商務旅行

支出在下半年的總量已經超過了美

國。

對此，尚途商旅總經理俞濤表

示，這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在需求

端和供給側的作用下，企業勢必會

選擇規範專業的商旅管理公司來提

供綜合的商旅服務，以減輕企業管

理負擔，提升效率降低成本，這將

促使中國商旅管理市場交易規模快

速增長。

在路上商旅事業部總經理張

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盡管如

此，中國商旅管理行業仍處於微利

狀態，毛利率為 4%－6%。並且，

中國的商旅管理市場的集中度依然

不高。對比英國、德國、法國等發

達國家市場，我國的行業前四企業

集中度只有 18%，遠低於發達市場

的平均值 66%。但根據數據顯示出

的超級馬太效應趨勢，行業並購的

良機將出現，行業領頭羊之間的又

壹輪跑馬圈地即將爆發，大魚吃小

魚的局面基本成為定局。

農
村
金
融
新
變
化
：

金
融
機
構
涉
農
貸
款
向
最
基
層
下
沉

綜合報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

融研究所21日發佈的《中國農村金融發

展報告2015》認為，隨著各項農村改革

的推進與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我國農戶

收入持續增長，消費貸款比重不斷提升。

當前農村金融面臨三方面新變化。

首先，隨著農戶收入增加和生活水

準提高，對消費貸款的需求相應增加。

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和農戶生產經

營方式轉型，農戶拓展非農經營的融資

服務需求逐步增加。據相關部門統計，

從 2010 年到 2015 年，農戶貸款中消費

貸款所佔比重上升10個百分點，非農經

營貸款所佔比重上升 7個百分點，而農

業生產貸款所佔比重則從 73.3％下降到

55.8％。

其次，網際網路技術在農村金融服

務中快速推進。網際網路技術對金融服

務的資訊收集、業務成本、產品創新日

漸產生影響。銀行業的電子化替代率整

體接近90％，全國農信社的替代率上升

到60％，手機銀行、網際網路銀行、電

話銀行業務迅速普及，有效改善了農村

金融服務水準。

第三，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不斷向最

基層下沉。據中國銀行業協會統計，截

至 2016 年一季度末，全國 1400 多家村

鎮銀行涉農貸款戶均46萬元，同比減少

7萬元，涉農貸款佔村鎮銀行貸款比重

為93％，表明村鎮銀行業務與目標客戶

逐步向農村下沉。其中，省級農信社涉

農貸款覆蓋面不斷提升。例如，海南省

農信社目前發放農戶小額貸款超過60萬

戶，覆蓋率超過50％；湖南省農信社為

全省89萬戶貧困戶授信，佔全省貧困戶

的73％。

報告是在中國（海南）屯昌農民博

覽會普惠金融專題論壇上發佈的。國務

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

認為，農村信貸仍存在 3個問題，包括

農業風險缺乏管理、農戶貸款效率不高、

農村信用體系缺失。發展農村金融任重

道遠，需要涉農金融機構不斷提升服務

管理水準，推動農村金融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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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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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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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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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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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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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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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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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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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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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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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 ZHOU, M.D.

周藝

通中﹑英﹑粵

713-981-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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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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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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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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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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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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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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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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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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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長期居家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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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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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醫護訪視
服務內容
靜脈輸液，傷口護理，尿管、胃管及人工造管護理，
肌肉及皮下注射，物理複健。
服務對象
重症及急、慢性疾病需居家醫療護理及複健訓練。
具有老人保險（Medicare)及各種醫療保險。
服務團隊
註冊護士，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師
電話：（713）271-6999
傳真：（713）271-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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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學運占領行政院 事件總回顧

行政院撤告太陽花 林飛帆說話了

國民黨：新政府沖之鳥說法向日靠攏
洪耀福接民進黨秘書長 徐佳青任副秘

新任正副總統赴忠烈祠致祭
總統蔡英文（前左2）與副總統陳建仁（右）23日前往台北市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向國父
暨忠烈殉職人員致祭。

（中央社）行政院今天宣
布對太陽花學生運動 126 名被
告撤回告訴乃論的刑事告訴，
以下是民國 103 年 3 月 23 日夜
間到24日凌晨，學運人士進入
行政院事件總回顧。

--103年3月18日，反黑
箱服貿民主陣線等民間團體18
日晚間在立法院外舉辦晚會，
晚間 9 時突破立法院康園側門
的警力，衝入立法院占據議場
，兩個街口外的行政院隨後加
派警力戒備。

--103 年 3 月 23 日，晚
上 7 時左右，反服貿群眾和學
生在行政院周邊拒馬上鋪起棉
被，爬入行政院，在正門前廣
場靜坐抗議；也有學生從天津
街的後門建物爬窗進入。

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在臉書
發文，宣布占領行政院。清大
研究所學生魏揚宣稱是占領行
政院的總指揮。

警政署調派警力，要求警
員依法逮捕妨害公務、毀損公

物現行犯，在行政院周遭部
署超過 2000 名警力，與民眾
對峙。

時任行政院長江宜樺對群
眾運動失控感到痛心，嚴厲譴
責非法與暴力，要求警政署強
制驅離、依法處理。時任總統
馬英九也譴責暴力，支持行政
院相關作法。

--103年3月24日，警方
在凌晨展開第一波強制驅離行
動，以優勢警力將學生抬上警
備車，過程中發生多次肢體衝
突，多人掛彩。

警方沿街廣播要抗議群眾
離開，並開動鎮暴水車，以水
柱驅離民眾，在清晨5、6時將
行政院周邊道路清空。

江宜樺召開國際記者會
表示，占領行政院是立法院的
群眾抗爭活動變質失控，感到
痛心。

行政院評估，民眾闖入
破壞公物，造成約新台幣 300
萬元損失，驅離過程中約 107

人受傷，包括學生與警察。警
方驅離時逮捕61人，其中涉犯
煽惑、妨害公務等罪的35人移
送法辦。

--104 年 2 月 10 日，台
北地檢署偵結反服貿抗爭衍生
占領立法院、攻占行政院、路
過中正一分局 3 案；三一八占
領立法院部分，起訴林飛帆、
陳為廷等22人；在三二三攻占
政院部分，起訴魏揚等93人；
四一一路過中正一部分，起訴
洪崇晏等 4 人，總計起訴 118
人。

--104年5月5日，占行
政院民眾指控遭警方驅離時受
傷，向台北地院提起自訴，行
政院據此提告。台北地檢署依
侵入建築物罪，追加起訴39人
，併案台北地院審理。

--105年5月23日，行政
院發言人童振源宣布，行政院
長林全上任後批出第二份公文
裁示，對 126 名被告撤回告訴
乃論的刑事告訴。

（中央社）中國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周志偉
今天說，國民黨一向主張沖之鳥是礁而非島，
不能擁有200 浬經濟海域，新政府的說法無疑
是向日本主張靠攏，恐會損及漁民權益，國民
黨深表不以為然。

媒體報導表示，行政院發言人童振源宣布
7月底前將成立台日海洋熱線，隨即展開第一次
對話，期間政府會持續護漁，但希望雙方保持
冷靜，對沖之鳥也將不採取法律上的特定立場
。沖之鳥是 「礁」還是 「島」，將靜待聯合國
島嶼界限委員會做最後的裁定。

周志偉認為，聯合國對於島或礁的定義非
常清楚，除非資訊不完整或被扭曲，否則不會
有意外，現在政府必須努力提供正確訊息給聯
合國，而非被動等待裁定。

周志偉並質疑，前總統陳水扁執政期
間，存在著日本公務船進入沖之鳥礁 200 浬
水域執法，台灣公務船就離開的默契，蔡
政府是否對此默契概括承受？

周志偉呼籲，新政府應維持馬政府執
政時的堅定護漁立場，保障中華民國漁權
，決不能有絲毫退讓。

 



















（中央社）兼任民進黨主席的總統蔡英文
25日將赴黨中央開中執會並公布黨務人事。據
指出，秘書長將由現任副秘書長洪耀福升任，
前立委李俊毅、前發言人徐佳青、前秘書處主
任高幸雪接副秘。

蔡總統20日就任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後
，25日將首度以總統兼任黨主席的身分赴黨中
央主持中執會，並公布最新一波黨務人事，包
括洪耀福將升任秘書長。

洪耀福一直是蔡總統倚重的核心幕僚之
一，當初，小英之友會開枝散葉，他功不可沒
；2016立委選舉，評估各選區實力、組織動員
等事務，都由洪耀福操盤；洪耀福對地方組織

的嫻熟度少人能及，擅長謀略，也懂文宣操作
，文武皆備。

民進黨政府 520 上台後，不少黨務主管
、幕僚都轉任總統府、國安會、行政院等單位
。民進黨中央黨部將大幅改組。

知情人士指出，民進黨秘書長將由現任
副秘書長洪耀福接任；3位副秘書長分別由前
發言人徐佳青、前立委李俊毅、前民進黨秘書
處主任高幸雪接任。

徐佳青長期力挺蔡總統，曾擔任過蔡英
文競選總部發言人，辯護能力強、經驗豐富。

知情人士說，民進黨黨務人事改組，25
日將由黨主席蔡英文在中執會正式宣布。

（中央社）行政院發言人
童振源今天宣布，行政院長林
全20日已批示公文，對太陽花
學生運動 126 名被告撤回告訴
乃論的刑事告訴。學運領袖林
飛帆中午在臉書發表看法，以
下是全文：

對於行政院今日決定撤
銷對於 「323 行政院事件」的

告訴乃論的刑事告訴，我僅代
表我個人作幾點回應：

一、我個人雖未被列為
「323 事件」被告，但當初確

實有參與部分討論，這點我亦
在法庭上承認過，當初希望司
法不要做大規模的濫訴。所以
，我個人很感謝林全院長及行
政院撤銷行政院事件的告訴乃

論，終止了過去馬政府、江內
閣對運動參與者的濫訴與司法
恫嚇。

二、事實上，整個太陽花
運動的相關司法案件，並非只
有行政院事件這 126 名被告，
還有許多的 「公訴案件」仍在
審理中。過去許多運動者對司
法追訴態度一貫，就是：面對

司法、承擔結果。在這些公訴
案件中，我們仍然會面對司法
審判，無論結果為何，也都會
承擔。我不會期待司法審時度
勢來審酌這些案件，相反的，
我期待的是獨立的司法，從憲
政高度出發，審理此案。

三、今日林全院長撤銷

323 行政院事件告訴乃論部分
，當然是個好的開始。但我也
更期待，未來三一八運動中
的訴求與主張，能真正落實
於新政府施政中，包括兩岸
協議監督條例的六大主張，
以及公民參與憲政改革的實
質推動。這些都是三一八運

動的未竟之業。
總歸一句，感謝新政府

的這個決定；就我個人而言，
司法結果如何並不足懼，無論
結果如何我們都會承擔，我期
待的是新政府的善意，也能實
踐於三一八運動裡那些尚未被
完成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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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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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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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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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可遠程會診）

洪秀柱：捍衛漁權 不能沒有立場

民進黨黨務改組 黃適卓接發言人

行政立法協調會報 共識廢除紅十字會法

沖之鳥爭議 政院：不採取法律特定立場

台獨聯盟讚許 總統就職演說未屈服一中

（中央社）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今晚表
示，政府若以 「不採取法律上特定立場」的方
式面對沖之鳥礁爭議，不啻由主動化為被動，
且讓日本重新取得主導權，捍衛漁權，不能沒
有立場。

洪秀柱晚間在臉書發文指出，行政院表達
對沖之鳥礁爭議的看法，以 「尊重聯合國島嶼
界線委員會決定，不採取法律上特定立場」定
調，國民黨感到遺憾。

她 說 ， 聯 合 國 大 陸 礁 層 界 限 委 員 會
（CLCS）不僅從未認定沖之鳥礁為島，並且認
為日本在大陸與韓國的主張未解決前（亦即認
為沖之鳥礁並非島），不能據此主張周遭經濟
海域與大陸棚。

洪秀柱認為，日本片面認定沖之鳥礁為島
，據此主張有其以南海域享有經濟海域之權，

在國際認定的公海上，日本公務船無正當理由
追逐中華民國漁船，並登船對漁船施行臨檢，
強行押走中華民國漁船及漁民，已形成對中華
民國主權的實質侵害，同時限縮漁民合理捕魚
的範圍。

她說，對於此霸道無理的行為，當然必須
堅守立場以捍衛中華民國主權及漁權。

洪秀柱表示，前總統馬英九前一段時間主
動向國際傳遞沖之鳥是礁不是島，凸顯日本無
理的作法，讓日本無法繼續憑藉片面主張恣意
妄為，這是積極捍衛國家及漁民權利的做法。

洪秀柱表示，在對該海域沒有特定立場的
情況下，若日本又在該海域片面動用公務船行
使警察權，危及台灣作業漁船及漁民時，又該
如何保護漁民呢？希望總統蔡英文能多為漁民
考慮。

柯文哲：遠雄限期不改善就解約
台北市長柯文哲（圖）23日赴市議會專案報告，針對大巨蛋案表示，下週會再發函給遠雄，
如果限期不改善，會以違約解約。

（中央社）兼任民進黨主
席的總統蔡英文25日將首度赴
黨中央召開中執會，新一波黨
務人事也將公布，前立委黃適
卓將接任黨發言人，新聞部主
任由前行政院長游錫?辦公室
主任孟義超接任。

民進黨 520 執政後，多
位黨務主管、幕僚轉任總統
府、行政院，黨務系統將大
幅改組。

據指出，秘書長將由現
任副秘書長洪耀福升任，前立

委李俊毅、前發言人徐佳青、
前秘書處主任高幸雪接任副秘
書長。

晚間傳出，其他的黨務
人事還包括，前立委黃適卓
將接任黨發言人，新聞部主
任 由 游 錫? 辦 公 室 主 任 孟 義
超接任，社運部主任由小英
之友會幹部宋岫書接任，組
織部主任李政毅續任，婦女
部主任由女人連線秘書長蔡
宛芬接任，國際部主任由立
委羅致政兼任，中國部主任

由立委趙天麟續任，青年部
主任由原副 主 任 黃 守 達 內
升 。

另外，傳出民進黨智庫
執行長由前國安會秘書長邱
義仁接任，由於昨天也傳出
邱義仁將接任亞東關係協會
會長。黨內人士說，智庫縮
編，邱義仁兼任智庫執行長
，並不衝突。

邱 義 仁 晚 間 被 問 到 未
來動態，他只說 「等整個人
事定了再說」。

解決租房糾紛 新定型化契約將上路
行政院消保處今天表示，已審議通過內政部最新研擬的 「房屋租賃契約書範本暨其定
型化契約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待內政部公告施行後就可以上路。圖為坊間房屋租
賃契約書。

（中央社）行政院今天召開首次行政立法政
策協調會報，行政院發言人童振源會後轉述，會
中共識將廢除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回歸人民團
體法規範。

行政立法政策協調會報由行政院副院長林
錫耀與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共同主持，
是行政院與立法院的溝通平台。

童振源晚間轉述表示，今天會議有行政院
秘書長陳美伶及近10名立委積極參與，首長方
面有內政部長葉俊榮、法務部長邱太三、原住民
族委員會主委夷將‧拔路兒等人與會。

童振源表示，會中達成3項共識，首先，行
政院25日將到立法院報告預算解凍案，民進黨

團成員認同未來應解凍行政院預算，讓行政院業
務順利推動。

他表示，其次，會中達成共識，認為紅十
字會有其存在必要，但目前運作存在諸多弊端，
未來應朝廢除專法、但保留紅十會的方向進行，
讓紅十字會回歸人民團體法規範。

童振源說，會中也對修正地方制度法達成
共識，認為縣市議會正副議長選舉應改為記名投
票。

民進黨520交接前固定在每週二中午召開黨
政協調會議，針對重要法案議題，凝聚共識。
520上台後，改成每週一晚上到行政院召開行政
立法政策協調會報。

（中央社）針對沖之鳥是
島還是礁，行政院今天表示，
會尊重聯合國島嶼界限委員會
的決定，在決定未出爐前，在
法律上沒有特定的立場。

行政院發言人童振源下午
表示，台日雙方針對近日所發
生的漁業糾紛，經過磋商後已
達成共識，將在亞東關係協會
與交流協會的架構下成立並啟
動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機制，於7
月底前召開第一次對話。

童振源表示，台日海洋事

務合作對話機制除漁業合作外
，也包括環境保護、科學研究
、海上緊急救難等雙方合作議
題，涵蓋議題將比現行台日漁
業委員會更廣。

有關沖之鳥礁護漁行動，
童振源表示，政府態度是護漁
不容許打折扣，未來會善盡護
漁作法，沖之鳥礁附近的護漁
船艦將視情況調整。

此外，前總統馬英九曾在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胞弟、眾議
員岸信夫來台時對他表示，針

對沖之鳥礁議題，既然台日雙
方都認為自己有道理，就交付
國際仲裁。

有 關 是 否 提 國 際 仲 裁 ，
童振源表示，目前沒有任何
資訊。但沖之鳥是島或礁，
會尊重聯合國島嶼界限委員
會的 決 定 ， 在 決 定 未 出 爐
前 ， 在 法 律 上 沒 有 特 定 的
立場。

據了解，在沖之鳥爭議
不採取法律上的特定立場，
是由國安高層定調。

嘉大香草植物 煉製精油驅蚊
嘉義大學利用香茅、土肉桂等香草植物提煉精油，由於具驅蚊效果，校長邱義源（前左4）邀
請學童一起下田採收香茅，並表示將推廣種植。

（中央社）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陳南天
今天說，總統蔡英文就職演說沒有承認虛構的
九二共識，或就中國所欲求的 「一個中國」原
則屈服，可看出她有意逆轉馬政府的治理邏輯
，值得讚許。

但他也說，仍要提醒蔡總統切勿劃地自限
，苟安自滿於 「中華民國體制」的違章建築。

台獨聯盟今天發出聲明稿 「自立前進，擺
脫中華民國體制桎梏」，回應蔡總統就職演說
。

台獨聯盟指出，馬政府時期將 「對中政策
」作為台灣外交、內政的上位概念，但由蔡總
統近6000字的演說全文中，對中關係僅占300
餘字，且在中國事前不斷放話恐嚇下，蔡總統
也沒有承認虛構的九二共識，或就中國所欲求
的 「一個中國」原則屈服，可看出她有意逆轉
馬政府的治理邏輯， 「值得我們讚許」。

台獨聯盟說，蔡總統在演說中，提及2次
「中華民國」，3次 「中華民國憲法」或 「中

華民國憲政體制」，這或許是體制內革命的不
得不然，但仍要提醒蔡總統切勿劃地自限，苟

安自滿於 「中華民國體制」的違章建築。
他們認為，蔡總統不但應順民意而行，更

應擔起將台灣推向正常國家的重責。既然蔡總
統之前已拋出投票權年齡降低、不分區立委門
檻等修憲議題，自可一併將憲法問題的論辯委
於公眾，作為打造台灣新憲法的準備工程。

台獨聯盟說，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將國際承認的中國視為大陸地區，
本是台灣民主化革命途中妥協的未竟殘餘，昧
於現實、自欺欺人。

他們認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不應再以
「兩區」視之，條例第一條片面地設定 「為國

家統一前，…」，更難以理解其民意基礎為何
，因此，這種違逆事實、沒有民意基礎的 「一
國兩區」式的法律，應該盡速廢除，並以正常
化的 「台灣與中國人民關係條例」取代。

台獨聯盟說，蔡總統在台灣歷史上的重要
性，毫不遜於前總統李登輝、陳水扁。蔡總統
若肯無畏地前進，實現她 「解決問題」的許諾
，努力脫離中華民國體制對台灣人民帶來的桎
梏，必能受到台灣人一路相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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