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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日前舉行3月商業午宴﹐建立
中美商業聯誼合作交流平台﹐活動上﹐除有針對商業發
展的主題演講﹐休士頓李氏公所前會長李雄(右二)及
李氏公所元老和休士頓地產經紀劉妍(右一)等僑社人
士都大力支持出席﹐受到美南傳媒董事長與美南國際
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右三)熱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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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敬愛的朋友，感謝您長
期以來，對休士頓台灣人社區的參與及
支持，讓台灣人在休士頓能年年舉辦
Taiwan Yes - Taiwan Festival！今年的四
月十五日星期六，上午十點半起至下午
四點止，台灣同鄉會將再次於台灣人活
動中心，舉辦 「Taiwan Yes – Taiwan
Festival 台灣夜市」小吃美食園遊會。這
將是連續第四年，發揚台灣人團結一致
，招五千人以上的盛事！

台灣小吃向來聞名，更是遠離家鄉
的台灣人，日思夜夢中，輕擾那濃濃鄉
愁的滋味；夜市攤位的遊戲，更是陪伴
每位台灣人長大的童年回憶。 「Taiwan
Yes」小吃美食園遊會，除了讓在美國的
台灣人重新回味童年夜市生活外，也希
望能藉著這個活動，匯聚休士頓台灣人
社區的共同記憶。這次除了以往熱賣的

人氣小吃，如台式香腸、蚵仔煎、鹽酥
雞、車輪餅、素食、滷肉飯等等之外，
新增的項目有碗粿、客家菜包、最有家
鄉味的擔仔麵、滷味、古早味酸梅湯等
等，絕對讓您一口接一口！當天除了高
人氣的 Home Depot DIY 之外，今年還
有介紹台灣保育動物 「台灣黑熊」及期
相關設計產品的攤位，以及純手工香皂
等等；為了增進修士頓民眾對台灣文化
的認識，台灣人傳統基金會也將特別在
活動中心室內大廳準備各式各樣的文藝
和童玩活動，有布袋戲、打陀螺、捏麵
人、彩繪油紙傘、手工台灣花布藝品等
；遊戲方面有熟悉的彈珠檯、歷久不衰
的撈金魚、套圈圈等，也都等著您來贏
大獎！今年將在室外搭建舞台希望帶給
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覺；邀請到今年初在
NBA表演的台灣歌手 - 大支(Dwagie)及

也是饒舌歌手的休士頓之子 - 黃崇旭
(Witness)為大家演出，當然在休士頓頗
有盛名的東風樂團也將與遠道而來的表
演者們一同帶來精采的演出，一次感受
台灣傳統文化與流行音樂的熱情！

誠摯地邀請您來共同參與，讓我們
共同的回憶，繼續在休士頓流傳下去。
也請您邀集親朋好友、員工及同事，在
活動當天來見識台灣夜市的多采多姿。
活動點券每本十美元，即日起在台灣人
活動中心櫃台(5885 Point West Dr.; Tel:
713-271- 5885)預售。若您有任意的問
題或意見，請聯絡同鄉會會長周建佑
(214-799-4980)或留言台灣同鄉會辦公
室(713-981-8787)。

您的參與，是台灣人社區永續經營
的最大保證。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全體理事 敬邀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光鹽社於3月
18 日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在 9800 Town
Park Dr. #255,Houston,TX. 7703 的該社辦
公室舉行[有機食品-值不值得?]講座,營養
師龐家慧應邀幫助僑界人士暸解有機食品
這麼多，到底值不值得選購，或是僑界人
士應該購買哪些有機食品。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們對所吃食
物的安全和健康關注越來越多。這給[有機]
的食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消費市場。根據
美國農業部（USDA）統計，有機食品年度
市場消費在過去20年間從大約10億美元躍
升到280億美元。

龐家慧先幫民眾定義什麼樣的食品可
以稱為 「有機食品」，根據定義，有機食
品是要通過符合 「有機農業標準」的方法

生產，才能稱為有機食品。有機農業標準
在全世界各不相同，但有機農業一般需要
保障資源循環、促進生態平衡和保護生物
多樣性。

要獲得有機認證，農作物的生長不得
使用合成農藥、生物工程基因(GMO)、石
油基化肥和污泥基肥料；加工的有機食品
必須含有至少95%的有機成分，且不含人工
食品添加劑，使用較少的人工方法、材料
和條件進行加工,例如化學成熟，食品輻射
和轉基因成分。

對於有機食品的好處，有著：含有較
少農藥殘留、無轉基因、不使用防腐劑、
對環境更友善、有機飼養的動物沒有使用
抗生素、生長激素或餵養動物副產品、有
機肉類、蛋、奶類含有更高的 n-3 脂肪酸

等。如果僑界人士負擔得起，可以買有機
的肉類、蛋和牛奶。

營養師龐家慧強調，目前醫學文獻中
尚沒有足夠證據支持有機食品比常規種植
食品更安全或更健康，雖然有機食品和常
規生產的食品其營養成分含量可能會存在
一些差異，但經過食品生產及處理的可變
性讓結果不能一概而論；且有機食品味道
更好也沒有相關的支持證據。

此外她也提醒民眾，要當個聰明的消
費者，有機並不總是等於健康，有些烘培
食品號稱使用有機材料、方法製作而成，
卻加了過多的糖、鹽、脂肪，所以僑界人
士在食用前仍然要注意食品標籤的說明。

休士頓光鹽社於3月18日舉行
[有機食品-值不值得?]講座
營養師龐家慧應邀主講

四月十五日，台灣夜市瘋台灣！

休士頓光鹽社於休士頓光鹽社於33月月1818日上午日上午1010畤至中午畤至中午1212時時,,營養師龐家營養師龐家
慧應邀來幫助僑界人士瞭解有機食品慧應邀來幫助僑界人士瞭解有機食品。。((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中國國民黨黨員日前集會
，針對前總統馬英九的洩密案，認為海外有良知的黨員，國民，
不分藍綠，已無法再坐視目前台灣司法這道防線淪為政黨的打手
，關說的人沒事，抓賊的人反倒面臨起訴，為了還馬英九前總統
一個清白，休市黨員不能再保持緘默，大家透過 「請願書 」，
發出海外的不平之鳴，希望蔡政府當局 「尊重司法獨立 喚回法
治信心」。

召集這場集會的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介紹 「請願
書」 內容如下：

民國102年法務部特偵組因案實施監聽，發現立法委員柯建
銘疑似為了 「全民電通案」，打電話給當時立法院長王金平，使
法務部長曾勇夫施壓就該案無罪判決不予上訴，因為該案嚴重違
反政治倫理，所以檢察總長黃世銘便將此事報告給總統馬英九。
不料違反政治倫理的立法院長和委員無責，黃世銘卻因違反通訊
保障及監察法及洩密罪判刑，雖因易科罰金而未入獄，此案的發
展和結果卻足以讓心繫中華民國的海外僑胞對台灣的法治憂心。

如今台北地檢署在前案的基礎上，以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第27條、刑法第132條、修正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等罪，
對前總統馬英九提起公訴，並將起訴書全文張貼在北檢網站首頁
，供民眾下載。鑒於一般案件起訴書並不公開，此舉居心為何？
是否藉此羞辱前總統？令人懷疑。

中華民國是自由民主國家， 「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
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刑事訴
訟法第2條），然北檢起訴書指陳馬前總統 「從政期間與立法院
院長王金平因理念差異，認施政政策無法貫徹，適 102 年 8 月
31 日因時任檢察總長黃世銘告知王金平等涉及關說司法情事，
馬英九明知行使總統職權，應符合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 之基本
原則，然為圖撤銷王金平黨籍使其喪失立法院院長職位，依次從
事下列犯行....」，似乎只注意對被告不利之情形，且對犯意充滿
推測之詞。

本案現已正式進入司法程序，本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基於支持
中華民國自由民主之心，鄭重呼籲蔡英文總統尊重司法獨立，並
籲請承審法官依法自由判斷證據之證明力（刑訟第155條），排
除推測之詞（刑訟第160條），用以喚回海內外同胞對中華民國
法治之信心。

當天出席集會的國民黨中評委葉宏志表示：今天我以無比沈
痛的心情參加這個會！台灣號稱是民主國家，司法本身應是獨立
性的。最近，美國總統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出來表明立場： 「
絕對遵守法律」。他呼籲台灣的 「司法界」，應以公平，正義的
立場，走民主，司法的正當途徑，這才是公平、公正、民主該有
的素養。

國民黨美南地區常委甘幼蘋表示： 這個案子完全是柯建明
作賊喊捉賊，關說案無罪在先，洩密案在後，前案無罪，何來後
案？詐騙無罪，被詐騙有罪，這是台灣的司法嗎？馬總統告知行

政院長，副秘書長，在職務上本來就是 「三位一體」，何
來自己洩密給自己之理？相信最後馬前總統是清白的。

甘幼蘋說： 誠如陳長文律師所言，藉此機會，社會應
不分藍綠地省思，蔡總統也該從速制定 「總統職權行使法
」。 更期待法院對這兩案（ 同一事實 ） 的判決，不僵滯在
制度不足的過去，而宏觀考慮憲政的未來，那麼本事件對憲
政的進步不啻是一貢獻。

從馬英九被起訴來印証民進黨在台灣進行
文革

國民黨新當選委員， 「中山學術會」 副會長黃膺超卻
從這次馬英九被起訴的案件，印證民進黨在台灣進行文革。
他說：

文化大革命 ，是1966年由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會主席毛澤東發啟的，藉著批鬥、抄家、告密等行為，不僅
是破壞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迫害致死了當時的國家主席劉
少奇、十大元帥的彭德懷和賀龍等領導人，鄧小平、陳雲等
黨內高層亦在此期間被下放。這 「十年動亂」、 「十年浩劫
」造成中國整體經濟受嚴重影響。

民進黨長期以來在台灣進行文革，對中華文化排擠，對
中華民國的傳承不認同，在幕後推波助瀾2014年318的太陽
花學運，打破了民主尊重的底線，讓有些人可以憑一己好惡
，以 「公民不服從」來否定政府。鼓動了恐中與反中的情緒
之火，助燃了2016年政黨輪替。執政以後，拿著意識形態
及轉型正義的偏頗來清算前朝，製造政治對立。藉著針對性
的年金改革政策，製造社會對立，撕裂族群融合，許多作為
都是政治考量，而把拚經濟拋在腦後。

蔡政府一上台，官員、監委、大法官的安排，幾乎只用
綠營親信，起訴馬英九的是周士榆檢察官，他在2006年偵
辦過馬英九國務機要費案件；北檢檢察長邢泰釗曾在馬政府
時就因查賄辦藍不辦綠被質疑過，他是政黨輪替後出任法務
部政務次長，僅兩個月後就轉任現職。司法官辦案應該推論
「犯罪動機」才是罪刑成立的要素之一，馬英九起訴書最大

的敗筆是以 「權鬥」動機為論罪基礎，開筆就回溯馬王自
2005年黨主席選舉之爭，而案情明明是有關黃世銘在2013
年的王金平關說柯建銘案件的監聽報告引發的，司法案件豈
能以十年前的 「政治心結」為起訴書打底？這完完全全是倒
果為因、射箭畫靶，司法的公信力已經蕩然無存。這絕不是馬英
九的個人危機，是全台灣每個人的危機，不論蔡英文是否知曉或
介入，我們絕不能縱容這把司法野火亂燒，我們不能讓台灣民眾
有文革時的 「政治立場不同就下場淒慘」的恐懼，我們站出來反
抗這種司法惡行，我們不願看到文革的浩劫發生在台灣！

國民黨黨員白釗民表示： 台灣目前沒有法律，馬英九十之
八九會被定罪，要發揚台灣的 「民主精神 」，國民黨唯有把 「
政權再拿回來」一途---- 讓民進黨下台。

其他如泛藍代表孫鐵漢提出： 我們中華兒女在海外要發出
聲音，我們要為台灣爭取法治； 國民黨黨員胡小蓮提出要改變
我們的思路，方針，黨裡面先檢討一番。新任委員陳煥澤表示
： 馮世寬，羅志強都是馬的部屬，馬與自己部屬討論，怎叫 「
洩密 」？那麼李登輝在1992 年大陸礮擊台灣時，說這是 「空包
彈」，導致我們在敵後有不少人被殺，這才是 「洩密 」！最後
，有人提出，該案至今已到司法階段，即 「訴訟階段 」 如今要
看如何打這場官司，才能達到真正的司法公正。

做賊的人喊抓賊，檢察官踐踏司法，休巿黨員發不平鳴
「請願書」 籲蔡政府 「 尊重司法獨立，喚回法治信心」

圖為休士頓國民黨員於日前集會圖為休士頓國民黨員於日前集會，，討論會馬英九前總統被起討論會馬英九前總統被起
訴的來籠去脈及因應之道訴的來籠去脈及因應之道。（。（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參加集會的黨員們為國民黨加油圖為參加集會的黨員們為國民黨加油！（！（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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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衛理工會醫院 4月8日辦病人講座系列
由腫瘤專家主講：免疫治療和肺癌治療的方法

（ 本 報 記 者
秦鴻鈞）休斯敦
衛 理 公 會 醫 院
（Methodist ) 全
球醫療健康機構
將於4 月 8 日（星
期六）下午一時
半至三時半在休
斯敦衛理公會醫
院 Fondren Tower 
, 一樓，100 房舉
行 病 人 講 座：「 
免疫治療和肺癌
治 療 的 方法」，

由腫瘤專家 Dr. Eric Bernicker 主講。
Dr. Eric Bernicker 是持有美國腫瘤醫生執

照的腫瘤專科醫生。他於 1990 年畢業於貝勒
醫學院，並在貝勒醫學中心完成了內科住院醫
和血液專科培訓。之後，他在 MD Anderson
腫 瘤 中 心 完 成 了 腫 瘤 醫 學 專 科 培 訓。Dr. 
Bernicker 的行醫理念是讓他的病人在獲得最好
治療的同時也備受仁愛關懷。

Dr. Bernicker 擅長治療實體腫瘤，特別是
胸腔內的腫瘤，例如肺癌和間皮瘤。他還擅長
對於具有特異基因變異的腫瘤病人應用靶向治
療，從而為病人提供更多戰勝癌癥的個性化治
療。Dr. Bernicker 負責了許多公司、工業界贊
助的臨床試驗。這些臨床試驗主要研究肺癌的

最新治療方法，包括免疫療法。Dr. Bernicker
的研究重點是研究不同的癌癥治療方法，例如
如何通過靶向療法和免疫療法來治療肺癌。通
過了解如何判斷有手術後復發風險或是能夠避
免化療毒性的患者，刺激其免疫系統優先殺死
腫瘤細胞，而不損傷正常組織。因為治療毒性
的降低從而改善患者的生存。最終目標是為了
能給在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就醫的任何階段的
非小細胞肺癌或小細胞肺癌的患者提供新的治
療方法和臨床試驗。

Dr. Bernicker 是威爾康奈爾醫學院的助理
教授，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癌癥中心醫療質量
改善委員會主席，美國腫瘤醫學會質量管理委
員會聯絡員。他是美國腫瘤醫學會、美國癌癥
研究協會和國際肺癌研究協會的成員。

演講地點地址：6565 Fannin St. Houston , 
TX77030, 建議停車在德州醫療中心 1 號停車
樓（ TMC Parking Garage 1 : 6519 Fannin St. , 
Houston ,TX. 77030  ) 然後從停車場三樓走進
醫院大樓。詳細情況見地圖。如有問題，請聯
繫 E-Mail : yli2@houstonmethodist.org, 聯系電
話 ：713-441-6745 。並請在 3 月 31 日前發
E-Mail 或電話預定座位。屆時國際中心會提
供翻譯及茶點。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成立於 1919 年，是全美最大的私立、
非營利性、教學醫療中心之一。90 多年來，
該院以病人為中心的優質醫療服務已揚名海內

王朝旅遊獨家：休斯頓出發 1-8 天旅行團折扣 20%
為了配合推廣休斯頓旅遊業，亦方便外地親戚朋友來休斯頓探親，

因此王朝旅遊推出的休斯頓出發旅行團全部折扣 20%。

Eric H. Bernicker, MD腫瘤專家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腫瘤中心

威爾康奈爾醫學院

Eric H. Bernicker, MD
肿瘤专家

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肿瘤中心
威尔康奈尔医学院

Dr. Eric Bernicker是持有美国肿瘤医生执照的肿瘤专科医生。他于1990年毕业于
贝勒医学院，并在贝勒医学中心完成了内科住院医和血液专科培训。之后，他
在MD Anderson肿瘤中心完成了肿瘤医学专科培训。Dr. Bernicker的行医理念是
让他的病人在获得最好治疗的同时也备受仁爱关怀。

Dr. Bernicker擅长治疗实体肿瘤，特别是胸腔内的肿瘤，例如肺癌和间皮瘤。他
还擅长对于具有特异基因变异的肿瘤病人应用靶向治疗，从而为病人提供更多
战胜癌症的个性化治疗。Dr. Bernicker负责了许多公司、工业界赞助的临床试验。
这些临床试验主要研究肺癌的最新治疗方法，包括免疫疗法。Dr. Bernicker的研
究重点是研究不同的癌症治疗方法，例如如何通过靶向疗法和免疫疗法来治疗
肺癌。通过了解如何判断有手术后复发风险或是能够避免化疗毒性的患者，刺
激其免疫系统优先杀死肿瘤细胞，而不损伤正常组织。因为治疗毒性的降低从
而改善患者的生存。最终目标是为了能给在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就医的任何阶
段的非小细胞肺癌或小细胞肺癌的患者提供新的治疗方法和临床试验。

Dr. Bernicker是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助理教授，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癌症中心医
疗质量改善委员会主席，美国肿瘤医学会质量管理委员会联络员。他是美国肿
瘤医学会、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和国际肺癌研究协会的成员。

HOUSTON METHODIST
GLOBAL HEALTH CARE SERVICES

王朝旅遊位於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公司成立超過 20 年，
一直備受社會各界的支持與鼓勵，我們茁壯成長為休斯頓旅遊
資深業者。德克薩斯房價便宜，稅率低，天氣適宜，不斷吸引
了大批移民和旅遊業者。今年超級杯還在休斯頓舉行，引發了
德州旅遊熱潮。隨著休斯頓和達拉斯的旅遊人口迅速劇增，王
朝旅遊正式開通孤星之州德克薩斯旅行團。旅遊天數從 1 日遊
到 9 天遊遍德克薩斯，我們的腳步將從休斯頓延伸到達拉斯、
奧斯汀、聖安東尼奧、新奧爾良和沃斯堡，讓您更加深入體驗
狂野的美國西部風情，讓您更加深刻體會孤星之州的牛仔情
懷。

 “1845 年，我們接受了美利堅加入德克薩斯共和國。”
德州人民一直就是這麼驕傲，因此遍地除了美國國旗之外，您
到處都能發現德克薩斯州旗。在這裏，您依舊可以在德克薩斯
看見穿著馬靴、帶著牛仔帽，騎著馬在街區漫步的牛仔，獨立、

勤奮的“牛仔精神”也在德州一直傳承這。來到德州，一定要
享受一次德州燒烤，絕對讓您流連忘返，垂涎三尺。再觀賞一
場激烈的牛仔競技，在鄉村酒吧裏聽聽音樂、喝酒、跳舞，親
身體驗一回德州牛仔生活。

王朝旅遊將會為大家提供幾條經典的旅遊線路，將囊括休
斯頓、達拉斯、沃斯堡、奧斯汀、聖安東尼奧等著名景點，希
望給您帶來獨一無二的德州體驗之旅。

為了慶祝王朝旅遊開業超過 20 年，王朝旅遊在此酬謝廣
大遊客，特別推出美東美西黃石 30% 折扣，波多黎各 20%
折扣，德州本地團 20% 折扣。
詳情請聯系王朝旅遊
地址：中國城精英廣場內，敦煌廣場側百利大道大通銀行後面
地鋪 #A14
All America Travel & Tours: 6918 Corporate Dr. #A14 

外。在 2016 年度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的醫
院年度排行榜上，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躋身全
美前 20 最佳醫院榮譽榜，有 10 個專科名列前
茅並被評為全美“最佳醫院”，並再一次被評

為德州第一和休斯敦第一的綜合性醫院。每年
診治了來自世界各地 80 多個國家的國際病人
達 1 萬 2 千余人次。

千里行旅遊 Thousand Miles Tours & Travel 是國際航空
運輸協會代理成員（IATAN) 也是郵輪業代理旅行社（CLIA），
是休斯頓最專業的旅行社，本著十年如一日的敬業精神，顧客
第一，服務周到的宗旨，為所有顧客提供優質、準確、快捷的
服務，並得到一致的贊賞。

千里行旅遊的 2017年夏季旅遊團提前訂團享受更多優惠
價格，休斯頓及周邊旅遊團，限團限量特價 20%~10% 折扣。
美國東部團及美加東團買二送二或買二送一 , 限團限量特價
30%~10% 折扣。特價美西團和黃石公園皆有買二送一優惠，限

千里行旅遊 -2017 夏季旅遊
團優惠 30%~10% 折扣季

團限量特價 30%~10% 折扣。優惠價至4月15日。千里行旅
遊的歐洲旅遊團保證每個出發日期鐵定出團，暢遊歐洲15
個國家 50 個城市行程組合變化多滿足不同需求，豪華團與
經濟實惠團，必有一款合適選擇。中國特價團增加了更多新
線路及純玩無購物旅遊團以及亞洲特價團，世界各地豪華郵
輪直銷。

詳細折扣優惠旅遊團請來電查詢：713-772-7570。更
多資訊請登錄網站：www.tmttravel.com , 公司地址：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由角聲社區中心暨休士頓三間教會合辦的《泥土音樂》幸
福 + 好心情盛曉玫音樂會，將於 3 月 24 日 ~26 日 2017
年在休士頓一連有三場演出，鼓勵僑社朋友踴躍參加難得
的《盛曉玫音樂會》，免費參加。電話：713-270-8660
第一場：3 月 24 日（週五）晚上 8 時。有《泥土音樂》 
幸福 + 好心情  - 盛曉玫音樂會。歡迎您踴躍出席。曉士頓
西區 中國教會。免費參加。
教會：10638 Hammerly Blvd., Houston, TX 77043 電話：
713-935-9422, 
第二場：《泥土音樂》盛曉玫音樂會 幸福 + 好心情 將於 3
月 25 日（禮拜六）下午 3 點在曉士頓中國教會舉行， 免
費參加。教會：10305 S. Main, Houston, TX 77025 電話：
713-663-7550 
第三場：《泥土音樂》盛曉玫音樂會 幸福 + 好心情 將於
3 月 26 日（禮拜日）下午 1:30pm 在休士頓北區華人教會
New Hope Christian Church 舉行，免費參加。

《泥土音樂》幸福+好心情 
- 盛曉玫音樂會

你找到幸福了嗎?來聽一場
好心情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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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66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 昨天剛好看了馬雲在
達沃斯的演講，馬雲提到他喜歡阿甘，喜歡他
的永不言敗、純粹、永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很多人也欣賞阿甘的這種品質精神，但是又有
幾個人做到了呢？不同的是馬雲做到了。馬雲
說他喜歡裏面的一句話：人生就像巧克力，你
永遠不知道下一塊是什麼味道。很多人都知道
這句話，但是又有幾個人真正的領悟這句話而
付諸了行動？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隨隨便便成
功的，成功總是留給足夠努力、勇於挑戰自我
的人。

也許有人會說，我太老了。還有人會說，
我沒讀過大學。可能還有人說，我的專業很冷

門，找不到工作。現在，就有這
樣一個機遇，只要你夠努力，其
他都不是問題！只要學習 3-6 個
月，就能成為 Cisco 網絡工程師，
年薪達到 10 萬美金！

Lanecert.com 是 一 家 總 部 位
於達拉斯的電腦工程師培訓學
校，目前剛剛進駐休斯敦。如果
你曾經選錯了專業，或者讀書時
GPA 不夠理想，一直沒能找到合
適的工作，又或者屢次被各公司

以沒有工作經驗拒絕。在了解了 LaneCert.com
的 Cisco 網絡工程師培訓之後，你就會發現這
一切都不會再是問題！

據 LaneCert 的劉校長介紹，LaneCert 培訓
機構是一個網絡工程師的專業培訓機構，其導
師都有十至十五年的工作及教學經驗，培養出
大量計算機類精英人才。眾所周知，電子高新
技術區域一直人才短缺，技術人員供不應求。
而在其中 CCIE 這種職業人員更為突出。全美
統計，Cisco 互聯網專家 CCIE 只有 1 萬人，
而這種高新技術人員正為各大公司所急需。
Lanecert 培訓機構作為一個專業 CCIE 培訓機
構，可以指導你進行 Cisco 專家培訓，在短時

間內突破技術障礙，考過專業證書，十萬年薪
不再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多人可能要打退
堂鼓了，認為這是高科技，很難學。其實，事
實完全相反！這也正是 LaneCert 最大的優勢！
零基礎，任何人都可以

學，而且包學會！其一，Cisco 互聯網程
序相對獨立，對於知識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
要求，任何人只要想要改變便都能達成目的！
其二便是速成但是保質，幫助你在 3 到 6 個月
的時間內完成現在到 Cisco 專家的轉變，並且
保證了你的知識框架技能完全勝任這個工作！
其三，LaneCert 的導師曾在中國任教，比之外
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學習思維方法更為了解，也
研究出了有一套獨有的教學方法，教學效率極
高！其四，教學時采用小班教學的方法，保證
每一個學員都有被充分的關註，及時解決學習
上的困惑，教學質量得到保障！其五，如果實
在擔心自己考試發揮失常，LaneCert 承諾免費
重修課程直到考到執照為止！而且 LaneCert 承
諾幫助找到年薪十萬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工
作，LaneCert 雇傭你！
很多人想要過好日子，但是卻妥協於懶惰、安
於現狀，不想努力。失敗了就抱怨自己命不

好，其實，不是你命不好，是你不夠努力，不
夠勇於挑戰自我。打敗我們的不是事物本身，
而是我們自己。同樣的，成就我們的，也是我
們自己！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發奮努力，永不嫌遲！
所以，趕快行動吧，朋友們！
也 許 這 就 是 上 帝 送 給 你 的 改 變 命 運 的 機
會，你，能抓住嗎？ Cisco 互聯網專家培訓
CCIE，隨到隨學，試聽免費。
LaneCert 是經美國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失業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休斯敦分校即將開
學，如果你沒有工作、留學生要找到工作辦身
份、或者對現有工作不滿意，請來 LaneCert，
給世界一個證明自己能力和價值的機會，世界
將回報給你十萬以上年薪！
LaneCert 休斯敦分校
地 址：12989 Bellaire Blvd #4, Houston, 
TX77072
電話：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你只是不夠努力，其實十萬年薪不是夢！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什麼是痛風陶翔醫生 專欄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長期腰痛背痛
頸痛，這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椎間盤突
出。椎間盤突出分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
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腿痛常見原因之
一，其主要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間盤突
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癥或腰椎間盤髓核
突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脫”或“腰突”。
它是指人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傷和積累
性外傷等原因，使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
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
膜囊而引起的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
的骨科常見病、多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部疼痛，下
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
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
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
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
過久後疼痛加重等。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
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髓核向後或
後外側突出，壓迫脊神經根引起腰腿痛，坐骨
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癥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的頸
部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
經根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部劇烈疼
痛，伴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
疼痛加重。肌力下降，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臂

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
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療椎間盤突
出有 20 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
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
法，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
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
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
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治療，
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
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症、缺水程度
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
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
下來疼痛馬上減輕 80%。李醫生還專精車禍
後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
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6pm）

痛風又稱“高尿酸血症”，嘌呤代謝障礙，
屬於關節炎一種。痛風是人體內嘌呤的物質的
新陳代謝發生紊亂，尿酸的合成增加或排出減
少，造成高尿酸血症，血尿酸濃度過高時，尿
酸以鈉鹽的形式沉積在關節、軟骨和腎臟中，
引起組織異物炎性反應，即痛風。痛風多發人
體各部位，關節劇烈疼痛，痛不欲生的“痛”，
很快 1-7 天痛像“風”一樣吹過去了，所以叫
“痛風”。 40+ 男性多發（95%），女性一般
在絕經後常見，因為雌激素對尿酸的形成有抑
製作用；但是在更年期後會增加發作比率。第
一次痛風後一般會有 1-2 年的間歇期，也有
10 年間歇期（5%），期間需積極治療，預防
痛風石的形成。

痛風的臨床表現分三種。 1，急性發作期
的痛風病症狀：發作時間通常是下半夜。該階
段的痛風症狀表現為腳踝關節或腳指，手臂、
手指關節處疼痛、腫脹、發紅，伴有劇烈疼
痛 ,2，間歇期的痛風病症狀：該階段的痛風症
狀主要表現是血尿酸濃度偏高。所謂的間歇期
是指痛風兩次發病的間隔期，一般為幾個月至
一年 ,3，慢性期的痛風病症狀：該階段的痛風
症狀主要表現是存在痛風石，慢性關節炎、尿
酸結石和痛風性腎炎及並發症。此時痛風頻繁

發作，身體部位開始出現痛風石，隨著時間的
延長痛風石逐步變大。痛風可以由飲食，天氣
變化如溫度氣壓突變，外傷等多方面引發。

飲酒容易引發痛風，因為酒精在肝組織代
謝時，大量吸收水份，使血濃度加強，使得原
來已經接近飽和的尿酸，加速進入軟組織形成
結晶，導致身體免疫系統過度反應（敏感）而
造成炎症，痛風古稱“王者之疾”，因此症好
發在達官貴人的身上，如元世祖忽必烈晚年就
因飲酒過量而飽受痛風之苦。

痛風的治療方法主要是控制尿酸和控制炎
症的症狀。根據痛風的輕重，尿酸水平的高
低， 治療手段也不一樣。這些治療手段包括
控制體重，減少嘌呤食物的攝入，減低尿酸的
藥物和抗炎的藥物使用，以及關節腔內消炎藥
的注射。

風濕免疫內科專家 陶翔醫生診所
地 址：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 在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樓內 )
電話：713-541-1112
診療時間：9:00Am----5:00PM( 週一至週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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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休城讀圖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追殺國民黨，羞辱前總統，黨員集會陳情，遞「請願書」

呼籲蔡總統當局「尊重司法獨立  喚回法治信心」

國民黨中評委葉宏志（ 立者 ）講話，（坐者左起 ）唐心琴常委（中山會長）， 甘幼蘋常委（中山前會
長），黃膺超委員（中山副會長）。

黨員白釗明發言。

國民黨新當選委員黃膺超講話，
從馬英九被起訴來印證民進黨
在台灣進行文革。

黨員胡小蓮發言。 新任委員陳煥澤發言。

國民黨中評委黃泰生發言。 「氾藍」 代表孫鐵漢講話。

在「 北海道 」 餐廳舉行的座談會現場。

國民黨新任常委唐心琴（ 立者 ）首先在會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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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華裔聯盟（HCA）在 Jungman Neighborhood
圖書館由會長曹青樺博士深入淺出主講

成功舉辦了美國憲法知識講座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2017 年 3 月 18 日，休斯敦華裔聯盟（HCA）在 Jungman Neighborhood
圖書館成功舉辦了美國憲法知識講座。

曹青樺博士以美國憲法的目的就是保護個人，限制政府。

美國憲法旨在保障人權、美國憲法中規定的保
護對象是“人（person）”，而不是“美國公民
（citizen）”

休斯敦華裔聯盟會長曹青樺博士指出憲法第四、
第五、第六修正案賦予了人們免遭非法搜查、
免遭非法拘禁、雇傭律師、不必自證有罪等各
項權利。這些條款對在美華人尤其重要。大家
在面對警察或其他執法人員的詢問時，一定要
敢於說“不”，語言不通時就說“聽不懂”，
最起碼要問清楚“是否有拒絕的權力”

張愛華等聆聽曹青樺博士講述美國總統選舉
施行選舉人制度，聯邦總統由各州選舉人最
終投票產生。

曹青樺博士講述憲法勾畫出了三權分立的政
府架構——議會立法，法院解釋法律，政府
執行法律。憲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

聽眾們頻頻向曹律師提問，現場氣氛嚴肅而熱烈。在問答環節，曹律師
以辛普森案為例解釋了“正當法律程序”的重要性。

休斯敦華裔聯盟會長曹青樺博士，以人權法
案為核心，以經典判例為主線，為聽眾奉上
了一場非常精彩的講座。

美國財政部駐休斯敦資深律師，休斯敦華裔聯盟會長曹青樺博士、
以人權法案為核心，以經典判例為主線，為聽眾奉上了一場非常精
彩的講座。

曹律師以辛普森案為例解釋了“正當法律程序”的重要性。
聽眾們通過這次講座深刻體會到：歷時兩百余年，美國憲
法飽含的智慧和對人權的關註仍然熠熠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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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遞交H-1B申請注意事項和最新移民消息
一年一度的H-1B工作簽證申請正如火如荼。我們律

師事務所在這裡提醒讀者在遞交H-1B申請中需要特別注
意的問題。

最佳遞件時間和方式
2017年3月31日周五是郵寄H-1B申請的最佳時間.我

們建議讀者用私人快遞公司隔工作日收到的方式遞交
H-1B申請.這樣處理,既能保證申請不會在4月3日之前收
到,又能保證移民局會在4月3日本財政年度受名額限制的
H-1B名額開放的第一天收到申請。

表格問題
表格的每一項都非常重要。其中最常見的錯誤有：
１．新的申請所填H-1B開始時間早於2017年１０月

１日。H-1B開始時間必須為2017年10月1日,因為名額10
月1日才開始開放.如果不小心填成2017年9月１日,申請將
被拒絕.

２．所填護照有效期過短。移民局將按照護照有效期
日確定H-1B批准的長短。如果護照６個月之內過期，那
麼批准的H-1B也將在６個月之內過期。

３．每一份表格都要雇主簽名，並寫上日期。移民局
建議用藍色的筆簽名,以區分於復印件.

４．表格要齊全。除了 I-129 表格外，還有 H 附表,
H - 1B簽證資料收集及申請費豁免的附表以及LCA需要
填寫。

支票問題
１．日期。移民局不接受超過６個月的支票。如果支

票年份寫錯，將會直接導致退件。
２．大小寫一致。
３．支票記得簽名。
４．防欺詐費$500的支票要單獨開具。
5. 需要使用公司支票。
地址問題
郵寄地址根據雇主的所在地分別提交到加利福尼亞處

理中心 (CSC) 或佛蒙特處理中心 (VSC)。
受名額限制的H-1B申請需用色彩鮮明的筆注明申請

類別，申請地址要區分是普通名額的申請還是美國碩士以
上學位名額的申請：

普通名額: ATTN: H-1B Cap
美國碩士學位名額: ATTN: H-1B U.S. Master’s Cap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3月3日表示，因H-1B案件積壓嚴重，移

民局將於四月三日起，暫停加急服務。這意味著今年所有
新的H-1B簽證都不能使用加急程序。加急服務可能暫停
6個月左右。

2. 從2017年4月1日開始就可以提出開始工作日期
為 2017 年 10 月 1 日或以後的 H1B 申請。從過去幾年 H1B
工作簽證的名額使用情況和就業形勢看，2017年的名額馬
上告罄幾乎是肯定的。而且，這兩年移民局對H1B工作簽
證的審理有變嚴的趨勢。所以在准備材料上要做好充分的
工作。另外，從程序上看，勞工部要求在遞交勞工條件申
請前，必須先遞交雇主的稅號證明。而且勞工條件申請也
通常需要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才能批准，這些無疑給H1B
工作簽證的申請在時間上和程序上都增加了難度。

3. 移民於 12 月 23 日大幅調漲申請費。綠卡延期的
申請費（I-90）從$365 漲到$455，另加指紋費。H-1B，
H-2B， L-1，E, TN， O， P 等工作簽證申請費從$325
漲到$460。親屬移民(I-130)申請費從$420調到$535。 遞交
調整身份之後的回美證（I-131）申請費也從$360調到每
份申請$575。職業(勞工)移民申請(I-140)申請費從$580調
到每份申請$700。申請綠卡調整身份申請(I-485)的申請費
從$985漲到每份申請$1140(不包括指紋費)。拿到婚姻臨時
綠卡後申請轉成正式綠卡，申請費則從$505漲到595(不包
括指紋費)。 工作許可申請從每份申請$380漲到$410。 指
紋費$85不變。公民入籍的申請費由$595漲到$640（不包
括指紋費)。投資移民申請費I-526從$1500漲到$3675。投
資移民臨時綠卡轉成正式綠卡，I-829申請費$3750不變。
投資移民區域中心I-924申請費從$6230調漲到$17,795。移
民局還提出一項新的收費，將I-924A的投資移民區域中心
年度登記費設為$3035。移民申請費上一次調整費用是
2010年11月。

4.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自2016年12月15日起，全
面實行辦理護照、旅行證網上預約制度。 申請人需要
提前登錄“中國公民海外申請護照在線預約”網站（http:
//ppt.mfa.gov.cn/appo/）在線填寫資料並預約辦證時間。
預約成功後，需依照網頁提示打印出所需文件，在約定時
間攜帶相關資料（含紙質護照照片）由本人來館遞交申請
。除遺失護照急於回國的臨時訪美人員申辦旅行證或申請

人有其他極特殊
情況無法在線預
約的情況外，總
領館不再受理未
經預約的護照、
旅行證申請。

5. 自 2016
年 11 月起獲得
十年有效期 B1/
B2、B1 或 B2 簽
證的申請者，必
須在首次前往美
國旅行前登記。
所有申請者的登
記維持兩年有效
，若旅客的簽證
或護照兩者中有任何一者過期，EVUS登記的信息便失效
。登記內容包含簽證持有者的姓名、出生日期和護照及其
他個人資料和工作信息。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民法律知識而作，並
非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
體情況咨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師
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
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
四個星期一下午5: 30(11-1月下午5點)在電台調頻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
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
的嘉賓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
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各類簽證，身份轉
換,親屬移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
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托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
，遺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大道旁，
惠康超市廣場內。地址是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
ton Tx 77036 聯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六:
10:00AM-1: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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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堅強李堅強//美國休斯頓大學國際關系副教授美國休斯頓大學國際關系副教授

從國務卿蒂勒森訪華看美中大國關系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美國對華關系的走向備受各

方關注。這種關注不是沒有原因的。首先，在2016年的競
選活動中，特朗普指名道姓批評最多的就是中國。美國的
總統選舉，是西方選舉制度中最為戲劇性的政治對壘。自
從二戰結束後，中國就頻頻出現在美國總統選舉的口水戰
中。多數時候，中國是候選人炒作話題、以達到獲取支持
和抹黑對方的政治目的。裡根1980年參選總統時曾信誓旦
旦地表示，一旦當選他要恢復美國與台北的官方關系。克
林頓競選總統時，也拿中國說事。因為中國人權記錄不佳
，他宣稱當選後要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當然，裡根上
台後並沒有恢復美台官方關系。克林頓執政八年，見證了
美中貿易前所未有的大發展。特朗普是個不按規矩出牌的
業余政客，他的競選語言需要當真嗎？

其次，特朗普就職前與蔡英文的隔洋通話，在美中關
系上掀起了一陣逆風。關心美中關系的各方人士在問，尼
克松總統1972年打下的、由後來的共和和民主兩黨總統參
與塑造的美國對華政策是否會出現大變。特朗普執政團隊
是否准備放棄對華關系的“一個中國”政策，成了關注的
焦點之一。 第三，特朗普是在美國國力相對下降、中國強
勁崛起的時候走馬上任的。特朗普的“新孤立主義”貿易
觀、國際關系上的單邊主義傾向和“振興美國”的“美國
至上”態度，是否會在貿易、朝核、台灣問題、南海等問
題上和北京發生衝突？

美國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3月18-19日到訪中國, 似
乎是針對這些疑慮而來。

在北京，蒂勒森向中國領導人表示，華盛頓方面願意
本著“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雙贏”的精神，
來開展對華關系。 這個表示立即引起各方的注意。“不衝
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雙贏” 是中方發展中美“新
型大國關系”之期待的用詞。在去年美國大選結束後，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給當選總統特朗普的賀電中，再次使用
了“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雙贏。” 重申希望

與美國新的行政當局以此精神來發展兩國關系。
蒂勒森借用中國方面的措辭的長遠意義，還有待於觀

察。
但是， 在外交上借用他國的用語，不完全是無心之舉

。為什麼這樣說?
首先，美國新政府估計已完成了對華政策的內部檢討

、有了推動雙邊關系發展的基本路線圖。特朗普政府也可
能做好了在新的基礎上和中國打交道的准備。第二，特朗
普團隊應該體驗到了，美中關系不是普通的雙邊關系，而
是可以撼動國際政治、外交和防務的全球性的國際關系。
美中之間若能維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和合作
共贏”的雙邊關系， 兩國則可能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合作
。 第三，特朗普本人和其團隊也應該清楚，中國在東亞和
東南亞，有獨特的影響力。美國要在遠離本土以外的地區
推行其外交和國防政策，藐視甚至挑戰地區內有影響力的
國家是不明智的。中國是東南亞地區最主要的貿易伙伴，
在東北亞個別地區有舉足輕重和他國沒有的話語權。解決
南海糾紛、應對朝鮮挑釁，中方的合作與支持至關重要。

在南海和東海問題上美國要阻擋中國權益的聲張，用
強硬手段是達不到目的的。美國單獨或與其盟國私下作業
解決地區問題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在東北亞尤其難度大。

第四，美中貿易和經濟關系，應該是特朗普最為關心
的問題。如何打好美中“經濟牌”、借用美中密切的經濟
關系，來幫特朗普兌現“振興美國”的競選承諾，有可能
是特朗普願意和北京發展“新型大國關系”最為實際的考
量。中國大陸在基礎建設的成果、公共交通如高鐵建設的
領先，舉世聞名。特朗普要“振興美國,” 可以先翻新美
國的基礎設施。特朗普要把工作留在美國，就必須務實地
接納來之世界各地的投資，包括來自中國的投資。在今後
美中經貿關系上， 特朗普能夠解除哪些對華貿易禁令、能
夠開放那些投資領域， 值得觀察和留意。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訪美，美中兩國能否在此次

訪問中共同宣布建設“新型大國關系”很值得關注。 “不
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贏” 作為指導美中關
系的原則， 雖由北京提出， 華盛頓接受它並不損害美國
利益。相反，這個原則有利於美中雙邊關系， 也有利於美
中合作應對國際上的共同問題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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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亞洲論壇年會直面“逆全球化”

多項傳統議題將呈新看點

綜合報導 面對近年來“逆全球化”思潮上升，即將於23日至

26日在海南博鰲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將主題定為“直

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來自50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商、學、

媒體等各界1727名代表，將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鼓與呼。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仍保持較高經濟增速的中國，是世界

經濟復蘇乏力情況下推動全球增長的重要力量。中國和世界許多國

家壹樣，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上周，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

會見中外記者時表示，在全球化進程受到壹些非議或者在某些方面

有挫折的情況下，中國始終堅持壹貫的立場，維護經濟全球化，支

持自由貿易。

本次年會分為全球化、增長、改革、新經濟四大板塊，更加包容的

全球化是年會的基調。年會還將從多個角度探討增長的新路徑、新思路、

新動力，設置重點議題討論如何推進改革，並從分享經濟、人工智能、

虛擬現實、數字貨幣與區塊鏈、金融科技、創業與資本、互聯網汽車、

直播經濟等領域探討創業、創新與新經濟。此外，還將對亞洲金融風暴

和次貸危機進行回顧、反思，就亞洲區域合作、中美經濟走勢等方面舉

行專場、專題討論。

與此同時，“壹帶壹路”建設、兩岸企業家圓桌會、華商圓桌會等

連續多年的年會傳統議題，料將在本次年會上呈現不少“新看點”。

自中國2013年提出“壹帶壹路”倡議以來，目前已有100多個

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影響力日隆。本次年會設置了多個關於“壹

帶壹路”的分論壇，其他諸多經濟議題也難以繞開此話題。來自中

國、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

將在本次年會上共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與泛南海地區共同發

展。中國即將於5月在北京舉辦“壹帶壹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本

次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或將是此前壹場高質量的“預熱”。

“壹帶壹路”沿線國家有4000多萬華僑華人，他們是參與和推

動“壹帶壹路”建設的重要橋梁和紐帶。博鰲亞洲論壇年會自2011

年開設的華商圓桌會，今年將以“華商攜手繁榮絲路”為主題，凸

顯華僑華人積極參與“壹帶壹路”建設的相關元素。來自中國、新

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地的華商領袖和華人智庫學者將齊聚博鰲，共

同分享“壹帶壹路”倡議下的“中國機遇”。

兩岸企業家圓桌會是每年年會熱點之壹。在當前兩岸關系趨向

嚴峻復雜的背景下，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如何繼續克難前行，為增進

兩岸同胞福祉不斷開辟新的領域和空間，壹場主題為“新形勢、新

機遇、新合作——大陸擴大開放與兩岸經貿合作”的圓桌會，將產

生哪些新的思想火花，值得期待。

此外，對於東道主海南而言，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是講述“海南

故事”的絕佳良機。本次年會上，將有13項海南主題活動。

大宗商品價格攀升令中下遊企業承壓

不存在上漲條件
綜合報導 2月份工業生產者

價格指數（PPI）上漲7.8%，引

發了市場對PPI是否會向CPI傳

導進而提升通貨膨脹壓力的擔

憂。記者了解到，近期鋼鐵和煤

炭等大宗商品市場關系出現了改

善，價格上漲明顯，或推動PPI

漲幅短期內進壹步擴大。專家表示，

上遊原材料價格攀升增加了中下

遊企業的經營壓力，但工業產品

價格未來進壹步沖高的可能性不大，

甚至可能出現階段性回調，PPI向

CPI傳導壓力也有限。

生意社大宗58榜顯示，3月

13日至17日，50%的大宗商品價

格上漲，39.66%的大宗商品價格

下跌，環比上周上漲商品數量增

加三成。本周市場均漲幅為

0.09%，這是自2月下旬以來周均

漲跌幅首次轉正。據了解，去年

9月份以來，煤炭、鋼鐵市場供

求關系得到了壹定的改善，價格

觸底回升，成為PPI實現由負轉

正並隨後壹路走高的重要原因。

生意社首席分析師、中國大

宗商品發展研究中心核心專家劉

心田表示，隨著政策以及宏觀經

濟目標等各種利好開始釋放，有

色金屬以及鋼鐵板塊均呈現出爆

發式大漲，提振了整個商品市場，

而且市場仍處於大的行情周期內，

牛市基調未改，鐵路、公路的萬億級

投資，政府減稅降費等壹系列利

好更是給市場註入源源不斷動力，

市場的不確定因素很快就會消散。

大宗商品或迎來新壹輪上漲。

上遊原材料價格的攀升，引

發了市場兩重擔憂，壹是中下遊

企業成本壓力持續上漲，二是

PPI上漲或向CPI傳導，導致通

貨膨脹壓力上升。

“成本端的過快拉漲，導致

終端對價格不接受，進而影響其

對原材料的采購需求。”金聯創

鋼鐵分析師王思雅表示，由於上

遊鋼價拉漲過快，導致下遊終端

承接力不足。

煤炭行業也出現了同樣的現

象。金聯創分析師張敏表示，年

後煤礦復產力度不大，煤炭供給

短期內略顯緊張。煤價不斷攀升

觸及下遊采購市場的承受底線，

在可控制範圍內放緩采購節奏。

下遊電廠在高煤價的背景下，生

產經營情況不容樂觀。

在方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任

澤平看來，PPI向 CPI的傳導已

經顯現。他表示，2016年至今，

PPI生產資料大幅上漲，推動下

遊多種家電價格上漲。2017年1

月，CPI非食品價格漲幅達2.5%，

為2011年11月以來新高，CPI非

食品價格變化基本和PPI同步，

產業鏈上端價格已經影響到產業

鏈終端。

但也有多位專家認為市場不

必過於擔憂大宗商品和PPI的價

格問題。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

判斷，雖然大宗商品價格整體延

續上漲趨勢，當前工業生產者購

進價格指數同比漲幅達到9.9%，

顯著高於出廠價格指數，可能還

將推動PPI漲幅擴大，但是由於

2016年下半年閑置資金流入工業

品和消費品領域，大量工業產品

價格已經高漲，未來進壹步沖高

的可能性不大，可能出現階段性

回調。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

究員周景彤表示，近期鋼鐵、煤

炭、銅等大宗商品價格還在上漲，

同時翹尾因素依然較高，PPI短

期內還有上漲的壓力。可值得註

意的是，PPI較快上漲必然會向

下遊傳導，但傳導幅度並非是壹

壹對應的，而是逐漸衰減的。壹

是今年政府將通過減稅降費、降

低“五險壹金”繳費比例、降低

用能成本等多措並舉降成本，有

助於增強企業盈利水平，減弱

PPIRM(生產者購進價格指數)向

PPI進而向CPI的傳導壓力。二

是企業加快創新和技術進步也會

吸收壹部分成本上升的壓力。三

是由於全球經濟大環境不佳、前

期漲幅已經比較大和政府采取措

施治理投資炒作等原因，未來大

宗商品價格不存在大幅持續上漲

的條件。

重慶將建國際航空樞紐
通用航空功能市域全覆蓋

綜合報導 《重慶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

加快國際航空樞紐建設促進民航業全面發展的意

見》（簡稱《意見》）正式公開發布。重慶市交

委在當地召開新聞發布會解讀稱，到2020年重

慶將基本建成國際航空樞紐，江北機場國際(地

區)航線達100條左右；建成10個以上通用機場

或兼顧通用航空服務的運輸機場，形成覆蓋重慶

市的通用機場網絡和低空航線網絡。

作為中國中西部地區唯壹的直轄市，重慶

建內陸開放高地，面臨國際航空競爭力弱、國際

航線偏少等問題，同時擁有中新(重慶)戰略性互

聯互通示範項目運營中心、自貿區設立等優勢。

因此，當地將“十三五”時期視為民航發展的戰

略機遇期，制定《意見》，將出臺民航管理地方

性法規，大力改革，最大限度釋放市場潛力。

重慶市交委副主任汪欽琳

說，截至2016年底，重慶旅客

吞吐量達3659萬人次，貨郵吞

吐量36.3萬噸，同比增長均達

兩位數。到2020年，旅客吞吐量將超5000

萬人次，貨郵吞吐量達100萬噸。

江北機場東航站區及第三跑道工程計劃

2017年上半年投用。屆時，江北機場航站樓

面積將達73萬平方米，是現在的3.5倍；新

建成的3800米第三跑道可起降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飛機空客A380。

通用航空方面，據汪欽琳介紹，“十三

五”期間重慶將新建巫山、武隆機場，完成萬

州、黔江機場改擴建。這四大支線機場將具備

通用機場功能。此外，永川大安通用機場建設

正有序推進，萬盛江南機場計劃2017年開工。

作為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

項目的運營中心，重慶將“借力”新加坡。

《意見》特別提到要利用新加坡發達的國際

航線網絡和經重慶的第五航權，加強兩地機

場的客貨運聯動，促進兩個國際樞紐機場與

世界的互聯互通。

重慶將爭取離境退稅業務和中新商業合

資公司免稅經營資質，並支持新加坡企業以

獨資或合資方式投資飛機維修、拆解、租賃

等業務，推進中新航空產業園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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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received by the then president Barrack Obama 
in Sunnylands, a retreat in California. For two days, 
Xi and Obama spent more than eight hours together 
through two meetings, a working dinner and a morning 
stroll along the lake.
Truly impressed, the official mainland media then 
hailed the Sunnylands encounter as a new style of 
diplomacy known as “Manor Diplomacy”, praising 
Xi’s confidence and maturity regarding bilateral ties.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while US officials proposed 
Sunnylands in 2013, it was China that reportedly 
pushed for an invitation to Trump’s private resort. Xi 
would be the second foreign leader to visit the resort, 
following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Establishing a perso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eaders 
helps enhance the strategic mutual trust between the 
countries.
Will Xi and Trump click? At first glance, the two men 
could not have come from more different backgrounds. 
Despite his red pedigree, Xi suffered a harsh youth 
in the poor countryside of Shaanxi after his father, a 
revolutionary, was persecuted during the era of Mao 
Zedong (毛澤東). He likes to identify with the poor 
people, and proclaims a love for books and sports such 
as swimming and soccer. By comparison, Trump is an 
avid golfer and relishes being unpredictable and daring 
and celebrates wealth.
Trump has professed admiration for leaders with 
strong personalities and he may find his match in Xi.
There is good reason to remain hopeful because of the 
high stakes, aptly exemplified by the saying of “no 
discord, no concord”.
Their meeting can qualify as a success if both send a 
clear and strong message to pursue a constructive, not 
confront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restore a measure of 
stability to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Courtesy www.
scmp.com/week-asia/opinion/article)

the meeting happen sooner.
The venue is also a good choice. The relaxed setting 
of the Florida resort will give Xi and Trump ample 
time to see if they can nurture a high-level working 
relationship, if not friendship. The results of the 
meeting will set the tone for the trajectory and strength 
of bilateral ties in the years to come.
Moreover, the informal setting, rather than the typical 
formal trappings of a state visit, will not put undue 
pressure on either side to yield concrete results, which 
is unrealistic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Since Xi came to power in 2012, he has been very open 
to using a more informal style to nurture friendships 
with foreign leaders.

In May 2015, Xi hosted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in his hometown province of Shaanxi 
( 陝西 ) after he visited Modi’s hometown state of 
Gujarat in September 2014.
In fact, Xi’s upcoming informal meeting with Trump 
follows the precedent of June 2013 when Xi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his first visit as presiden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eeting, if confirmed,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Arguably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as set for 
confrontation even before Trump was officially sworn 
in nearly two months ago.

After fiery attacks on China’s currency and trade issues 
during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Trump alarmed not 
only Beijing but capitals around the world by taking 
a phone call from Taiwanese President Tsai Ing-wen 
after he became the president-elect, and by suggesting 
he was prepared to use the “one-China” principle as a 
bargaining chip. Beijing has long maintained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non-negotiable and forms the very 
political foundation on which bilateral ties are built.

Since he entered the White House in January, Trump 
appears to have softened his rhetoric on China, but the 
rising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re making 
ties even more complicated.
The meeting is coming sooner than expected; previous 
suggestions were that the earliest window could be in 
July when the G20 leaders are scheduled to meet in 
Hamburg, Germany. This indicates that both sides are 
motivated to shuffle their diplomatic calendars to make 

after a weekend visit to Beijing by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ith warm words from Xi, Tillerson on Sunday 
ended his first trip to Asia since taking office, with 
an agreement to work together with China on North 
Korea and putting aside trickier issues.

The two sides appeared to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or put aside differences on difficult issues, at least in 
advance of a planned summit between Xi and Trump, 
which could happen next month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this visit to China by Secretary of State Tillerson, 
both sides had a deep discussion on arranging a 
meeting soon between the two heads of state and 
began relevant preparatory work,"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aid.
"Both sides agreed to remain in close touch about 
this, to ensure the smooth success and fruitfulness 
of exchanges between the heads of state and in other 
areas," she told a daily news briefing, without giving 
details or dates. (Courtesy www.cnn.com/2017/03/13/
politics)

On overseas visits, China’s top leaders typically relish 
grand welcoming ceremonies and elaborate protocols 
that make great optics for home audiences, but their 
meticulously scripted talking points invariably make 
them bland and dull in the eyes of overseas audiences.
Personal diplomacy, in which Chinese leaders take off 
their ties and join hosts for some unscripted time of 
informal talks or simple fun, has been an acquired taste 
and only on special occasions.

The next most memorable moment was in 2002 (also 
in Texas), when former president Jiang Zemin (江澤
民) was invited to lunch at the then president George 
W. Bush’s family ranch where the two rode in a truck 
and enjoyed a barbecue.

While Jiang’s successor Hu Jintao (胡錦濤) invariably 
stuck to scripted points, President Xi Jinping (習近平), 
who replaced Hu in 2012, appears to have embraced 
the art of personal diplomacy.

So it should come as no big surprise that Xi and his 
American counterpar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re planning to meet in the latter’s Mar-a-Lago resort 
in Palm Beach, Florida, next month, according to US 
media reports.

to be on the agenda, as the issue has caused flaring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ther major powers in 
the region, Japan and South Korea.

Trade Imbalance
When they aren't discussing security challenges, the 
two world leaders are likely to focus on trade.
Trump has made recalibrating US trade relationships a 
central tenet of his administration's agenda, and during 
the campaign, he repeatedly railed against the trade 
imbalanc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rump has so far held back, though, on that front. While 
he promised to formally label China as a currency 
manipulator on his first day in office, he has yet to do 
so. And he has not been as vocal on the issue of China's 
impact of US trade since becoming president.
But the issue is not likely to fade into the background. 
While he has changed his political positions on a range 
of issues, Trump has for years been consistent in how 
he views the US-Chinese relationship, blaming China 
as a major source of the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planning to hos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a summit next month at his 
Mar-a-Lago estate in Florida, 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told CNN Monday.
The official cautioned that the plan is still only tentative 
at the moment.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as 
expected to finalize plans for the summit with Chinese 
officials during his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president 
last week in Beijing, the official added.
On Tuesday,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aid 
that "both sides have been in close contact regarding 
a presidential summit" and it would "release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a timely manner."
Plans for the summit -- which would be the first in-
person meeting between Trump and Xi -- come amid 
heightened tensions in the region, particularly the 
increasing North Korean nuclear threat.
Trump has said in recent weeks that North Korea 
is one of the biggest security challenges he faces as 
president and has said he plans to call on China to take 
more serious action to rein in Pyongyang, pointing to 
the nation's significant leverage over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China's 
continued building of man-made islands are also likely 

and exporting years before he decided to run for 
president.
Tillerson's trip to Beijing -- which will come this week 
after official meetings in Tokyo and Seoul -- will lay 
the groundwork for Xi's visit and the agenda items.
Trump's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president comes 
as he has already formed a bond with another major 
leader in Asia,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whom Trump hosted at Mar-a-Lago last month. That 
meeting was the second between Trump and Abe, who 
first met privately at Trump Tower during the transition. 
(Courtesy www.cnn.com/2017/03/13/politics)
Related

China Says Preparatory Work For Xi-Trump 
Meeting Has Begun

Preparatory work for a meeting betwee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begun,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on M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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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te paramount leader Deng Xiaoping (鄧小平) set an 
example for breaking the ice in 1979 when he donned a 
cowboy hat at a rodeo in Texas.

A Secret Service Agent Stands watch a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eparts after spending the weekend at 
his Mar-a-Lago estate in Palm Beach, Florida.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are expected to meet at Mar-a-Lago 
early next mon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otates a spinning wheel that 
was once used by Mahatma Gandhi as he visits Gandhi's 
former residence along with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in Gujarat, India. (Photo: Xinhua)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hat as they take a walk at the Annenberg Retreat 
at Sunnylands in Rancho Mirage, California,in 2013. Photo: 
AFP

Taiwan’s President Tsai Ing-wen. Photo: AFP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nd his wife Laura pose with 
China’s President Jiang Zemin and his wife Wang Yeping at 
Bush's Prairie Chapel Ranch in Crawford, Texas, in 2002. 
Photo: AFP

Trump Planning To Host Chinese President Xi
At Mar-A-Lago In FL

When Xi Meets Trump In Florida: 
Why The Casual Approach At Mar-A-Lago Could Pay Dividends

President Trump’s Mar-a-Lago Estate. (Photo: Reuters)

The  actions of North Korea’s Kim Jong Un have 
been labelled "reckless" and "dangerous" by the 
U.S.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attends the closing 
session of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hina, March 15, 2017. REUTERS/Thomas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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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靈芝類產品中，最頂尖的一個靈芝濃縮提取物產品就是
“利用世界最先進的醫藥生物萃取技術＿＿超臨界ＣＯ２萃取
的高濃度靈芝孢子三萜類物質（Triterpene）軟膠囊” ，俗稱
“靈芝孢子油”。其代表作就是中國科學院的世界獨家專利
《ZK 靈芝孢子三萜油》（北美市場品牌為“ＳＩＮＯ－ＳＣ
Ｉ”，即美國ＺＫ品牌）。

《美國 ZK 靈芝孢子三萜油》屬於高度氧化甾烷衍生物的
四環、五環三萜類物質，其濃度高達４０％。它可強有力地
“調控癌症患者免疫機體，不僅強化患者自身體液免疫的防護
機能，還很提高機體的細胞免疫功能”；對腫瘤細胞起到直接
或者間接限制、殺傷作用”。這主要表現在“破壞腫瘤細胞特
有的端粒酶，從而使腫瘤細胞分裂並失去保障，最終起到促使
腫瘤縮小、消失的作用。 ”

最令人欣慰的是：《美國 ZK 靈芝三萜類孢子油組方》“在
輔助殺滅癌細胞同時，對正常組織細胞無任何破壞作用！”這
是傳統手術及放化療無法做到的，並且還對放化療起到“事半
功倍”的促效作用。雖然這只是一個純天然萃取物，但已被歐
美、新加坡、日本等各國醫生推薦，廣泛用於輔助治療“淋
巴癌、白血病、脊髓癌”，實在是明智選擇！歐美諮詢訂購
1-877-704-7117  德州獨家代理東方盧林中醫行 : 713-774-
5558;  官 方 網 詳 情 / 訂 購  http://www.chinesemiracleherb.
com。

亞裔一起來─遠離大腸癌、腸保健康一輩子!
 ( 本報訊 ) 大腸癌是亞裔最常見的癌症，

且高居所有癌症死亡率的第三位。雖然在美國
的亞裔族群罹患大腸癌人數不斷快速增長，但
亞裔對大腸癌關注顯然不足，因此由德州農工
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陳蕾詩副教授
領導的團隊，已從去年 11 月開始每個月在德
州休士頓、奧斯汀和達拉斯舉辦數次大腸癌篩
檢宣導講座，活動將持續進行到明年 1 月，休
士頓四月講座首場將於 4 月 1 日起展開，地點
在光鹽社。歡迎符合資格的民眾踴躍報名參予
檢測。

由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
健康與運動學系副教授 Lace Chen 陳蕾詩領導
的團隊，已從去年 11 月開始每個月在德州休
士頓、奧斯汀和達拉斯舉辦數次大腸癌篩檢宣
導講座，針對亞裔族群大腸癌做研究。截至目
前為止，已有數百位華人參與講座。目前該團
隊與光鹽社合作，在亞裔或華裔社區推廣為期
兩年的大腸癌防治研究和預防計劃。四月首場
講座將於四月一日下午在光鹽社登場，四月九
日在王朝廣場，四月十五日在光鹽社舉行。

德州農工大學副教授陳蕾詩表示，雖然美
國亞裔族群人數上一直持續快速增長，但亞裔
在健康和疾病預防上，一直很難申請到美國政

府的專項資助。研究團隊經過多年努力後，
終於從德州州政府獲得經費，並從去年 11 月
開始進行到明年 1 月 , 每個月持續在德州休士
頓、奧斯汀、達拉斯舉辦大腸癌篩檢宣導講
座。

傳統上亞裔，特別是華人因為長期在美國
居住後，不知不覺養成了不太健康的飲食習
慣。加上德州天氣炎熱，不適合戶外運動，使
得美國的華裔人口大腸癌的發病率，遠遠超出
中國大陸和台灣。因此德州農工大學陳蕾詩副
教授所屬的研究團隊特別針對參與者進行大腸
癌檢測，並展開為期一年的追踪，並提供個人
化的預防諮詢。

陳教授表示，這項大腸癌篩檢活動，歡迎
亞裔及其第二代參加，這項篩檢活動，身分不
是問題（不需要有公民、綠卡或工卡身份）。
只要符合條件者均可參加，符合資格者可在一
年中分階段參加免費的大腸癌檢測，並給予協
助申請醫療保險。每位參與者還可獲得 75 美
金的 Walmart 禮金卡。

只要您的年齡在 18-75 歲之間，沒有罹
患過癌症，可以聽、說、讀、寫普通話，且於
過去一年內沒有做過糞便潛血測試（FOBT）
或糞便免疫化學測試（FIT）；過去三年內

《美國 ZK 靈芝三萜孢子油組方》

輔助治療「淋巴癌、白血病、脊髓癌」
中國科學院研究員黃景蘇先生關於《靈芝孢子油誘導 Ju-

rkat 細胞雕亡作用的研究》的學術報告得到日本學者證實： 
靈芝孢子萃取物“靈芝三萜類物質（孢子油）”確實可對淋巴
癌細胞、白血病、脊髓癌細胞起到關鍵性輔助抑製作用，而且，
對正常組織細胞和西藥治療藥物都無任何破壞作用。這無疑對
淋巴癌細胞、白血病、脊髓癌患者康復是一大福音！

人體是由一千萬億個細胞組成，部分細胞發生 DNA 受損
在所難免。但是，如果恰好受損細胞中的 P53（抗癌基因）失
活，失去“基因衛士”功能，不能及時修複受損 DNA 或促使

該細胞雕亡，它就會複制出不同於正常細胞的突變細胞。
淋巴瘤＿＿一種包括淋巴組織發生各種惡性病變，並會在人體
淋巴腺、淋巴結組織或其他淋巴器官發生不正常增生。
白血病 _____ 一種血液組織原發惡性血液病，其特徵是在骨髓
及其他造血組織中有廣泛的白血病細胞異常增生，並浸潤其他
組織器官，導致正常造血功能衰竭；表現為正常造血細胞顯著
減少。
骨髓癌 _____ 起源於原始骨髓網狀細胞的一種惡性腫瘤，臨床
有單發性和多發性兩種。

當自身基因調控失敗了，人體自身還有另外一套補救措
施。那就是發揮免疫系統作用，毒殺或吞噬這些“叛變”細胞。
免疫系統包括“效應細胞和細胞因子”。人體常見的效應細胞
是“T 細胞、巨噬細胞、NK 細胞、LAK 細胞”；常見的細胞
因子是“幹擾素、白細胞介入素、腫瘤壞死因子和克隆刺激因
子”等。

人體免疫系統每天要消滅成千上萬的“叛變”細胞，以保
證人體不受癌細胞侵害。

但如果人體免疫能力低下，就會有癌細胞存活下來，並逐
漸形成腫瘤。這也是免疫力低下人群更容易患腫瘤，更容易擴
散、轉移的原因。所以“提高免疫力是預防與治療腫瘤的首要
問題”！　

目前，國際科學醫學界已經公認“天然的菌菇類純濃縮提
取物具有防護防護腫瘤患者免疫機能的強效功能”。目前，在

沒有做過糞便去氧核醣核酸檢查（stool DNA 
test）；過去五年內沒有做過軟式乙狀結腸鏡檢
查（Flexible Sigmoidoscopy）、雙重對比鋇劑
灌腸檢查（Double-contrast barium enema）、
電 腦 斷 層 虛 擬 大 腸 鏡（CT colongraphy）； 
以 及 過 去 10 年 內 沒 有 做 過 大 腸 鏡 檢 查 者
(Colonoscopy）均符合檢測資格。

四月的講座時間地點如下： 
04/01/2017（星期六）下午 1:30-3:30 ﹐地點
為光鹽社
04/09/2017 ( 星期日）下午 1:30-3:30 ﹐地點
為王朝廣場
04/15/2017 ( 星期六）下午 1:30-3:30 ﹐地點
為光鹽社

王朝廣場地址 : 9600 Bellaire Blvd STE 205 C, 
Houston, TX 77036
光 鹽 社 地 址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如有興趣參加以及獲知更多詳情以及後續的
講座時間，請撥打報名諮詢電話 713-988-
4724。

｢腸｣保健康

了解您的家族史與
大腸癌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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