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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華府訊】華府華人土木沙龍在2015年10
月17日下午進行了一場關於“核電項目”以及

“年輕人職場建議”的講座，特邀柏克德工程公
司(Bechtel Corporation)的高級工程師、技術專
家王深博士分享了他參與15座核電站安全設
施設計的趣聞趣事，也為在場的年輕人提供了
寶貴的職場建議，參加本次活動的有已工作數
年的專業工程師、剛參與工作的職場新人及在
校學生30余人。王深博士在同濟大學取得本
科以及碩士學位後，於 2007 年從克拉克森大

學取得博士學位。王博士曾經為15座核電站
做過多種核電安全相關的結構設計，以及 18
座太陽能發電廠關鍵/核心結構的設計。王博
士曾發表過關于斷裂力學、核結構設計和衝擊
分析的大量論文。他現在還擔任斷裂力學工
程、核工程設計和機械工程研究的審稿專家。
講座在由本地華人房地產開發公司 Lantian
Development提供的場地上拉開了序幕。講座
上，王深博士將所要講授的內容分為兩個部
分：一是對使用核能發電原理的知識的普及、

政府對核能安全設計方面的規章制度以及中
美核能源市場上的差別；二是對現場年輕人在
剛參與工作的職場新人該如何提升自身能力
以及快速得到管理層的認可。講座過程中，王
博士侃侃而談，用自身豐厚的學識為在場的聽
眾們上了一節生動的課；他對自己專業的熱情
也深深感染了大家。講座結束後，沙龍代表感
謝王深博士不辭辛苦為大家作了一場精彩的
演講，並選取了大家最感興趣的三個職業話題
進行了分組討論。

王深博士華人土木沙龍講座 – 核能專案工作

【本報華府訊】正當海外僑胞積極的在安排返
台投票，直接以最最最重要的方式支持洪秀柱
女士成為中華民國第14屆總統的時候，國民黨
中央驚傳【換柱】，並在最短的時間（10/17/
2015）舉辦了國民黨十九全臨時代表大會，同
時以舉手投票方式通過了【更換洪秀柱，徵召
朱立倫】的國民黨總統?選人更換的大戲。這其
中發生的一切點點滴滴，在海外支持洪秀柱的
僑胞眼中，心中，都有許許多多的憤怒，疑惑，
徬徨，及更多的【為什麼？】。國民黨中央黨部海
外部主任郭昀光特銜朱立倫的使命，來美國各

個大城市和海外僑胞面對面的溝通。僑胞們，
朋友們，我們相信，您和各個洪秀柱後援會的
義工們一樣，一定有許多的問題，想要問個明
白，這些問題也都不是各個洪秀柱後援會的義
工們可以回答的，因為後援會的義工們和您一
樣的困惑，我們也很想知道【為什麼？】。這個機
會很難得，我們非常希望僑胞們的疑問及困
惑，可以借由這次的座談會，而有深入的了解。
或者反過來說，讓國民黨中央了解【換柱】所造
成的傷害，可能遠遠超過黨中央所能想像的範
圍及影響。無論如何，有了第一步的溝通，就是

對的。
希望華府所有愛護中華民國的僑胞一起

參加，大家一起互相溝通，表達意見。這個活動
是由華府各個洪秀柱後援會一起辦理的一個
座談會。請大家向各個後援會報名，亦可個人
報名參加。
活動：與國民黨海外部郭昀光主任座談會
時間：10/24/2015（星期六）3:00pm to 6:00pm
（2:30pm開始入場）
地點：馬州洛城海融會館（原八八餐廳）
費用：$15/每人（午後自助餐）

每一位參加人，無論您是否用餐，無論您先到
晚來，只要您進入會場，一律收費$15。

報名電話：陳繼亮301-526-0202，陳惠青?
202-255-8666，白越珠443-629-0135，趙林音
301-460-3771，曾尹儷703-627-9477。請務必
報名參加。當天臨時參加者不保證座位。

各位朋友，如果您想了解為何國民黨會
【換柱】，或是您對【換柱】有任何的意見，或是
只想表達您對2016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對國民
黨的個人意見，歡迎您來參加，直接和國民黨
中央海外部郭昀光主任面對面的溝通。

國民黨海外部郭昀光主任座談會
國民黨臨全會【換柱】救國民黨立委選情 能嗎

僑胞面對面與國民黨中央溝通

沙龍代表與王深博士握手表示感謝

【本報華府訊】10月13日，馬里蘭州州長拉裡·霍根 (Larry Ho-
gan) 宣佈委任前美國勞工部副部級財務總長莫天成先生為馬
里蘭州州長辦公室亞太裔事務委員會（Governor's Commission
on Asian American Affairs）的委員. 此委任將從2015年9月17日
生效,任期為四年. 馬里蘭州州長辦公室亞太裔事務委員會經常
負責組織一系列促進亞太裔美國人文化遺產意識的活動.為了
增進泛亞在馬里蘭州的團結與合作, 它們組織創辦了一場泛亞
洲的高峰會議.馬里蘭州州長辦公室亞太裔事務委員會致力於
擴張亞太裔社區在社會,健康，教育，經濟等多領域的發展和機
會.

莫天成先生曾作為美軍上尉駐紮在美國西點軍校,曾在美
國主流媒體《時報雜誌》擔任會計主任,也曾在《美國新聞與世界
報導》任財務主管.1980年代, 莫先生進入美國外交部，步入政
界。1986年，莫先生被任命為美國聯邦政府財務部財務總長和
總審計長。2000年，莫先生加入小布希競選陣營。在小布希當選
後，莫先生由總統小布希提名出任總管財務的勞工部副部長,並
于2002年在美國參議院以全票通過正式出任美國勞工部財務
總長一職.

2007年5月，莫先生辭去財務總長,創立了康道國際諮詢公
司 (Condor International Advisors，LLC). 康道國際諮詢公司是一

家擅長於政府關係的策略顧問諮詢公司. 其主要業務是代表美
國公司到亞洲開發市場或為謀求進入美國市場的亞洲公司提
供諮詢服務. 除此以外莫先生還擔任西庭資本 (W-G Capital)
的首席運營官(COO). 西庭資本是一家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商業
房地產(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它專注于以美國東北走廊和美國首
府為主的地產投資. 西庭資本的前身西方地產開發集團曾參與
開發和建立著名的泰森斯科爾納(Tysons Corner)項目. 西庭資
本最新的投資是進展地專案(Progression Place).

莫天成獲委任為亞太裔事務委員會委員

【本報華府訊】隨著電腦、電視和手機等3C產品的普及，各種頑固
性眼疾呈現年輕化趨勢，如：眼乾眼澀、畏光流淚、兒童假性近視
（弱視）、乾眼症、飛蚊症、各種眼疾術後並發症、青光眼高眼壓、早
期白內障、視網膜變性、糖尿病眼病和黃斑病變等，常常久治不
愈。如不及時治療，存在致盲風險。因此，應該得到全社會的關心
和重視。

『3T穴位眼貼』針對頑固性眼疾，根據眼睛在人體高位的特殊
位置和結構，首創世界眼科另類療法。採用天然草本植物精華，複
合獨特的3T活化因數。根據中醫穴位原理，直接作用於攢竹穴、
太陽穴及四白穴三大眼周經典穴位。網狀透皮控釋時間長達8小
時。活化因數滲透至穴位深層，靶向效應產生聯合能量場，改善了
眼底血管微循環，為眼部提供充足的氧氣和營養。進一步調節視
神經，緩解眼大肌和睫狀肌的痙攣。啟動眼底細胞的再生與自我
修復，自愈能力不斷提高，促使症狀消失。

『3T穴位眼貼』已獲中美發明專利，中國北京同仁醫院眼科中
心病例驗證有效率高達98%，醫院臨床使用已獲中國藥監局批准，
2013年獲加拿大衛生部銷售批文，並有美國FDA認可的重金屬測
驗報告。不滴眼藥水、不吃藥、不打針，避免口服產品對肝臟的負
擔，眼藥水對角膜的傷害，無任何副作用。讓您，在睡眠中恢復眼
睛健康，提高視力。十多年來，見證了無數頑固眼疾重見光明的喜
悅。

『3T穴位眼貼』熱心公益，努力承擔企業社會公民責任。為感
恩回報社會，減少頑固性眼疾對個人、家庭和社會造成的危害，減
輕患者的經濟負擔，投入百萬美元推出“千人光明工程，百萬真情
援助”公益計劃。數十家新聞媒體進行了跟蹤報導。

公益援助計劃，免費申請中，關心自己或家人眼睛健康的朋
友，可 致 電 公 益 專 線 626-759-7374 或 全 美 愛 眼 熱 線
1-800-668-8922，獲取愛心援助。 網址：www.3tocu.com
地址：1720 S. San Gabriel Blvd. #106-111 San Gabriel, CA 91776

公益援助計劃公益援助計劃
免費申請中

【本報華府訊】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洛琳醫學院宣佈，2015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三位藥學科學家，他們分別是
中國科學家屠呦呦、愛爾蘭科學家威廉?坎貝爾、日本科學家
大村 智。這無疑對國際醫藥界的科學家來說是一特大喜事。為
了讓讀者瞭解到更多的獲獎科學家背後的故事，我們約見了
日本科學家大村 智教授的頂門大弟子方芳博士，方芳博士是
加拿大Viker公司的創始人。15年前方芳博士受命于恩師，來
到加拿大開展天然植物提取物的有效活性的研究工作。後在
導師大村 智的指導下，先後開發出了“紅人歸”“來力士”“酷
鈣”等多個具有國際先進水準的天然植物保健品。就大村 智教
授對人類抗病防病及對國際醫藥學界的貢獻，我們今天專訪
了方芳博士，想請她給我們介紹諾貝爾獲獎者的傳奇故事。
我們來到Viker公司時，方芳博士正忙著佈置新產品的研究事
宜。我們說明了來意，方博士非常高興，並喻快的和我們回憶
起在大村 智教授身邊工作的日子。

方博士說：恩師大村 智教授生於1935年，日本有機化學
家、微生物學家。1958年畢業于山梨大學，1968年取得東京大
學藥學博士學位，1970 年取得東京理科大學化學博士學位。
1975年到2007年，任教於日本北裡大學(北裡研究所)，現已從
北裡大學榮譽退休。

大村 智教授長期從事微生物活性物質研究，是該領域的
世界級學科帶頭人，建立起了許多篩選天然活性物質的原創
性方法，發現了超過130種結構類型、330種新的活性化合物，
阿維菌素等16種化合物已經作為人類的治療藥物、獸藥或者
農用化學藥物在全球得到了廣泛使用，創造了重要的社會效
益和經濟效益。

“他的眾多科研成果中，哪一項成果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如
此關注，能夠獲得諾貝爾獎的殊榮？”我們帶著許多讀者的疑
問請方博士解答。

方博士告訴我們：大村 智教授研究發現的阿維菌素
(avermectin)被譽為20世紀自青黴素發現以來對人類貢獻的最
重大發明之一。阿維菌素自1983年作為在全球獸藥中最暢銷
的藥物一直保持至今。1988年起在WHO的指導下，阿維菌素
用以徹底防治盤尾絲蟲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寄生蟲病已經
影響了人類幾個世紀，這不僅是全球健康問題，它也阻礙了世
界文明的進程。大村 智教授研究發現的阿維菌素(avermectin)，
改寫了人類遭受肆虐寄生蟲病的歷史，由於他們提出的革命
性治療方法，人類有望永遠根除這些蟲媒傳染病，這也是人類
醫學歷史上的一次重要勝利。至2003年，先後將5640萬人群
從失明的危險中挽救出來。他深入研究了許多微生物代謝產
物的生物合成途徑，分析了它們的核?酸序列及功能，搞清了
阿維菌素生合成中包括的17種基因，完成了生產菌 Strepto-
myces avermitilis的全基因譜分析，成為在基因水準上闡述微
生物二次代謝產物的重大成就。

方博士接著向我們介紹道：大村 智教授還率先在全球通
過基因整合，合成了第一個雜交抗生素 mederrhodins-A
和-B(1985)。

迄今大村 智教授已經發表了800篇科學論文，編輯了7本
專著，參編了30部其它書籍。獲得日本紫綬褒章獎、法國國家
功勳獎;獲得了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微生物學會的各種最高獎
賞。先後被評定為美國微生物學士院會員、德國自然科學院院
士、美國國立科學院外籍院士、日本學士院院士、法國國家科
學院外籍院士，200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

方芳博士說：她1994年就師從導師大村 智教授。並獲得
導師大村 智親自頒發的博士證書。這期間，在導師的指導下，
她在多家國際刊物上發表了多篇高水準的論文。並發現和提
純了兩個從未被人發現的全新化合物，其成果得到了大村 智
導師的高度評價。

“在大村 智
導師的工作室工
作，你最深的感
受是什麼？”我們
想讀者也一定想
知道在諾獎得主
的身邊工作，會
是怎樣的感覺。

方芳博士說：
那就是工作時嚴
肅、緊張，生活上
關懷備至。我們
的工作並不是每
天都充滿創造性和挑戰性。任何一項偉大的發明都需要大量
的前期實驗工作，這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段時間的工作也
可能是枯燥的，繁復的，但卻不能有一點的疏忽和大意，一定
要科學、嚴謹、耐心、細緻。否則就會前功盡棄，從頭再來。導師
大村 智的皮夾中，總是裝有多個小塑膠袋，研究室同事們也都
保持這個習慣；他們隨時採集各地的土壤，每年約培養出2500
株菌，大部分都沒用處，但導師說一定要堅持下去，總會找到
好東西。記得師母講過這樣一件事，大村 智教授滿腦子都是研
究，冬天從家附近的浴池出來，一直在街頭徘徊思考問題，到
家時，手裡的毛巾已被凍成冰棒了。正是有這樣的精神才成就
了今天的成果。導師大村 智對我們是工作從嚴，生活從寬。每
逢節日都會邀請全室的助手和學生到家裡歡聚慶祝，讓我們
在緊張的工作之餘享受到家庭式的溫馨的愛。

談到在北美的工作情況，方芳博士說：2000年，我受命于
恩師來到北美開發研究天然植物提取物，創建了加拿大Viker
公司。15年來?“加拿大Viker公司”從無到有、從小到大，Viker
人在一張白紙上，飽含深情地用愛心、良心、熱心，抒彩著繽
紛、絢麗多姿的畫卷。這一切都跟大村 智教授支持和指導是分
不開的。
接著，方博士也向我們介紹了她現在的北美公司的情況：

Viker公司成立伊始，就始終把科學研製、開發安全有效
的天然植物提取物的健康產品放在第一位。在大村 智教授指
導下，公司推出的每一個獨家產品，都經過了大量的實驗研究
工作和科學嚴謹的安全性，無毒性檢驗。在大村 智教授的建議
下，公司把在日本經過八年研發的百年漢方“紅人歸”膠囊引
入了北美市場，15年來，紅人歸膠囊始終堅持永遠不打折的品
質標準，產品美譽紅遍北美各個角落，讓千萬女性朋友受益，
無數家庭又充滿了歡歌笑語；紅人歸膠囊給多少人帶來幸福，
有多少人因紅人歸膠囊而結緣，點點滴滴，數不勝數?。多年
來，公司積極參與各項公益活動，，贏得了全社會的高度讚揚。
盤點今日的累累碩果，站在琳琅滿目的獎狀、獎盃面前，這一
切都應歸功於導師大村 智教授科學指導和無償的支持。

在結束採訪回去的路上，我不禁想起了那句話“名師出高
徒”呀，強將手下無弱兵。從2000年Viker公司的起步至今，15
年風雨兼程，Viker公司人走過了一條艱辛而充滿挑戰的創業
之路，走過了一條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的跨越之路，走過了一
條撒播汗水、收穫成功的奉獻之路！“熱愛健康，關愛生命”，是
Viker公司全體員工的工作宗旨。在這一宗旨的指導下，現在
他們又自主研發了“來力士”膠囊，“睡神”膠囊、“絲麗摩”顆
粒、“酷鈣”膠囊，再一次續寫了“Viker公司”的不敗佳話。人們
有理由相信，有大村 智教授這樣的科學帶頭人，有以方芳為代
表的精英開拓進取、引領公司團隊精益求精樹品牌、艱苦創業
鑄輝煌的精神，Viker公司一定會不斷登上新的臺階，走在研
發健康產品的前列。Viker公司之路會越走越寬廣，越走越輝
煌，Viker公司的明天會更加美好！

專訪諾獎得主 頂門弟子方芳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