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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地址：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紐約分公司：紐約法拉盛喜來登大酒店內LL103座(135-15 Roosevelt Ave. #LL103)

電話: 718-461-2988。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
保肝護肝必備品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通國粵英語
週一至週六皆有看診，但
週二/週四必須提前預約

617-338-8883
617-488-9112

●Tufts牙科博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83年武漢大學口腔醫學院畢業，

武漢市同仁醫院口腔主治醫生華西醫科大學修復專科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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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Harrison Ave. Room 418, Boston(中國城), MA 02111

全口及局部假牙的福音全口及局部假牙的福音
擅長牙冠、牙橋、烤瓷貼面、全口及局部假牙、種植牙；
根管治療、拔牙及各類外科手術，及牙周手術。牙齒漂
白、美容牙科。兒童、成人及老年牙科。牙周治療。

臨床經驗豐富臨床經驗豐富
最新植牙技術最新植牙技術

誠徵
有執照

牙醫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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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肝臟實驗研究中，科學家發現綠蜂膠對各種模型和各個
年齡組的大鼠均顯示出很好的保護作用，其抗氧化損害能力可
達60％，極大改善肝臟分泌膽汁、膽酸和膽固醇的功能。此外，
蜂膠顯示出極好的細胞膜保護作用。醫學家們在臨床研究中證
實巴西野生綠蜂膠在抗肝臟損害、改善肝臟功能、促進肝代謝
等方面有廣泛的醫療價值。

綠蜂膠抗病毒抗肝炎有效率達80％以上。據統計，亞洲每
年約有150萬人死於各種慢性肝炎。肝炎病毒是導致肝硬化和
肝臟腫瘤最主要的元兇。因此，積極殺滅肝炎病毒和阻斷肝纖
維化成為關鍵。巴西野生綠蜂膠被證實為最好的天然抗病毒之
品，有效成分對肝炎病毒具有顯著的抑殺作用。實驗研究其對
肝炎病毒的有效率達80％以上，臨床運用發現能夠使肝炎病
毒轉陰，穀丙轉氨酶/穀草轉氨酶正常或顯著降低。

綠蜂膠抗肝纖維化，使腫瘤發生率下降58％。科學家發現
綠蜂膠具有極強抗自由基和抗氧化損傷作用，有效阻斷肝細胞
纖維化病變；並能抑制癌基因表達，逆轉癌前期病變，防止癌細

胞形成。臨床醫學家證實慢性肝炎病人在服用綠蜂膠後，使肝
硬化發病率顯著下降，肝臟腫瘤的發生率下降了58％，因此將
蜂膠譽為肝臟的保護神。

綠蜂膠改善肝病相關的高血脂症。中國的最新一項的重大
科技攻關項目
研究發現，綠蜂
膠有效抑制高
脂血症SD大鼠
血清中的甘油
三酯(TG)、總膽
固醇(TC)、低密
度 蛋 白 脂
(LDL-C)、穀 丙
轉氨酶 (GPT)、
穀 草 轉 氨 酶
(GOT)的升高，

並且能有效抑制肝臟組
織中的 TC、TG、MDA 的
升高，並證實其機制在於
抗膽固醇氧化病變和有
效調節脂質代謝紊亂，對
因慢性肝病所引起的高
脂血症療效顯著。

綠蜂膠抗酒精性肝損害。病毒性和酒精性損害是造成脂肪
肝病變的主要原因。臺北醫學院研究所教授林松洲的研究結果
發現：蜂膠對長期喝酒所造成的脂肪肝及肝傷害有超強的修復
功能，能有效降低酒精性肝炎及酒精性肝硬化風險。他在《蜂膠
之萃取液對於慢性酒精性肝炎之預防及治療效果的研究報告》
中報導：給酒精損害型小白鼠餵食綠蜂膠，結果對於肝損害具
有相當強的治療藥效，不僅使肝功能指數GOT、GPT下降，接近
完全正常值，而肝細胞病理切片的研究也發現受損的肝細胞能
恢復為正常的肝細胞。

【波士頓新聞訊】今天在美國波士頓進行了一場由波士頓學院
（Boston College）出戰聖母大學（Notre Dame）的美式足球賽，但
比賽場地並非是一般的美式足球場，而是波士頓紅襪隊的主場芬威
球場（Fenway Park）。

芬威球場將於今天舉辦 「三葉草系列賽」（Shamrock Se-
ries），由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出戰聖母大學（Notre
Dame），芬威球場也睽違50年再度成為美式足球比賽場地。球團
從半個月前就進行準備工作，先將內野紅土區、投手丘剷平，接著
鋪上草皮、架設球門，再利用噴漆噴上場地線、達陣區、中線賽事
圖樣，而所有的準備過程都被球團用縮時攝影記錄。

誰說棒球場只能打棒球
百歲芬威球場變給你看

【波士頓新聞訊】風格大膽的日產JUKE是部不容忽視的汽
車。藉其獨特外型和內部設計，JUKE出類拔萃，在小型混
合型車款版塊中是部真正的混合型跑車。日產2015車款年
推出名為【Color Studio】的計畫，讓車主透過數以千計特
別顏色附簡件的組合將其車輛個人化 - 包括輪胎、擾流
器、門手把、鏡子、和內部裝飾。鑒於該計畫極度成功，
Color Studio正擴展包括備受歡迎的Versa Note車款。

目前日產發揚Color Studio車輛個人化的精神，隆重推
介兩款限量版 JUKE 車款 - Color Studio 的 Black Stinger 和
Yellow Stinger版。2016年1月 JUKE SV 級將推出Stinger版
套裝，任君選擇。

Color Studio之JUKE Stinger版
Yellow Stinger版配備黑色外殼後鏡、門把手、和後置

擾流器。Black Stinger版則剛好相反 - 黃色外殼後鏡、門把
手、和後置擾流器。兩款車款均備有黑色17-英吋鋁合金輪
圈；黃色前後擋泥板裝飾；黃色中央控制台、電動窗按鈕
板、空氣流動方向圈、縫紉方向盤、變速按鈕裝飾；縫紉
黃色裝飾之黑色座椅；以及車門內邊配以黑色/黃色布料等
等。

「正當眾多買家透過Color Studio看來無窮無盡的顏色
和裝飾組合享用訂造他們的JUKE的能力之際，我們將兩種
最備受歡迎的顏色 - 黃色和黑色 - 以及車主最常訂購的附
件並將它們包裝到這兩個特別Stinger版，」日產北美產品
計畫副總裁Pierre Loing表示。

Clor Studio內部設計的JUKE Stinger版
Stinger版選項套裝的製造商建議零售價是990美元。前

輪帶動2016 JUKE SV車款的訂價為22,300美元而四輪帶動
車款的訂價則為24,150美元。

「由於Color Studio 的2016 JUKE Stinger版限量生產，
我們預期將會大熱賣，」Loing補充說。 「JUKE的買家無
懼鶴立雞群而此兩款Stinger版則令您無畏無懼。」

2016車款年度將會延續原創JUKE Color Studio的調色
板和訂造附件，就是紅色、黃色、橙色、白色、褪光黑
色、電力藍色、黑紫色、和仿炭纖維 - 讓車主有選擇創造
一部獨特表達他們風格和性格的車輛。

自2011車款年推出後，日產JUKE早已藉其強而有力雕
塑而來的前照燈和車蓋、粗豪線條、隱蔽後車門門把手、
和動感後斜背設計在芸芸車款中脫穎而出。JUKE內部出眾
的設計繼續融匯了大膽的設計和傳統後斜背車門的功能。

2016 Nissan JUKE有一系列五款令人興奮的車款 - S、
SV、SL、NISMO、和NISMO RS。每一級層次均有四輪帶
動或前輪帶動可供選擇。欲知全線2016 日產 JUKE車款詳
情，請登入www.NissanNews.com。

日產JUKE 「Color Studio Stinger版」
在陳列室盡顯個性魅力

【波士頓新聞訊】美國時間 20 日清
早，一名男乘客在美國聯合航空公司
（United Airlines，UAL）三藩市（San
Francisco）飛往波士頓（Boston）的航
班用手機拍攝，其他乘客發現其手機
有手機接電線相片而報警，航班馬上
折返三藩市。該男子被警察帶走，全
體乘客重新進行安檢，延誤了近六小
時。 本報國際組報道

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新澤西
州長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
tie） 在 三 藩 市 灣 區 出 席 惠 普
（Hewlett-Packard，HP）女執行長梅
格．惠特曼（Meg Whitman）為他舉辦

的籌款活動後，也搭乘該航班前往波
士頓。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報
道，社交網站推特（Twitter）有人發
文稱，飛機滑行期間，一名乘客對克
里斯蒂出言不遜，並用手機拍攝機組
人員後使用阿拉伯語言發電子郵件傳
照片。

三藩市國際機場發言人道格
．雅科爾說，克里斯蒂由一名助手和
一名安保人員陪同，搭乘聯航 1108 航
班，上午 8 時 32 分起飛前往波士頓。
飛機滑行時，一名男性乘客對女機組
人員拍照，引起他人不安，飛機返回

登機口後，該乘客被帶下飛機。雅科
爾拒絕透露該名乘客的個人資訊和事
件其他詳情。

克里斯蒂的競選團隊女發言人瑪
麗亞．科米拉隨後發表聲明，否認社
交網站的傳言，稱該名乘客與克里斯
蒂完全沒有接觸，不存在對其語言或
肢體恐嚇。她還說，飛機返回登機口
及事件過程應由聯航航空公司解答。

聯航新聞發言人喬納森．蓋林沒
有回答媒體關於該名乘客被驅趕下飛
機 的 原 因 。 美 國 全 國 廣 播 公 司
（NBC）電視台報道，三藩市警察局
稱，一名男乘客對空姐拍照，空姐要

求其刪掉照片，男子照做後，另一名乘客發現該男子的手機有一張
手機接電線的相片，於是報告機組人員，機長決定返航。

三藩市機場警察人員和聯邦調查局FBI對該名男子背景調查及問
話，確認其無犯罪記錄後，該男子被安排在另一個航班繼續飛往波
士頓。在延誤了近六小時後，該航班下午2時16分後重新起飛。克
里斯蒂當晚準備在新罕布什爾州出席一個共和黨籌款活動也因此取
消。

聯航班機因此折返三藩市聯航班機因此折返三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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