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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悟、力行、重生！
潘忠興

副理事長

肥胖、失眠、三高等慢性病，
生酮飲食有效、無害、簡單、省錢！

整體健康照護體系

潘忠興

醫師

現任
彼得潘整體健康照護體系總裁
展穎診所院長
國高總院特約主治醫師
俄羅斯國家科學院心理物理學
研究所顧問醫師
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副理事長

展穎診所官網
（點擊 / 掃描）

我用過許多藥物及自然療法
來治療我的肥胖、失眠、三高等
慢性病，但最後仍然有些解決不
了的問題。直到我漸進式的加上
生酮飲食，發現改善了以前其他
療法無法解決的問題。讓我的體
重更輕盈、體脂降更快、骨骼更
有肉、身體年輕十來歲、血糖降
低了、肚子不會常常餓、胃食道
逆流也好了、也沒有任何副作用
或不舒服。但要更有成效及避免
副作用，需要在有受訓過的醫師
或專家指導下施行及追蹤。所以
肇因於此，我們也發展一套可量
身訂做的彼得潘醫師飲食療法。
動機一：「食」在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美滿的人生，
根基在健康，健康的重要因素就
是飲食，所以民以食為天，呷飯
皇帝大，民生需求食為先！「飲
食」不僅關乎我們的身心靈健康
，也跟我們的環境品質、氣候變
遷息息相關，「飲食」更涉及國
家糧食安全與農業的未來發展！
但那麼多飲食療法！哪一種適合
我?均衡飲食、蔬食素食、低醣
飲食、阿金飲食、葛森療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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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飲食、三鹼一酸飲食、特定疾
病飲食、特定目的飲食、特定體
質飲食、特定過敏飲食、一般生
酮飲食、癌症生酮飲食，量子共
振飲食…？？？那一個才是適合
我的“真愛”？一定需要慎重地
的選擇及量身訂做。
動機二：飲食療法迷思與衝突
國健署公布107年最新版「每日
飲食指南」，完全正確嗎？目前
流行的生酮飲食有效嗎？如何避
免副作用？生酮飲食如何做？目
前眾說紛紜，各顯神通，需要有
公信力單位來統一及規範。有多
少成本，做多少事，飲食療法的
成本效益評估，是最後決定的關
鍵！
如何避免酮酸血症等副作用
?使用生酮飲食如何健康評估？
不同的目的或體質，需用不同的
生酮飲食，常醣常油生酮（健康
人該用的飲食），亞健康、不健
康甚至重病的人可依醫師或專家
選擇限醣高油生酮，斷醣高油生
酮飲食。製造良性血酮化酮體
1-3mmol/L，空腹血糖在55-75mg/dL

，如營養性酮化及運動性酮化，過度則易造成酮酸中毒（PH<7.35），最好在醫師及檢驗追蹤下實
行。使用前、需要時及每三月，固定監測生命徵象、微核磁共振、血液尿液酸鹼值及自由基、血
中酮體、血液常規、發炎指數、血糖、醣化血色素、腎肝功能、血脂、電解質、體脂、內臟脂、
骨骼肌率、骨質、排便、腎結石等其他相關檢查。補充適當營養素、定期運動，好的醣類，必需
胺基酸，維他命，礦物質（鈣、維生素Ｄ等）。
動機三：

找出病因＋異病同治＋實證醫學的自然醫學，才是成
本效果最好的醫學！
肥胖、失眠、癌症、慢性病的人愈來愈多，怎麼辦！展穎診所減藥門診運用完整診治模式，結合
醫療新科技、自然醫學等，幫你找出原因，整合治療，但所有的治療，飲食管理是根本！飲食管
理可漸進實行：均衡飲食（3333）→常醣常好油→低醣高好油→斷醣高好油。（考慮個人體質、
過敏、共振）。
目的：為你量身訂做飲食菜單 - 彼得潘醫師飲食療法
食物的選擇除總熱量、營養素、升糖指數、油脂好壞外，尚須考慮個人體質、病情、過敏、共振
及其他成本效益評估。Glycemic Index，中文翻譯成「升糖指數」，代表我們吃進的食物，造成血糖
上升速度快慢的數值。油脂在人體的功能，並非只作為燃料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利用油脂中的「
必需」脂肪酸Omega-3 及 Omega-6，來作為構成細胞膜，修復老化受損神經細胞，合成 PGE2、
PGE3 生物活性物質，合成神經傳遞素（Neurotransmitters），阻斷NLPR3發炎誘發之發炎反應。單元
不飽和脂肪酸Omega-9會被代謝成PGE1，也有抗發炎作用，故所謂優質脂肪，就是指Omega-3及
Omega-9，Omega-3、Omega-6、Omega-9比例更要適當。
結論:
各種醫學、各種療法、各個派別都有支持自己論述的療法。論述不同，產生的飲食療法也會不同
，甚至衝突。衝突的時候，要找醫療或營養專家整合。有時甚至醫療或營養專家間也會有衝突，
那就要用科學實證，運用血液生化影像檢測或量子共振追蹤檢測及調整。若很多飲食療法都有幫
助，那選擇就要請醫療專家做成本效果分析（生存、生活、生命品質/直接+間接成本）。有鑒於
此，為了幫助大家能夠頓悟、力行、重生，能量醫學學會排除萬難舉辦了7/29【酮盟會】～台灣
第一場生酮飲食研討會！
7/29【酮盟會】~台灣第一場生酮飲食研討會！報名如下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805281429101114072089
《展穎診所》整體健康檢查與評估 潘忠興醫師
深入學習:連結以下網頁或搜尋關鍵字“量身訂做飲食菜單”
http://www.dr-peterpan.com.tw/product-detail-2033277.html
http://www.dr-peterpan.com.tw/product-detail-1939853.html
http://www.dr-peterpan.com.tw/product-detail-1940182.html
http://www.dr-peterpan.com.tw/product-detail-2000564.html
http://www.dr-peterpan.com.tw/product-detail-18563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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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Keto Seminar

7.29 酮盟會
台灣第一場生酮飲食研討會

18位專家達人 x 13項議題 x 6大行業 x 12個品牌
生酮
學院

七月七日前導觀念建立
三階段生酮蛻變五堂課

酮享
美食

米其林主廚生酮輕食餐
最正最濃郁的防彈飲料

酮在
一起

生酮優質品牌現場展示
價值數千元生酮餐飲券

【活動時間】7/29(日) 09:00~16:30 (8:30 入場)
【活動地點】交通部集思國際會議中心 5 樓集會堂
(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4 號 5 樓)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台灣低醣生酮學會
【活動網址】https://www.accupass.com/go/729k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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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盟會是飲食療法的同盟會
陳立川

理事長

生酮飲食並不是一種另類療法，而是正統醫學用來治療癲癇的標
準表列方法。
其實現行的癲癇生酮療法是改良式的阿金飲食法。只因癲癇藥物
的問世，導致生酮飲食減少被使用的機會，但隨著阿金療法減重
的大量累積成功案例，以及臨床比對實驗確實證實其顯著效果，
讓醫界不得不嚥下這口氣。
但是最引爆的事實是生酮飲食導致的細胞分子變化，以及卡洛里
限制與斷食研究兩方面有著相當高的重疊領域。
這三者對消炎、減重、改善新陳代謝、基因表現改變皆有同步影
響，也掀起醫界對一些舊藥新用產生極大的波瀾。

毒理學博士

陳立川
學歷
台灣大學農化系
肯塔基大學毒物哲學博士

電子名片
（點擊 / 掃描）

博士

美國華府喬治華盛頓醫學院的游為公醫師是此領域的領導人物，
而且這三路科學同時夾攻癌症重症與糖尿病這種慢性疾病，領引
出一批批新的科研成果。
以二型糖尿病為例，Virta Health透過電子醫療照護系統達到高效逆
轉病情與減藥的結果。此外，繼洛杉磯大學實驗證明斷食(生酮)可
以非常顯著的降低化療與電療副作用，以及生酮飲食外加高壓氧
治療或其他舊藥新用的化療藥物在癌症臨床治療上獲得證實 ; 加
拿大多倫多的Medicor癌症治療中心的院長Akbar Kahn醫師也發表一些
臨床實驗結果，證實二氯乙酸在四期癌症治療上有其效用，而且
二甲雙胍類藥物每福敏(metformin)雖是治療第二型糖尿病的首選，但
是也可以運用在癌症治療上來降低血糖，減少癌細胞吸取血糖的
效果。
此治療方式又與一個另類癌症療法叫胰島素增強化療法(Insulin
Pigmentation Therapy)有高度相關性。利用胰島素注射降低病人血糖至
快昏迷狀態，再打低劑量化療藥殺死癌細胞，大幅減低化療的副
作用。
以上的資訊在在預告將來這三四個個別的研究領域，將會匯為一
股強大洪流，擴展生酮飲食與相關科研對多種疾病的治療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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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berg SJ, McKenzie AL, Williams P, et al.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a Novel Care Model for the Management of Type 2 Diabetes at One Year: An Open Label, Non-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Diabetes Ther. 2018. DOI: 10.1007/s13300-018-0373-9
McKenzie AL, Hallberg SJ, Creighton BC, et al.
A Novel Intervention Including Individualized Nutritional Recommendations Reduces Hemoglobin A1c Level, Medication Use, and Weight in Type 2 Diabetes.
JMIR Diabetes. 2017;2(1):e5 DOI:10.2196/diabetes.6981
Long-term stabilization of metastatic melanoma with sodium dichloroacetate. Khan A, Andrews D, Shainhouse J, Blackburn AC, World J Clin Oncol 2017 8(4):371-377
Long-term stabilization of stage 4 colon cancer using sodium dichloroacetate therapy. Khan A, Andrews D, Blackburn AC, World J Clin Cases 2016 Oct 16;4(10):336-343
A Novel Form of Dichloroacetate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A Report of 3 Cases. Khan A, Marier D, Marsden E, Andrews D, Eliaz I., Altern Ther Health Med.
2014 Oct;20(S2):21-28.
“Long-term remission of adenoid cystic tongue carcinoma with low dose naltrexone and vitamin D3 – a case report”, Khan A, Oral Health Dent Manag. 2014 Sep;13(3):721-4.
“Individualizing Chemotherapy using the Anti-Diabetic Drug, Metformin, an Adjuvant: An Exploratory Study”, Bradford, S, Khan A, J Cancer Sci Ther 2013, 5.3
“Case Report of Long Term Complete Remission of Metastatic Ren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fter Palliative Radiotherapy and Adjuvant Dichloroacetate”, Khan A, Advances
in Canc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Vol 2012 (2012)
“Use of Oral Dichloroacetate for Palliation of Leg Pain Arising from Metastatic Poorly Differentiated Carcinoma: A Case Report.”
Khan A, J Palliat Med. 2011 Apr 12.
www.foundation.org，游為公教授的官方網站
https://iptldmd.com/，胰島素增強化療法正式官網

酮盟會外賓介紹
游為公教授是美國馬里蘭州安娜坡里斯與華府執業的外科醫生，他也是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
院的泌尿科教授，同時過去三十年也是Aegis Medical and Research Associates的夥伴。
他現在投身理解正確營養對人體的改變與重要性，也關注人體對不同形式營養的許多反應。
因此自從2006年起，他設立了基金會支持突破性的研究找出營養與健康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有發
展前途但不被頒發研究經費青睞的研究計畫，而且優先頒給行政開支低高效投入實際研究的推展
。
基金會後來又做了一個主要決定，將網站變成資源中心，給許多不知所措的病人提供正當管
道轉介到合適的醫師、營養師、組織、甚至食物與補品，書籍與食譜等等，提供營養療法。
基金會鼓吹的高度營養與卡洛里限制食療法(每天1500- 1800卡)對許多種癌症病患或其他慢性
病有高度影響力，甚至短期卡洛里限制與改良式斷食也會幫助身體的修復。游教授也專注在每福
敏等舊藥新用的發展，推動整合式的癌症治療方案。
阿卡巴罕是加拿大多倫多 Medicor Cancer Centres的創辦者與院長，過去25年他專注於提供個人
化醫療給少數癌症病患，也因此讓他獲得寶貴經驗處理癌症的複雜問題。阿卡巴罕醫師在癌症醫
療領域相當活躍與創新，1999年他與其他人就設立慈善組織幫助癌友處理居家症狀控制與增加生
活品質。也因此讓他藉以開發一系列獨特的服務，包括結合正統與另類醫療的獨特新檢測法與療
法選項，疼痛控制與癥狀處理，其他增強生活品質的產品，特別是指引清楚的居家急救箱、電腦
化的病人旅遊紀錄、客製化訂單等等，讓病人家人與護士可以無誤的處理緊急問題。
自從2007年，阿卡巴罕醫師因以無毒的方法治療來自世界各地的癌友而得到國際性知名度，
他是全世界第一個用雙氯乙酸鈉鹽治療癌症獲得正向結果，迄今已經超過兩千人受益。
他也將成果在網站公開分享給醫界與大眾，讓其安全性與有效性公諸於世。2013年他被知名
的加州柏克萊Ken Matsumura醫師挑選為第一個加拿大診所提供"無副作用化療"(S.E.F. Chemotherapy) ，
Matsumura醫師發明了獨到強效的免疫化療法，2006年阿卡巴罕醫師得知此療法時，臨床實驗還在
進行中，因此無法在加拿大提供，臨床實驗結束後，Matsumura醫師準備開啟衛星診所提供治療，
Medicor Cancer Centres很榮幸獲得殊榮提供此項服務。
過去一年，診所的病人獲益良多，超過90%的四期癌症病患皆有好轉，將來口碑一定會廣為
散播。透過持續成長，阿卡巴罕醫師整合了傳統、自然醫學、非標示用法的藥物為病人客製化治
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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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有約>>南部活動報導
曾國峰

毒理學博士

曾國峰

博士

經歷
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監事
美濃能量醫學研究中心
Auracom能量光場儀檢測、
宇宙能調理研究、
宇宙能應用科技研發中心負責人
能量之城，美濃能量莊園民宿
宇宙能應用負責人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學士
香港上海哲理學院宇宙能量
應用研究所博士
宇宙能身心靈調理研究二十五年
能量之城
美濃能量莊園民宿
（點擊 / 掃描）

監事

民國107年7月14日，由徐滿祥醫師(能量學會監事)成立的能量之
城-美濃能量莊園民宿週年慶暨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南區辦事處
座談會，與會者沈浸在能量的氛圍裡，座談、聽講、體驗，能量
醫師、專家學者、大師等難得共聚一堂，一同成長，交流激盪，
期使大家能量滿滿，收獲滿滿。
美濃能量莊園民宿是徐滿祥醫師多年前為能量生活化的理想，
終於在三年前逐一成形，除了是合法民宿，更多了能量體驗功能
，將多年的實驗與心得與民宿結合在一起，包含生物能牙醫宣導
、宇宙能應用科技、遠紅外線陶瓷製作、能量餐飲等，除了天然
的草皮地穴能量體驗，有結合音樂、風扇、光線、水、電磁波或
頻率…等的能量補充站體驗，"你累了嗎?歡迎來到美濃能量莊園民
宿"進一步推展能量旅遊。
美濃能量莊園民宿http://5658.com.tw/6830813/
此次座談會感謝：生物能牙醫、針灸與腦內啡~徐滿祥醫師。
量子檢測新設備與新書發表~羅仕寬醫師。QBER量子生物能共振製
程應用~吳丞哲董事長。氫分子醫學~張民傑院長。IPP非線性設備
簡介與生酮飲食評估~潘忠興醫師。文字訊息研究測字、感應、念
力~曾憲宏校長。神奇無痛診斷與若石健康法~陳茂松會長。看得
見的能量：宇宙能科技應用、身心靈宇宙能調理研究~曾國峰博士
。感謝能量學會理事長陳立川多年的支持、二位副理事長的支援
，及能量學會、能量之城的好朋友熱情參與，能量有約活動圓滿
完成，感謝所有工作人員運作幫忙，感謝展示廠商示範單位，也
謹代表徐滿祥醫師-能量莊園主人跟大家致謝，未及之處，也敬請
多多建議與包涵。
今年活動中意外貴客臨門，見到能量醫學之父-鍾傑之弟鍾厚
臨，是能量醫學史上"秦值儀"的製作人，他從香港回來就到能量莊
園會場，現場能量立刻發光發亮，暢談電子能量，欲罷不能，會
後會仍繼續，加上國際若石總會會長陳茂松，現場示範，如巨星
般群眾包圍，亞太聯盟理事長賴俊嘉也親自操作IPP設備及聲波療
癒的示範……等，活動在能量晚宴後告一段落，也期待下回美濃
能量莊園活動，我們能量再度有約。
曾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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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自然醫學診所

會員名冊
更新日期：2018.07

潘忠興

彼得潘整體健康照護體系／總裁
展穎診所／負責醫師
國高總院特約／主治醫師

展穎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一路157號
(07)713-0822

內科醫學、精神醫學、自然醫學、量子醫學、預防醫學、身、心、靈、社會整合健康管理。
Internal medicine,Psychiatriy,Nature medicine,Quantum medicine,Preventive medicine.
Bio-psycho-socio-spiritual integrative health management.

曹為霖

維霖內科診所／院長

項懷達

大欣診所／院長

維霖內科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6之1號
(02)8914-7799
抗衰老醫學， 整合性醫療，功能醫學檢測，胃腸肝膽疾病，減重治療，腸漏症、慢性食物
過敏原檢測，靜脈(淨血)雷射，自律神經失調檢測及調整，量子醫學檢測，3D能量醫學檢測，
精油芳療，醫學美容。
大欣診所

台中市大里區新興路15號
(04)2406-9660

家醫、自然醫學、抗衰老、螯合療法、微整型。

謝琇芳

裕仁診所／院長

裕仁診所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117號2樓
(02)2336-3229

整合醫療、營養治療、排重金屬、虹膜檢測。

謝旺穎

謝旺穎親子診所／
院長
整合醫學與食療。

謝旺穎親子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311號1樓
(03)425-1628

羅仕寬

吉康耳鼻喉科診所／院長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56號
自然整合醫學健康照護中心／院長
(03)425-1445
各種耳鼻喉科疑難雜症，整體健康照護如：腦心血管疾病預防，癌症輔助治療，抗衰老，
眩暈，失眠調理。

蔡凱宙

蔡凱宙自然骨科診所／院長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09號4F之3
(02)2369-1055
結合西醫骨科專業和多種自然療法，以全方位整合醫療，主治：足底筋膜炎、姆趾外翻、
膝關節炎、脊椎側彎、五十肩、巴金森氏症、骨鬆症、肌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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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除汞診所

安全除汞設備
牙科診所名單

有此符號之診所擁有
口腔電位儀
可測牙齒電流量

更新日期：2018.07

北部
德軒津牙醫診所

龍霖

02-8751-5050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58巷30弄2號1樓

石淦生

02-2705-9402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283號8樓

張 云 吳培智

02-2731-8833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0號5樓

典華牙醫診所

鍾芝華

02-2307-3666

台北市萬華區東園路39號

德音牙醫診所

吳子宏

02-2291-1284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149號

名揚牙醫診所

陳慶星

03-494-7101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338號1-2樓

達美牙醫診所

林芝瑜

03-2200088

桃園市桃園區中平路95號2樓

光流牙醫診所

黃汝萍等

04-2258-2056

台中市西屯區政和路152號

麗緻牙醫診所

陳立山

04-2287-1881

台中市南區建成路1846號2樓

福音牙醫診所

吳統芳

04-2437-2255

台中市北屯區軍功路一段633號

楊健群牙醫診所

楊健群

04-727-3839

彰化市三民路399號

圓恆牙醫診所

徐子恆

05-597-4801

雲林縣斗南鎮南昌路7號

樂菩牙醫診所

朱沿清

06-275-5221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三段20號1-2樓

樸石牙醫診所

王毓均

06-2350-999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365巷17號

藝豐牙醫師診所

李錦陽 徐滿祥

07-556-5578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314號(博愛路口)

巨樺牙醫師診所

蔡鎮安等

07-822-9928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36號1-2樓

德安牙醫師診所

吳金佩等

07-768-6088

高雄鳳山市五甲二路366號

徐牙醫師診所

徐滿祥 李錦陽

07-683-4382

高雄縣美濃區中正路二段765號

天成牙醫診所

蘇雷拯等

08-868-5519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88號

磐石牙醫診所
明日美牙醫診所

中部

南部

馬來西亞
ST Tiew Cosmetic Dental Centre
Dr. Tiew and others

+603-2242-0351

Wisma Life Care L-2F, Level 2
No. 5 Jin Kerinchi, Bangsar South
59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註一

以上資訊為備有全套安全除汞設備診所 僅提供硬體設備供讀者參考 非服務品質之保證
對於有意提供病人除汞服務的診所或牙醫師 歡迎聯絡洽詢 drlichuan@hotmail.com

螯
合

註二

汞齊除完要清除身體殘留的重金屬請找有經過臨床螯合療法訓練的醫師配合
牙醫提供全方位治療 配合醫師的自然療法 才能架構醫牙整合的完美治療

診
所

台灣臨床
螯合醫學會

螯合療法診所

預防醫學

身心淨化排毒
（重金屬）
服務一欄表
更新日期：2018.07

吳坤光婦產科診所

02-2705-9320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59號

春天診所

02-2700-7798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184號3樓

東西整合醫學中心

02-2706-0216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59號2樓

以法大診所

02-2703-6161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65巷2號6樓

淨妍診所

02-2731-5030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12號4樓

富生婦產科診所

02-2521-8229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57號

輝雄診所

02-2560-2586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302號

裕仁診所

02-2336-3229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117號2樓

優美診所

02-2322-1719

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2號7樓之5

德安婦產科診所

02-2201-0706

新北市新莊市新泰路31號

佑林醫院

02-2223-9293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71號

王東生診所

03-961-5487

宜蘭縣羅東鎮維揚路78號

吉康耳鼻喉科診所

03-422-8133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56號

敦仁診所

03-463-5353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18號

杏德芙診所

03-479-2430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 331號

千才生伊診所

03-658-0567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一路17號

慈祐醫院

03-747-6589

苗栗縣竹南鎮民治街17號

鄭煒達診所

04-2323-5136

台中市公益路214號

梅明因診所

04-2525-7965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350號

大欣診所

04-2406-9660

台中市大里區新興路15號

揚昇醫美健康診所

0800-211-466

台中市西屯區惠中路二段78號

淨妍診所

04-2320-2977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510號

明穎耳鼻喉科診所

04-896-9662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25號

楊有德眼科門診

05-534-7347

雲林縣斗六市興華街1-3號

法泊時尚診所

0800-555-722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656號

普生診所

08-775-1188

屏東縣里港鄉中山路35號

安
全
除
汞
診
所

備註
做螯合治療前先去除口腔汞齊會更好
請務必找有安全除汞設備的牙醫診所

Conference

第三屆台灣實證輔助醫學(EBCAM)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8/11/17～18 (一天半)
共同主辦單位目前號召的團體如下:
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
台灣低醣生酮學會
台灣臨床螯合醫學會
台灣分子矯正醫學會
台灣乳腺癌病人協會
醫牙聯盟(非正式註冊社群)
(持續邀約中...)
歡迎大家共襄盛舉，踴躍參加! 謝謝!

EBCAM會議 粉絲團
Line @

請洽能量醫學學會秘書長 劉瓊玉小姐：
deeksha.liu@gmail.com
0919-16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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