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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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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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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S02-TO THE TOP 美金榜留學服務C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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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地址﹕﹕96009600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120120, Houston, TX, Houston, TX7703677036
熱線電話熱線電話﹕﹕832832--633633--555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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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左女右》全明星兩性真人互動話題秀
節目介紹：

2015年深圳衛視全新一季《男左女右》正式改版，由優質大叔黃健翔和國民女神柳

岩主持，節目定位為大型全明星兩性觀點互動話題秀，《男左女右》節目內容以男

女明星觀點互動、答題競技為主，輔以遊戲互動，旨在在輕鬆愉快的氛圍裡解讀兩

性關係，引領兩性文明價值風尚。

播出時間：

每周五上午8點半至10點首播，每周六晚間1點至2點半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VOA】中國即將於5月14日-15日在北京主辦“一帶一
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預計共有28個國家元首和政府
首腦確認出席，但包括美國在內的、有影響力的主要西
方大國將缺席這場由中國主辦的“規格最高的國際會議
。”此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川普在海湖
莊園(Mar-a-Largo)舉行首次川習會時曾邀請美國參與“
一帶一路”。此次高峰會後，美中兩國能夠在哪些領域
展開實質性合作值得關注。
中國外交部4月中宣布，“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將於5月份在北京舉行，習近平將出席論壇開幕式並主持
圓桌峰會等活動。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介紹說，除了28個
國家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確認出席外，還有來自110個
國家的官員、學者、企業家、媒體等各界人士參加，包
括92個國家的九名副總理、七名外長、190名高級官員。
另有來自61個國際組織的負責人和代表也將出席。
到目前為止，美方並沒有表示有派高級官員出席此次峰
會的計劃。而此前習近平與川普的首次“川習會”上，

習近平對川普表示，中方歡迎
美方參與“一帶一路”框架內
合作。
在“一帶一路”的議題上，川
普政府的立場目前仍比較模糊
。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
教授、美中關系問題專家羅伯
特•薩特(Robert Sutter)認為
，這是因為川普政府到目前為
止還沒有形成一個明確的對華
策略，而這將決定其在“一帶
一路”倡議上的立場。但他表
示，川普政府或許在這個問題
上要比其前任更靈活。他說：
“我傾向於認為，本屆美國政
府在這個問題上（與中國）合
作的可能性比往
屆政府要大得多
。往屆美國政府

會受限於它們的策略，但本屆政府的重點是
‘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薩特表示，在川普政府看來，目前美中關系
的焦點是解決朝鮮問題，因此有可能會把美
中關系中的其它議題與朝鮮問題捆綁起來。
他說：“我對本屆美國政府的短暫印象是，
因為朝鮮問題十分攸關，所以也許會考慮把
‘一帶一路’與朝鮮問題結合在一起。這種
狀況在過去無論是奧巴馬政府還是小布什政
府都沒有出現過。”
至於美國未來可能以何種角色參與“一帶一
路”，薩特認為，“一帶一路”面臨諸多挑
戰，但最主要的挑戰之一是資金，如何確保
投資回報。“誰能為項目貸款提供擔保？”
他說，“中國在尋找貸款擔保方，比如世界
銀行或者亞洲開發銀行等。在這方面中國或

許尋求美方的合作，給某一項目提供聯合貸款。這樣就
能確保他們的貸款不至於打了水漂。”
中國商務部的信息顯示，巴基斯坦塔貝拉五期水電項目
就是世界銀行與北京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IIB)的合作產物。該項目總投資8.235億美元，其中
6.97億美元的貸款由亞投行和世界銀行提供，其中亞投
行出資3億美元、世行出資3.9億美元。

北京開一帶一路峰會，美中如何合作？ 

《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圖1：川普總統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4月7日在佛羅里達海湖莊園進行峰會後一起散步交談。

圖2：2017年4月18日，工人們在中國國家會議中心外頭的平台上，為絲綢之路黃金大
橋裝置纜線。北京將於5月在國家會議中心舉辦一帶一路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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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第50屆休
士頓國際電影節剛落幕，獲得最佳兒童功夫
演員雷米金獎和全景中國獎的本地小明星韓
豐嶸賺足大家的目光，日前他受邀參加美南
國際電視網15.3台，娟子策劃擔綱主持的兒
童節目訪問，將談談他學習中國功夫，並與
武打巨星成龍的徒弟新七小福學習武術的經
驗。節目將在 5月6日晚間8時播出，精彩內
容，敬請準時收看。

第50屆休士頓電影節成功圓滿落幕，活
動吸引眾多人目光，其中，本地小明星11歲
的韓豐嶸受全景中國組委會邀請，與一同參
與主演 「寶貝特攻」的成龍徒弟新七小福成
員冀濤受邀參加全球頒獎盛典，獲得兩項大
獎全球最佳兒童功夫演員雷米金獎和全景中
國獎，並在本屆影展與少林功夫學院釋行浩
師傅學生們一起獻上一段功夫秀，專業的功底和架式，讓全場喝采。

為了學習地道的中國功夫，韓豐嶸母親請來了李連杰的師妹李靜一對一的輔導
兒子的武術，他也曾在全球10萬名兒童中脫穎而出，被好萊塢院線電影 「寶貝特
攻」劇組選中，加入演出，有幸與成龍的徒弟新七小福學習武術，並與冀濤參加全
球頒獎盛典，獲得兩項大獎。

韓豐嶸是個多才多藝的追風少年，5歲開始登台表演，先後獲得過無數個金獎
，不僅會唱歌、跳舞、跆拳道、中國功夫，還有自己作詞的英文歌曲 「play 」、
「again」，他的新專輯 「王子集結號」也已推出，其中包括他的兩首MV歌曲：
「小海盜」和 「逆戰」都受到喜愛他的粉絲歡迎。在娟子老師的培養下，11歲的韓

豐嶸還主持過央視的七彩星球兒童節目，表現相當亮眼。
節目上將談談他學習中國功夫和參與電影演出的經驗，現場也將有精彩表演。

想知道更多韓豐嶸的小故事嗎？那就請準時收看美南電視STV15.3快樂童年， 5月
6日(周六)晚間8時播出，5月10日上午9時30分至10時重播，敬請關注收看。

《快樂童年》最佳兒童功夫明星韓豐嶸 明晚8時播出

韓豐嶸表演功夫才藝韓豐嶸表演功夫才藝。。((娟子提供娟子提供))

韓豐嶸獲獎韓豐嶸獲獎。。((娟子提供娟子提供))

韓豐嶸韓豐嶸((左二左二))與娟子老師與娟子老師((右二右二))在影展上合影在影展上合影。。((娟子提供娟子提供))

（Sissi／休士頓報導）五月伊始
，又是一個新的開始。讀者朋友們想
好以怎樣的方式來度過這五月的第一
個周末了嗎？本周活動有：Katy啤酒
節、日本節、The Weeknd 演唱會、
自行車騎行等。趁著假日到外頭走走
吧。
1. Katy 啤酒節（Katy Wild West Brew

Fest）
這周末將在Katy Mills Mall的

Hop House 舉辦盛大的啤酒
節，周五為開幕派對，周六
為正式啤酒節，屆時啤酒迷
們將可品嘗到超過500種不同
口味的啤酒。門票包含入場
及12張小杯啤酒品嘗劵。
時間：5月5日（星期五）7:

00 p.m.- 10:00 p.m.
5月6日（星期六）3:00 p.m.- 8:00 p.
m.

地 址 ： 5000 Katy Mills Circle,
Katy, TX 77494

票價：$35/周五，$30/周六，更
多團體票價信息請參官網

官網：http://www.wildwestbrew-
fest.com/

2. 日本節（Ja-
pan Festival）
每年五月初都
會在赫曼公園

(Hermann Park)舉辦日本節，慶祝日
本文化，今年的日本節就在本周末。
屆時會有日本傳統歌舞鼓樂表演，傳
統日式美食，日式手工藝品展，還有
民眾自發的動漫Cosplay遊行。喜愛日
本文化的朋友不要錯過啦~

時間：5 月 6 日（星期六）10:00
a.m.- 6:00 p.m.

5月7日（星期天）10:00 a.m.- 5:
00 p.m.

地址：6001 Fannin Street，Hous-
ton, TX 77030

票價：免費
3. 青 少 年 招 聘 會 （Houston Youth
On-the-Spot Hiring Job Fair）

Hire Houston Youth 與麥當勞合
作將於本周六和下周六在 Magnolia

Multi-Service Center 舉辦招聘會，旨
在為 16 到 24 歲的青少年提供上千個
就業機會。參與者不用提前註冊，當
場參加即可，建議帶上簡歷、有效ID
和社安卡（Social security card）.

時間：5 月 6 日（星期六）10:00
a.m. - 3:00 p.m.
5月20日（星期六）10:00 a.m. - 3:00
p.m.

地址：City of Houston’s Mag-
nolia Multi-Service Center,7037 Capi-
tol St,Houston, TX 77011

票價：免費
4. The Weeknd 演唱會（The Weeknd
in Concert）

加拿大 90 後歌手及詞曲創作者
The Weeknd 這周六將空降休斯頓，
為聽眾演奏起一場青春洋溢的音樂之
風。The Weeknd 曲風主打藍調和流
行，他曾獲得 2 次格萊美獎及 9 次朱
諾音樂獎。代表作有：《Can't feel

my face》 、 《I feel it coming》 、
《Starboy》等。

時間：5月6日（星期六）7:30 p.
m.

地 址 ： Toyota Center,1510 Polk
St,Houston, TX 77002

票價：$39.5起
5. 自行車騎行（Bayou Bikers Ride）

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天，Bayou
地區的自行車愛好者都會歡聚一堂，
從國家歷史地(Market Square Park)出
發，一起騎行 20 至 40 英里，觀賞休
斯頓的美麗水路。活動對所有自行車
愛好者開放，但參加者需自帶自行車
，最好是山地自行車，或是扁平輪胎
的自行車。

時間：5月7日（星期天）8:00 a.
m.

地 址 ： Market Square Park,301
Milam St,Houston, TX 77002

票價：免費

迎五月品酒逛日本節迎五月品酒逛日本節 歡度周末美好時光歡度周末美好時光

日本節日本節。。((本報資料照片本報資料照片))

譚燕玉（英語：Vivienne Tam，1957年11月28日－
）是一名國際著名美籍華裔的女性服裝設計師，旗下品
牌亦以其英文名字命名。譚燕玉於廣州出生，3歲時隨
父母移居香港。中學就讀於聖傑靈女子中學，其後畢業
於香港理工大學（當時稱為香港理工學院）設計系，亦
學於倫敦。於1981年遠赴美國紐約，並於1990年創立以
自己名字為名的品牌。

她被西方媒體冠以 「新一代中國代表」。她的作品
巧思妙想，從中國文化中擷取靈感，銳意創新。她的作
品融入了中國畫的留白、寫意山水、工筆花鳥、書法骨
架，化作時尚符號，並納入好萊塢大片電影阿凡達的靈
感和想像空間。譚燕玉在歐美時裝界知名度很高，在T
型舞台上為東方時尚贏得了大批觀眾，以服飾 的語言向
世界詮釋中華文化的多彩繽紛和博大精深。去年在中國
上海 Fashion Week fashion show 後上了中國”In Style”
雜誌! 她也列入美國時代雜誌 ( TIME Magazine) 中100 名
的世界名人網.

在紐約時裝週上，設計師譚燕玉推出一個春季系列，她
說，由她的進賬愛的啟發。

一套春裝己在休士頓的NASA, Rice University, Ro-
deo Houston, Houston Ballet的標誌(Logo) 為主的設計, 全
球風迷休士頓, 所賣收入超出１Billion dollars.

休士頓市長在星期四, 五月四號開 party to thanks
Vivienne Tam for Promoting Houston with Houston Logos
to the world!
Space Rodeo Party

時聞::下午三點開始, 五月四号, 星期四 ( 3 PM, May
4th ,Thursday)

地址: 4444 Westheimer Street ( River oak District)
Cost: FREE to All.
牛仔夾克，T 卹，紮染裙，寬鬆的衣服 Rodeo

Houston，美國航空航天局 ( NASA)，休士頓芭蕾舞團
(Houston Ballet)和萊斯(RICE)大學特色的標誌!

世界著名服裝設計師譚燕玉來到休士頓
休士頓市長頒發五月四日為譚燕玉之日休士頓市長頒發五月四日為譚燕玉之日

休士頓觀光局休士頓觀光局Mike WatermanMike Waterman總經理代表休士頓市長頒發五月四日為譚燕玉總經理代表休士頓市長頒發五月四日為譚燕玉
之日之日,,世界著名服裝設計師譚燕玉表示很榮幸世界著名服裝設計師譚燕玉表示很榮幸..名模都穿上譚燕玉設計服裝觀名模都穿上譚燕玉設計服裝觀
禮禮。。((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亞太裔傳統協會（APAHA）所主辦的一年一度亞裔
傳統月藝術節於4月29日在休士頓購物商圈Galleria 商場舉辦揭
幕式，會中有各亞裔民族的表演節目，包括台灣 , 印尼 , 印度 ,
日本，韓國，巴基斯坦，泰國和越南等等 ，透過音樂，歌唱 , 舞
蹈 , 藝術 , 武術 , 分享豐富的文化給休士頓民眾。駐休士頓辦事
處處長黃敏境伉儷、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劉秀美僑務委

員、趙婉兒僑務促進委員、亞太裔傳統協會執行長Barbara Gallo
等理事會成員均參與該活動。我台灣僑社在駐休士頓辦事處以及
僑教中心協助協調下，以Taiwan Aboriginals Celebrate Dance and
Song，著名舞蹈家林天娜表演的馬蘭山歌，高山青 , 及老人服務
協會香香個人創作舞蹈班表演的山地多情花 , 贏得來自世界各地
觀眾的熱烈掌聲 , 掀起現場熱鬧的氣氛。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黃

敏境表示，台灣移民對整個美國社會有貢獻巨大，更是亞太裔傳
統協會重要成員，透過參與亞裔傳統節有效提升台灣能見度。僑
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則感謝僑務委員劉秀美、趙婉兒僑務促進委員
居中協調，僑胞林天娜以及香香舞蹈團代表台灣呈現精采的原住
民演出，介紹台灣文化，該精彩表演吸引五百逾位主流民眾觀賞
，成功宣揚台灣。

休士頓僑社 亞裔傳統月藝術節呈現台灣文化

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黃敏境伉儷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黃敏境伉儷((左左44..55))、、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
雅淑雅淑((左左33))、、劉秀美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右右11))、、趙婉兒僑務促進委員趙婉兒僑務促進委員((左左22))與與
代表台灣之著名舞蹈家林天娜代表台灣之著名舞蹈家林天娜((左左11))、、香香個人創作舞蹈班合影香香個人創作舞蹈班合影。。 香香個人創作舞蹈班香香個人創作舞蹈班((圖圖22))、、林天娜林天娜((圖圖33))以以Taiwan Aboriginals Celebrate Dance and SongTaiwan Aboriginals Celebrate Dance and Song在亞裔傳統月藝術節表演成功宣揚台灣在亞裔傳統月藝術節表演成功宣揚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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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女性婦產科曹年嘉醫師待人親切華裔女性婦產科曹年嘉醫師待人親切、、
細心專業細心專業曹年嘉醫師在醫院曹年嘉醫師在醫院，，迎接新生兒的誕臨迎接新生兒的誕臨

四季搬家公司 具備專業搬遷能力
讓喬遷更省心 提供一流搬家服務

【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無論是個人或是公司，當需要搬家
的時候，因為面臨全面性的變動，就需要找個可靠而專業的搬遷
團隊來協助，能夠省掉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不用那麼操心。休士
頓地區的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All Seasons Moving＆Storage)，在
業界擁有超過三十年的經歷，秉持一貫專業原則及可靠的態度，
在糖城和大休士頓地區贏得良好的聲譽。

無論是家庭個人搬家、或是公司行號、乃至於大企業喬遷，
或者特殊搬遷如：鋼琴、展場、骨董、繪畫等，四季搬家都能圓
滿的達成客戶的期待。在搬家過程中雖然有諸多細節要注意，而
四季搬家訓練有素、專業的搬運工都會努力做到，讓客戶盡可能
減少搬遷過程的壓力。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當天服務，當天打電話，當天搬家
，可以隨機應變。當然，一般人都會事先準備，不會當天才聯絡
，不過，仍可看出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的調度能力強，可以彈性
配合客戶的需要。如果搬運的貨物暫時需要儲存空間，四季搬家
與倉儲公司也有倉儲服務，安全的保存客戶的物品。

此外，有些民眾可能會需要一些特殊的搬運，例如各類鋼琴
、大型美術繪畫作品、古董或其它需要額外保護的物品，四季搬
家與倉儲公司也提供服務，幫助客戶安全地將鋼琴移至新的地點
。在過去，已經為許多個人、學校、大學、教會、或專業鋼琴家

等進行鋼琴的搬遷。工作人員攜帶特別的設備和襯墊，確保
客戶的珍貴財產搬遷無損。

搬家應該注意的事項:
1.所有東西事先規劃、打包，小東西不要零零散散的放

著。
2.在所有的箱子上貼標籤，標明內容物，最好分區，例

如主臥室、主衛生間、客房、書房、廚房等，標明¬一、二
、三、四等數字，等搬過去之後要歸位會節省很多時間。

3.不用的東西趁機清掉，減少要搬運的東西，把多餘或
不用的捐出去，或是來個車庫大拍賣(garage sale)，新家就要
有新的開始。

4.使用品質好的箱子包裝，不要隨便包裝。質量好的包裝箱
對物品的保護有很大幫助，最終省的還是您的荷包。

5.使用旅行行李箱，把個人幾天之內要用的東西放行李箱裡
，搬過去後，一方面會節省找貼身用品的時間，同時也節省空間
，節省運費。

6.不要忘了小閣樓和車庫裡的東西，有些人常忘了要收拾自
己的閒雜物品，到最後反而花了更多的時間和金錢。

7.準備充足的箱子，會幫助您在打包過程中更輕鬆，同時預
留幾個箱子，以備搬家當天最後一分鐘還有東西沒收到。

8.用顏色色標分區。將您的新居的每個房間指定一種顏色，
例如廚房用黃色，餐廳用橘色等，將顏色貼紙貼在包裝箱子上，
然後在新居中，把匹配的顏色貼紙貼在每個房間的門上。這樣，
搬運人員就知道應該把東西放在哪裡，提高搬運的效率。

9.同類的東西放在一起。
10.如果有含易碎物品，要在箱子上清楚地標明，工作人員

會額外謹慎的搬運。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All Seasons Moving＆Storage)連絡電話:

(281)903-7688，或上網: www.allseasonsmove.com。

【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現代的女性，在家
中要扮演女兒、妻子、母親、媳婦的角色，在工
作上又面臨各種挑戰，這些來自家庭和職場上的
壓力對女性身心健康產生的影響相當大，加上女
性獨有的生理及心理特質，有時候便容易罹患婦
科疾病。

然而，在美國，有些婦女朋友即使發現身體
有異狀，也不一定會就醫，因為這牽涉到女性的

私密問題、以及語言上的溝通。在休士頓，現在
就有專業的華裔女性婦產科醫師，了解女性的需
求，又能用華語溝通，可以為華裔婦女的健康把
關。這位傑出的女醫師名叫曹年嘉(Marissa Tsao,
M.D.)，為人熱忱、細心、親切，她的診所提供女
性朋友一個舒適、隱密的就診空間。

曹年嘉醫師表示，女性其實應該好好愛護自
己，不要等到身體不適才就醫，在平日就該注意

保健，定期做健康檢測，多了解自己的
身體狀況。
青春期的女性，要多注意月事是否順利
、陰道是否會搔癢、有無分泌不正常、
會不會常常有肚子不舒服的現象。生育
期婦女，應該多留意避孕的資訊，定期
做性病檢查；女性四十歲之後，要做乳
房檢查，篩檢乳癌的可能性。
21歲以上的女性，每三至五年應該做一
次 「子宮頸抹片檢查」，台灣叫做 「六
分鐘護一生」，子宮頸癌一直是婦女朋
友罹患率很高的病症，但它卻是婦女癌
症中最容易透過篩檢而能被早期發現的
。初期的子宮頸癌婦女本身不會有症狀
，所以有可能會延誤治療的時機，因此
，若能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便能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其治癒率是很高的。
更年期的婦女，則應該留心自己是否會陰道

乾燥，上廁所有沒有不舒服的感覺。如果在咳嗽
時會有漏尿現象，或覺得陰道裡有東西，就可能
是子宮或膀胱下垂，均應該盡早就醫。

曹年嘉醫師所主持的Obstetrics & Gynecology
Center of Northwest Houston位於休士頓西北區，
因為在八號公路旁，交通相當便捷，距離中國城
只要十多分鐘。她精通中文、英文及西班牙文，
專業並且平易近人，很有責任感。診所接受各大
保險、及Ｍedicare／Medicaid。婦科的服務項目包
括：子宮頸抹片檢查／人類乳突病毒檢查、預防
子宮頸癌疫苗注射、陰道炎／泌尿道感染治療、
各種避孕的諮詢、青春期諮詢／經期不順、更年
期症狀治療等。產科的服務項目有：不孕症諮詢
及治療、產前檢查及優生保健遺傳諮詢、高危險
妊娠產檢及轉診服務、超音波產檢、自然產／無
痛分娩及剖腹產等。

Obstetrics & Gynecology Center of Northwest
Houston診療時間為：周一至周四上午8時至下午
5 時、周五上午 8 時至中午 12 時，診所地址為：
5655 W Sam Houston Pkwy N. Ste C Houston, TX
77041，洽詢電話是 281-978-2898。也可上網預
約CyFairOBGYN.com。

休士頓華裔女性婦產科曹年嘉醫師
親切細心專業 幫助婦女朋友維護健康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個人家庭搬家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個人家庭搬家、、或是公司行號喬遷或是公司行號喬遷、、鋼琴鋼琴
搬遷等服務搬遷等服務

美賴清陽主任律師昨在美國聯邦專利和商標局（USPTO ） 講座中主講
「「中國企業在美國發展和投資中知識產權法律問題中國企業在美國發展和投資中知識產權法律問題 」」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時值
每 年 一 度 的 海 上 油 田 科 技 大 會
（OTC) 正在休士頓舉行（ 5 月 1 日
至5月8日 ），美國聯邦專利和商標
局（ USPTO ) 昨（ 5 月 3 日 ）下午
在GE Oil & Gas 一樓的會議廳專門為
參加 OTC 大會的中國商家們，辦了
一場母語為中文的知識產權講座。介
紹美國知識產權法律體系。首場由賴
清陽中美歐聯合律師事務所的賴清陽
主任律師及陳皓奕律師主講 「中國企
業在美國發展和投資中知識產權法律
問題」。為現場觀眾闡述美國知識產
權法律的組成，以及中國企業在海外
參展、國際投資併購的過程中可能面
臨的專利，商標，著作權，營業秘密
等法律問題。

昨天演講的內容大致包括：（
一 ） 美國知識產權分類概述。 （ 二
） 中國企業赴美參展期間的知識產權
法律風險。 （ 三 ）知識產權評估簡
介和盡職調查的注意事項。 （ 四 ）
專利訴訟流程與策略簡介。

賴律師也特別提及法庭禁令對參
展中國企業的威脅包括：（ 一 ） 留
給中國企業應對法庭禁令的時間幾乎

為零。 （ 二 ）原告事先準備充份，
申請法庭禁令成功可能性 大。 （ 三
）一旦禁令生效，中國企業會被勸離
展會現場，相關產品必須立即下架，
展台可能被封閉撤銷，相關商業活動
無法進行。

賴律師也將在演講中提到 「展銷
會期間的特殊法律環境」，包括： 美
國當地聯邦法庭對中國企業的＂管轄
權＂；美國聯邦法庭對中國被告的訴
狀送達程序； 單方面法庭禁令要求或
者緊急法庭禁令要求。

因此，中國企業赴美參展前的準
備工作包括： 及時保護自有知識產權
庫； 篩選預判潛在法律風險； 選擇
適合方式提前化解法律風險； 收集他
人侵犯自有知識產權的證據；為參展
人員提供知識產權法律講座和培訓；
掌握或者聯繫當地律師。

而 「評估知識產權」包括： 轉讓
、許可或者相互授權； 技術入股的股
金額折算； 股份改造、併購、破產等
； 設立質權；法律糾紛和訴訟等等。

賴 清 陽 律 師 表 示 ： 石 油 業 自
2014 年低迷至今，又重新上來，隨著
川普當政，德州州長 Perry 任能源部

長，開放頁岩油的開採，將
為石油界帶來春天。 2017
年 只 是 剛 開 始 ， 2018 至
2019 號稱石油春天將真正
到來。屆時，將有石油開採
廠商大批湧入，中國話語權
將再度奪回。

賴清陽博士是 Lai,Cor-
sii & Lapus 律所（ 中美歐聯
合律師事務所 ） 的資深律
師。數十年來，賴律師先後
為包括鴻海，日月光，友達
，群創，奇美，玉皇化工，
天津大無縫，及中鋼，中鼎
，天時，科瑞， 瑞奇鋼結
構等大陸和台灣企業提供知
識產權申請、訴訟和投資服
務，並撰寫和出版了＜ 美
國商標經典案例解析＞,＜
美國專利訴訟流程與策略
＞,＜ 美國 ITC337 攻防之
道＞,＜ 美國專利訴訟關鍵
案例解讀＞, ＜ 電子書的億
兆商機＞,等專著和文章。其中，＜
美國商標經典案例解讀＞ 一書被認定
為中國法學院英語專業教材，及山東

大學法學院案例書。
USPTO 昨天也派出了聯邦官員

資深參事 Mark A. Cohen ( 柯恆先生

）在演講前以中文致詞，並提供服務
。

下週三母親節活動臨近，請麻煩在這個週末再次刊登一下新
聞稿，提醒民眾來前台領取進場券，領完為止。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將於5月10日(週三)下午1-3時，在文化中
心體育館舉辦 「慶祝母親節敦親睦鄰聯歡會」，聯歡會有文化中
心養生班及各社團表演太極、唱歌、舞蹈、等等精彩的節目，多
位僑社名人歌唱，和精美抽獎禮物，來慶祝母親節。免費入場，
歡迎各界朋友前往觀賞。文化中心前台備有入場券，歡迎至文化
中心前面櫃台免費索取，憑入場券在當日入場時領取禮物一份，
入場禮物有限，先到先得，送完為止。詳情請洽: 713-271-6100
分機205。

5月10日中華文化中心母親節活動

圖為圖為（（ 右起右起 ）） 頼清陽主任律師頼清陽主任律師，，美國美國USPTOUSPTO 官員柯恆官員柯恆（（Mark A. CohenMark A. Cohen ））,, 梅路梅路
村博士村博士，，陳皓奕律師在大會上合影陳皓奕律師在大會上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會長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會長，，著名攝影家連健立著名攝影家連健立 先生在紐約的姪女連漪先生在紐約的姪女連漪（（ Mimi Lien )Mimi Lien )（（ 見圖右見圖右
））因為紐約百老匯舞台劇設計舞台佈景而被提名今年的因為紐約百老匯舞台劇設計舞台佈景而被提名今年的TonyTony 獎獎，，消息傳來消息傳來，，所有華人皆感振奮所有華人皆感振奮，，

與有榮焉與有榮焉。。
Mimi Lien ,Mimi Lien ,連漪連漪，，畢業終耶魯大學建築系畢業終耶魯大學建築系，，後從事戲劇舞台佈景後從事戲劇舞台佈景

設計設計，，曾多次獲獎曾多次獲獎，，也是也是20152015 年麥克阿瑟獎得主之一年麥克阿瑟獎得主之一。。這次被提名的是她第一次為百老匯舞台劇這次被提名的是她第一次為百老匯舞台劇
＂＂Natasha Pierre & the Great ComicNatasha Pierre & the Great Comic 18121812＂設計的舞台佈景＂設計的舞台佈景（（ 見圖左見圖左 ））

華人攝影學會會長連健立姪女連漪
以為百老匯設計舞台佈景被提名今年Tony Award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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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為配合全新招牌特製配方，推出並非完全多餘的創新餐具
電視購物超級推銷員Anthony Sullivan與麥當勞攜手合作

通過5月5日播出的購物頻道廣告宣布麥當勞餐廳正式啟用Frork
伊 利 諾 州 OAK

Brook -- （BusinessWire
– 2017 年 5 月 1 日）- 美
國 麥 當 勞 （McDonald’ s
USA）今天推出一半是餐
具，一半是薯條叉的混合
設計“Frork，”專門用來
鏟起顧客在享用全新招牌

特製配方（Signature Crafted™ Recipes）三明治時可能從三明治
上滑落的優質配料。

麥當勞繼續求新求變，在全國各地推出以頂級食材搭配獨特
口味的招牌特製配方三明治，包括Pico Guacamole，Sweet BBQ
Bacon，和Maple Bacon Dijon。每一種三明治上都點綴著美味的
配料供顧客享用，但這些配料難免會從三明治上滑落下來。麥當
勞為了解決這個令人左右為難的問題，特別推出匠心獨具，以矽
為材料的餐具“Frork” 。這種形似叉子的餐具備有可插入3到4
根舉世聞名薯條的插口，薯條插入後即成為叉子的分支 – 既能
吃，又好用，而且創意無限。

麥當勞也特別情商廣告界的超級推銷員 Anthony Sullivan擔
當Frork的宣傳重任。Sullivan 和麥當勞一樣，對於以匠心獨具的
方式解決消費者的各種問題滿懷熱情。Sullivan也是麥當勞有史
以來第一部電視購物廣告的主角。這部廣告已於4月30日星期天
在紐約播出，同時也已上傳到麥當勞的YouYube頻道。

“大家好！我是Anthony Sullivan，”Anthony Sullivan在廣告
中說。“Frork會改變您的人生嗎？大概不會。但是Frork會改變
您享用招牌特製配方三明治的體驗嗎？我想，當然 … 也許吧!”

“我們從全日供應早餐開始，接著更新黃金雞塊，提供適合
各種場合的全新麥克三明治，現在我們再接再厲，推出招牌特製
配方，這一切都來自顧客賦予我們的靈感，”麥當勞主廚Mi-
chael Haracz表示。“雖然Frork不是絕對必要，卻顯示出麥當勞
竭盡心力，只為了讓顧客就算吃到最後一口，仍然稱心如意。”

Frork可以用在任何一種全新招牌特製配方三明治上。招牌
特製配方三明治不但口味出眾，而且讓顧客自由選擇配方、蛋白
質和麵包種類。在參與提供的麥當勞餐廳，招牌特製配方三明治
平均售價為5.12美元。
● Pico Guacamole：既柔滑濃郁，又辛辣帶嚼勁，白切達乳酪
，用百分之百Hass鱷梨做的鱷梨醬，現做的墨西哥番茄碎，鮮脆
萵苣，和混合真正酪乳和酸奶油，加上胡蔥，大蒜和香料製成
的濃郁酪乳農場醬，伴隨新鮮萊姆片。
● Sweet BBQ Bacon：甜味BBQ燒烤再添美味，燒烤洋蔥，
厚片蘋果木煙熏鹹肉，濃郁的白切達乳酪，香醇BBQ燒烤醬，
再撒上金黃香脆的洋蔥。
● Maple Bacon Dijon: 甜味和香醇的完美結合，包括燒烤洋蔥
，厚片蘋果木煙熏鹹肉和甜味楓糖香料，
白切達乳酪，鮮脆萵苣，搭配濃郁第戎（Dijon）醬。

查找鄰近提供Frork和招牌特製配方的麥當勞餐廳：
• 自 4 月 30 日 起 ， 請 打 電 話 1-844-MCD-FRORK
(1-844-623-3767)了解如何取得Frork和嘗試三種招牌特製配方
的優惠券。
• 全國各地精選麥當勞餐廳將在5月5日隨同顧客購買的招牌
特製配方免費贈送Frork，送完為止。顧客可以撥打同一電話號
碼或登入McDonalds.com查找您附近的麥當勞餐廳。

• 最後，自5月4日至5月8日，顧客只要在參與活動的麥當勞
餐廳購買一份招牌特製配方三明治，就可免費獲贈中包薯條和冷
飲。

美國麥當勞簡介
McDonald's USA, LLC（美國麥當勞）每天以高質量食材，

選擇多樣化的餐單服務大約2千5百萬顧客。全美1萬4千家麥當
勞中將近百分之90由男女企業家獨立擁有和運營。顧客可在大
約1萬1千5百家參與提供Wi-Fi的麥當勞免費上網。欲知詳情
，請登入 www.mcdonalds.com，或通過推特追蹤我們 Twit-
ter@McDonalds，或參考臉書專頁 www.facebook.com/mcdonalds
。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帶狀疱疹(皮蛇)，我怕怕

時間 : 2017年 5月6日，週六上午10:00am-12:00pm
地點 : 美南銀行社區活動中心
主講人 : 周晶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休士頓西南區家庭診所、家庭科

執業護師)
帶狀疱疹俗稱為”皮蛇”或”飛蛇”，是水痘-帶狀疱疹病

毒(Varicella-Zoster virus)感染所造成的疾病，該病毒會潛藏在背
根神經節中。當身體免疫系統發生問題、或低落時發病，而最
常發病的症狀部位大多出現在身體的一側，如胸部與頭頸部等
部位。患病時雖不會致命，但是後遺症卻可能讓患者痛苦不堪
。

帶狀疱疹發病族群大都以60歲以上的老人的患者為最多，

因為隨著身體老化的免疫機制的衰退而造成。其次是年輕患者
多半則因為壓力大或缺乏休息時，當免疫力太低時而發病。

要如何預防及治療帶狀疱疹 「皮蛇」，以免讓它成為您
「身上永遠的痛」，擁有健康生活。美南銀行( Member of

FDIC)有鑑於此，特與休士頓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區家庭診所
共同合作，將於5月6 日(周六)的社區服務講座，邀請周晶女士
為廣大民眾講解如何從生活中預防 「帶狀疱疹」及發生後減輕
症狀和後遺症的的發生，以及相關應注意的事項等。

當日講座入場免費，會後有獎徵答，現場並將備茶點招待
，歡迎對於健康保健有興趣的朋友及社區民眾踴躍參加，礙於
座位有限，請提早報名入座，以免向隅。連絡電話：Ling Ch-
uang 713-272-5045 (中/英文)

 

  

 

 

對(皮蛇)的認知與誤會  

美南銀行 關心您的健康 ~ 邀請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  

休士頓西南區家庭診所  

家庭科執業護師 -周晶  
             解說 

帶狀皰疹(皮蛇)-有獎徵答講座   

日期: 5月 6日 星期六   

時間: 早上  10:00-12:00  

免費講座地點 : 美南銀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有關活動訊息請洽: 713-486-5902 ( 翁珮珊 Ivy )  

 

 

Houston, Texas 77072  | 713-486-5900 

 

風水室內設計班
（本報訊）衍易風水研習班四個小時的 「風

水室內佈置班」, 5月21日（星期日）開課。
課程內容全面介紹室內的裝潢佈置。從大門

進門開始，衍易老師將依序說明客廳/飯廳/臥
室/廚房/浴廁/工作室等各房間的佈置重點與注
意事項。

對目前流行的開放式格局(open plan)住宅，
及到外地工作或讀書的子女常會租用的，只有一
個房間的studio，該如何裝潢佈置，才能在風水
上趨吉避凶，課程中也有詳盡說明。

衍易老師還特別介紹室內放置 「水」的佈局
與忌禁。水在風水上有特殊效應，用得好能招財
，用不好有也會破財，在擺放的時候，需要特別
留意。

「風水室內佈置班」5 月21日（星期日）下
午 2 點到 6 點在中華文化中心上課，可以到衍
易工作坊的網站FengshuiProfessor.com 上面報名
，也可以電話報名 832-202-5751。費用新生
$100，舊生$80。

全旅假期 獨家推出每人$38.00

（本報訊）中國上海，堪稱”摩都”，一
個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城市生活日新月異，
就連家俱巿場也充份顯示了”古為今用,洋為
中用”摩登的新中式，如改良的義大利式,及
簡約的北歐式家俱更是符合現代都巿人對時尚
和舒適的要求。

而今休斯敦的上海紅木家俱店也與時俱進
，改頭換面，力求產品的多樣化，現代化來滿
足當今市場的需求。為了面向各年齡層，該店
新進了一批體現當代簡單明快風格的家俱，有
新中式的實木家俱，及舒適美觀的布藝沙發,
引領了華美家俱的新潮流。

如果你要搬新家，或是你要改造你的舊居

，想跟上時代，展示你時尚的品味，回家有舒
服溫馨的感覺，請到上海紅木家俱店來，這裡
會使你驚喜連連，大開眼界，眾多的選擇,總
有一款適合你。當然如果你還是崇尚傳統的中
式，上海紅木家俱店還是應有盡有，店員會幫
助你挑選你心儀的家俱，也會協助你合理搭配
新式和傳統家俱，總之，會讓你的家與眾不同
。

上海紅木傢俱公司地址：3020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63, 網 址 ： www.rose-
woodfurniture.us, 電話： 713-975-8605

(本報訊) 休士頓旅遊權威 「全旅假期」獨家推出母親
節, 攜家人, 漫步聖馬克斯, 搶購奧特萊斯 ,五月撥些時間陪
陪媽媽“母親節”商場推出不少減價 特價 打折等系列優
惠活動 “全旅假期”建議您趁著節日陪媽媽去聖馬克斯的
奧特萊斯逛逛, 給媽媽購置幾件美麗的衣服.
心動不如行動-“全旅假期”報名熱線 : 713-568-8889((母
親節)) 聖馬克斯-奧特萊斯 (San Marcos)大血拚
Usd38/人 可支付信用卡 (當天往返)
1 人送一本聖馬克斯奧特萊斯打折券（San Marco coupon
book）
2個出發日期：5/13/2017(周六）& 5/14/2017（周日）

3個上車地點：糖城/中國城/凱蒂
7-8小時購物時間
全旅假期”報名熱線 : 713-568-8889
糖城(SUGARLAND)上車地點及時間：
早上：7:30AM（晚上7:00PM離開約10PM回到休斯頓）
2615 Town Center Blvd N, Sugar Land, TX 77478
(MARSHALLS 商場門口）
中國城(CHINATOWN)上車地點及時間：
早上：7:30AM （晚上7:00PM離開約10PM回到休斯頓）
70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77036
(全旅假期公司大樓門口）

凱蒂(KATY)上車時間及地點：
早上：8:00AM （晚上7:00PM離開約10PM回到休斯頓）
1313 N Fry Rd, Katy, TX 77449
(WALMART門口靠近熊貓餐廳側停車位）
全旅假期/China Tour USA Inc.
公司電話: 713-568-8889(o)
公司網站: www.chinatourus.com
公司微信: chinatourus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
(所在大樓位於美南銀行後棟)

上海紅木家俱老店舊貌換新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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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陽大律師為賴清陽大律師為
現場觀眾闡述美國現場觀眾闡述美國
知識產權法律的組知識產權法律的組
成成，，以及中國企業以及中國企業
在海外參展在海外參展、、國際國際
投資併購的過程中投資併購的過程中
可能面臨的專利可能面臨的專利，，
商標商標，，著作權著作權，，營營
業秘密等法律問題業秘密等法律問題
。。

圖為美國聯邦專利和商標局圖為美國聯邦專利和商標局（（USPTO )USPTO ) 昨在昨在GE Oil & GasGE Oil & Gas
舉行知識產權法律講座現場舉行知識產權法律講座現場。。

面對清一色為華人的聽眾面對清一色為華人的聽眾，，柯恆先生柯恆先生（（右二右二））以中文演講以中文演講。。

美國聯邦專利和商標局（USPTO )知識產權法律講座
「 中美歐聯合律師事務所」 主任律師賴清陽為特邀講座嘉賓

賴清陽律師賴清陽律師（（ 右立右立 ）） 及陳皓奕律師及陳皓奕律師（（ 左立左立 ）） 分別在講分別在講
座上介紹座上介紹。。

圖為圖為（（ USPTO )USPTO )的資深參事的資深參事（（顧問顧問））Mark A. CohenMark A. Cohen （（ 柯恆柯恆
先生先生））（（左左））首先在演講前致詞首先在演講前致詞。。

五十餘位五十餘位OTCOTC 的參加成員前來聆聽美國聯邦專利和商標局安的參加成員前來聆聽美國聯邦專利和商標局安
排的講座排的講座。。

圖為美國聯邦專利和商標局資深參事圖為美國聯邦專利和商標局資深參事
在演講前致詞在演講前致詞。。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與健康日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與健康日4646個醫療單位合影個醫療單位合影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舉辦春季免費社區健康日活動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葉羡敏葉羡敏、、Pemg-Yun WangPemg-Yun Wang、、王顧毓芬等中醫王顧毓芬等中醫
師師、、針灸針灸、、把脈把脈

物理治療師林琬真與有疑問僑界人士在靜思物理治療師林琬真與有疑問僑界人士在靜思
堂互相交流堂互相交流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舉辦的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舉辦的 「「社區健康日社區健康日」」 承辦人黃濟恩執行長承辦人黃濟恩執行長、、AmyAmy 何何、、孫秀蕊孫秀蕊、、黃希涵黃希涵
等師姐及志工一起為民眾服務等師姐及志工一起為民眾服務

H.E.B.H.E.B.藥劑師藥劑師 Stephen AuStephen Au歐裕華歐裕華 以及多位註冊護士為民以及多位註冊護士為民
眾膽固醇檢測眾膽固醇檢測、、量血壓量血壓、、血糖血糖、、量身高量身高、、身體質量指數身體質量指數
(BMI)(BMI)

家庭全科醫師趙耿偉於家庭全科醫師趙耿偉於44月月2323日在慈濟基金日在慈濟基金
會社區健康日與陳澤威眼科醫師交流會社區健康日與陳澤威眼科醫師交流

慈濟德州分會社區健康日護士們為大家量血壓慈濟德州分會社區健康日護士們為大家量血壓、、量身高做為量身高做為
醫師諮詢數據的參考醫師諮詢數據的參考

慈濟德州分會社區健康日提供剪髮服務慈濟德州分會社區健康日提供剪髮服務，，免免
費為民眾服務費為民眾服務

H.E.B.H.E.B.藥劑師藥劑師 Stephen AuStephen Au歐裕華及工作人歐裕華及工作人
員親切為石山地產負責人伯尼麗香服務員親切為石山地產負責人伯尼麗香服務



Jong-un has said his regime is capable of sinking the 
Nimitz-class Vinson and an accompanying submarine, 
the USS Ohio, with 'a single strike'.

The USS Nimitz and USS Ronald Reagan and their 
accompanying strike groups are also being sent to the 
region after Trump promised to 'resolve' the North 
Korea issue.  (Courtesy www.dailymail.co.uk/news/
article-446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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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as Told All Its Citizens To Leave North Korea 
Immediately – Order Sparks Fears Of U.S. Military Strike

Comes As North Korea Threatens To Carry Out A Sixth Nuclear Test At 'Any Time'
Old Enemies Unite: Japan Dispatches Its Biggest 

Warship Since WWII To Protect A US Supply Ship From 
Kim Jong-Un's Missil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olitical Statues in North Korea. (Photo/ 
Wikimedia )
North Korea's biggest "friend"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if it even has one—is China. And it appears 
as though China just sent a big scary signal it thinks 
the hermit kingdom is in trouble and the eminently 
practical Chinese want out of the way.
The Independent reports that China is ordering citizens 
out of the DPRK "over fears that tensions between 
Pyongyang and Washington DC could escalate."
In fact, Chinese nationals have been hearing calls to 
stay home since mid-April:
...[The] Chinese embassy in North Korea began 
advising Korean-Chinese residents to return to 
China last month, over fears the country’s military 
provocations could lead to retaliation from the US.
According to Radio Free Asia, a US-based radio 
station that broadcasts to Asian countries, the embassy 
began sending the message to citizens ahead of the 85 
anniversary of the Korean People’s Army last month.
Citing Korean news sources, the Independent quoted a 
Chinese national who said he'd been told to stay away 
from North Korea for an indefinite period of time. The 
unnamed man said China's embassy in Pyongyang 
"has never given such a warning" itself and he was 
"was worried and left the country in a hurry."
At the moment, if anything, China seems annoyed 

with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 Korea, and has even 
asked both nations to stop 
agitating each other with talk 
of war.
Kim Jong Un's secretive and 
paranoid regime can't really 
even get along with its giant 
northern neighbor much of the 
time anyway. Reuters reports 
that after calls within China to 
enact more nuclear sanctions, 
the DPRK issued an aggressive 
statement. "China," read a 
statement from North Korea's 
Central News Agency, "had 
better ponder over the grave 
consequences to be entailed 
by its reckless act of chopping 
down the pillar of the DPRK-
China relations."

When the most powerful nation on Earth is sending 
clear signals that it won't shy from an armed conflict, it 
seems like a bad idea to further alienate one of the only 

powerful nations willing to cut you any slack.
But Kim Jong Un, who has executed generals with 
anti-aircraft fire, hasn't maintained his position as dear 
leader by being reasonable. (Courtesy http://www.
maxim.com/news/) 

Related
U.S. Official Says North Korean 
Buildup May Be Part Of Plan To Take 
Over South Korea

"We really have no choice …"
A Trum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Tuesday said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could be part of its 
grand plan to conquer South Korea.
Matt Pottinger, the Asia director on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aid that despite 
North Korea’s claim that it needs nuclear weapons for 
protection, the country’s massive array of conventional 
military forces is more than enough to protect the small 
nation.
Speaking at a conference in Washington, Pottinger 
suggested “disturbing” reasons for North Korea’s 
development of “an arsenal of the worst weapons in 
the world.”
“They have made no secret in conversations they 
have had with former American officials, for example, 
and others that they want to use these weapons as an 
instrument of blackmail to achieve other goals, even 
including perhaps coercive re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one day,” Pottinger said.
North Korea also wants the U.S. “to leave the peninsula 
and abandon our alliances,” he said.
Pottinger said the North’s ambitions require the United 
States to respond.

Matt Pottinger, the Asia director for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e really have no choice but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o diplomatically isolate them, to bring 

a greater economic pain to bear until they are willing 
to make concrete steps to start reducing that threat,” 
he sai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also stepped up it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region, which has heightened 
North Korea’s anti-American rhetoric.
On Monday, two B-1 bombers based in Guam flew 
over the Korean Peninsula while conducting a joint 
drill with South Korea and Japan.
“The B-1Bs from Guam sneakily flew over sky above 
the East Sea (on Monday) and joined cooperative 
operations with strategic striking means, including 
the aircraft carrier and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 
North Korea’s state news network said in response.

North Korea's nuclear arsenal on parade.
“Due to the U.S. military provocations that are 
becoming more explicit day by day, the situatio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which is already sensitive, is being 
driven to a point close to nuclear war,” it said.
This week, the United States also made its second 
test in a week of a nuclear-capable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On Wednesday, an unarmed Minuteman 3 missile, 
which has a range of 8,000 miles, was launched 
from Vandenberg Air Force Base in California and 
hit a target 4,200 miles away at Kwajalein Atoll in 
the Pacific Ocean, said the Air Force’s Global Strike 
Command.
Colonel Chris Moss, Vandenberg’s 30th Space Wing 
commander, said the first test launch was “an important 
demonstration of our nation’s nuclear deterrent 
capabilities.”
“These Minuteman launches are essential to verify the 
status of our national nuclear force and to demonstrate 
our national nuclear capabilities,” he said. (Courtesy 
http://www.westernjournalism.com)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Izumo, a helicopter carrier (lower center), is 
being sent by Japan to protect a US supply 
ship.
The last time the Japanese and American 
navies were on active deployment in the 
Pacific together, they were fighting. On 
Monday carrier Izumo (bottom) guarded a US 
vessel (top) 
Japan is sending its largest warship to protect a US 
vessel as it resupplies the strike group led by carrier 
Carl Vinson amid tensions with North Korea.
The 800ft helicopter carrier Izumo left its home port 
of Yokosuka, south of Tokyo, on Monday to escort the 
American vessel to the waters off Shikoku, around 400 
miles away at the top end of Japan's south island.

The supply vessel, which is 
not being named, is believed 
to be in the region to support 
the 'armada' sent by President 
Trump to warn Kim Jong-un 
off conducting a sixth nuclear 
test.
The Izumo is Japan's largest 
vessel constructed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its 
active deployment marks 
the first time new powers 
expanding the role of the 
country's military have been 
used.
Japan's pacifist constitution, 
which was adopted after 
its surrender to America in 
1945, forbid its military from 
carrying out any action that 
was not in self-defense. 
However,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expanded the 
definition of self-defense last 
year to include protecting 
Japanese allies and providing 
logistical support to countries 
who are important to the 
defense of the country.
The powers also allow the 
military to shoot down a North 
Korean nuclear missile, and 
may allow minesweeping to 
take place to clear lanes for 
Japanese supply ships.
The Izumo has been authorized 
to use 'minimal firepower'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supply vessel, it has been reported.
North Korea has continued testing long-range missiles 
despite the Vinson's presence, with the latest coming 
on Saturday, though a much-anticipated sixth nuclear 
test has not yet taken place.
On Monday, the country's communist regime warned 
that it would carry out the test 'at any time and at any 
location' set by its leadership.
A spokesman for the North's foreign ministry said 
Pyongyang was 'fully ready to respond to any option 
taken by the US'.
The regime will continue bolstering its 'preemptive 
nuclear attack' capabilities unless Washington scrapped 
its hostile policies, he told the state-run KCNA news 
agency.

The Izumo appears similar to American 
carriers, but is only designed to use 
helicopters as it lacks the launch mechanisms 
to get aircraft into the sky

U.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l) and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r).



BB1111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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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廣 告
星期五 2017年5月5日 Friday, May 5, 2017



BB1212廣 告
星期五 2017年5月5日 Friday, May 5, 2017


	0505FRI_B1_Print
	0505FRI_B2_Print
	0505FRI_B3_Print
	0505FRI_B4_Print
	0505FRI_B5_Print
	0505FRI_B6_Print
	0505FRI_B7_Print
	0505FRI_B8_Print
	0505FRI_B9_Print
	0505FRI_B10_Print
	0505FRI_B11_Print
	0505FRI_B12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