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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格可容中文大字(標題)6字及小字(內容)50字，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英文字母及數字二字為中文小字一字，空格標點符號均需計算。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English title : 12 letter
※English content : 120 letters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廣告內容均由委刊者提供，本報一概不負責任。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廣告涉有爭議，本報保留拒絕刊登及修改廣告或暫停刊登之權利。
●涉及法律責任廣告,需提供身份證件及當事人簽字負責,本報概不負責.
●廣告刊出如有錯誤，請於二日內前來更正，如係本報排版錯誤，將予以免費補刊，但以二天為限。


美南新聞刊登
注意事項






●分類廣告請預付廣告費，如中途停刊者，恕不退還費用。
●刊登一個月以下者，廣告均不得改稿，若需改稿每次酌收費用5元
●本報接受VISA及MASTER信用卡付費，如電話(Tel)或傳真(Fax)
訂稿委刊，請告知信用卡號碼/姓名/有效期限/CVV號/ZIP code
Address號，其訂稿如有錯誤由客戶自行負責，恕不補登。
●截稿時間 : 星期一至五3:00pm, 平時/周六日請微信:AD7133021553
截稿或之前訂稿，其稿將在第二天刊登。





$240 $315

$375

4 格 (4units)

$180

$320 $420

$500

EFFECTIVE: 從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



$135



3 格 (3units)

Ds

$25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店請人
*誠 聘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Buffet
丌丌
餐
位 290/Barker Cypress 10 號@610 的宜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距中國城
丌
8 分鐘
誠請●熟手炒鍋.
●廚房幫工/打雜
Chinese restaurant
館
誠請外送員(會打包) 附近，外賣中餐館， ●廚房幫廚 ●傳菜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Buffet 店
located
at River Oak area
●司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半工或全工均可
請
must
be
fluent in English,
誠請
全工
/
半工
有意者請電或親臨:
請熟手幫炒,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可報稅. 小費好
周一到周五
knowledgeable
on
，帶位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熟手企台
丌
不包住，不接送.
6159 Westheimer
人
意者請電或留言:
cocktails
and
Web
位中國城. 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意者請電:
電話:
Houston, TX 77057
281-256-1100
Advertising/sales.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Restaurant
Hiring
281-781-9389 646-258-9818(C) 832-231-1319 713-783-6838 832-828-1418
713-789-0845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Dokyo
Dauntaun 餐館誠聘

*中餐館請人

誠請炒鍋及送外賣 位 Corpus Christi, TX.聘經驗,負責任的廚師，
可以烹飪亞洲食物。薪水從 3000 美元起。
意者請 2 點後電: 我們提供住宿，靈活的假期，及任何菜單上的
713-856-7272
30%折扣。職責包括烹飪一些日本菜，
主要處理我們菜單上有限的韓菜部分。
或親臨:
6340 N. Eldredge Pkwy 興趣者，請先 Text 訊息: 361-222-6486
Green Garden 綠園
或 Email 至: dokyomail@gmail.com

*黃金茶寮,薪優

●樓面:

*糖城中餐館

*Buffet 中餐館

*杏記甜品 Katy 店即將開業

誠聘店長, 企檯 (半工或全工)
廚房出餐, 備貨, 洗碗
本店提供專業培訓,
有餐飲或港式甜點經驗為佳.
有意者請電 : 832-818-7818

*西北區餐館

請 周末帶位
Cypress 1960
誠請前台和外送員， 大機場附近布菲店
及傳餐人員
半工
誠請
●廚房: 請 抓碼, 炒鍋.
誠請企檯
需英文流利，
●點心部: 請
●全工接電話打包
全工或半工均可 ●半工外送員
有經驗做點心人員
可報稅.
2pm 後電或親臨舊店:
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281-495-1688
10600 Bellaire#105

糖城中餐館

中餐館請人
誠請熟手外送員
好小費
意者請電:

832-866-2625 832-993-0116 713-302-0321 713-826-2265

餐館誠請

中國城中餐館 中國城黃金廣場 黃金水餃請人

急聘●半工炒鍋
●企檯
誠請有經驗企檯 ～茶顏觀色～環景優
雅舒服,年青人有活力,
●廚房幫 手 ●收銀帶位小姐
會越南話更佳
薪金面談. 請電話:
312-818-8238
●前台收銀:全半工可 ●外送員
●另請炒鍋
312-479-1189
意者請電洽: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9968 Bellaire Blvd #100A
281-759-0775 832-466-3511 713-271-3122
Houston Tx.77036

Restaurant Hiring Japanese Rest

中日餐請人
高級日本餐館

超市內壽司吧 日本餐館請經理 休斯頓 Katy

*日餐店請人

*海底撈 Katy 店現招聘如下崗位

( 要求: 合法身份, 全額報稅 )
1. 全職庫管 1 名 : 能進行基本英文交流
2. 經理助理 : 中英文流利,有人事或財務相關經驗
3. 服務員, 門迎 : 培訓通過後有小費, 英文流利,有餐飲經驗優先
4. 後堂領班, 炒鍋, 備菜, 切肉 : 有廚房經驗優先考慮
聯繫電話: Mandy：949-520-0368 / Cathy:510-575-9777
投遞簡歷至 : Katyhaidilao@gmail.com

中餐館請人

珍寶海鮮城

貝城快餐店

餐館請人

餐館請人

手抓海鮮店

招請打雜及包外賣
往 I-45 南,
誠請●點心師傅
離百利大道中國城 ●抓碼師傅 ●企檯 每天$100,包吃包住,
35 分鐘車程
●點心推車 ●傳菜 離休士頓 4 個小時車程,
誠請企檯及收銀員 意者請親臨或電 : 灰狗巴士從終點站到貝
熟手炒鍋
11215 Bellaire Blvd 城終點站,試工包車票.
意者請電 : 張經理 Houston, TX 77072 225-772-8584
832-668-6998 281-988-8898
225-202-1157

全日餐高薪聘

Lake Charles 路州全日餐









位中國城百佳超市旁
2400 呎, 房租便宜.
一年營業額 70 萬, 僅售 18 萬
地段好,生意穩,疫情期間生意極佳.
1,800 呎, 地點極佳.$ 4,700 租金(加上 NNN)
有意者請電:
租期至 2027 年,業主可貸款,
很多老客户.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生意很好 281-501-9898 718-864-8551

中日餐館誠請

日本餐館請人

位西北區,Cypress, ●全工和半工企檯:
Nasa 附近, 誠請
小費好
請 ●Sushi Man
有經驗英文流利
●英文好企檯 ●熟手壽司包卷師傅
全工經理及企檯
全工或半工均可
和二手師傅
可提供住宿
有意者請電:
●炒鍋 或 幫炒
832-398-2383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832-653-3111 713-623-3937 979-215-2413

●經驗經理,壽司師傅 Missouri City,Kroger 位 Missouri City 近
日餐鐵板店
『高薪』 誠請 壽司師傅,學徒
內壽司吧, 誠征
●經驗 企檯及帶位
Sugar Land ,
誠招熟手企台，
全/半工均可,需工卡. 壽司師傅或助手﹐ 誠請 Part Time 經理，
要求能報稅，
廚房師傅, 油鍋打雜, 全工企檯.
意者請親臨或電:
生手也可培訓.
要求至少有三年經驗 有一定工作經驗，
~~ 包吃包住 ~~
713-781-6300
時間:7am-1pm 且英語流利，薪資面議. 本店工作氛圍輕鬆
6345 Westheimer,
小費好.聯系電話:
有意者請聯系:
832-846-2345
意者請電: 832-605-2131
Houston, TX 77057
618-699-1155
912-381-5292
832-520-6015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高級中日餐館 中國城小型餐館 美式炸蝦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賺錢老店轉讓
丌
位 Pasadena 區,
面積小，房租低，
中餐館位西北白人區,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城中商業區,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小店生意很好
，
房租 2000.
近 Katy 賺錢好店
高級中日餐館
餐館租售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25 萬, 非誠勿擾
單獨買店或連同
售價
因店主急需回國,
因東主退休有意出售 生意一起買均可，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聯系電話 :
現出售,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利潤高.
Restaurant
832-830-3906
非誠心買店者請繞行 意者請撥打電話: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
832-289-3112
for
丌丌
丌
丌丌sal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另 『高薪』
聘請熟手炒鍋
346-397-6982
非誠勿擾
832-828-1418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餐廳出售 2
*林城賺錢中餐轉讓 2
Sushi Restaurant for Sale
位於德州休斯敦 離中國城 30 分鐘
Location: Hwy-6 North, TX 77084
位於 Woodlands 白人好區，
位於主街上,是獨立建築,車位多, 6500 呎,
●$700,000 Annual sales
中心地段，HEB 廣場，1500 尺，
●$180,000 Sales price
全新豪華裝潢,餐廳設備齊全,有酒吧,
生意穩定，並有很大增值空間，
●$4,7OO Rent(plus NNN), 1,800 Sqft
適合重新開張 做 Buffet 店 或 堂吃店.
●Lease term until 2027
店主因家庭原因轉讓.
餐廳出售 $6 萬.
Owner financing available, very good location
有意者請聯系：832-798-3299
意者請電: 720-883-2047 鄭
Many regular customers
Business is doing well during Covid.
超市內壽司吧出售.機會難得!!!
( 中國城 )賺錢餐館出售
Please text first :713-206-2048(英文)
一周營業額$3000, 現僅售 2 萬

賺錢壽司餐館出售:機不可失$$$$$

誠請炒鍋(略懂英文),
油鍋, 送外賣,
英文流利周末收銀員
近中國城. 意者請電:
832-661-8881
5714 Chimney Rock
Houston, TX 77081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招聘 油鍋、炒鍋、
位於 McAllen
糖城中餐館
薪優誠請廚房員工
接電話兼打包，
手抓海鮮店,誠請
全工. 需有身份
請外送員一名
包吃包住，
炒鍋或油鍋數名
請 11am-9pm 來電:
離休斯頓 2 小時車程
聯系電話
意者請洽:鄭
713-270-9996
聯系電話：
281-881-9885 832-277-2317 210-380-2645 631-264-9124

Sushi Bar 請人
*中日快餐店
HEB ( Super Market )
位於 I-10 Memorial
is hiring ● Servers
誠招小菜師傅
hiring Sushi Chef
( Waiter/Waitress)
99 大華附近
有相關經驗優先，
Littler bit English
● Sushi Man
●Sushi Man
288
& Medical Center
不會可教。
Please call:
( 壽司幫手 )
6055 South Freeway,
要求：可報稅。 ●Kitchen Helper
832-693-6534
832-808-0206
8236 Kirby Dr. #100
( 廚房幫手 ).
HEB 超市內壽司吧,請壽
聯系人:Tony
司師傅/助手
Houston,TX 77054 408-901-9571 電:832-380-0247

200

r

$160 $210

dA

$90

pe
spa

2 格 (2units)

new

$125

ifie

$105

ily

$80

ss

二 週 三 週 一 月
2 wks 3 wks 1 mon




Place Your AD

Da

丌丌丌丌週數
丌丌丌Week
丌丌丌一
丌丌週
丌丌
丌丌丌Size丌丌丌丌丌丌1 丌wk
格數
丌丌丌1 丌格丌(1unit)
丌丌丌丌丌丌$45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CLASSIFIED AD. RATE

Cla

分類廣告價目表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paper: www.scdaily.com 點 "分類廣告"
一通電話，萬事OK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W三三三三三
e 三三三三
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公告欄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ar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三三三
全面改版新網站
www.scdaily.com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Call(電話服務專線)：281-498-4310 Business Hours： 三三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最佳平台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是最受歡迎的
招工/買賣/宣傳
Monday-Friday：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Fax (傳真)： 832-399-1355 8:30am-5:30pm 三三
三三
三三三目前也推出網路促銷活動,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Saturday：
(
電郵)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mail ：cla@scdaily.com
只要您己刊登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9am.-12pm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10
三三元三』三的特價活動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Wechat(微信)：AD7133021553 上班時間：
即可享有刊登一次『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請微信:
AD7133021553
) www.scdaily.com 週一至週五：
Click(上網：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或致電:
281-498-4310
Stop by(登門)：11122 Bellaire Blvd 週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Houston TX 77072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NOW HIRING *中餐館請人
*外賣店請人
Bo
*外賣中餐館 *Lam三三
三三Buffet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Manager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Assistant

Kroger Sushi Bar For Sale
Weekly Sales $3000
Selling for a good price of $20,000
Please call if you are interested at
832-461-3495

路州日餐,高薪

離休士頓 2 小時,包食宿.
高薪聘請 炒鍋，壽司幫手，鐵板,
企台，洗碗，打雜,
以上無需經驗,可培訓.午休 2 小時。
●另請住家褓姆,帶 4 歲小女孩.
請電: 337-764-7736

餐館店鋪轉讓

位於糖城 6 號，
周圍有大型老美超市
跟華人超市，
人流量大，1 千多遲，
生意穩定，
適合家庭經營，
有意者請電:
713-775-3898

好區奶茶店售

3 年新位 Spring Branch
白人好區.生意穩定,
設備全,面積寬敞,大停
車場,因店主另有他業,
無瑕兼顧,出售.適合家
庭經營.歡迎看店議價
請短迅或留言:
832-668-6556

Burger Shop For Sale

Near Downtown Houston
$55,000, Cheap rent
Includes all equipment & easy to learn
Text/call/voicemail:832-212-6049
漢堡店出售,易經營. 近休士頓市中心
租金低,含設備,售價 5 萬 5.請傳訊息或留言

糖城新餐館出租,機會難得!!!
Good opportunity to own a fairly new restaurant
in SugarLand. Offer 50% down payment option
with owner finance. (No real estate involved).
4 years remaining lease plus 5 years option
to renew. 業主可提供 50%首付貸款。(不含房地
產)。剩余 4 年的租約,加上 5 年的續簽選擇。
誠意者請電 Suzie : 713-261-8255

分類廣告 2
星期四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Business Opportunity

500

*休斯敦賺錢櫥櫃石材店轉讓
因店主有其他生意無暇顧及，
便宜轉讓。1600 呎,全新裝修,
富人區，位置好，房租便宜，
接手即可賺錢。 不懂可培訓。
~~適合創業,裝修行業老闆~~
意者請電: 832-773-2913





2021年3月18日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收購,拆卸,安裝,維修 三三*夏季日光節約時間*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餐館設備和用具
電話 : 張先生

346-801-5169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糖城別墅分租
丌
*吉房出租
中國城聯合賓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離丌
99 高速 FM1464 和
近 61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6468 Corporate Dr (企業路)
離中國城 15 分鐘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90
丌 號公路僅一分鐘
中國人自建，自營，華人經理，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河景別墅單房分租,房間
丌丌
近醫療中心及休大,
裝飾典雅,木地板,家俱
語言方便,
可微信訂房. 日或月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安全,安靜,乾淨,方便
具全,拎包入住,長居者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包水電上網,房租低廉 2 臥室 (有廚房,電飯煲,可炊) 公寓式酒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價格優惠.意者請電:
丌
屋主隨和.意者請電: 水電,網路,炊具,寢具,安全密碼閉路監控.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346-317-8260
丌
電話/微信 : 832-488-8399
832-812-2429
沒仲介,個人住房,房源有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600

Real Estate

房地產租售



中國城辦公室租 休士頓民宿租 Houston Hostel USA 旺鋪出租: 請電: 281-235-6317

位於福祿大廈 3 層
6100 Corporate Dr.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
包水電,免費高速上網,
有辦公家具,大停車場
300 呎,價格優惠.請電:
832-860-1133

中國城惠康前,百利大道上,獨立屋,旅館式
套房及多間單房(房間皆附 Cable 電視及冰箱),
無限上網,傢俱水電包.拎包入住,免簽長約,
月租特優. 最少 1 個月起《感謝舊客戶推薦》
Line/微信: houstontours
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C2

Thursday, March 18, 2021

( Leader Texas Realty )
位於 Bellaire 上, 近中國城
2700 呎, 停車方便,
適合做寫字樓,辦公室,診所...
等其它各行各業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3/14/2021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星期日)凌晨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2am請往前調至3am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ITC
三三三三三三多間高雅辦公室租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環境高雅, 安全, 安靜, 包水電,
免費高速光纖上網, 辦公傢具,
近中國城 5 分鐘.有大停車場.
共多間辦公室出租,$500
( #209 #218 #233 )
281-498-4310
Lisa ( 中文 )
281-983-8152 Jennifer ( 英文 )

Office for Rent

www.Scdaily.com
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美南日報
上上上全新網站
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家 上管上上上上上200
上上上上上上上
政
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助理 上家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QR 微信號: AD7133021553
Call : 281-498-4310
Email : cla@scdaily.com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糖城住家保姆
招聘保姆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年齡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35-55 歲之間,需
需要會燒菜,
有經驗,做飯好吃,勤快,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會間單的英文,
愛乾淨有愛心的阿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在佛羅裡達州,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做簡單家務,與家裡老人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輪流照看孩子及做飯.
丌
工資待遇高，3 千/月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住宿條件優越,一家人
要工作七天/ 星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好相處,家裡有其他幫手.
丌丌
電:832-270-7786
Home
Service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
電:832-221-7632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誠聘女住家看護(家住糖城)
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尋求有經驗的家庭護理助手,照顧老年婦女,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在她的私人住所,過夜協助個人衛生,洗澡,穿衣,
丌
護
使用浴室,失禁護理,睡前緞練,服藥和友善護理,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服
2 年護理經驗,有照顧老人經驗者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必需具有至少
丌
優先,或者有 Certified Nursing Assistant 證書,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積極的態度和友善的性格,8
丌
務
小時輪班,每周 6 天,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每小時 12-15 元,提供私人房間和浴室過夜.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請留短訊或留言 : 281-650-0588
丌丌
丌丌伌丌丌伌丌伌
丌丌伌
丌丌伌
丌丌伌
丌丌伌
丌丌伌丌丌伌丌伌
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Company
伌
Hiring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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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倉庫 Part Time 庫管
倉庫工作相關經驗,
會開叉車,懂英文.
意者請電/Email:
713-232-9956
jessie@
lumiastar.com

*休斯頓海外倉

*誠 聘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徵糖城管家 丌丌
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照顧男性長者
丌
一星期三天基本居家

Housekeeper

整理清潔,
家庭人數單純(兩位)
細心,愛心,有責任感,
會烹調佳.
意者請電 :
832-217-7247

2022 年 Houston 黃頁
Free Listing

*男 士 征 婚

免費刊登商家電話地址
增加, 修改, 刪除

請電 : 281-498-4310
微信 : AD7133021553
Email: YP@scdaily.com

連鎖旅館誠聘

誠徵住家看護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地點在 249 旁,
照顧老人,需住宿.
護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郵編 77041
工作天數可商量.
服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照顧男性長者的生活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起居,煮飯清潔...
務
請電 :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Fax resume to:
713-530-8533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300-3106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姻緣一線牽
Personals

公 *牙科診所誠聘 *黃石公園
*Motel 招工
●牙科助手,
渡假酒店, 誠聘
休士頓旅館
司
●前台工作人員 全職雜工(男女均可)
誠請前檯一名
請 中英文流利，誠懇，
House Keeper ) 需有工卡,會說英文
人 認真，負責，熟識電腦. (包住宿
包住宿. $85/天.
+ 底薪優

Company
Hiring

*Katy 公司誠聘

分類廣告專頁

69 歲，喪偶，身高 1.74 米，
身體健康，性格開朗，
誠尋有意組建家庭的有緣中國女士.
非誠勿擾,請短信:281-236-2626

*公司招聘

*大夜班職員

*萬家樂冷暖氣

*范氏鐵工廠

旅館請人

*公司聘請會計

打包員,機械操作員
Starting $10.50 起/小時. 誠徵男性大夜班,
+Overtime(加班費)
流利英文,懂電腦,
意者請親臨或電:
Jasmine Foods Inc
會一點維修﹒
有意者請聯系：
2401
Mckinney
意者請電:
agapedentalcare +有福利.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周經理 Houston, TX 77003
houston@gmail.com 832-704-0596 832-613-8868 ( 713-228-1909 ) 832-607-8788

*醫生診所誠聘

*林記鐵工廠

牙科診所請人

倉庫招聘

*CPA Firm

needs
近 FM1960 徵夜班、日班
誠招打雜
●廚房幫工/打雜 櫃台人員、及維修人員 Data Entry 資料輸入員.
Junior Accountant.
『高薪』聘請
誠徵幫手一名
需英文佳說寫流利。 $12/時,全工/半工可 有興趣者學習者,
Bookkeeping &
●司機
電焊工一名
認真負責，有經驗，及住 時間彈性,位中國城
Payroll. SW Area.
可教電焊技術.
周一到周五
旅館附近者，優先考慮。 意者請電或 Email:
有意者請電:
Resume to:
意者請電:
請送履歷：
意者請電:
位中國城. 請電:
713-858-4786
taxprovider
comfort1668
Bellaireclinic2@yahoo.com 281-889-1086
@gmail.com 281-818-2990 713-598-8889
281-781-9389
@yahoo.com

蔬果批發公司 大理石廚櫃公司

Office 助理

全工/半工,可培訓 1. 維修人員
誠聘●收銀員
一年以上經驗
GOEYA LLC 新建倉庫
招聘牙醫助理
聘有經驗倉庫主管. 位 Houston, 聘請
中英文一定要流利,
●倉庫人員
會
Quickbook.
中國城西南
5
哩
8
號旁
2.清潔房間人員
位於糖 城.
會計劃成本控制和 HR 辦公室助理及司機
有責任心,反應靈敏
需中英文流利
招男性倉管: 50 歲內
請電或 Email:
男女均可
有意者請連 Text:
請電或親臨面試: Warehouse helper 意者請電或 Email:
和勤勞.大學畢業歡迎
可搬重物,需報稅,
281-782-3280
3.櫃檯:
日班或夜班
346-208-0013
979-422-9482 需懂廣東話,英語, 832-888-4693
Eamil: blamgmpinc
試用期
1
個月,14
元/H
Mwant110
意者請電:
Email:
Recordsgao
6920 Brasada Drive, 有效駕駛執照.電:
@gmail.com
mascabinets
832-248-2100
Fax:713-952-3605
@gmail.com
832-660-7063
Houston, TX 77085 713-471-0168
@gmail.com
@gmail.com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永利食品公司誠聘機修人員
*貿易公司請人
*招聘辦公室文員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主要工作內容：每日巡回檢查機器設備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聘請 經理助理/業務助手
Company
要求：中英文流利，
每周定時對機器進行加油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公司位 Missouri City﹐
需中英文流利﹐
維護日常生產設備, 安裝新的生產設備
精通 Word / Excel 等辦公軟件，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Hiring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合法身份報稅﹐
薪資待遇面議.
維護日常廠房設施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2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薪優
缺人的時候，需要幫忙生產作業。
應屆畢業生優先.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聯系方式：請發送英文簡歷至
幫助檢查工廠衛生（會提供培訓）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有意者請發送簡歷到郵箱﹕
●要求：了解工廠生產設備的機械原理。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yassiritovar2@gmail.com
dwc4501@gmail.com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了解冰箱，凍庫設備及其工作原理，在指導下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維修冰箱及凍箱。
（不需要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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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公寓地產管理公司誠聘

*和樂公司 誠徵

公司誠請員工多名

休斯頓地區
●會英文,懂電腦,收銀及電腦出貨員工, ●A 牌司機 : 需跑外洲
●倉管幹部 : 具推高機,儲配物流管理經驗
●區域總經理 ●維修總監
一周五天 10 點至 6 點,每小時$12 元起,
優先錄用.
全職提供保險,帶薪假期以及 401k,
待優,享醫療保險,有薪假期及 401K 退休計畫
升值空間大,需要報稅.
需英語流利,認真負責 ,有經驗者優先
工作地點: Houston, TX
●另請打雜. 近中國城.
意者請 Email 履歷至:
意者請將履歷表傳真: 832-912-8999
hr@gpi-management.com
有意者電 : 281-306-2115
or email to RECRUIT@WELLUCK.COM

*中國城牙科診所,高薪誠聘
●牙科助理
●前檯工作人員
●經理助理
有經驗者優先, 無經驗者可提供培訓, 需中英文流利,
全職或半職均可, 工作穩定, 福利優,
公司提供帶薪年休假期. 我們期待著您 加入團隊!!
有意者請電 : 618-789-3150
簡 歷 電 郵 : zjin818@gmail.com

***** 誠 業 環 球 集 團 *****
由於公司業務量巨增,總部及各分部現擴招, 誠聘以下全職員工:
1. 物流專員 （2 名） 2. 行政助理 （1-2 名） 3. 銷售助理 （2 名）
4. 倉庫文員 （1-2 名）
5. 倉庫工作人員 （2-3 名）
6. Class A CDL driver : Dallas, Chicago, Oakland, Cleveland
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和電腦操作水平,可辦 H1B. 總部位於 Houston 及
分部招聘: Dallas, Chicago, Atlanta, Cleveland, Kansas city 及 Oakland.
有意者請發送郵件或履歷至: resume@cyglobalusa.com

*Project/Product Engineer (TelcoGreen)

Telco Green Overview : Based in Houston, TX, Telco has been bringing together the quality electric motor solutions, motion control
assemblies, components to create optimized solutions to OEM customers for over 35 years. TelcoGreen, one of Telco’s division, provides
line of Electronically Commutated Motors (ECM) to high-efficiency component needs. The target markets we serve are HVACR,
pump and commercial food equipment. TelcoGreen is rapidly expanding. We’
re seeking new talent to join our fast-growing team!
Responsibilities:
•Provide technical industrial sales support to sales team and OEM customers
•Support and expertise in assigned Core products & act as a technical bridge between factory and customers
•Function as Product Manager in the assigned core product line-clearly understand competitor products, pricing, performance, and NPI process.
•Provide in-house technical support/products training.
•Project Management – provide solutions for standard and custom products RFQ.
•Prepare and coach sales team on production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 new product initiatives.
Qualifications:
•Bachelor’
s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r related Engineering program
•Bilingual Preferred – Mandarin & English
•Excellent writte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Experiences with ERP systems ( SAP preferred )
•Project Management related experiences
•Must be self-starter with excellent time management skill
Please send cover letter and resume to twen@telcointercon.com

了解攪拌機，皮帶，液壓系統，劑餡機，油鍋等
機器的工作原理。
粗通電路及控制電路維修。
動手及學習能力強。能夠通過指導改造機器設
備，安裝新的設備及機器。
有銅電焊能力。
及時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
可使用電動叉車，電弧焊機器等工具。
●工作環境：工作強度較高，冷熱循環。
每周工作 5 天，如果周六加班需要工作，
每天休息半個小時，年薪稅前 45K，包住，
每年可以放一周帶薪假。如有需要申辦綠卡，
公司可以提供資料。試用期三個月。聯系方式
趙小姐 電話：314-489-6212
Email: Amyzhaoyong1981@hotmail.com
王先生 電話：314-600-4303
Email: Wangkaikyle@yahoo.com
610 State Highway 64 W.,Henderson, TX 75652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company

in Houston is currently seeking new talent to join our team.
Sr.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Logistics Specialist
•Bachelor's Degree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with business
or supply chain background
•1~2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ERP - SAP experiences are preferred
•Take full ownership of customer issues & show a strong
commitment to going above & beyond
•Manages logistics operations to ensur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delivery of shipments
•Positive Attitude. Dependable. Takes initiative.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spoken & written).
•Bilingual (Mandarin & English) is preferable.
Please email your resume to:
lwang@telcointercon.com, Attn: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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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妙齡網紅,丰乳翅臀 極品 Baby! 粉嫩少女
摩
高顏值
服
務
832-380-1539
832-821-6686

*凱 悅*

** 真 愛 台 北 **

實惠的價格

舊雨新知

輕鬆的享受

歡迎預約:
832-630-3343

832-359-6141

HIRING
for Massage
按摩請人

本地美國人,資深英語家庭教師,教授日常美式
會話、商業及旅遊用語, 個人或集體均可.
*** 協助通過公民考試及移民局面談 ***
skype:david.b.browning /Wechat: Teresina1only
832-788-3383 281-587-6912 布朗寧
5338 Beechnut St. Houston, TX 77096
http://davidbrowning.trustab.org

W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報稅服務

口

房產經紀人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美南駕校
10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疫情期間有中文網絡筆試課，取消罰單課，保發證書。
美南駕校是官方指定考點
，天天有路考。旅游簽證等各種簽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可以考駕照。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成人筆試班: 周二，六 10am-4pm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取消罰單安全班 : 周二，六有課
三三
三三三三School
三三三三三三三7001 Corporate Dr #203 832-277-7226 王教練
Driving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2三三三三三三三 ****** 報 稅 ******

打電話或短信： 917-378-5316

譯

口譯服務

專業口譯

譯

移民、醫療、商業
中英流利,收費合理
832-877-0828
（陸克）微博：
L8327792838

各種翻譯

Realtor

800

機
場
接
送

Transportation

長期招聘兼職全職按摩人員
男女均可,不會的可教
只需要你有一顆願意學習的心.
意者請聯系 :
636-399-7438

招女按摩師，有工卡，能報稅，
大費五五分成，每天日結工資，
有執照者優先，
無車者住宿條件優越.
有意者請電: 346-247-6440

入籍班招生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仿真練習，讓您 100%通過
* VIP 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DPS 指定 王朝駕校 路考第三考場
10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DPS
三三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的教練考路試,
在本校一天可完成筆試,取得
pemit 後可安排路考,不用排隊等 30 天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筆試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 每星期一至六上課，務必預約.
路考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 務必預約. 考路試，務必預約.
安全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School
三三三三三電話:
三三 832-633-5555 周師傅 832-983-9509 Tom 發哥
Driving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房地產經紀人
三三三三
德州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Kate Zhang
可在全美 38 州携帶
全課程半天完成$100
●個人房屋買賣
( 外州駕照可申請 )
●商業房產買賣
各式槍枝買賣/交換
Gun License 9896 Bellaire #G1
微信：15042558967
( 黃金廣場內 )
電/短信：917-378-5316 申請帶槍執照 281-236-4723

美華翻譯中心 M&H Translation Services

●專業翻譯各種學歷證書, 成績單, 結婚, 離婚, 出生, 死亡證書.
●各種戶籍,房產,銀行證明 ●法律,經濟,財務等專業文件及口譯,
代辦公證認證.●30 多年翻譯經驗,得到美國&中國政府機構認可接受.
價格優惠,專業迅速。 電話 : 713-414-3115
電郵:service@ustranslator.com davidwon1025@hotmail.com
Http://www.ustranslator.com
Member of the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832-382-5645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Remodeling



800

汽 車
保養修理

Auto Repair

今第建築裝飾+設計+繪圖

各類餐館、甲店、家庭開工圖紙,
專業室內設計, 3D 效果圖. 20 年以上設計經驗,
多州建築師執照, 政府註冊,1.5 千萬保險.
專業施工團隊承接: *餐館 *甲店 *商業 *廠房
832-779-5888 劉小姐 www.jdnys.com

李氏修車行/汽車買賣
換機油$18.99 年檢$25 "鈑金部"多有折扣
專修本國車,進口車,引擎系統,剎車系統,變速器,電路
鈑金噴漆,修理 代辦一切保險理賠,24 小時拖車服務.
Lee Enterprises Complete Auto Repair
11830 Beechnut St. Houston,TX 77072 /Kirkwood
電:281-575-7221(中英越) 手機:832-622-7134

6 天營業 周一至周六: 9 點~6 點

誠實裝修

吳氏專業裝修

內外油漆,屋頂補漏
水電木工,籬笆水槽.
安裝更換熱水爐.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質量保證. 請電:
832-866-2876

執照# LI 0019006
庭園灑水,庭園設計,籬笆
內外油漆翻新,涼棚涼檯
洗衣機,乾衣機,洗碗機,
水龍頭,地板,地磚,廁浴,
更新,水務維修,電路修換.
832-818-3185 國粵語

廚廁改建,地板磁磚
內外油漆,木工水電
廚櫃理石,檯面安裝
香港師傅,專業守信
請電: 陳師傅
832-629-2688
誠聘裝修師傅

順發裝修

隨叫隨到裝修

分類廣告價目表

潮江裝修

*房屋修理*

浴室，漏水，天花板
屋頂，廚房，內外牆
地磚，地板，高壓洗
油漆，籬笆，蓋涼廳
水電門窗，舊屋翻新
餐館改造.~好價格~
713-515-7652

CLASSIFIED AD. RATE

地板人工 90￠/呎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專業漏雨
丌丌
丌丌週數
丌丌丌Week
丌丌丌丌一
丌 週 二 週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瓦片翻新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格數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1丌wk 2 wks
Size
丌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
二樓樓梯圍欄,
室內外裝修 20 年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1
格
$45
$80
(1
box)
精優價廉.以上工程, 經驗. ~免費估價~
保修 2 年.(訂做按摩床)
$160
281-323-9938 王順 713-269-9582 2格 (2boxes) $90

兄弟建築公司 832-860-1133

General Contractor



狗狗寵物美容

Pet Grooming

美國專業資格認證
手工剪毛,寵物託管$20
精心照顧,收費合理
近 Richmond/休斯頓
281-818-8809
281-496-7878
12624 Briar Forest

腰酸背疼,輾轉難眠? 夢想一覺睡到自然醒?

專收購舊車壞車



修
理
業
務

JuJu's 寵物美容

還好有 30 多年老字號的床墊世界,專賣各種超硬實木板床墊和彈簧床墊.
美國生產,質量最優,價格最平,款式最齊,市內免費送貨.
※另有廠家直銷各式家具及自動清洗抽油烟機.
請電 : 713-777-1188
床墊專賣
6121 Hillcroft Ave, Ste M1, Houston, TX 77081 (近 59,離中國城 5 分鐘)
非誠勿擾,請短信:281-236-2626 Mattress for sale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意裝修
三三
榮盛裝修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700
修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承接
:
舊房翻新,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理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浴室廚房改建.
丌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承攬:商業/餐館裝修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業丌三丌三丌三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小修小補.
木工活,水泥面,籬笆牆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務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小修小補,保修
丌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3
年.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請電: Sam 劉
~~ 百萬保險 ~~
三三
丌丌
丌三
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emodeling
832-606-7672
電:281-787-1283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丌
丌三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天天裝修
蘇揚建築裝璜 正翔屋頂/裝修
浙江大余裝修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鋪草皮,修換圍欄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大小工程,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內外油漆,籬笆車道
提供商業保險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灑水系統,經驗豐富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929-392-5818
余:
832-607-7861
張 832-998-5898
身份,薪酬優厚.
王 (國/台語)
●誠請裝修工人
713-371-2713 戴師傅 eng: 646-925-9275

700

800

床墊世界

北夏接送服務

700

Call Today 儘速連絡,或至網站查閱訊息
www.HFEmassageschool.com

休斯頓好區正規床腳店

, 別蹉跎歲月
歲月
*男 士 征 婚
千 別猶豫 別蹉跎
一
69 歲，喪偶，身高 1.74 米，
里
線
身體健康，性格開朗，
姻
牽
誠尋有意組建家庭的有緣中國女士.
緣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英文: 713-528-2097
中文: 832-231-5279
地址: 4141 Southwest Fwy #510
Houston, TX 77027
● 德州立案 500 小時按摩課程培訓(MS0098)
● 全期 5 個月課程.
● 有專業按摩執照老師,中英文授課.
● 學費有優惠,不另收額外費用.
● 聯邦按摩考試 MBLEX 衝刺班.
● 聯邦按摩考試加強班 100%通過率.
● 按摩執照更新服務.
● 免費按摩英文課程.

*海邊高端 SPA

駕駛學校

駕駛學校

Registration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英
文
班
招
生

Massage School
按摩學校招生中

漂亮氣質東方美女
早 9 點-晚 12 點
休斯頓中國城. 歡迎電話預約: Massage School
按摩學校招生中
832-988-7118

1000

1000

HFE 正規專業按摩學校招生

** 高級 SPA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請女按摩師
*韓式大型 SPA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聖安東尼奧正規床腳店
休士頓，Katy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請女按摩師﹐要求
Westgreen & Kingsland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按摩經驗﹐
性格好﹐ 誠招能報稅，有執照的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有工卡
（年齡不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按摩師(男女不限).
月入 6 千﹐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五五分﹐
丌
大費高，小費好。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提供住宿﹐色免.
絕對色免.聯系電話: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意請電 :
281-743-6613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10-740-5703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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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各類餐廳, 美容院, 奶茶店, 辦公室, 廠房等設計, 施工建造,
及住宅維修和翻新,免費估價. 最低成本, 最佳質量, 百萬保險 !
選址 : 商業租賃,為您的生意精選最佳地點,最旺鋪位.
設計 : 施工圖, 3D 效果圖設計,申請施工 PERMIT.
建造 : 裝修裝潢,專業執照工程隊伍施工,品質保障.
6100 Corporate Dr. Ste 315, Houston
www.usbrothersconstruction.com

三 週 一 月
3 wks 1 mon

$105

$125

$210

$250

3格 (3boxes)

$135

$240

$315

$375

4格 (4boxes)

$180

$320

$420

$500

6格 (6boxes)

$270

$480

$630

$750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700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
三三
佳寶建築公司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 萬福 裝修公司 ***
700
修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政府註冊. 承接各種大小工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15
年經驗
三三
三
理
有多年經驗豐富裝修師傅。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 A/C 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承接：商業/住宅 的
三三
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您的房屋改造,櫥櫃,門窗,浴室,內外油漆,地板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業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翻新與改造等工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磁磚,冷凝氣,水電維修,水泥路面,車庫,外牆等..
丌丌
專精大型倉庫,Shopping Center 等大型建築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務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專業裝修師傅就是您的質量保證.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另招裝修師傅
從選址,設計,請照,施工 一條龍服務.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 免費估價.
中英 Andy 801-739-5866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三三
丌丌
丌三
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emodeling
中 蘇師傅 832-359-2367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電話 : 832-380-1166 李師傅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富貴裝修公司

專做居家小活

修補牆面、油漆.
內外油漆,地板地磚,衛生間,廚房翻新,
翻新衛生間,廚房,房間改造,疏通上下水
專業籬笆 翻新與維修
更換熱水器.漏水.庭院等等....
居家小活統統都做.
我的價格包您滿意
713-429-2685
電話: 832-206-2118
702-888-5518

美 滿 裝 修

19 年經驗,專精商業住宅
理石廚櫃,地板,磁磚,浴室改建,內外油漆,
門窗,水電,涼棚,圍欄及屋頂翻新.
誠信+優惠+專業 特價 & 保修二年
832-419-5588 張 ●另請工人

*夏季日光節約時間*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3/14/2021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星期日)凌晨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2am請往前調至3am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分類廣告 4
星期四
殺

蟲

CLASSY 殺蟲專家

專

家

玻璃門窗專家

Pest Control

Classy Pest Control 提供專業的殺蟲服務
包括住家及商業地區,
讓您擺脫蟑螂/螞蟻/蜘蛛/老鼠/白蟻等的困擾
本公司提供免費的估價.
34 年專業經驗. 專業白蟻檢測及殺蟲服務.
電話(英): 281-437-4329, 713-516-1747
(中文): 346-252-9893

Door/Window Glass

專業砍樹服務

籬笆 Fence

龍運疏通

通水管
排污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按裝. 經驗豐富,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陸先生(中文).請電：
281-818-6524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敦煌地板
地板$1.89/呎 &up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廚浴更新
832-353-6900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

700

Flooring Service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7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庭三三木水石電全能
品質保證+安全保證+價格便宜保證
執照#LI 0019006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商業/住宅
花草自動灑水系統,
園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Shower Door, Window Glass
軟水器,淨水器,籬笆,涼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美三三
Mirror Wall, Furniture Glass
亭,魚池,地板,磁磚,電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浴缸,浴室落地玻璃門, 住家辦公樓大門玻璃
餘泥
化三路,水路,招倒垃圾﹑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一般牆上及臥室大型鏡子,傢具台面玻璃
及以上各種維修.國粵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Gardening
請英文/越語 : 346-561-2430
832-818-3185 吳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專業籬笆圍牆 分類廣告專頁
專業砍樹

通水管
排污

 

水務
電器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
三三
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地板銷售安裝

水 工

需要修換水管,
安裝水龍頭,
馬桶,浴缸,
花園噴水系統。
請電: 張生
281-236-7471

水水水

專業維修, 重建,新建,
各型籬笆,范士,圍欄,
圍牆.價格優惠,
10 年質量保證,
完工後滿意付款,
全市最低價,150 元起.
832-969-5083 李

專通下水管道

美國房屋理賠服務

房屋理賠

Claims Service

房屋理賠

通水管
排污

$65 起。高科技
迅速為你解決
●地下水道堵塞
●漏水、等難題
德州大師級執照
電話 832-708-8688
短信 832-929-2771

通水管
排污

水電服務公司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各種漏水



快速冷暖氣修理 修空調找傑克

雅聖冷暖氣

爽快水管專業
專通下水道, 儀器檢查, 漏水堵水.
修換: 全屋來水管,去水管,水錶漏水.
按裝:熱水器,水龍頭,馬桶,浴缸,打碎機.
7/24 832-600-6300 劉
通粵/ 國 / 英 / 墨西哥

小潔水管公司

頂好排污

832-722 2099

德州執照 TCEQ24431
德州 Master 執照 40172
抽餐館油井,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洗衣店水井,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水表,下水道,通堵,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832-462-3832
832-462-4011
城市申報檢驗.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專精上下水管道,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舊屋水管換新,
漏水,堵塞及疑難雜症.
丌丌
丌丌週數
丌丌丌Week
丌丌丌丌一
丌 週 二 週 三 週 一 月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改移,換新上下水管線,
屋頂,地下漏水
格數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1丌wk 2 wks 3 wks 1 mon
Size
熱水器,水龍頭,浴缸,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修換熱水器
淋浴,馬桶.●維修改裝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1丌格丌丌(1丌box)
$45
$80
$105 $125
供電線路,換電箱,加改 832-217-6958 修
供電線路及電器設施
$160 $210 $250
713-480-3646 713-885-4818 英 2格 (2boxes) $90

居家空調水電

專修室內外各種漏水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洗衣烘乾,熱水爐具
更換各種室內外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冷暖空調,抽風排氣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水零件,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水喉水槽,滴漏堵塞
房屋整體水管更換,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開關插座,生活電器
修換熱水器.
車庫門安裝維修
Plumbing Service 713-429-2685 曹 832-576-6957
住家餐館,質優價低
702-888-5518
832-290-8770
●招助手或學徒

冷
暖
電
氣

26 年經驗,價格合理
修補翻新各種屋頂
大小工程,質量保證
免費估價. Min Park
832-202-8432

Claims Service

$60 元起,不通不收費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漏水堵塞,洗水盆,浴缸
馬桶,打碎機,下水道
專業更換熱水器
7 天 24 小時. 請電:
832-421-6698

滿意水電

十年豐富經驗面對各種保險公司,房屋遭受暴
風雨,冰雹損害,房屋漏雨,房屋水管爆裂漏水,
火災,我們能幫您從保險公司爭取到您應得的
賠償.拿不到賠付免任何費用,保證施工質量.
免費咨詢電話:713-732-8802 中文
832-683-8753 英文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下水道專家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水電新建和修理,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打碎機,下水道,
281-610-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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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 Pro Glasses 門窗公司

華人經營,專業砍樹,
修理樹枝,挖樹根,栽花,
種樹,鋪草皮.各種場地
清理,修建籬笆圍牆,
清理水槽,清垃圾,排後院
積水.搬家及雜活.
*全市最低價 100 元起*
832-969-5083 李

700

2021年3月18日

浩記冷暖氣維修

3格 (3boxes)

$135

$240

$315

$375

4格 (4boxes)

$180

$320

$420

$500

6格 (6boxes)

$270

$480

$630

$750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陳氏專業冷氣

合家歡冷暖氣

專業安裝,維修,保養
專業修理安裝:
傑克修空調.專業冷暖 專業維修、安裝
冷暖氣系統
冷暖氣維修更換,
冷暖氣系統
中央,分體,窗式空調 氣系統維修、更換.
冷暖氣系統,
商用 cooler,freezer, 保養,維修,安裝, 維修水電( 開關,電路,
餐館制冷設備修理
免費檢測、估價.
家電,熱水爐.
維修更換熱水爐.
專門解決疑難問題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政府執照,15 年經驗 電風扇,熱水爐 )
任何空調問題.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保證質量,價格公道
請 電:
請聯系我：Jack
電話：陸先生
請電: 陳(英粵國越) 電:劉先生.●請幫手
請電 : 黃先生
Electrical & AC 832-421-6698 832-382-8026 346-606-6871 832-759-4638 281-236-2846 832-552-0155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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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Service



Chang Le Service 長樂 AC
安裝維修冷暖氣,
換熱水器 change water heater
價格合理,保證質量，服務快速.
Please Contact: Jay Yu.
請電：於先生 346-232-8970
832-868-8071

700
鐵
工
廠
Iron Works

大衛空調公司

修空調●修水電
找大衛,又快又好又便宜
維修費一律 80 元 (材料費除外）
德州執照,空調技師大衛
832-923-6578 (中文)
281-866-1073 (英文)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800
一一一

泰平鐵工廠

吉順冷暖氣公司

電腦維修，IT 技術支持
辦公室電話/網絡佈線,VoIP 電話服務
商業高清監控安裝維修,數碼 IP 4 百萬像素起
POS 軟硬件，保證最優惠價
Express Computer Solutions
電腦維修
Tel : 713-823-6863
www.expresscs.net
Computer Service

安全監控系統

監控系統 4MP 超清
帶 4x 鏡頭, 包安裝,
一套$700 起,無月費
支持手機監控及回看
請來電話咨詢:
832-310-7499

范氏鐵工廠


800

美南網站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四季搬家公司
丌丌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搬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丌
往 Austin,Dallas,
San Aotonio 特價優惠.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本公司有各大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
丌丌
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 廣告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英文電洽 : 281-903-7688 832-867-5467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司丌丌
Moving
Service
或上網查詢: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http://www.allseasonsmove.com
丌丌
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
《如意》搬家
順豐搬家快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拉貨.搬家.運東西.
丌丌
丌丌
貨運公司.專業搬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居民.公司.倉庫.鋼琴.
各種 家庭 / 倉庫 /
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具拆裝,跨州長途搬運
辦公室 / 搬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只要你需要,
專線休斯敦-洛杉磯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我們一定
丌丌
“搬”
到.
電話: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司丌丌
Moving
Service
281-797-9898
832-966-6077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800

報警監控安裝

監控系統安裝

專業定制各種防門自動
專業定制各類防盜門窗
經營多年,專修
大門,專業遮光智能溫室 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 精工電焊,鋁,不銹鋼 防盜門窗.自動大鐵門(保證大門不會變歪,
歡迎團購,便宜 5%-10%)
大棚,2000 呎到 3500 呎
餐館設備,爐頭,
修理翻新各類鐵件
玻璃溫室連棟大棚,可
工藝鐵門.
(鐵欄,扶手,樓梯等), 開門機修理,鐵欄杆修理,換新.陽台扶手.
定制呎寸,專用鋼結構
金屬構件加工.
多年經驗,質量保證. 出售鐵欄杆,大門,柱子等..承接各種焊接,
房屋,,可訂制呎寸, 移動
www.taipingironworks.com 281-889-1086 修理工作. 保證質量.良好的售後服務.
房屋大棚專用暖風機.
713-598-8889 (中文) ●誠請電焊工
電:832-566-7888 281-785-9895 劉 832-420-4376

電腦專家

 

林記鐵工廠

冷暖工程,家用電器
廚浴設備,修換水爐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漏水斷電,急修急通
請電: 蕭師傅
832-490-7988

政府執照 TACLB95906E 百萬保險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安裝、精修 : 各種品牌冷暖氣
維修保養,配件更換,水務電器,專業誠信 精修餐館及超市冷凍,冷藏設備,電機,電路
~ 政府認可的 TOP 空調專業技工 ~ 及生活電器維修,特價代理 Goodman 產品.
州政府保險及執照, 質量保證,歡迎比較.
281-818-2990 宛 (Wan)
832-860-3388 蒲繼忠
●薪優,誠招空調幫手一名

精準冷暖氣 & 冷凍公司

AirTuner (各種品牌)
●住家及商業 : 保養維修、更新.
●德州執照 TACLA 80788C
●高額保險 : 價格公道
**任美國最大冷暖氣公司資深技工**
P.J. 陳 : 832-367-1098

誠意鐵工廠

萬家樂冷暖氣

精藝冷氣水電

安全監控系統

Alarm 專業安裝
$19.95 月費
監控安裝每一路$75 起
四路特價,工廠直營,
倉庫在 Harwin,有
安裝執照. B09382201
電:713-779-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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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房門專家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商業,住家,鐵門及鐵柵
搖控車門器更換,
彈簧維修線路安裝,
品質保證,免費估價.
通國粵英語
20 年經驗,7 天日夜.
713-598-8118(C)
713-777-7934 (H)

床墊世界

腰酸背疼,輾轉難眠? 夢想一覺睡到自然醒?

還好有 30 多年老字號的床墊世界,專賣各種超硬實木板床墊和彈簧床墊.
美國生產,質量最優,價格最平,款式最齊,市內免費送貨.
※另有廠家直銷各式家具及自動清洗抽油烟機.
: 713-777-1188
床墊專賣 6121 Hillcroft Ave, Ste請電
M1, Houston, TX 77081 (近 59,離中國城 5 分鐘)
Mattress for sale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西 南 搬 家

(O)281-933-1555
(F )281-933-2953

I.C.C. M.C.249994

TX.D.O.T. 44648C
政府註冊 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U.S.D.O.T 461436
26 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www.swmoving.com
Email: mike.kuo@swmoving.com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公寓，住家，辦公室，倉庫遷移。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市區內、紐約、加州、全美長途、回國傢俱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 國語
包裝及自用車運送。
24 小時服務 832-367-6090 國,越南,廣東 ●政府合法執照,25 年經驗,工作保證,誠信可靠.

聯合搬家公司 800
公寓住家，公司搬運
碼頭提貨，代客送貨
短長途專業搬運鋼琴
免費估價，價錢便宜
電:713-783-3789 通
626-297-9888 國臺英

unitedmoving.tx@gmail.com

機
場
接
送

Transportation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832-382-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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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e in Georgia spa shootings may not
be race, but Asian-Americans fearful

ATLANTA (Reuters) - A Georgia man
facing murder and assault charges
after the fatal shootings of eight
people, including six Asian women,
at Atlanta-area spas indicated he had
sexual addiction issues and may have
not been motivated by racial hatred,
authorities said on Wednesday.
Tuesday’s killings have intensified
fears in Asian-American communities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have
been the target of some attacks since
the onset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 year ago. It also was the latest gun
vio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numerous deaths.

The 21-year-old suspect, Robert
Aaron Long, was charged with four
counts of murder and one count of aggravated assault, the Cherokee County
Sheriff’s Office said. Long was being
held in the county about 40 miles
(64 km) north of Atlanta, Georgia’s
capital.
Officials said Long indicated he
may have frequented the spas where
Tuesday’s violence occurred, although
authorities could not immediately confirm whether he visited any of them.
Long was heading to Florida when he
was apprehended, perhaps to carry out
further shootings, authorities said.

were offering during or before
this incident took place,” Officer
C.J. Johnson of the Atlanta Police
Department said in a statement.
RELATED COVERAGE

“The suspect di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hooting,”
Captain Jay Baker of the
Cherokee County Sheriff’s
Department told a news conference.

U.S. President Joe Biden said he
was briefed by the U.S. attorney
general and FBI director on the
shootings.

The advocacy group Stop AAPI
Hate has said the rise appeared
to result from Asians and
Asian-Americans being blamed
for the pandemic, which origi“The question of motivation is nated in China.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called the novel
still to be determined,” Biden
told reporters at the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the “China virus,”
the “China plague” or even the
“kung flu.”
‘LIVING WITH FEAR’

“These locations, he sees
them as an outlet for him,
something that he shouldn’t
be doing,” Baker said. “It’s
a temptation for him that he
wanted to eliminate.”
Long lived in Woodstock,
Georgia, and attended Crabapple First
Baptist Church in Milton, an Atlanta
suburb. A mug shot of Long released
by authorities showed a white man
with a long and scraggly brown beard.
It was not clear if the suspect visited
spas for sex.
“This is still 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and at this time we cannot answer any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the businesses,
nor services that any of these locations

White House says Trump administration rhetoric on COVID
has elevated threats against
Asian-Americans
Dimon condemns racism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fter shootings:
memo
U.S. authorities were trying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attacks were
inspired by an anti-immigrant or
anti-Asian motivation or some
personal grievance.

“But whatever the motivation
here I know that Asian-Americans are very concerned.”

“There is still a lot unknown
about this but one thing is clear:
the Asian-American community already has been living with
fear for the last year because
of racism,” lawyer John Yang,
who worked in form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administration,
posted on Twitter on Tuesday
night. “These murders will intensify that fear.”

The bloodshed began about
5 p.m. on Tuesday when four
A report by the Center for the
people were killed and another
Study of Hate and Extremism this was wounded at Young’s Asian
month showed that hate crimes Massage in Cherokee County,
against Asian-Americans in 16 Baker said. Two women of Asian
major U.S. cities rose by 149% descent were among the dead
from 2019 to 2020, a period whenthere, along with a white woman
overall hate crimes dropped 7%. and a white man, Baker said. The
surviving victim was a Hispanic

man.
Slideshow ( 5 images )
In Atlanta, police officers
responding to a call of
a “robbery in progress”
shortly before 6 p.m. arrived at the Gold Spa beauty salon and found three
women shot dead, Police
Chief Rodney Bryant told
reporters.
While investigating the
initial report, the officers
were called to a separate spa across the street
where another woman was
found dead from a gunshot wound, Bryant said.
All four women killed
in Atlanta were of Asian
descent.
Long was spotted in southern Georgia, far from the
crime scenes, after police
in Cherokee County issued
a bulletin. He was arrested
without incident after a
highway pursuit,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said.
His arraignment is scheduled for Thursday, they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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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Now Facing A
New Challenge
After more than a one year ordeal and
much suffering time, we are finally
getting out of the woods. But we are now
facing economic and discrimination
issues and the pandemic is changing our
community in many ways,
When the pandemic hit our community
last year, President Trump called the
virus a “China virus” and the whole
nation was full of an anti-Asian and
Chinese atmosphere and the attacks
were happen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Wealee@scdaily.com

The leading Chinese organization, The
Committee of 100, sponsored a virtual
meeting to discuss how to protect our
community and want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enforce the law against

any
discrimination
case.

Մ↛፹

We are also
ready to organize
a virtual
community round
table meeting to
discuss all the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LIVE

problems we are facing today. The first
meeting will be to discuss how to help
local businesses apply for financial help
through the SBA with the passing of the
$1.9 trillion Rescue Bill.
We all hope this is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Now we all need to be united
and help each other to work for better
tomorrow.

Editor’s Choice
A general view shows a section of the
border wall in El Paso, Texas, U.S., during
a sandstorm, as seen from Ciudad Juarez,
Mexico. REUTERS/Jose Luis Gonzalez

A City of Atlanta police officer works at the scene outside of Gold Spa after
deadly shootings at a massage parlor and two day spas in Atlanta, Georgia.
REUTERS/Chris Aluka Berry

Ariana Lamcellari, 4, holds a sign at a protest against violence, following the charge of a British Director Christopher Nolan sits in an AMC cinema while waiting to watch ‘Judas and the Black
police officer in the London kidnapping and murder of Sarah Everard, in Dublin, Ireland. REU- Messiah’, the first screening on the theater’s reopening day in Burbank, California. REUTERS/
TERS/Clodagh Kilcoyne

A man receives a dose of
Sputnik V (Gam-COVID-Vac)
vaccine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in a carriage of the Academician
Fyodor Uglov medical train, at
a railway station in the town of
Tulun in Irkutsk Region, Russia.
REUTERS/Evgeny Kozyrev

Esther tries on new shoes as she
picks up which one to wear for
school, a day before her return to
school after the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were adjusted, in Louisville,
Kentucky. REUTERS/Amira
Kara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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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national wave of infections. The
surge comes a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team of investigators probing
the origin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re set to arrive in China on Thursday.
The NHC, which announced their arrival
date on Monday, declined to provide the
team’s itinerary.

Wear Mask!

new measures to control COVID-19 infections, including a suspension of interprovincial travel, use of some public
spaces and other activities.

The Pandemic Around The World

Public transport has been suspended in Shijiazhuang, (Photo/China Image: REUTER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Leading The News
China Reports Biggest Daily
COVID-19 Cases In Over 5 Months

SHANGHAI/BEIJING (Reuters) - Mainland China saw its biggest daily increase in
COVID-19 cases in over five months, the
country’s health authority said on Monday, as new infections in Hebei province
surrounding Beijing continued to rise. A
county in northeastern Heilongjiang province on Monday moved into lockdown after reporting new coronavirus infections,
state television also reported separately.
Hebei accounted for 82 of the 85 new local

infections reported on Jan. 10,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NHC) said
in a statement, with Liaoning province
also reporting two new cases and Beijing reporting one new case. The country also saw 18 new imported infections
from overseas. The total number of
new COVID-19 cases stood at 103, the
highest since 127 cases were reported
on July 30.

Though the recent case tallies remain
a small fraction of what the country
saw at the height of the outbreak in
early 2020, authorities are moving aggressively to curb its spread to avoid

How COVID-19 is affecting the globe
Confirmed cases of COVID-19 have now
passed 90.2 million globally, according
to the Johns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 The number of confirmed
deaths stands at more than 1.93 million.
Indonesia has extended a ban on foreign visitors for a further 14 days, in an
effort to control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coronavirus. Oil prices have fallen, as a
result of concerns about global demand
in the face of restrictions in Europe and
new measures in parts of China to tackle the coronavirus. Mexico has reported
more than 10,000 new COVID-19 cases - although the real number is likely to
be much higher, officials say. Authorities
have also confirmed the presence of the
new variant first seen in Britain in the
north of the country.

The new variant has also been detected
in the port city of Marseille and in the
Alps, according to French authorities.
The UK is opening seven large-scale
vaccination centres today, to help accelerate the rollout of the COVID-19
vaccine. Israel has begun to roll out
COVID-19 vaccine booster shots, as
three weeks have passed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untry’s inoculation programme.
Belgium’s death toll from COVID-19
has reached 20,000 - one of the highest
per capita in the world. Authorities in
Cuban capital Havana have announced

2. China sees biggest daily COVID-19
case rise in over five months
Mainland China has seen its biggest
daily increase in COVID-19 cases in
more than 5 month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health authority. Of the 85 new local infections reported on 10 January, 82
were in Hebei province. Eighteen new
imported infections were also reported,
with the 103 total the highest since 127
new cases were reported on 30 July.
Authorities have moved quickly in an attempt to hal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with
a lockdown introduced in Shijiazhuang,
Hebei’s capital. People and vehicles are
barred from leaving the city, with public
transport also halted.
3. COVAX secures 2 billion vaccine
doses COVAX, which aims to secure
equitable global access to vaccines, has
secured 2 billion doses of COVID-19
vaccin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irector-General 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said on Friday. It also has
first refusal on an additional 1 billion
doses. But, he warned that high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continue to buy up
vaccines. “This potentially bumps up the
price for everyone and means high-risk
people in the poorest and most marginalized countries don’t get the vaccine,”
he said.

I urge #COVID19 vaccine manufacturers to prioritise supply through COVAX;
countries that have contracts for more
vaccines than they need should donate
them to COVAX immediately & stop
making bilateral deals. COVAX is ready.
The time to deliver vaccines equitably is
now!
Let’s show our respect & appreciation
for health & care workers by protecting
each other & vaccinating ALL #healthworkers EVERYWHERE now. End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one of humanity’s great races &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we will win or lose this race
together. #ACTogether
(Courtesy weformum.org)

A Tweet From the WHO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DrTedros
Jan 10

Wednesday, January 1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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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57 A Flu Pandemic Hit The U.S., But Maurice Hilleman
Was Ready With A Vaccine He Mass Produced In Only Months

The Virologist Who Saved Millions Of
Children—And Stopped A Pandemic

Virologist Maurice Hilleman with his research team at the 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1957. That year Hilleman and his team would
identify and develop 40 million vaccine doses to combat a flu virus from Hong
Kong. (PHOTO/ ED CLARK, 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By Guest Writer Sydney Comb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In April 1957, a mysterious illness was making
its way through Hong Kong. Medical workers encountered throngs of children with “glassy-eyed
stares,” and more than 10 percent of the city’s
population was infected with influenza.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stayed quiet, but American virologist Maurice Hilleman recognized the threat:
A pandemic was brewing. Hilleman thought the
disease was a new strain of influenza capable of
spreading around the world. By the time the virus arrived in the U.S. in fall 1957, he was ready
with a vaccine. His work prevented millions from
contracting the deadly virus—and that’s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people Hilleman would save over
the course of his career.

Students sick with the 1957 “Asian flu” lie in

temporary cots set up in the student union
build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More than 100,000 people in the U.S. died
from the virus. (PHOTO/ BETTTMANN,
GETTY)
Born in August 1919, at the height of the
Spanish flu, Hilleman was raised on a farm
near Miles City, Montana. During the Depression, he managed to get a job 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J.C. Penney store and planned
to spend the rest of his professional career
with the company—until his older brother
convinced him to apply to college. He went
to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on a full scholarship, graduated first in his class in 1941—and
was accepted to every graduate school he applied to. As a doctoral student in microb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illeman proved
that chlamydia was actually a bacteria instead
of a virus, a discovery that helped doctors treat
the disease. Against his professor’s wishes,
Hilleman went into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stead of academia because he believed

he’d be better positioned there to bring the benefits of his research to patients.
By the end of his career, he would develop
more than 40 vaccines that prevented disease
and death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Father Of Modern Vaccines, Maurice
Hilleman.
Heading off a pandemic
After four years with the E.R. Squibb pharmaceutical company in New Jersey, Hilleman
transferred to the 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D.C., to
study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d influenza outbreaks. There he proved that influenza viruses
undergo mutations that allow them to bypass
antibodies previously developed to the strain.
This explained why one influenza vaccine
didn’t protect a person for life, as a smallpox or
polio vaccine could.
FLU VIRUS 101The influenza virus is a recurring nightmare, killing thousands of people
each year. Learn how the virus attacks its host,
why it’s nearly impossible to eradicate, and
what scientists are doing to combat it. Through
this research, Hilleman became convinced that
the virus in Hong Kong could be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existing strains, and thus could
be deadly if it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other
nations. When he picked up a copy of The New
York Times on April 17, 1957 and rea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he exclaimed, “My
God. This is the pandemic. It’s here!” The next
day he asked the military to collect virus samples there. A month later, he received gargled
saltwater from an ill Navy serviceman who had
been to Hong Kong. Hilleman began incubating
the virus and testing it against antibodies from
hundreds of soldiers and civilians. He couldn’t
find a single person with antibodies to this
strain of influenza. Hilleman sent samples of
the new virus to other research organizations,
which confirmed that only a few elderly citizens who had survived the 1889-1890 influenza
pandemic had any antibody resistance. That
meant nearly everyone was at risk of catching

the new strain.
“In 1957 we all missed it. The military missed it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issed it,”
Hilleman later said in an interview.

Boxes of Hilleman’s vaccines for the 1957
flu are rushed by helicopter throughout the
(PHOTO/WALTER SANDERS/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Realizing how little time the country had to
prepare, Hilleman contacted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directly and asked them to make
a vaccine from his samples. He also demanded
that roosters t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killed be kept alive to fertilize enough eggs to
prepare the vaccine. Even though his work had
not yet been reviewed by the main U.S. vaccine regulatory agency, the Division of Biological Standards, th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greed. Because regulations now are far tighter
this type of workaround would be impossible
today. Because of Hilleman’s perseverance, 40
million doses of the vaccine had been created
by the time the flu hit American shores in fall
1957. Ultimately, the virus killed 1.1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and an estimated 116,000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U.S. surgeon general at the time, Leonard Burney, said
the virus would have infected millions more
Americans had there been no vaccine. The U.S.
military awarded Hilleman a 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 for his work.
“That’s the only time we ever averted a pandemic with a vaccine,” Hilleman recalled.
Out of the spotlight
Hilleman’s success was in part due to his po-

sition at Merck, the pharmaceutical company
he worked at for 47 years. He was given direct
control over his research there, and with Merck’s ample financial resources at their disposal,
Hilleman and his team developed more than 40
vaccines for humans and animals. “There was
money to spend to do what you needed to do
[at Merck]. Money wasn’t an object. You could
do your research,” Hilleman’s second wife Lorraine Witmer once told Hilleman’s biographer.
By working in the private sector—the “dirty
industry” as Hilleman joked—he was able to
guide his research from the lab to the marketplace with his signature brashness.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had its drawbacks,
though, and at times prevented Hilleman from
gaining public recognition for his work. “I
thought that if my name appeared on the paper,
or if I was the one put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cameras or radio microphones, people would
think that I was selling something,” Hilleman
explained after his name was not included on
the paper proving his hepatitis B vaccine was
effective.

Virologist Maurice Hilleman.
In the end, Hilleman didn’t name a single discovery after himself. Hilleman and his team
developed eight of the 14 vaccines currently
recommended for children: measles, mumps,
hepatitis A, hepatitis B, chickenpox, meningitis, pneumonia, and Haemophilus influenzae
(Hib vaccine). The WHO estimates that the
measles vaccine alone prevented 20.3 million
deaths worldwide between 2000 and 2015.
At the time of Hilleman’s death,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credited him with likely saving more people than any other scientist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scientific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what he
did was amazing,” Dr. Anthony Fauci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in 2005. “Just one of his accomplishments would be enough to have made
for a great scientific career.” (Courtesy https://
www.nationalgeograph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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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麗窗簾 35 年老店 3 月 8 日至 6 月 6 日一律半價優惠各界
三十五年的窗簾老店，
三十五年的窗簾老店
， 亮麗窗簾
亮麗窗簾。
。 商業
商業，
， 家居
的不二選擇。回饋新老客戶從 3 月 8 日女神節到 6 月
的不二選擇。
6 號止
號止。
。所有布藝窗簾
所有布藝窗簾，
，半價銷售
半價銷售，
，五折優惠
五折優惠，
，50
50%
%
的價格就可以享受專業設計師為您提供私人訂制。
的價格就可以享受專業設計師為您提供私人訂制
。
半價，
半價
， 50
50%
% ， 五折
五折，
， 10 塊變 5 塊 。 還等什麼
還等什麼？
？ 您的
家需要換個心情。
家需要換個心情
。 所有布藝窗簾
所有布藝窗簾，
， 半價銷售
半價銷售，
， 五折
優惠，
優惠
， 50
50%
% 的價格就可以享受專業設計師為您提供
私人訂制。
私人訂制
。半價
半價，
，50
50%
%，五折
五折，
，10 塊變 5 塊。。 公
司地址 9630 Clarewood dr #A 11 Houston 77036
電話 8327038869 或者 (832
832)) 998
998-7865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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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亮麗風格的Ellicor 生活精
青春亮麗風格的Ellicor
品二店2021
品二店
2021春季聯誼活動
春季聯誼活動
專為年輕朋友們設計的 Ellicor 生活精
品店二店已在中國城敦煌廣場內持續大放
異彩。
異彩
。日前在二店隆重舉辦 2021 春季聯誼
活動同時舉行了嘻哈舞蹈流行舞團表演。
活動同時舉行了嘻哈舞蹈流行舞團表演
。
吸引無數人潮，
吸引無數人潮
， 客人及 VIP 會員們壹起參
與盛會，
與盛會
， 令人迫不及待活力產品精彩亮點
。 帶領亮麗青春風格與魅力之處所在
帶領亮麗青春風格與魅力之處所在。
。週
邊商品區，
邊商品區
， 為新的壹年更是增添壹個夢幻
勝地。
勝地
。 從動漫卡通元素的文玩具
從動漫卡通元素的文玩具，
， 禮品
禮品，
，
首飾，
首飾
， 美妝及限量品到日常生活用品
美妝及限量品到日常生活用品、
、應
有盡有。
有盡有
。 許多熱門產品同時也融入了卡通

角色的身影 。 無窮多令人迫不及待活力產
角色的身影。
品精彩亮點。
品精彩亮點
。 店內更是從外型到內部
店內更是從外型到內部，
，都
經過精心設計。
經過精心設計
。 晴空塔塔上的展望區秀出
各項嚴選好物購物體貼。
各項嚴選好物購物體貼
。 提供優化販售通
路平臺，
路平臺
， 還富有亞洲文化創意的紀念品與
伴手禮，
伴手禮
， 極力打造城市獨特風格禮品
極力打造城市獨特風格禮品。
。還
有動漫潮流商品，
有動漫潮流商品
， 店內更是從外型到內部
， 都經過精心設計
都經過精心設計。
。 提供壹站到位的品味
之旅，
之旅
， 壹起感受品味嚴選好物
壹起感受品味嚴選好物。
。 晴空塔塔
上的展望區秀出各項嚴選好物購物體貼，
上的展望區秀出各項嚴選好物購物體貼
，
極力打造獨特風格禮品。
極力打造獨特風格禮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