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

wechat : AD7133021553

5月4日 星期二




Place Your AD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paper: www.scdaily.com 點 "分類廣告"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通電話，萬事 OK 三三
W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 a三三三三
丌丌
丌丌週數
丌丌丌Week
丌丌丌一
丌丌週 二 週 三 週 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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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三三三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1
wk
2
wks
3
wks
1
mon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格數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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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
Business
Hours
：
Call(電話服務專線)：281-498-4310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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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受歡迎的
招工/買賣/宣傳
最佳平台
1 格 (1unit)
Monday-Friday：
$45
$80
$105
$125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Fax (傳真)： 832-399-1355 8:30am-5:30pm 三三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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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格 (2units) $90
$160 $210
$250
三三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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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cla@scdaily.com Sat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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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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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元
3 格 (3units)
$135 $240 $315
$375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週一至週五：
請微信:
AD7133021553
) www.scdaily.com 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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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格 (4units) $180
$320 $420
$500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週六：
或致電:
281-498-4310
Stop by(登門)：11122 Bellaire Blvd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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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IVE: 從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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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Buffet
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餐館招收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Fast
Food
店請人
*糖城餐館請人
*西北區餐館
KATY 中餐館
*西北區餐館


ily

as

Da

Cl

ne

r

pe

d

ie

pa

ws

sif

AD

s



*KATY 堂食

restaurant need
距中國城 8 分鐘
全工打台, 收銀,
誠請
Cypress 1960
誠招炒鍋，
外賣店
Helpers ( Cashier/
誠請 炒鍋,
Buffet 店
外賣, 打雜, 油鍋.
熟手接電話和企台
誠請
Packer, kitchen...)
薪優, 需報稅.
誠請
全工
/
半工
誠請外送員.
薪優,面議！
熟手抓碼、企枱
Full time / Part time 全工接電話打包
有意者請電
熟手企台
，
帶位
位 Spring,249 與 99 交界
speak English.
意者請電:
請電聯:
832-277-2317 有意者 2 點後電: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聯系人：林先生
Good pay. Call/text :
沒接到發短信謝謝 832-287-8882 281-665-9299 713-261-2188 713-302-0321 281-966-5342 713-789-0845 832-310-0739

*Zcounter 亞洲餐館請人

位 Corpus Christi 聘經驗 1 Chinese Wok,
1 Grill Cook: Sautee, Fry, Flat Top,
Net pay after tax $3,700. Provide living space,
2meals. under 50 years old & speak English
聘熟手中餐炒鍋,燒烤師傅: 會煎炸及抓碼.
50 歲以下,會英文. 稅後淨入$3700,
供住及二餐. 請電: 361-876-9634

SINH SINH
位中國城,中國餐廳
誠請炒鍋、打雜
及 企檯
請下午 3 點後電:
713-459-1501

*誠請企台

"友情客串" 餐館請人
誠聘炒鍋，燒烤師傅
有意者請聯系 832-633-8318
地址 : 9889 Bellaire Blvd D238.
Houston TX 77064

珍寶海鮮城 誠聘

高薪 聘請 炒鍋, 油爐, 企檯

企檯 、帶位 、 點心推車 、傳餐

餐館 近 Puerto Rico 波多離各島,
誠聘●有經驗炒鍋 ( Cook )
●有經驗油爐 ( Deep Fry)
●有經驗企檯 ( Waiter/Waitress)
以上薪優. 包住宿. 有意者請電:
340-344-5656 Stephen 洽

需少許英文
~~ 以上小費好, 全工或半工均可 ~~
● 另請點心師傅
請電:281-988-8898 或親臨面談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餐館誠請

美式中餐館

*Mall 內快餐

*中餐館,薪優

中餐館,薪優

路州餐館請人

金山餐館請人

中國城中餐館 奶茶店和參茸店 *美式中餐外賣

*外賣店請人

*路州全日餐

*KATY 日餐

*日餐店請人

路州日餐,高薪

中日餐館請人

誠請經驗廚師 Lam Bo Buffet

*美式中餐館

位 6 號/290,誠請各一名 Houston and Dallas
點餐中餐館位於
誠請 熟手炒鍋.
德州休斯頓中餐館
外賣店 , 誠請
全工炒鍋，企台， Boston 地區. 請以下
有經驗收銀帶位
，
9619 Hillcroft St.
廚房幫廚
,傳菜
半工周末外送員，
熟手接電話或企台 誠請老經驗廚師 企檯,帶位,懂英文收銀
Houston. Tx 77096
職位
1.
前台服務人員
半工炒飯撈面師傅
外送員，企枱。
負責任,工作態度良好 有意者請電或親臨:
請全工或半工企台，
聯系電話:
以上需報稅。不包住宿 2. 經理助理. 3. 經理.
薪優, 提供住宿
6159 Westheimer
可報稅. 意者請電:
55 歲以下. 能搬遷更好. 646-339-7703
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請電或留短訊
Houston, TX 77057
713-751-9567 手機
意者請電:
713-213-0086
713-721-7150 832-466-3511 832-593-6688
832-726 2629 位 Missisouri City, 6 號 917-886-0292 713-783-6838

黃金水餃請人 糖城中餐廳聘請

黃金茶寮,薪優

海鮮店誠聘

奧斯汀餐館

請 周末帶位
路州 Shreveport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企檯:中英文流利 誠請 炒鍋,油爐
東禾酒家請人
Pearland 海鮮店
誠聘
及傳餐人員
中餐堂吃店,
誠請
薪優誠請廚房員工 全工/半工各一名
位中國城粵菜餐館
誠請經驗企台,經理.
●
廚房:
請
抓碼,
炒鍋.
提供吃住
Cashier, 企檯
炒鍋, 企台, 油鍋, ●點心部: 請
全工. 需有身份
做好可入股。
誠請炒鍋和企枱
●半工外送員一名 離中國城 1 小時
有經驗做點心人員
洗碗 各一名.
請 11am-9pm 來電:
需英文流利,可報稅. 炒鍋, 打雜, 幫廚
抓碼和油爐
2pm
後電或親臨舊店:
有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713-270-9996 薪優請電或留言
意者請電: Danny
意者請電:
281-495-1688
281-881-9885 832-853-2679 972-989-8396 713-981-8803 832-819-8111 10600 Bellaire#105 832-776-5953 737-843-8186

四川美食餐館 多家 Buffet 店 金冠酒家誠請

位於 Victoria
點心幫工:有身份
誠請炒鍋﹐
誠請炒鍋, 打雜
10796 C Bellaire
可提供住宿
有工卡﹐需報稅.
Houston, TX 77072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361-573-6600
361-649-7476 832-908-0878 713-474-7979

誠聘男女員工,
誠請熟手
需有工卡,可報稅
全工/半工企枱
~~薪優面談~~
須有工卡
位黃金廣場.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312-479-1188
2001 Jefferson
832-449-1221
312-479-1189
Houston, TX 77003

日
餐
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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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餐館,薪優 日餐招餐廳經理 日本餐館請人

Restaurant Hiring

2022 年 Houston 黃頁
Free Listing

位 Downtown 誠請
●企檯, 拋鍋, 抓碼
~以上薪水好~
意者請電: 阿泰
916-529-7337

●樓面:

*日本餐館請人
有經驗 經理、企檯
壽司師傅、炒鍋.
需有工卡,薪水面談.
有意者請電：
832-715-4753
832-969-5588

Qin Dynasty 高級日本餐館

Lake Charles
誠請 以下熟手
誠招小菜師傅
『高薪』 誠請
企檯、帶位
壽司師傅,學徒
Part time/Full time 均可 有相關經驗優先，
廚房師傅,油鍋打雜,
另請洗碗師傅
不會可教。
全工企檯.
意者請電或
聯系人: Vincent
包吃包住,意者請電:
短訊(無人接聽時)
832-605-2131
832-232-1001 408-901-9571

日本餐館請人

Restaurant
For Sale

餐館出售

全日餐請人

*日餐鐵板店

日本餐誠聘

●Sushi 師傅
廚房師傅:薪水面議
位休斯頓 Spring 區 位於休斯頓 Katy
●中餐油鍋兼打雜
企檯: 小費佳
誠招 ●熟手企台,
全日餐廳
●洗碗工一名
●鐵板師傅. 臨近 Woodland 地區
位 45 號南,近明湖區 誠請 Sushi Man 要求能報稅,有經驗,
提供食宿，
本店工作氛圍輕鬆. 要求有身份,可報稅.
有意者請電:
有意請聯系 :
小費好.聯系電話:
281-532-6558
請電: 潘先生
832-206-1789 626-636-7835 618-699-1155 626-373-7744

中國城賺錢餐館 Kroger 壽司吧 賺錢老美中餐館 *糖城餐館出租

轉讓.面積適中,
轉讓, 近中國城
出售. 約 1400 多呎 附設備,若您想用最低
房租低,設備齊全, 易經營,收入穩定, 位 Katy 區,十幾年老店 的成本,自己當老板,
年收入四萬以上 生意穩定.房租 3340 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本店生意不錯,
售價 :$30000
包水和管理.撿便宜店 剩 4 年租約,加上 5 年續
很適合做面食店,
簽選擇.現在可出租,並
位 11565 Hwy-6 S.
的,閑打聽的勿擾. 在租期結束時選擇購買
早餐店.
聯系電話:
誠心買店者請聯系 Sugar Land, TX 77498
意者請電: Suzie
電:832-664-1410
832-583-6888
346-397-6982
713-261-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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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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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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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誠請 Part time
誠請●有經驗企檯
●有經驗 Sushi Man
女性幫手一名,
●Part time 收銀員
無經驗亦可
全工或半工均可 位 610/290,在 43 街上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 5 點後電:
832-274-4080 832-660-2521

中日餐館請人



超市內壽司吧

離休士頓 2 小時,包食宿
8 號近 290,誠聘
高薪 聘炒鍋,壽司幫手
鐵板,企台,洗碗,打雜,
熟手 Sushi Man
以上無需經驗,可培訓.
有意者請電:
午休 2 小時。
●另請住家褓姆,帶 4 歲 713-857-3610
小女孩. 意者請電:
281-469-7888
337-764-7736



城中區中日餐館,誠請●經驗經理,壽司師傅
位 Katy 區,誠請
英文一定要好﹐
休斯頓區,誠 請 中午半工有經驗企檯 ●經驗 企檯及帶位 Boston Mall 內日餐
炒鍋或幫炒(工資好)
英文流利,懂酒水， 全/半工均可,需工卡. 請 經理、經理助理,
前檯接電話和帶位 兩年以上管理經驗﹐
日餐企檯,廚房師傅
態度誠懇，需報稅.
意者請親臨或電:
歡迎學生加入
Sushi 師傅
能報稅﹒
請下午
3-5
點親臨:
713-781-6300
另請熟手包卷師傅
有意者可致電: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5115 Bufflo
6345 Westheimer,
聯系電話：
713-623-3937 832-350-1571 832-230-9405 Speedway#900 Houston, TX 77057 832-726-2629

KATY 日餐

Katy 以北,近 6 號, 位 290cypress,
誠招炒鍋, 需報稅, 離中國城 20 分鐘，
不包住。
誠請炒鍋、油鍋,
離中國城 20 分鐘
意者請電 :
聯系電話:
832-330-1775
617-749-8342 如果沒接,請短信

中日餐館出售

for sale

小餐館轉讓

休斯頓北﹐
1750 呎, Galleria 附近,950 呎
房租便宜 $950
房租 $4400,包水
因人手不足店轉讓,
穩定老店,白人區.
售價 4 萬. (如購買,
因老板年老退休,低價 可教會所有食品配方)
轉讓.請致電或簡訊
意者請電:
281-636-1673 832-270-6187

Sushi Restaurant for Sale 老字號餐館出售 賺錢越南餐館售 急急急!餐館轉讓 賺錢餐館退休售 美式炸蝦店

中餐館退休出售
位 Katy 區, 3000 呎
客源穩,設備齊全
東主退休,廉價出讓
有意者請電:
832-282-3492
●另請廚房打雜

賺錢餐館出售

位休斯頓北
很受歡迎的越南餐館
位交通繁忙地段,
位 610 東, Pasadena
位於 Katy
位 Pasadena 區,
Kingwood
地區，
位繁忙的交通地段,
設備全,售價$525,000
外賣店,生意好
中日餐堂吃外賣店
房租 2000.
高檔中餐
，
有酒吧烈酒牌
生意好,售價$850,000
詳情請短訊
因股東糾紛急轉讓 1800 呎, 獨立建築
月生意六萬多，
詳情請短訊:
營業額$23000.
832-455-5504
附近工廠林立,
每周營業六天，
832-830-3213
有意者請私信
因店主急需回國出售.
2nd generation restaurant
價格面議. 請電:
疫情期間一直營業，
Popular Vietnamese restaurant
347-277-1612 281-476-5598(W) 意者請電:非誠勿擾 生意穩定，接手即賺，
in a high traffic location
with high volumes in sales
Fully equipped restaurant in a high traffic location
469-789-6628(C) 832-289-3112
非誠勿擾
415-988-5725

Location: Hwy-6 North, TX 77084
●$700,000 Annual sales
●$180,000 Sales price
●$4,7OO Rent(plus NNN), 1,800 Sqft
●Lease term until 2027
Owner financing available, very good location
Many regular customers
Business is doing well during Covid.
賺錢餐館出售 *好區奶茶店售
Please text first :713-206-2048(英文) 疫情期間外賣生意很好 位於 Spring Branch,

賺錢壽司餐館出售:機不可失$$$$$

一年營業額 70 萬, 僅售 18 萬
1,800 呎, 地點極佳.$ 4,700 租金(加上 N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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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年新. 白人好區.
東主退休有意出售.
有粵菜經驗者更佳. 生意穩,設備全,面積寬
敞,大停車場,因店主另
意者請電:
有他業,無瑕兼顧,出售.
210-396-0650 適合家庭經營.歡迎看
餐館在聖安東尼奧， 店議價.請短迅或留言:
競爭極小。
832-668-6556

壽司吧 收入好,價格好,容易經營

( 中國城 )賺錢餐館出售

每周收入$2700-$3000
Kroger Sushi Bar for Sale
Spring, TX 77386. Easy To Manage!
Good area, Good Price, Good Income!
Selling at a decent price!
Please call: 936-828-9110
936-521-9698 936-525-8387

位中國城百佳超市旁
2400 呎, 房租便宜.
地段好,生意穩,疫情期間生意極佳.
有意者請電:
281-501-9898 718-864-8551

Kroger 超市內壽司吧! 機會難得.

分類廣告 2
星期二

●辦公室兼倉庫出租
有鐵捲門
●敦煌廣場二樓出租
意者請電:
713-882-1635
281-988-8386

Real
Estate

房地產租售



中國城公寓出租 漢明頓公寓租 Townhouse 自售
位 8 號邊的 Richmond

位中國城,
離中國城 7 分鐘,院子有
一室一廳一衛 安全鐵門,小區有泳池,
2 房 2 廳 2 衛浴
網球場,坐北朝南,二樓
陽台朝泳池
挑高,2 房 2 衛,1058 呎
聯系人: 王先生
請聯繫: 孔女士 送全套家電,售 12 萬 2
346-319-9697
832-977-6288 510-219-7726 電:
微信號: Tmmt0066
位如意公寓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賺 錢 旅 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蓋文斯頓
丌丌 25 房年營$55 萬 休士頓民宿租 Houston Hostel USA
中國城惠康前,百利大道上,獨立屋,旅館式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地
丌1.8
丌 畝,售 225 萬.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休士頓
丌丌 76 房年收 60 餘萬, 套房及多間單房(房間皆附 Cable 電視及冰箱),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地
丌1.67
丌 畝, 售 290 萬.
無限上網,傢俱水電包.拎包入住,免簽長約,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布希機場,117
丌丌
房,七層
月租特優.
最少 1 個月起《感謝舊客戶推薦》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年收
丌丌120 萬, 售 550 萬.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路州
丌丌88 房,年收 70 萬,
Line/微信: houstontours
畝,售 229 萬. 黃經紀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9
丌丌
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348-7824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政求職
誠聘阿姨
中國城聯合賓館
高學歷，英語很好，
一周五天,
6468 Corporate Dr (企業路)
素質好,善烹飪,
做飯及打掃衛生,
中國人自建，自營，華人經理，
會養生,懂長壽,脾氣好 要求會做南方菜,
絕對誠信可靠。
語言方便, 可微信訂房. 日或月租.
乾淨整潔.
意者請將您的
2 臥室 (有廚房,電飯煲,可炊) 公寓式酒店
住家或通勤均可
要求和薪酬送到:
水電,網路,炊具,寢具,安全密碼閉路監控.
意者請電:
coolhelper128
Housekeeper
電話/微信 : 832-488-8399
832-558-8888
@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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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2021年5月4日

家
政
助
理

管
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聘住家保姆 招住家育兒嫂 誠聘做飯阿姨 Katy 誠聘褓姆 誠聘住家阿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誠聘住家阿姨
丌
Katy
附近靠近
FM1463
家住
Bellaire, TX 77025住 Westheimer &Kirby 糖城 Riverstone ,要求 帶小孩,做飯清潔衛生 照顧三歲半小孩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會做廣東菜，會煲湯，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照顧 3 個月女寶寶,
需有經驗,有愛心.
照顧
2
個月寶寶.
有責任心，有愛心。 擅烹飪,有愛心,愛乾淨 燒飯和簡單家務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有責任心
丌
，愛心，馬上 照顧 2 個多月的寶寶
住宿/通勤均可,
一周六天
有帶嬰兒寶貝經驗的阿
做一頓晚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可以工作
，休息禮拜三，
及簡單家務
姨優先
。
每個禮拜
6
天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一周工作
5-6
天.
家住
Memorial
周一至五,24 小時住家
禮拜四兩天
，交通自備， 週一到週五/六,
可商量，交通自備。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詳情請電或留言:
優薪面談. 請電:
有興趣者請打電話詳談:
薪資面議. 聯繫電話: 薪資從優。聯系電話： 有興趣者打電話聯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832-660-5563
713-377-2698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347-379-6177
817-714-7132
713-922-5899 832-868-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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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Home
Service


家庭服務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vergreen Private Care 長榮私人護理中心急聘
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00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Private Nurses and Caregivers Needed for V. I .P. Clients.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Full-time and part-time opportunities •Major Medical benefits •Competitive pay
護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Weekly Direct Deposit •24-hour clinical support •In-services and supportive training
hours
•MUST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ENGLISH SPEAKING PATIENTS
服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Flexible
請速電: 281-320-1856 為 "貴賓客戶" 提供專屬的 全職/兼職,護士及護理人員，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務
我們提供醫療福利及具競力的薪酬 ( 每周直接存款付薪), 工作時間靈活.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2 4 小時臨床支援, 能英文與病患溝通, 提供在職培訓.
https://www.evergreenprivatecare.com/caregiver-opportunities/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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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丌丌丌丌丌木材公司請人
*黃石公園度假 NOW HIRING *幼兒園誠聘

司
請
人

Company Hiring
*大夜班職員

倉庫收貨出貨人員，
酒店, 誠聘
需懂基本英文，
全職客房清潔員，
周一至周五，
包住宿,底薪$13/小時
請電或 Email 履歷至: +季獎 1000+$600
281-561-9985 搬家補助，有福利，
732applications
意者請電：
@gmail.com
832-704-0596

招聘倉庫管理

需英文溝通
誠徵男性大夜班,
流利英文,溝通良好 及簡單電腦操作
招零售店營業員,
懂電腦,
需英文溝通流利
會一點維修.
倉庫位梨城.
電話:
意者請電:
713-660-8288 713-269-3058

互動語言學校

公司聘請

CPA Firm

誠征會計:
會計本科或碩士學歷，
1 年以上工作經驗, 有
工卡.中英文說寫流利,
能獨立作業,
有稅務經驗優先.
簡歷至: hrcorp6901
@gmail.com

Motel 招聘

Food Distributor
looking for Full time
Warehouse Packer
Call: Helen & Lily :
713-383-8818

煮飯及清潔阿姨一名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am-6:00pm
地點：西北區,TX77065
請聯繫: Ms. Cher
281-955-9486

恆益門窗,薪優

診所誠徵前檯

13715 Murphy Rd #D
Stafford, TX 77477

713-664-6608
713-995-8886

美南網站 丌丌看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00
丌丌丌丌丌丌丌*糖城老人看護
丌
24 小時看護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護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星期一至星期五
服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3
丌 天,有愛心,耐心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意者請電:
務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713-254-8866
丌
832-858-8959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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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聘住家褓姆

休士頓近原中國大使館
招聘有經驗的育兒嫂,
簡單兩餐.主要帶四個
月大的寶寶(很乖,晚上
能睡 5 小時)寶爸寶媽很
好相處,薪優,隨時上工.
713-591-1320
















休斯頓找阿姨﹐ 住家或通勤，薪優， 位德州 Fort Worth 市
家住 Katy 區,
時間: 2021/5/10 起
照顧 2 個月寶寶
一周工作
6 天,
一周五天，
成員夫妻上班(巳打疫苗)
無做飯和家務
做飯及一般家務。 2 歲半女寶寶(上日託) 主要負責照顧 8 個月
1 周 5 天,每天 7/8 小時
寶寶,簡單家務,
8 月大男寶寶.工作內容
需身體健康，
$15-$20/時(可商議)
煮早餐和簡單晚餐.
照顧男寶寶,備簡單晚餐
打過疫苗。
需有身份和經驗
來電咨詢:
聯絡方式 : 簡訊
502-833-8808 713-398-8028 512-496-1072
832-249-0011

300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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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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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請人





























聘請長期阿姨 Katy 誠招保姆 聘長期住家阿姨 誠聘住家保姆

*長樂活動中心 房地產開發公司 *衣廠請車衣員

位糖城區,誠聘前檯 招聘 中英文流利, 位 Stafford 車衣廠,
Receptionist, 通中英 公司助理/採購經理 誠請有經驗懂工業用
車衣機的車衣員,
有工作經驗,
文，會電腦/ Excel.
需會車直線,縫紉,拉
男女不限,
請電或留訊息:
鍊...等. 略英文.
281-208-7709 意者請電 : 何生
有意者請電:
713-884-5612 281-223-9756 281-617-7056

卡車公司誠聘

自助洗衣店

Part Time

工作環境良好,
SW CPA firm hiring
誠徵男性生產工人
梨城 Pearland 南
●A 牌長途司機
沒有經驗可培訓,
entry level
$13 起薪,有合法身份
TX-288 和 TX-6 附近
全工半工均可,需有工卡
Accountant
Assistant
薪優. 意者請電: 必需說流利中文和英文, ●C 牌市內送貨司機 誠聘員工,需懂英文
Chinese/English/Computer
832-629-1025 英文能力良好者請電:
有意請電:
意者請電:
Send Resume to:

軟件公司招聘

工廠招人

辦公室財務人員, 旅館位 Pasadena TX 行政助理:大學學歷;
需要 2 名
位休斯頓
徵櫃檯,需通英文, 有身份,有相關工作經
Bookkeeping.
驗者優先. 中英文流利,
半工或全工,
半工發廣告員工 有一年的薄記經驗,
誠請電焊工一名
熟練使用辦公軟件,
有經驗者佳.
中英文流利。電話:
每小時 12 元。
認真負責有耐心.
●另招聘雜務工.
281-782-3280
意者請電:
寄履歷表: info@
有興趣者,請聯絡: Email: hrwant36
意者請電 :
h3hinternational.com
832-466-9500 281-501-8621 713-562-1688
713-771-5336
@gmail.com

大理石廚櫃公司 NOW HIRING NOW HIRING 櫥櫃大理石公司 地產公司誠聘

281-352-2686
281-299-9688 281-658-6286

e4015cpa
@yahoo.com

春卷廠請員工 廚櫃大理石公司 奶茶店和參茸店

大量聘請男女員工 誠聘安裝工若干名
誠聘男女員工,
需有(肺炎打針報告)
體格健壯,
需有工卡,可報稅
有意者請電: 劉小姐
~~薪優面談~~
30-50 歲為佳
713-548-7067 能長期合作者優先 位黃金廣場.意者請電:
11920 Beechnut St
312-479-1188
有意者請電:
Houston, TX 77072 832-540-2158 312-479-1189

恆益門窗,薪優

公司誠聘

旅館請人

Office Assistant
Japanese Seafood
誠聘●收銀員
全職/兼職,中英文流利 誠徵男性生產工人
●倉庫管理員
1. 維修人員
招聘安裝人員
Full/Part time
Wholesale
●倉庫人員
熟悉辦公軟件，
●辦公室助理
有合法身份,薪優.
2.清潔房間人員
Bilingual-Chin/Eng
無經驗可培訓
Looking for
需中英文流利
公司位於中國城，
以上要求有工作經驗,
意者請電:
男女均可
Detailed/Smart
Office Assistant
意者請電或 Email:
歡迎半工半讀的學生
會英語,懂電腦.
有經驗者薪優
Strong Excel,data.ent,
832-629-1025
3.櫃檯:
日班或夜班
Bilingual a Plus
832-888-4693
電:281-529-5599
●木工師傅: 懂安裝.
label
意者請電:
13715
Murphy
Rd
#D
意者請電:
Email Resume to
mascabinets
Email: jiangkk
意者請電:
Exper&Pay proport.
Stafford,
TX
77477
info@owaves.net
832-382-7058
@gmail.com
@yahoo.com
713-413-8818
832-660-7063
713-408-9510 Joe

長期倉庫工人

地產公司誠徵

*NOW HIRING

*Joy Child Learning Center

勤奮,守時,安全.
Is hiring a pre-k teacher,
Produce Wholesale is hiring
公寓帳目管理員.
需有合法身份. 每周
w/high
school
diploma or college students
●Customer Service
工作 5 天, 7:00-4:00. 必須會英文.全職.
who stud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會開叉車和懂英語者
Near to China Town
part time or full time.
優先考慮.上班地點在 意者請傳履歷至:
Flu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11200
Steeplecrest
Dr. Houston, TX 77065.
Bissonnet @ Beltway 8
vivwlin@
Email to:
Resume to : joy4mychild@gmail.com
電: 713-856-0003
or call : 281-955-9486 Ms. Cher
Linda@smartintl.com hotmail.com kinginternational2011@gmail.com

*Golden Bank, N.A.

*Drilling Software Company

*Innovo Medical

Is seeking qualify candidates
looking for
( 80 million revenue )
CSR (bi-lingual) and Loan Processor
Multimedia Designer Intern
● Accounts & Admin Asst
●Previous banking experience preferable(CSR)
Knowledge and skills on
● Sugar Land and Bellaire Branches(CSR)
- full accounting - Quickbook
Adobe Creative Suite, Microsoft suite,
● Loan Processor at Bellaire Office
●
Social Media Exec
film or video editing.
● Computer literacy
- photoshop, AI
Send resume to:
Email: GBNAHR@goldenbank-na.com
Email:
jean@beyondmedshop.com
hr@pvisoftware.com
Or Fax : 713-596-6999 EOE

*休斯頓食品批發公司現誠招

華人網上生鮮超市長期招聘

公司誠請員工多名

●卡車送貨司機 : 需要有 C 牌照, 一周工 1.倉庫組長：有亞洲食品生鮮行業經驗優先，
有責任心，薪酬面議，轉正後有醫療保險和帶 ●會英文,懂電腦,收銀及電腦出貨員工,
作 5-6 天, 月薪 4000 起,有經驗者優先 薪年假等公司福利。
●倉庫點貨人員 : 男女不限
2.倉庫員工：負責倉庫內卸貨，分貨，配貨和打包 一周五天 10 點至 6 點,每小時$12 元起,
工作,時薪$12/小時，轉正後有醫療保險和帶
工作時間: 周一至周六, 2am-10am
升值空間大,需要報稅. 近中國城.
薪年假。 上班地點在中國城附近。
可全職/ 兼職, 底薪 15/小時起,有提成.
聯系方式: c_carol.qiu@sayweee.com
有意者電 : 281-306-2115
有意者請聯系: 832-388-3378
電話：737-242-6095 / 832-589-0233

Auto Fit is looking for Accounting Clerk!!

中國城牙科診所,高薪誠聘

Seeking Bilingual English and Manderine Accounting Clerk
●牙科助理
●前檯工作人員
●經理助理
with experience and proficient in Microsoft Office applications
有經驗者優先, 無經驗者可提供培訓, 需中英文流利,
such as Excel and Word, and knowledge of QuickBooks and Payroll.
全職或半職均可, 工作穩定, 福利優,
Job Type: Full-time
公司提供帶薪年休假期. 我們期待著您 加入團隊!!
Pay: $15.00 - $20.00 per hour
有意者請電 : 618-789-3150
Experience:
簡 歷 電 郵 : zjin818@gmail.com
•Accounting: 5 years (Preferred)
•quickbooks: 5 years (Preferred)
汽車零件廠(工作地點在北達拉斯)誠徵
Education: •Bachelor's (Preferred)
1.機器設備維修保養人員一名：稍懂英文,有機械或電經驗佳.
Location: •Houston, TX (Preferred)
Additional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Bonuses •Store Discounts 2.模具維修保養人員一名：稍懂英文,有車床、銑床經驗者佳.
3.汽車零件銷售服務業務 :可訓練,對汽車業感興趣者優先考慮.
Work Location: •One location
Benefits: •Health insurance •Dental insurance •Paid time off
薪資面議,公司提供員工醫療保險、401K,季度及年終獎金。
Schedule: •Monday to Friday •Weekends required
有意者請將簡歷 Email: jeffc@tygproducts.com

Please send the resume to : adis@autofit.bz

or Fax: 972-542-1689 Attn: HR Dept

* 糖城 好氏食品公司, 誠聘
職位：全職倉庫人員 1 名 ( 長期員工 )
工資：面議（電議） 法定假日休息
時間：從 8:30 到 5:00(午休 30 分鐘),周末雙休
地點：糖城 Sugar Land
內容：主要負責幫助經理協調倉庫與辦公室的
具體事宜，可以運 50lb 的貨品;備貨,點貨,出貨.
要求：須工作認真負責，有良好的溝通能力，會
簡單英語. 有開叉車經驗者，有揀貨以及提貨經
驗，有倉庫管理經驗者，會說流利英語者優先考
慮。需合法在美工作，誠聘長期員工，酬薪面議，
待遇從優。
意者請電郵簡歷至：steve@jascole.com
或撥打 Steve 電話：626-378-0092

美南新聞,誠聘美術編輯
全職廣告設計人員一名
熟悉 Indesign, AI, Photoshop
會方正尤佳. 需有身份,可報稅.
意者請電 :
281-498-4310 Lisa

裝修公司請人

誠請有經驗的裝修工人，
需要木工，牆體，瓷磚等師父及幫工，
有經驗者優先，待優。
聯系人：Richard
聯系電話：832-778-0090
832-212-2051

*SEWING FACTORY

needs Workers.
Must have experience sewing on
industrial straight stitch & overlock machines.
Work in Stafford.
Speak some English when calling.
281-617-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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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凱 悅*

極品 Baby! 粉嫩少女

實惠的價格

高顏值

輕鬆的享受

832-380-1539

832-359-6141

2021年5月4日

C3

Tuesday, May 4, 2021

Tiffany SPA 會所

HFE 正規專業按摩學校招生

快樂無限 激情有約
美女如雲 技術一流 環境舒適
私屬空間 水床服務 星級享受
越南城 TX 77072
營業時間: 早 10 點 - 晚 12 點
聯系電話 : 832-941-7212

Massage School
按摩學校招生中

** 高級 S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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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988-7118

Massage School
按摩學校招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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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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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HIRING
for Massage

1000

英
文
班
招
生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入籍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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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學校

打電話或短信： 917-378-5316

機
場
接
送

Transportation

修
理
業
務

Remodeling

順發裝修

地板人工 90￠/呎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二樓樓梯圍欄,
精優價廉.以上工程,
保修 2 年.(訂做按摩床)
281-323-9938 王順

北夏接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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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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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床墊世界

美南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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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電 : 713-777-1188 (近 59,離中國城 5 分鐘)
6121 Hillcroft Ave, Ste M1, Houston, TX 77081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蘇揚建築裝璜

榮盛裝修

誠實裝修

吳氏專業裝修

潮江裝修

*房屋修理*

富貴裝修公司

政府註冊. 承接各種大小工程,
內外油漆,地板地磚,衛生間,廚房翻新,
有多年經驗豐富裝修師傅。
您的房屋改造,櫥櫃,門窗,浴室,內外油漆,地板
專業籬笆 翻新與維修
磁磚,冷凝氣,水電維修,水泥路面,車庫,外牆等..
有專業裝修師傅就是您的質量保證.
我的價格包您滿意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 免費估價.

電話 : 832-380-1166 李師傅





電話: 832-206-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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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餐館、甲店、家庭開工圖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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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室內設計,
3D 效果圖. 20 年以上設計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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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州建築師執照,
政府註冊,1.5 千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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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施工團隊承接:
*餐館 *甲店 *商業 *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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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
裝修
繪圖
832-779-5888
劉小姐
www.jdn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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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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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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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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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裝修
誠意裝修
浙江大余裝修
恆豐裝修公司 舊房翻新
，內外油漆，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台灣專業,政府註冊,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承接 : 舊房翻新,
浴室廚房改建.
承接:舊屋翻新,水槽,籬笆,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鋪草皮,修換圍欄
涼棚,屋頂翻新,補漏.廚櫃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承攬:商業/餐館裝修
安裝,木工隔間,磁磚,實木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木工活,水泥面,籬笆牆
大小工程,
提供商業保險
樓梯,木地板,廚浴改建,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小修小補,保修 3 年.
內外油漆,屋內外全部工程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余:929-392-5818
~~ 百萬保險 ~~
身份,薪酬優厚.
832-366-7510 洪(國台) 713-371-2713 戴師傅 eng: 646-925-9275 電:281-787-1283

700

700

Remodeling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修理業務

隨叫隨到裝修 正翔屋頂/裝修

佳寶建築公司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美 滿 裝 修

廚廁改建,地板磁磚 浴室，漏水，天花板
專業漏雨
內外油漆,木工水電 屋頂，廚房，內外牆
瓦片翻新
廚櫃理石,檯面安裝 地磚，地板，高壓洗
室內外裝修
20 年
香港師傅,專業守信 油漆，籬笆，蓋涼廳
水電門窗，舊屋翻新 經驗. ~免費估價~
請電: 陳師傅
832-629-2688 餐館改造.~好價格~ 346-383-1087
誠聘裝修師傅
713-515-7652 713-269-9582

*** 萬福 ● 裝修公司 ***

汽 車
保養修理

JuJu's 寵物美容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內外油漆,屋頂補漏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水電木工,籬笆水槽.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安裝更換熱水爐.
小修小補.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質量保證. 請電:
請電: Sam 劉
832-607-7861 張
832-866-2876
832-606-7672
●誠請裝修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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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800



700

各種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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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帶槍執照

Gun License



床墊專賣
Mattress for sale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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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華翻譯中心 M&H Translation Services



口譯服務

專業口譯

Realtor

中國城軍火庫
可在全美 38 州携帶
全課程半天完成$100
( 外州駕照可申請 )
各式槍枝買賣/交換
9896 Bellaire #G1
( 黃金廣場內 )
281-236-4723

 

譯

800

Kate Zhang
●個人房屋買賣
●商業房產買賣
微信：15042558967
電/短信：917-378-5316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報稅服務

口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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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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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 務必預約. 考路試，務必預約.
路考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安全班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832-633-5555 周師傅 832-983-9509 Tom 發哥
Driving School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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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產經紀人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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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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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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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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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成人筆試班: 周二，六 10am-4:30pm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取消罰單安全班 : 周六，周日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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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

*男 士 征 婚

美國公民, 華裔, 身體健康,
69 歲，喪偶，身高 1.74 米，
收入穩定, 能講中英文,
身體健康，性格開朗，
誠尋 45 歲以下, 溫柔賢惠女士
誠尋有意組建家庭的有緣中國女士.
先友後婚. 非誠勿擾.
誠意者請短訊:713-494-5236 非誠勿擾,請短信:281-236-2626

房地產商, 65 歲,喪偶,身體健康,
誠尋 50 左右,身體健康,端莊賢惠,
有意組建家庭的女士.
誠意者請短訊 : 非誠勿擾
832-613-7659

駕駛學校

Registration

*男 士 徵 婚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1000



按摩請人

*男士徵婚 ( 65 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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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丌丌
丌
摩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請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丌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HIRING
人丌丌
丌丌
丌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for M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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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
*按摩請人
韓式大型 SPA
*招男按摩員
**$$賺錢床腳老店轉讓$$**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45
南
36
出口
，
休士頓，Katy
中國足浴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離休斯敦中國城
40 分鐘,Baytown 老店
Westgreen
& Kingsland
6
年正規床店請人
，
現招男按摩員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工作環境安靜
丌
，客源穩定，收入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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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入$5000
全職 6 天,兼職 3-5 天
適合夫妻檔。1300 英尺,
按摩師(男女不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要求有力氣,能吃苦
可住店,能做大力,
，四張腳沙發，房租便宜。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兩個按摩床
丌
大費高，小費好。
生手可教.
有萊森經驗者優先.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意者請速電:
絕對色免.聯系電話:
有意者請電:
832-417-441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281-743-6613
626-371-5303
626-371-5372 832-293-5537
( 做黃勿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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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別蹉跎歲月
歲月
千 別猶豫 別蹉跎
一
里
線
姻
牽
緣





星期二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 A/C 等...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內外油漆,籬笆車道 專精大型倉庫,Shopping Center 等大型建築
灑水系統,經驗豐富
從選址,設計,請照,施工 一條龍服務.
832-998-5898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王 (國/台語)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15 年經驗
承接：商業/住宅 的
翻新與改造等工程.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另招裝修師傅
中英 Andy 801-739-5866
中 蘇師傅 832-359-2367

裝
修
設
計
Remodeling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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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建築公司 832-860-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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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 4
星期二

CLASSY 殺蟲專家

玻璃門窗專家

Pest Control

Door/Window Glass

專業砍樹服務

700

通水管
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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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廣告專頁
三
專業籬笆圍牆
專業砍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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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通下水管道

籬笆 Fence

水管, 通水管

專精上下水

下水道專家

小潔水管公司

滿意水電

水電服務公司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需要修換水管,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安裝水龍頭,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水電新建和修理,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馬桶,浴缸,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花園噴水系統。
車庫門安裝維修
打碎機,下水道,
請電: 張生
曹 832-576-6957

281-236-7471 281-610-2068

●招助手或學徒

快速冷暖氣修理 專業冷暖氣維修 修空調找杰克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頂好排污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城市申報檢驗.

832-462-3832
832-462-4011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各種漏水

爽快水管專業

通水管
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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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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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務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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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上下水管道,
舊屋水管換新,
漏水,堵塞及疑難雜症.
改移,換新上下水管線,
屋頂,地下漏水
熱水器,水龍頭,浴缸,
修換熱水器
淋浴,馬桶.●維修改裝
供電線路,換電箱,加改 832-217-6958 修
供電線路及電器設施
713-885-4818 英
713-480-3646

專業冷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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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理賠

龍運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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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理賠

Claims Service

免費估價. 儀器檢查:
346-276-5578 王
$65 起。高科技
漏水堵塞,地下,牆壁, ●上水管修理,
迅速為你解決
天花漏水,通下水道,
●地下水道堵塞
全屋換管,免費評估.
不通不收費
●漏水、等難題
●下水管疏通,
安裝軟水器,馬桶,垃圾機,
德州大師級執照
●修理更換廚房,衛生間
浴缸,淋浴池.裝排水口
洗衣房設備,熱水器 電話 832-708-8688
改下水道.換全屋水管
短信 832-929-2771
質量保證,價格合理.
832-829-1860 黃

832-722 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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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im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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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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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水管
排污

美國房屋理賠服務

居家空調水電

洗衣烘乾,熱水爐具
冷暖空調,抽風排氣
水喉水槽,滴漏堵塞
開關插座,生活電器
住家餐館,質優價低

832-290-8770

浩記冷暖氣維修 陳氏專業冷氣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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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修理安裝:
冷暖氣系統
杰克修空調.
家用以及商用
346-276-5578 王 冷暖氣維修更換,
中央,分體,窗式空調
專業冷暖氣系統
冷&暖氣維修，
商用 cooler,freezer, 保養,維修,安裝,
冷暖系統
餐館制冷設備修理
家電,熱水爐.
維修、更換、加氟.
加氟利昂，換機，
專門解決疑難問題
維修,更換,安裝,調試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政府執照,15
年經驗
免費空調檢測
、
估價.
免費檢查
，
估價
！
保證質量,價格公道
免費檢查,評估
請
電:
請電: 陳(英粵國越)
請聯系：高師傅
聯系電話：
請電 : 黃先生
質量保證,價格合理.
832-759-4638
281-236-2846
346-704-9862
832-382-8026
832-421-6698

雅聖冷暖氣

大衛空調公司

冷

專業維修、安裝
暖
冷暖氣系統,
電
維修更換熱水爐.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氣
電話：陸先生
346-606-6871 Electrical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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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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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意鐵工廠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800
一一一

泰平鐵工廠

林記鐵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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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藝冷氣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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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順冷暖氣公司

報警監控安裝

監控系統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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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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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四季搬家公司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搬丌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政府註冊 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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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26 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家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往 Austin,Dallas,
San Aotonio 特價優惠.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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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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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 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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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小時服務
832-367-6090 國,越南,廣東
或上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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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y's Fast Movers 快速搬運 順豐搬家快運 《如意》搬家
Moving and Delivery Services 住家/公寓/公司

合家歡冷暖氣

專業安裝,維修,保養
冷暖氣系統
維修水電( 開關,電路,
電風扇,熱水爐 )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電:劉先生.●請幫手
832-552-0155

萬家樂冷暖氣


800



Electrical & A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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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832-420-4376 713-598-8889 (中文) ●誠請電焊工
281-785-9895
電:832-566-7888

電腦專家

冷
暖
電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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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價水.維修

圍欄、室內外各種漏水
冷氣和屋頂漏水,
下水管堵塞,更換水龍
頭、馬桶、打碎機.
免費估價,不通不收費！
Plumbing Service
請電 : 林師傅
832-366-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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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工

Flooring Service

華人主持，益明採用
大型蒸氣機,洗地毯,
沙發,淹水後清潔.
住家.辦公室.旅館.空房.
空房沒電亦可處理
請電:713-557-0074
281-565-4788Minh



通水管
排污

700

益明清洗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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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敦煌地板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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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銷售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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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搬家公司 800

公寓住家，公司搬運
We move - House - Apartment - Office -Storage 拉貨.搬家.運東西. 貨運公司.專業搬家
碼頭提貨，代客送貨
local and long distance,call now for free quote ! 居民.公司.倉庫.鋼琴. 各種 家庭 / 倉庫 /
短長途專業搬運鋼琴
More Than 18 years Experience 家具拆裝,跨州長途搬運 辦公室 / 搬家。
免費估價，價錢便宜
best price Guaranteed.保證最好價格
只要你需要,
專線休斯敦-洛杉磯 電:713-783-3789 通
Call: 832-289-6211
我們一定
“搬”
到.
626-297-9888 國臺英
電話:
長短途搬運 832-265-9258
unitedmoving.tx@gmail.com
超過 23 年專業經驗,免費估價, 832-966-6077 281-797-9898

機
場
接
送

Transportation

西 南 搬 家
I.C.C. M.C.24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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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D.O.T. 44648C
U.S.D.O.T 461436

www.swmoving.com
Email: mike.kuo@swmoving.com

●公寓，住家，辦公室，倉庫遷移。
●市區內、紐約、加州、全美長途、回國傢俱
包裝及自用車運送。
●政府合法執照,25 年經驗,工作保證,誠信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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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f information with our readers, please
send the unique stories, business

news organization events, and school
news to us includinig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in case more information is needed.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ation, please send to
News@scdaily.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281-965-6390
Jun Gai
281-498-4310

Publisher: Wea H. Lee
President: Catherine Lee
Editor: John Robbins

Southern Daily News is publish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Daily

Address: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News@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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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eding complaints, Biden lifts refugee
cap to 62,500
U.S. President Joe Biden said on
Monday he has resurrected a plan to
raise refugee admissions this year
to 62,500 after drawing a wave of
criticism from supporters for initially
keeping the refugee cap at a historically low level.
A Democrat, Biden formally reversed
himself just two weeks after his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it would keep
the cap at the 15,000 level set by
his Republican predecessor, Donald
Trump, an immigration hawk.
In a statement, Biden said his action
“erases the historically low number
set by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of
15,000, which did not reflect America’s values as a nation that welcomes
and supports refugees.”
“It is important to take this action
today to remove any lingering doubt
in the minds of refugees around the
world who have suffered so much,
and who are anxiously waiting for their new
lives to begin,” he said.
Soon after taking office in January, Biden
pledged to ramp up the program but then surprised allies when he opted to stick with the
lower cap out of concern over bad optics, given
the rising number of migrants crossing the U.S.
southern border with Mexico, U.S. officials have
said.
Biden’s flip-flopping drew the ire of refugee
advocates and some Democratic lawmakers.
Trump steadily slashed the size of the refugee
program during his term in office, and Biden
officials say the cuts have made quickly raising
admissions more difficult.
But the refugee program is distinct from the asylum system for migrants. Refugees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many fleeing conflict. They
undergo extensive vetting while still overseas to
be cleared for entry to the United States, unlike
migrants who arrive at a U.S. border and then
request asylum.
The allocations for the increased cap matched
an earlier plan Biden sent to Congress, according to a memo signed by Biden. The memo said
there would be 22,000 spots for refugees from
Africa, 6,000 from East Asia, 4,000 from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5,000 from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d 13,000 from South Asia. Another 12,500
unallocated spots will also be available.
Biden said it was doubtful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able to
welcome a total of 62,500 refugees by the end of the current
fiscal year on Sept. 30, or reach a goal of 125,000 admissions
next year.

Bill and Melinda
Gates to divorce,
shaking philanthropic world

“The sad truth is that we will not achieve 62,500 admissions
this year. We are working quickly to undo the damage of the
last four years. It will take some time, but that work is already
Bill Gates and Melinda Gates said on Monday that they
under way,” he said.
have decided to divorce, unnerving the philanthropic
world.
A White House official said Biden now wanted to raise the
“After a great deal of thought and a lot of work on our
cap regardless of capacity limitations to “send a very clear
message that refugee processing is a critical part of America’s relationship, we have made the decision to end our marriage,” the two said in a statement posted on the Twitter
place in the world,” acknowledging the initial lower anaccount of Bill Gates, who cofounded Microsoft Corp
nouncement “did not send the right message.”
(MSFT.O).
“We no longer believe we can grow together as a couple in
the next phase of our lives. We ask for space and privacy
Delays in Biden’s decisionmaking on the issue led to hundreds of canceled flights for refugees already cleared to travel for our family as we begin to navigate this new life,” their
statement said.
to the United States, often after years of waiting, refugee
The financial details of the decision were not immediately
groups said.
clear.
Krish O’Mara Vignarajah, president of the resettlement orga- The two were co-chairs and trustees of their nonprofit Bill
nization Lutheran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Service, said in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which launched in 2000.
The foundation currently has over $51 billion in assets,
a statement that advocacy groups were breathing a “sigh of
relief” following the announcement on Monday, even though according to a tax filing cited by CNBC.
The development comes two years after Amazon.com Inc
meeting the high target would be “daunting.”
(AMZN.O) founder Jeff Bezos said that he and his then
wife, MacKenzie, were getting divorced.
Gates dropped out of Harvard to co-found Microsoft with
school-friend Paul Allen in 1975. Gates owned 49% of
Microsoft at it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n 1986, which made
him an instant multi-millionaire. With Microsoft’s explosive growth, he soon became the world’s richest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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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e Of Big
Government Is Coming
long-standing
inequalities and
fragility of our
economy.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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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LIVE

President Biden’s total six trillion dollar
budget might have seemed unthinkable
following the last recession. The
pandemic has reminded most Americans
to think that big government can deliver
money or help and speed efforts to end
the crisis faster.

In the last several
months we have
really seen how the
government has
helped people
including vaccine
deployment, money
for rent, food, and
healthcare. This is
making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When we look back at history we can
see that the wealth of this country has
been controlled by only a few people, or
about one percent of the richest people
in the country. They should pay more
taxes as well as the big corporations.
For America’s future in this competitive
world, we really have no way out other
than to accept big government.
We are so glad that with more
Americans now vaccinated and the
economy being reopened, we feel that a
very optimistic recovery is on the way.

The government is promising that in
years to come it will improve our daily
lives with smoother roads, cheaper child
care, free schooling, cleaner energy,
paid leave for workers and faster internet
service. The president wants to pay for
improvements by raising taxes on high
earners and corporations.
The pandemic crisis has showed the

Editor’s Choice
An Orthodox priest sprays
holy water on believers after a
service that marks the Orthodox
feast of Palm Sunday outside
the Volodymyrsky Cathedral in
Kyiv, Ukraine April 25, 2021.
REUTERS/Valentyn Ogirenko

The body of a person, who died from the coronavirus, lies on a funeral pyre
during a mass cremation, at a crematorium in New Delhi, May 1. REUTERS/
Adnan Abidi

Italians enjoy aperitivo evening drinks sitting down at a bar as much of the country becomes a Emergency workers hug as they react at the stampede site at Mount Meron, Israel May 2, 2021.
‘yellow zone’, easing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allowing bars and restaurants to serve clients at REUTERS/Amir Cohen
outdoor tables, in Venice, Italy. REUTERS/Manuel Silvestri

Britain’s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eats an ice-cream as he
visits Llandudno, Wales. REUTERS/Phil Noble/Pool

Tyres burn on a road
as dockworkers protest
against Chile’s government
seeking to block an approval made by lawmakers
that would allow citizens
to make another withdrawal from their privately-held
pension savings to combat
economic hardship generated b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Valparaiso,
Chile. REUTERS/Rodrigo
Garr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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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down Protests
Held Worldwid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he anti-lockdown protests that have garnered
so much atten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weeks may seem like a uniquely American phenomenon. Writer Emma Grey Ellis called them
an “American mess,” describing them as “a modern permutation of an identity crisis with roots
very deep in America’s individualist history.”
The protests have been compared to other American political movements, from Trump rallies
to the rise of the Tea Party in 2009, which took
its own name from the 1773 Boston Tea Party, a
seminal event in US history that helped spark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came to symbolize the
fundamental American trait of rejection of tyranny and government overreach.
But while the anti-lockdown protest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Michigan, Ohio, Kentucky, Minnesota, North Carolina, Utah, and elsewhere certainly have a distinctly American flavor, they are
far from unique to America. Similar protests have
taken place almost everywhere you look around
the world.
Just this month alone, thousands of people from
Latin America to Europe have demonstrated
against aggressive government policies intended
to curb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They don’t perfectly mirror the protests in the US, but there are
some striking similarities.

Anti-lockdown protests took place this past
weekend in over a dozen European countries
in response to strict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to
control a third wave of COVID-19 infections.
The sentiment swept across the continent with
demonstrations in Austria, Belgium, Bulgaria,
Croatia, Denmark, Finland, Germany, Romania, Serbia, Swed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thers. Meanwhile, France and Poland
announced tighter lockdown measures as
new virus variants spread and the European
Union’s vaccination program stalls.
Unlike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lockdown
measures have been more severe, demanding
prolonged shutdowns of nonessential businesses, schools and travel restrictions. In its
earlier lockdowns, France required citizens to
carry documents explaining why they were
out of their homes. Residents were limited to
one hour of outdoor exercise per day, incl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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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walking a pet.
The United Kingdom continues to prohibit
gatherings of more than two people outside
the home, including for peaceful protests.
Germany banned residents from traveling
more than 15 kilometers (9.3 miles) from their
homes if they lived in high-risk area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dopted travel restrictions
throughout the 27-member bloc.
Now, 12 months into the pandemic, many Europeans are frustrated, fatigued and taking to
the streets, largely unmasked, in defiance of
public health orders.

Swedish authorities dispersed hundreds of
protesters in Stockholm who gathered in viol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restrictions on large
gatherings. Video showed protesters being arrested and holding signs that read, “Freedom
for security,” “Stop dictatorship,” and “They
inject us with poison.” Unlike other countries,
Sweden remained open during the early part
of the pandemic but implemented tougher restrictions as cases accelerated in the winter.
In the Netherlands, police fired water cannons
at hundreds of protesters who gathered in
Amsterdam’s Museum Square, a popular site
for demonstrations.Italians took to the streets
against restrictions that have closed schools,
businesses, restaurants, cafes and left the entire country under a 10 p.m. curfew.
Roughly 20,000 people showed up in the central German city of Kassel to protest the lockdown, according to Deutsche Welle. Police
used pepper spray, batons and water cannons
to disperse demonstrators. Another 500 demonstrators took to the streets in Berlin.
The unrest followed a Friday announcement
by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that the
country’s leaders would “pull the emergency
brake” and reinstate lockdowns on schools
and businesses through April.
The largest number of arrests occurred in London after thousands took to the streets in violation of nationwide pandemic restrictions that
specifically forbid protest gatherings. Demonstrators hurled bottles and other projectiles at

police, trying to break up the crowds. Close to
three dozen people were arrested Saturday during
the clashes.

It was a dramatic reaction to what activists see
as an undemocratic law masked in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The U.K. law strictly limits the reasons a person can leave their home and imposes
fines of up 10,000 ($13,864) for anyone charged
with holding a gathering or more than 30 people.
Ahead of the protests, the London Metropolitan
Police reiterated the law stating, “The right to
protest must be balanced against the rights of others and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health.”
Protesters held signs that denounced government
“tyranny” and called the pandemic restrictions “A
cure worse than the disease.” Big Brother Watch,
a civil liberties campaign, argued, “A country
cannot be described as a democracy if people
do not have the freedom to protest.” The group
is working with member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 who are calling to end protest exemptions in
coronavirus regulations. The protest restrictions
are set to expire next week. Police have also come
under scrutiny for forcibly breaking up a candlelit
vigil to denoun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The
protests across Europe were part of a Worldwide
Rally for Freedom, organized to oppose government-imposed coronavirus mandates and supported by conspiracy groups. They were also a
sign of resentment against the way many European governments have handled the pandemic.
“You can imagine the frustration,” said Heather Conley, director of the Europe,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t’s really a perfect storm
of issues.”
First, European lockdowns have been more restrictive than what most Americans experienced,
ev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Second,
Europe has been dealing with the B.1.1.7 variant,
which originated in the U.K. and is more contagious and potentially more deadly than other
strains of the SARS-CoV-2 virus. That has put
added strain on health care resources.

Paris hospitals reached capacity last week and
began transferring patients to other regions. Poland hospitals are under pressure as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exceeds the height of the November surge. “No government wants to do this,”
Conley said of the third lockdown.”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Europe has to do this because the hospital systems are going to be overwhelmed again.” Third, some parts of Europe
have struggled to provide relief for workers
and businesses impacted by coronavirus lockdowns. Unemployment also remains high, at
8.2% across the Euro area.
Unlike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pent trillions
of dollars in direct payment checks,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and small business loans,
Europe’s relief effort was decentralized. States
with larger budgets, like Germany, were able
to provide more support. Furloughed German
workers can receive up to 87% of their pre-pandemic wages through the end of 2021. Countries like Italy and Spain, hard-hit by the virus,
unemployment and fiscal instability, have to
rely on a European Union recovery fund, that
likely won’t be available until 2022.
Finally, much of Europe has been frustrated by
the slow rollout of vaccines across the continent. The European Union signed agreements
for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vaccines from BioNTech-Pfizer, Moderna and AstraZeneca. Altogether the EU has lined up 2.6 billion vaccine
doses to be delivered by the end of 2021.

However, out of a population of 447 million
people, recent data show only 70 million vaccines have been delivered and 51 million shots
have been administered. By comparison, Great
Britain, now separated from the EU, has administered more than 28 million shots and currently has the second-highest rate of any nation for
vaccine doses per 100 people. (Courtesy nbcmontana.com)

COMMUNITY
For Some, Getting Vaccinated
Will Literally Pay Off

New Vaccine Perks: Halftime Shots,
Donuts And Savings Bonds

Enticements are still outliers in the vaccine drive, and

booked a first dose through the health agency, down

many more groups are taking approaches similar to

from a peak of 500 daily appointments a few weeks

the Milwaukee Health Department and their partner-

ago. Schanz ticks off the efforts so far in the three

ship with the Bucks. They’re more focused on making

counties where he is the health agency’s administra-

vaccines as accessible as possible by meeting people

tor: Newspaper ads, signs and mailers sent with util-

where they are; setting up mobile vaccine drives to

ity bills. Drive-thru vaccination sites at fairgrounds

take the vaccines into people’s homes, their neighbor-

Outreach to pastors, Republican elected leaders, em-

ic Northwest prompted Oregon’s governor to impose

ployers in the lumber industry and an aluminum boat

restrictions in several counties, and her Washington

manufacturer. TV and radio interviews.

counterpart was expected to follow suit. Demand for

“Have we reached that point of saturation?” Schanz

vaccines has started to fall around the country, some-

asked. “How many people do we have who are going

thing health officials expected would happen once the

to be the hard no’s, and how many are the hesitators

most vulnerable and most eager to get the shot had

and the wait-and-see folks?”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 Now the vaccination drive is

Uncertainty about the vaccine is the biggest barrier, he

moving into a new, more targeted phase.

said: “People say, ‘Jeez, I don’t want to be a govern-

“This will be much more of an intense ground game

ment experiment.’”

where we have to focus on smaller events, more tai-

Chicago officials are planning vaccination sites at fes-

lored to address the needs and concerns of focused

tivals and block parties and are working with barber

communities,” Stack said.

shops and hair and nail salons to pair free services with

Nationally, 82% of people over 65 and more than

vaccination.

half of all adults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dose of

“The idea here is to bring the party, bring the vaccine

vaccine, according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really have this be a convenient way for people

and Prevention. But while vaccinations hit a high in

to get vaccinated,” Chicago Health Commissioner Dr.

mid-April at 3.2 million shots per day on average, the

Allison Arwady said.

Free rides and beer: Incentives
are added to vaccine drive

number had fallen to 2.5 million as of last week. As

“We also need health systems and universities to man-

demand slows to a trickle at mass vaccination sites

date vaccination — that no one can be employed or on

such as stadiums, som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West Virginia isn’t alone in considering financial

Free beer, pot and doughnuts. Savings bonds. A

campus/medical facilities without having been vacci-

are no longer asking for their full allotment of vaccine

benefits to improve vaccination rates. Grocery chain

chance to win an all-terrain vehicle. Places around the

nated,” Topol said in an email. He also said the nation

from Washington. And many large vaccination sites

Kroeger is offering its employees $100 to get vacci-

U.S. are offering incentives to try to energize the na-

needs to mount a “counteroffensive” against anti-vac-

and pharmacies are letting people walk in, no appoint-

nated. Seve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offering

tion’s slowing vaccination drive and get Americans to

cination websites and activists.

ment necessary.

gift cards, or other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their stu-

roll up their sleeves.

With the shift away from larger sites to pharmacies

dents if they get vaccinated. For some people who

These relatively small, mostly corporate, promotion

and medical providers, Pfizer on Thursday said that

have been watching the course of the pandemic, the

efforts have been accompanied by more serious and

at the end of May, it will start shipping its two-dose

fact that so many groups are resorting to those mea-

far-reaching attempts by officials in cities such as Chi-

COVID-19 vaccine in smaller packages. The new

sures is pretty depressing.

cago, which is sending specially equipped buses into

packages will hold 25 vials with six doses each, rath-

“The fact that we as a country have to beg or pay or

neighborhoods to deliver vaccines.

er than trays of 195 vials. The slowdown in the U.S.

bribe people right now to take this lifesaving vac-

Detroit is offering $50 to people who give others a ride

Other companies are getting into the spirit with mar-

stand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many

cine, the optics are awful internationally. We look

to vaccination sites, and starting Monday will send

keting pitches. Krispy Kreme began offering a free

poorer corners of the world that are desperate for vac-

like a nation of adolescents, especially at a time

workers to knock on every door in the city to help res-

doughnut a day to anyone showing proof of having

cine. Demand has dropped precipitously in the rugged

when India, Africa and most of the world are clam-

idents sign up for shots.

been vaccinated. In Cleveland, a movie theater is sup-

timberland of northeastern Washington state, where

oring for more vaccine supply,” Peter Hotez told The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say the efforts are crucial to

plying free popcorn through the end of this month.

Matt Schanz of Northeast Tri County Health District

Washington Post this week. Hotez, a vaccine expert

reach people who haven’t been immunized yet, wheth-

Several marijuana dispensaries around the country

is at a loss for what to try next.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thought the promo-

er because they are hesitant or because they have had

are giving out cannabis treats or free rolled joints. On

Seventy-six percent of residents remain unvaccinated

tions were good ideas but found it unfortunate that

trouble making an appointment or getting to a vacci-

April 20, marijuana advocates offered “joints for jabs”

in Pend Oreille County and 78% in Ferry County, and

they would be needed at all.

nation site.

to encourage people to get vaccinated in New York

a whopping 80% in Stevens County have not had even

“A financial incentive is helping to compensate peo-

“This is the way we put this pandemic in the rearview

City and Washington.

one shot.

ple — students, in this case — for the benefit that

mirror and move on with our lives,” said Dr. Steven

Some breweries around the country are offering “shots

they’re providing for their society or their college

Stack, Kentucky’s public health commissioner.

campus by getting vaccinated,” Bronchetti told In-

Meanwhile, more activities are resuming around the

side Higher Ed in April. “In that way, a financial in-

U.S. as case numbers come down. Disneyland is set to

centive for vaccination seems like a perfectly ethical

open Friday after being closed for over a year, while

and fair thing to do. It’s rewarding people for this

Indianapolis is planning to welcome 135,000 specta-

contribution to the public good.”

tors for the Indy 500 at the end of May.

hoods, or even to a basketball game.
As of this week, 100 million people in the US are fully vaccinated, and more than 1.13 billion shots hav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been given around the world. That’s pretty incredible
for just five months since the first public rollout. But
there are still billions more people to vaccinate. It will

If you’re one of the few thousand people heading to see

take everything we’ve got — more supplies, more

the Milwaukee Bucks play the Brooklyn Nets on Sun-

money, and more creativity — to give everyone at

day, May 2nd, you have a chance to get a very special

least a chance at vaccination. (Courtesy thevege.com)

souvenir during the game — your first dose of a Pfizer/

Related

BioNTech vaccine. The unusual vaccination drive is part
of a host of new efforts across the US to get people their
shots, whether that’s by bribing them with savings bonds
in West Virginia or hosting vaccine clinics at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games in Wisconsin. In the US, vaccine
supplies are high, but demand is starting to taper off,
as my colleague Nicole Wetsman wrote last week. That
means that people are getting a lot more creative about
ways to convince people to get their shots. You know, in
case the free beer, free doughnuts, and the chance to be
protected against a virus that’s disrupted the world aren’t
quite enough.
Some places are hoping that money will help sweeten
the deal. West Virginians between the ages of 16 and
35 who get vaccinated will be eligible to receive a $100
savings bond from the government. It would cost the
government about $27.5 million to give those savings
bonds to all 380,000 eligible young people in the state.
That’s a lot, but only about half of what the state has
spent on COVID-19 testing in the past year.
“It would be such a drop in the bucket compared to the
ungodly amount of money we’re spending right now,”
Governor Jim Justice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state is trying to get at least 70 percent of its eligible
population vaccinated. More than 78 percent of West
Virginia residents older than 65 have gotten their shot,
but other age groups are lagging. That’s why the savings
bonds are focused on younger people, who are less likely
to have gotten the vaccine.

and fire stations. A call center and online scheduling.
Still, rising hospitalizations and caseloads in the Pacif-

and a chaser.”
In Alaska, which traditionally has low vaccine confidence, the Norton Sound Health Corp., with a hospital
in Nome and 15 clinics across western Alaska, has
given away prizes, including airline tickets, money
toward the purchase of an all-terrain vehicle, and $500
On Wednesday, only 35 people in all three counties

for groceries or fuel. (Courtesy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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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X 乘龍號太空艙安全地從國際空間站
SpaceX乘龍號太空艙安全地從國際空間站
將 4 名宇航員返回家園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
】美國宇航局
美國宇航局（
（NASA)
NASA)宇航員乘坐
宇航員乘坐
SpaceX 乘龍號
乘龍號（
（Crew Dragon) 太空艙從外層空間站起飛
太空艙從外層空間站起飛，
， 於週
日（5 月 2 日）淩晨通過降落傘降落在墨西哥灣
淩晨通過降落傘降落在墨西哥灣，
，四名宇航員從
創紀錄的國際空間站飛行任務中安全地返回地球。
創紀錄的國際空間站飛行任務中安全地返回地球
。
四名宇航員包括美國宇航局的邁克爾·
四名宇航員包括美國宇航局的邁克爾
·霍普金斯
霍普金斯（
（Michael
Hopkins）
Hopkins
） 、 維 克 多·
多·格 洛 弗 （Victor Glover）
Glover） 、 香 農·
農·沃 克
（Shannon Walker）
Walker） 和 日 本 宇 航 局 的 宇 航 員 野 口 幸 一 （ Soichi
Noguchi）。
Noguchi
）。他們週五下午登上了
他們週五下午登上了“
“乘龍
乘龍”
”號太空艙
號太空艙，
，整夜都在
這艘 13 英尺寬
英尺寬、
、 完全自主的太空艙中度過
完全自主的太空艙中度過。
。 太空艙在進入地球
大氣層時進行了一系列的發動機燃燒和機動準備，
大氣層時進行了一系列的發動機燃燒和機動準備
，重新返回地球
。
太空艙在美國東部時間週日淩晨 2 點左右啓動了引擎
點左右啓動了引擎，
，切回
到地球濃密的內部大氣層，
到地球濃密的內部大氣層
，太空艙部署了一系列降落傘以減慢其
下降速度，
下降速度
，然後於淩晨 2 時 56 分在佛羅裏達州巴拿馬市海岸邊降
落。
宇航員的安全歸來標誌著美國宇航局和 SpaceX 具有裏程碑
意義的乘員 1 號 （CrewCrew-1
1） 任務的結束
任務的結束，
， 該任務創下了太空飛
行時間最長的記錄行時間最長的記錄
-超過 5 個月
個月，
，宇航員是由一架美國製造的航
天器發射的。
天器發射的
。

這是繼 8 月份 SpaceX 的展示 2 號 （DemoDemo-2
2） 任務使美
國宇航局宇航員羅伯特·貝肯
貝肯（
（Robert Behnken）
Behnken）和道格拉
斯·赫利
赫利（
（Douglas Hurley）
Hurley） 曆史性返回家園之後
曆史性返回家園之後，
， SpaceX
和美國宇航局第二次合作將宇航員乘坐乘龍號太空艙返回
家園。
家園
。
由於空氣分子摩擦其外部，
由於空氣分子摩擦其外部
， 太空艙變得非常熱
太空艙變得非常熱，
， 厚厚
的隔熱罩可以保護太空艙內部的宇航員。
的隔熱罩可以保護太空艙內部的宇航員
。貝肯去年曾將其
描述為回程中最能刺激的部分，
描述為回程中最能刺激的部分
，他對記者說
他對記者說：“
：“聽起來不
聽起來不
像機器，
像機器
，聽起來像動物
聽起來像動物。
。”
一支救援隊正在等待將“
一支救援隊正在等待將
“ 乘龍
乘龍”
” 船拖出海洋
船拖出海洋，
， 並迅速
行動，
行動
，因為波濤洶湧的海浪會導致宇航員嚴重暈船
因為波濤洶湧的海浪會導致宇航員嚴重暈船。
。當霍
普金斯在周一的一次遠程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到他期待返回
家中要吃什麽餐時，
家中要吃什麽餐時
，他承認
他承認，
，他可能不會喜歡上一頓美餐
，但他說
但他說：“
：“如果我有胃口
如果我有胃口，
，那將是一個好事
那將是一個好事。”
。”
格洛弗在這項任務中創造了曆史：
格洛弗在這項任務中創造了曆史
： 他首次登上太空
他首次登上太空，
，
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在國際空間站擔任長期機組人員的黑
人。
格洛弗在一次視頻演講中說：“
格洛弗在一次視頻演講中說
：“真正使我產生深遠影響的一
真正使我產生深遠影響的一
件事是，
件事是
，我們的太空艙安全進入軌道後
我們的太空艙安全進入軌道後，
，我第一次離開座位
我第一次離開座位，
，我
看著窗外，
看著窗外
，看到了 250 英裏以外的地球
英裏以外的地球。”“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
一刻……那不是風景。
一刻……那不是風景
。這風景讓我感覺到的……地球是令人驚歎
的，它是美麗的
它是美麗的，
，它保護了我們
它保護了我們，
，因此我們應該努力保護它
因此我們應該努力保護它。”
。”
在 11 月發射之前
月發射之前，
，乘員 1 號團隊將其乘龍太空艙命名為
號團隊將其乘龍太空艙命名為“
“複
原力”（
原力
”（Resilience
Resilience），
），以紀念美國宇航局和
以紀念美國宇航局和 SpaceX 團隊在新冠
病毒大流行期間，
病毒大流行期間
，行使他們的飛行任務和全球公眾與新冠病毒作
鬥爭，
鬥爭
，以及在乘員 1 號發射前的幾個月中對種族歧視的普遍評論
。
格洛弗說，
格洛弗說
，機組人員在太空中隨身攜帶了
機組人員在太空中隨身攜帶了“
“複原力
複原力”
”口頭禪
，並指出
並指出，
，他不得不進行一次意想不到的太空行走
他不得不進行一次意想不到的太空行走，
，以便對空間
站的外部進行小規模維修。
站的外部進行小規模維修
。他說
他說：“
：“複原力是這項業務和探索中
複原力是這項業務和探索中
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
在 2011 年美國航天飛機計劃退役後
年美國航天飛機計劃退役後，
， 美國花了將近 10 年的
時間無法將宇航員送入太空，
時間無法將宇航員送入太空
，美國宇航局被迫依靠俄羅斯聯盟號

飛船將宇航員帶到國際空間站，航天局稱這使宇航員遠離太空
飛船將宇航員帶到國際空間站，
航天局稱這使宇航員遠離太空，
，
數十億美元的國際空間站的人員不足。
數十億美元的國際空間站的人員不足
。 2009 年一次有多達 13 位
宇航員在空間站上，
宇航員在空間站上
，這一數字有時幾次降至低至 3 位，這使進行
實驗並幫助維護好空間站的人員減少了。
實驗並幫助維護好空間站的人員減少了
。 但是
但是，
， 在執行最新的
SpaceX 任務後
任務後，
，宇航員人數增加到 11 人。
SpaceX 在 NASA 的“商業船員計劃
商業船員計劃”
”下開發了
下開發了“
“乘龍
乘龍”
”太空
艙，該計劃是航天局曆史上的首次
該計劃是航天局曆史上的首次，
，將許多新的人類航天器的設
計 、 開發和測試移交給了私營部門
開發和測試移交給了私營部門。
。 NASA 分別授予 SpaceX 和
波音固定價格合同，
波音固定價格合同
，分別價值 26 億美元和 42 億美元
億美元，
，以完成這
項工作。
項工作
。由於去年一次測試任務中發現了主要軟件問題
由於去年一次測試任務中發現了主要軟件問題，
，波音公
司的 Starliner 航天器的研製工作仍被推遲
航天器的研製工作仍被推遲，
，但有關官員表示
但有關官員表示，
，該
運載工具可能在今年準備就緒。
運載工具可能在今年準備就緒
。
乘員 1 號宇航員從事的實驗包括對微重力如何影響人體心髒
組織的研究。
組織的研究
。他們還進行了太空行走
他們還進行了太空行走，
，以對空間站的外部進行升
級和維修，
級和維修
，並在研究的基礎上發展到種植蘿蔔
並在研究的基礎上發展到種植蘿蔔，
，這些研究旨在弄
清楚如何種植食物以維持太空探索任務。
清楚如何種植食物以維持太空探索任務
。
（圖片來自網絡
圖片來自網絡，
，版權歸原作者
版權歸原作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