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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per: www.scdaily.com 點 "分類廣告"

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公告欄
全面改版新網站 www.scdaily.com
是最受歡迎的 招工/買賣/宣傳 最佳平台

目前也推出網路促銷活動,

只要您己刊登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即可享有刊登一次『 10元 』 的特價活動

請微信: AD7133021553
或致電: 281-498-4310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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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 (1unit)

2格 (2units)

3格 (3units)

4格 (4units)

一 週

1 wk

$45

$90

$135

$180

二 週

2 wks

$80

$160

$240

$320

三 週

3 wks

$105

$210

$315

$420

一 月

1 mon

$125

$250

$375

$500

格數Size

週數Week

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週六：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Business Hours：
Monday-Friday：
8:30am-5:30pm
Saturday：
9am.-12pm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一通電話，萬事OK

Call(電話服務專線)：281-498-4310
Fax (傳真)： 832-399-1355
Email(電郵)：cla@scdaily.com
Wechat(微信)：AD7133021553
Click(上網)：www.scdaily.com
Stop by(登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Place Your AD

Kroger壽司吧
轉讓, 近中國城

易經營,收入穩定,
年收入四萬以上
售價 :$30000

位 11565 Hwy-6 S.
Sugar Land, TX 77498
電:832-664-1410

Sushi Restaurant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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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text first :713-206-2048(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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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城 )賺錢餐館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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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餐請人
位休斯頓Spring區

全日餐廳
誠請Sushi Man
有意請聯系 :

626-636-7835

高薪 聘請 炒鍋, 油爐, 企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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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司吧 收入好,價格好,容易經營
Kroger超市內壽司吧! 機會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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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市內壽司吧
誠請Part time
女性幫手一名,
無經驗亦可

位610/290,在43街上
意者請5點後電:
832-660-2521

賺錢餐館出售
疫情期間外賣生意很好
東主退休有意出售.
有粵菜經驗者更佳.

意者請電:
210-396-0650
餐館在聖安東尼奧，

競爭極小。

日本餐誠聘
廚房師傅:薪水面議

企檯: 小費佳
臨近Woodland地區

提供食宿，
要求有身份,可報稅.

請電: 潘先生
626-373-7744

賺錢餐館出售
位休斯頓北

Kingwood地區，
高檔中餐，有酒吧烈酒牌

月生意六萬多，
每周營業六天，

疫情期間一直營業，
生意穩定，接手即賺，
415-988-5725

中國城中餐館
誠請熟手

全工/半工企枱
須有工卡
意者請電﹕

832-449-1221

KATY日餐
誠請●有經驗企檯
●有經驗Sushi Man
●Part time收銀員
全工或半工均可
有意者請電:

832-274-4080

金冠酒家誠請
點心幫工:有身份
10796 C Bellaire

Houston, TX 77072
有意者請電:

713-474-7979

金山餐館請人
位Downtown誠請
●企檯, 拋鍋, 抓碼

~以上薪水好~
意者請電: 阿泰

916-529-7337
2001 Jefferson

Houston, TX 77003

美式炸蝦店
位Pasadena區,

房租2000.
營業額$23000.

因店主急需回國出售.
意者請電:非誠勿擾
832-289-3112

多家Buffet店

誠請炒鍋﹐

有工卡﹐需報稅.

意者請電:

832-908-0878

四川美食餐館
位於Victoria

誠請炒鍋, 打雜
可提供住宿
有意者請電:

361-573-6600
361-649-7476

*好區奶茶店售
位於Spring Branch,
3年新. 白人好區.

生意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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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請經驗廚師
德州休斯頓中餐館
誠請老經驗廚師

負責任,工作態度良好
薪優, 提供住宿
請電或留短訊

917-886-0292

珍寶海鮮城 誠聘
企檯 、帶位 、 點心推車 、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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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餐館退休售
位610東, Pasadena

外賣店,生意好
1800呎, 獨立建築
附近工廠林立,
價格面議. 請電:

281-476-5598(W)
469-789-6628(C)

奧斯汀餐館
誠 聘

Cashier, 企檯
炒鍋, 打雜, 幫廚
有意者請電:

737-843-8186

Lam Bo Buffet
誠請 熟手炒鍋.
廚房幫廚 ,傳菜

企檯,帶位,懂英文收銀
有意者請電或親臨:
6159 Westheimer
Houston, TX 77057
713-783-6838

路州餐館請人
路州Shreveport
中餐堂吃店, 誠請
炒鍋, 企台, 油鍋,
洗碗 各一名.
意者請電:

832-819-8111

海鮮店誠聘
Pearland 海鮮店

誠請經驗企台,經理.
做好可入股。

需英文流利,可報稅.
意者請電: Danny
832-776-5953

奶茶店和參茸店
誠聘男女員工,

需有工卡,可報稅
~~薪優面談~~

位黃金廣場.意者請電:
312-479-1188
312-479-1189

急急急!餐館轉讓
位於Katy

中日餐堂吃外賣店
因股東糾紛急轉讓

有意者請私信
347-277-1612

非誠勿擾

中餐館,薪優
東禾酒家請人

位中國城粵菜餐館
誠請炒鍋和企枱

抓碼和油爐
意者請電:

713-981-8803

黃金茶寮,薪優
●樓面: 請 周末帶位
及傳餐人員

●廚房: 請 抓碼, 炒鍋.
●點心部: 請
有經驗做點心人員
2pm後電或親臨舊店:
281-495-1688
10600 Bellaire#105

中日餐館請人
●Sushi師傅

●中餐油鍋兼打雜
●洗碗工一名

位45號南,近明湖區
有意者請電:

281-532-6558
832-206-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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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館,薪優
誠請 炒鍋,油爐

提供吃住
離中國城1小時
有意者請電:

972-989-8396

黃金水餃請人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薪優誠請廚房員工
全工. 需有身份

請 11am-9pm來電:
713-270-9996
281-881-9885

老字號餐館出售
位交通繁忙地段,

設備全,售價$525,000
詳情請短訊

832-455-5504
2nd generation restaurant
in a high traffic location
Fully equipped restaurant

賺錢越南餐館售
很受歡迎的越南餐館
位繁忙的交通地段,

生意好,售價$850,000
詳情請短訊:

832-830-3213
Popular Vietnamese restaurant
with high volumes in sales
in a high traffic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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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餐店請人
誠招小菜師傅

有相關經驗優先，

不會可教。

聯系人: Vincent

408-901-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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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租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00

中日餐館請人
8號近290,誠聘
熟手Sushi Man
有意者請電:

713-857-3610
281-469-7888

小餐館轉讓
Galleria附近,950呎
房租便宜 $950

因人手不足店轉讓,
售價4萬. (如購買,

可教會所有食品配方)
意者請電:

832-270-6187

路州日餐,高薪
離休士頓2小時,包食宿
高薪 聘炒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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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者請電:
337-764-7736

*美式中餐館
外賣店 , 誠請

熟手接電話或企台
聯系電話:

646-339-7703
位Missisouri City, 6號

日本餐館請人
Boston Mall內日餐
請 經理、經理助理,

Sushi 師傅
意者請電:

832-726-2629

高級日本餐館
●經驗經理,壽司師傅
●經驗 企檯及帶位
全/半工均可,需工卡.
意者請親臨或電:
713-781-6300
6345 Westheimer,
Houston, TX 77057

*Mall 內快餐
Houston and Dallas
Boston 地區. 請以下
職位 1. 前台服務人員
2. 經理助理. 3. 經理.
55 歲以下. 能搬遷更好.

意者請電:
832-726 2629

中日餐館出售
休斯頓北﹐1750 呎,
房租 $4400,包水
穩定老店,白人區.

因老板年老退休,低價
轉讓.請致電或簡訊
281-636-1673

Qin Dynasty
城中區中日餐館,誠請
中午半工有經驗企檯
英文流利,懂酒水，
態度誠懇，需報稅.
請下午3-5點親臨:
5115 Bufflo

Speedway#900

R
e s ta ur a n tH

ir in g

日
餐
請
人

*糖城餐館出租
附設備,若您想用最低
的成本,自己當老板,
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剩4年租約,加上5年續
簽選擇.現在可出租,並
在租期結束時選擇購買

意者請電: Suzie
713-261-8255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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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餐鐵板店
位於休斯頓Katy
誠招 ●熟手企台,

●鐵板師傅.
要求能報稅,有經驗,
本店工作氛圍輕鬆.
小費好.聯系電話:
618-699-1155

賺錢老美中餐館
出售. 約1400多呎

位Katy區,十幾年老店
生意穩定.房租3340
包水和管理.撿便宜店
的,閑打聽的勿擾.

聯系電話:
832-583-6888

*餐館誠請
有經驗收銀帶位，

外送員，企枱。

意者請電:

832-466-3511

*誠請企台
點餐中餐館位於

9619 Hillcroft St.
Houston. Tx 77096
請全工或半工企台，
可報稅. 意者請電:

713-751-9567手機
713-721-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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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餐館請人

休斯頓區,誠 請

日餐企檯,廚房師傅

有意者可致電:

832-230-9405

中國城賺錢餐館
轉讓.面積適中,

房租低,設備齊全,
本店生意不錯,
很適合做面食店,

早餐店.
誠心買店者請聯系
346-397-6982

*餐館招收
全工打台, 收銀,
外賣, 打雜, 油鍋.

薪優,面議！
位Spring,249與99交界

聯系人：林先生
832-310-0739

日餐招餐廳經理
英文一定要好﹐

兩年以上管理經驗﹐
能報稅﹒
意者請電:

832-350-1571

中日餐館,薪優
位Katy區,誠請

炒鍋或幫炒(工資好)
前檯接電話和帶位

歡迎學生加入
另請熟手包卷師傅

聯系電話：
713-623-3937

Buffet店請人
距中國城8分鐘

Buffet店
誠請 全工 / 半工
熟手企台，帶位
意者請電:

713-789-0845

*西北區餐館

誠請 炒鍋,

熟手抓碼、企枱

請電聯:
281-966-5342

*KATY日餐
誠請 以下熟手
企檯、帶位

Part time/Full time均可
另請洗碗師傅
意者請電或

短訊(無人接聽時)
832-232-1001

美式中餐館
位6號/290,誠請各一名

全工炒鍋，企台，
半工周末外送員，
半工炒飯撈面師傅

以上需報稅。不包住宿
有意者請電:

713-213-0086
832-593-6688

*西北區餐館
Cypress 1960

誠 請
全工接電話打包

意者請電:
713-302-0321

*Fast Food
restaurant need

Helpers ( Cashier/
Packer, kitchen...)
Full time / Part time

speak English.
Good pay. Call/text :
713-261-2188

*路州全日餐
Lake Charles
『高薪』 誠請
壽司師傅,學徒

廚房師傅,油鍋打雜,
全工企檯.

包吃包住,意者請電:
832-605-2131

KATY中餐館
誠招炒鍋，

薪優, 需報稅.

意者請電:

281-665-9299

*KATY堂食
外賣店

誠請外送員.

有意者2點後電:

832-287-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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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餐館請人
誠 請

熟手接電話和企台
有意者請電

832-277-2317
沒接到發短信謝謝

美式中餐館
外賣店, 誠請

熟手接電話或企檯
及 外送員.
意者請電:

832-221-6851
位610/I-10 Ikea附近

美式中餐館
誠請全工企台

距離中國城10分鐘
路程。區好。

有意請短信聯系:
713-269-3936

休士頓快餐店
誠 請

全工熟手炒鍋
離中國城20分鐘

有意者請電:
409-500-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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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誠 聘
●廚房幫工/打雜
●司機

周一到周五
位中國城. 請電:
281-781-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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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Opportunity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500

Business Opportunity

中國城聯合賓館
6468 Corporate Dr (企業路)
中國人自建，自營，華人經理，

語言方便, 可微信訂房. 日或月租.
2 臥室 (有廚房,電飯煲,可炊) 公寓式酒店
水電,網路,炊具,寢具,安全密碼閉路監控.

電話/微信 : 832-488-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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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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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石廚櫃公司
誠聘●收銀員

●倉庫人員
需中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或Email:
832-888-4693
mascabinets
@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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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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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政
助
理

管

家
Housekeeper

誠聘阿姨
一周五天,

做飯及打掃衛生,
要求會做南方菜,

乾淨整潔.
住家或通勤均可

意者請電:
832-558-8888

旅館請人
1. 維修人員
2.清潔房間人員
男女均可

3.櫃檯: 日班或夜班
意者請電:

832-660-7063

Townhouse自售
位8號邊的Richmond
離中國城7分鐘,院子有
安全鐵門,小區有泳池,
網球場,坐北朝南,二樓
挑高,2房2衛,1058呎
送全套家電,售12萬2
電: 346-319-9697
微信號: Tmmt0066

地產公司誠聘
全職/兼職,中英文流利

熟悉辦公軟件，
公司位於中國城，

歡迎半工半讀的學生
電:281-529-5599

Email: jiangkk
@yahoo.com

櫥櫃大理石公司
招聘安裝人員
無經驗可培訓
有經驗者薪優
意者請電:

832-382-7058

公司誠聘
●倉庫管理員
●辦公室助理

以上要求有工作經驗,
會英語,懂電腦.

●木工師傅: 懂安裝.
意者請電:

713-413-8818

恆益門窗,薪優
誠徵男性生產工人
有合法身份,薪優.

意者請電:
832-629-1025
13715 Murphy Rd #D
Stafford, TX 77477

NOW HIRING
Japanese Seafood

Wholesale
Looking for

Office Assistant
Bilingual a Plus
Email Resume to

info@owav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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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300

公司誠請員工多名
●會英文,懂電腦,收銀及電腦出貨員工,

一周五天10點至6點,每小時$12元起,

升值空間大,需要報稅. 近中國城.

有意者電 : 281-306-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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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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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HIRING
Office Assistant
Full/Part time

Bilingual-Chin/Eng
Detailed/Smart

Strong Excel,data.ent,
label

Exper&Pay proport.
713-408-9510 Joe

賺 錢 旅 館
蓋文斯頓25房年營$55萬
地1.8畝,售225萬.
休士頓76房年收60餘萬,
地1.67畝, 售290萬.
布希機場,117房,七層
年收120萬, 售550萬.
路州88房,年收70萬,
2.9畝,售229萬. 黃經紀
832-348-7824

華人網上生鮮超市長期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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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年假等公司福利。

2.倉庫員工：負責倉庫內卸貨，分貨，配貨和打包
工作,時薪$12/小時，轉正後有醫療保險和帶
薪年假。 上班地點在中國城附近。
聯系方式: c_carol.qiu@sayweee.com
電話：737-242-6095 / 832-589-0233

汽車零件廠(工作地點在北達拉斯)誠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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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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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面議,公司提供員工醫療保險、401K,季度及年終獎金。

有意者請將簡歷Email: jeffc@tygproducts.com
or Fax: 972-542-1689 Attn: HR Dept

廚櫃大理石公司
誠聘安裝工若干名

體格健壯,
30-50歲為佳

能長期合作者優先
有意者請電:

832-540-2158

奶茶店和參茸店
誠聘男女員工,

需有工卡,可報稅
~~薪優面談~~

位黃金廣場.意者請電:
312-479-1188
312-479-1189

春卷廠請員工
大量聘請男女員工
需有(肺炎打針報告)
有意者請電: 劉小姐
713-548-7067
11920 Beechnut St
Houston, TX 77072

*休斯頓食品批發公司現誠招
●卡車送貨司機 : 需要有C牌照, 一周工

作5-6天, 月薪4000起,有經驗者優先
●倉庫點貨人員 : 男女不限

工作時間: 周一至周六, 2am-10am
可全職/ 兼職, 底薪15/小時起,有提成.
有意者請聯系: 832-388-3378

軟件公司招聘
行政助理:大學學歷;
有身份,有相關工作經
驗者優先. 中英文流利,
熟練使用辦公軟件,
認真負責有耐心.
寄履歷表: info@

h3hinternational.com
281-501-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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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租售

Real
Estate

工廠招人

位休斯頓

誠請電焊工一名

意者請電:

713-562-1688

Motel 招聘
旅館位Pasadena TX
徵櫃檯,需通英文,

半工或全工,
有經驗者佳.

●另招聘雜務工.
意者請電 :

832-466-9500

公司聘請
辦公室財務人員,
Bookkeeping.

有一年的薄記經驗,
中英文流利。電話:
281-782-3280
Email: hrwant36
@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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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Service

200看
護
服
務

*Evergreen Private Care長榮私人護理中心急聘
Private Nurses and Caregivers Needed for V. I .P. Clients.•Full-time and part-time opportunities •Major Medical benefits •Competitive pay•Weekly Direct Deposit •24-hour clinical support •In-services and supportive training•Flexible hours •MUST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ENGLISH SPEAKING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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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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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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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老人看護
24小時看護

星期一至星期五
2-3天,有愛心,耐心

意者請電:
713-254-8866
832-858-8959

誠聘住家保姆
家住Katy區,
一周工作6天,

主要負責照顧8個月
寶寶,簡單家務,

煮早餐和簡單晚餐.
來電咨詢:

832-249-0011

互動語言學校
需要2名

半工發廣告員工
每小時12元。

有興趣者,請聯絡:
713-771-5336

Auto Fit is looking for Accounting Clerk!!
Seeking Bilingual English and Manderine Accounting Clerk
with experience and proficient in Microsoft Office applications

such as Excel and Word, and knowledge of QuickBooks and Payroll.
Job Type: Full-time
Pay: $15.00 - $20.00 per hour
Experience:•Accounting: 5 years (Preferred)•quickbooks: 5 years (Preferred)
Education: •Bachelor's (Preferred)
Location: •Houston, TX (Preferred)
Additional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Bonuses •Store Discounts
Work Location: •One location
Benefits: •Health insurance •Dental insurance •Paid time off
Schedule: •Monday to Friday •Weekends required

Please send the resume to : adis@autofit.bz

Part Time
SW CPA firm hiring

entry level
Accountant Assistant
Chinese/English/Computer

Send Resume to:
e4015cpa

@yahoo.com

自助洗衣店
梨城Pearland南

TX-288和TX-6 附近
誠聘員工,需懂英文

有意請電:
281-352-2686
281-658-6286

*Innovo Medical
( 80 million revenue )

● Accounts & Admin Asst
- full accounting - Quickbook

● Social Media Exec
- photoshop, AI

Email: jean@beyondmedshop.com

*Drilling Software Company
looking for

Multimedia Designer Intern
Knowledge and skills on

Adobe Creative Suite, Microsoft suite,
film or video editing.

Send resume to:
hr@pvisoftware.com

聘長期住家阿姨
位德州Fort Worth市
時間: 2021/5/10起

成員夫妻上班(巳打疫苗)
2歲半女寶寶(上日託)
8月大男寶寶.工作內容
照顧男寶寶,備簡單晚餐

聯絡方式 : 簡訊
512-496-1072

卡車公司誠聘

●A牌長途司機

●C牌市內送貨司機

意者請電:

281-299-9688

Katy誠招保姆
住家或通勤，薪優，

一周五天，
做飯及一般家務。
需身體健康，
打過疫苗。

713-398-8028

恆益門窗,薪優
誠徵男性生產工人
$13起薪,有合法身份
薪優. 意者請電:
832-629-1025
13715 Murphy Rd #D
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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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誠徵前檯
工作環境良好,
沒有經驗可培訓,

全工半工均可,需有工卡
必需說流利中文和英文,
英文能力良好者請電:
713-664-6608
713-995-8886

大夜班職員
誠徵男性大夜班,

流利英文,溝通良好
懂電腦,

會一點維修.
意者請電:

713-660-8288

招聘倉庫管理
需英文溝通

及簡單電腦操作
招零售店營業員,
需英文溝通流利
倉庫位梨城. 電話:
713-269-3058

誠聘住家阿姨
照顧三歲半小孩
燒飯和簡單家務

一周六天
家住Memorial
優薪面談. 請電:
713-377-2698

*誠聘住家阿姨
Katy附近靠近FM1463
照顧3個月女寶寶,
有責任心，愛心，馬上

可以工作，休息禮拜三，
禮拜四兩天，交通自備，
有興趣者請打電話詳談:
817-714-7132

漢明頓公寓租
位中國城,

一室一廳一衛
陽台朝泳池

請聯繫: 孔女士
510-219-77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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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長期阿姨
休斯頓找阿姨﹐
照顧2個月寶寶
無做飯和家務

1周5天,每天7/8小時
$15-$20/時(可商議)
需有身份和經驗
502-833-8808

Katy誠聘褓姆
帶小孩,做飯清潔衛生
擅烹飪,有愛心,愛乾淨

住宿/通勤均可,
一周工作5-6天.
詳情請電或留言:
832-660-5563

衣廠請車衣員
位Stafford車衣廠,
誠請有經驗懂工業用
車衣機的車衣員,

需會車直線,縫紉,拉
鍊...等. 略英文.
有意者請電:

281-617-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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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住家育兒嫂
住Westheimer &Kirby
照顧2個月寶寶.
做一頓晚餐。

周一至五,24小時住家
薪資從優。聯系電話：
832-868-5858

房地產開發公司
招聘 中英文流利,
公司助理/採購經理

有工作經驗,
男女不限,

意者請電 : 何生
281-223-9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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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求職
高學歷，英語很好，
素質好,善烹飪,

會養生,懂長壽,脾氣好
絕對誠信可靠。
意者請將您的

要求和薪酬送到:
coolhelper128
@gmail.com

*誠聘住家保姆
家住Bellaire, TX 77025
需有經驗,有愛心.

照顧2個多月的寶寶
及簡單家務

週一到週五/六,
薪資面議. 聯繫電話:
713-922-5899

中國城公寓出租

位如意公寓

2房2廳2衛浴

聯系人: 王先生

832-977-6288

*長樂活動中心
位糖城區,誠聘前檯
Receptionist, 通中英
文，會電腦/ Excel.
請電或留訊息:

281-208-7709
713-884-5612

*Golden Bank, N.A.
Is seeking qualify candidates

CSR (bi-lingual) and Loan Processor
●Previous banking experience preferable(CSR)
● Sugar Land and Bellaire Branches(CSR)
● Loan Processor at Bellaire Office
● Computer literacy
Email: GBNAHR@goldenbank-na.com
Or Fax : 713-596-6999 EOE

*Joy Child Learning Center
Is hiring a pre-k teacher,

w/high school diploma or college students
who stud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art time or full time.
11200 Steeplecrest Dr. Houston, TX 77065.
Resume to : joy4mychild@gmail.com

or call : 281-955-9486 Ms. Cher

幼兒園誠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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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HIRING
Food Distributor
looking for Full time
Warehouse Packer

Call: Helen & Lily :

713-383-8818

黃石公園度假
酒店, 誠聘

全職客房清潔員，
包住宿,底薪$13/小時
+季獎1000+$600
搬家補助，有福利，

意者請電：
832-704-0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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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HIRING
Produce Wholesale is hiring

●Customer Service
Near to China Town

Flu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Email to:

kinginternational2011@gmail.com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木材公司請人
倉庫收貨出貨人員，
需懂基本英文，
周一至周五，

請電或Email履歷至:
281-561-9985
732applications
@gmail.com

NOW HIRING
Medical /

Office Assistant
for doctors clinic
Training Provided.
Send Resume to:

Julie@hbctx.com

中國城地產公司
誠聘助理&前台客服

中英文流利
請全工或半工
有意者請聯系

713-988-1668
kenli888@aol.com

*醫生診所誠聘
Data Entry資料輸入員.
$12/時,全工/半工可
時間彈性,位中國城
意者請電或Email:
713-858-4786

Bellaireclinic2@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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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聘做飯阿姨
糖城Riverston要求會做
家常菜,會煲湯,有責任
心,有愛心.會做廣東菜
的阿姨優先.有帶嬰兒寶
貝經驗的阿姨優先.每周
6天,可商量,交通自備.
有興趣者打電話聯.系:
347-379-6177

誠聘家務助理
會說中英文,會開車
有經驗,烹飪,小清潔,
有護照,可隨旅行.若需
要能過夜,陪伴三個小孩

(7歲男, 5歲4歲女)
時薪$15. 位Pearland
電: 818-399-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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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氏專業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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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江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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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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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萬福 ●裝修公司 ***
政府註冊. 承接各種大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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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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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 免費估價.

電話 : 832-380-1166 李師傅

美 滿 裝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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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貴裝修公司
內外油漆,地板地磚,衛生間,廚房翻新,

專業籬笆 翻新與維修

我的價格包您滿意

電話: 832-206-2118

榮盛裝修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小修小補.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請電: Sam 劉

832-606-7672

正翔屋頂/裝修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內外油漆,籬笆車道
灑水系統,經驗豐富
832-998-5898

王 (國/台語)

天天裝修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提供商業保險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身份,薪酬優厚.
713-371-2713戴師傅

蘇揚建築裝璜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832-607-7861 張

●誠請裝修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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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實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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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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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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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余裝修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鋪草皮,修換圍欄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大小工程,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余:929-392-5818
eng: 646-925-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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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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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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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deling

Remodeling

裝
修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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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l Contractor

JuJu's寵物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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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帶槍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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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帶槍執照

Gun License

譯
各種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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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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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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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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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S指定 王朝駕校 路考第三考場
D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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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試班 : 每星期一至六上課，務必預約.
路考班 : 務必預約. 考路試，務必預約.
安全班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電話: 832-633-5555 周師傅 832-983-9509 Tom發哥

Registration

英
文
班
招
生

1000

狗狗寵物美容
Pet Grooming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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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駕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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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考駕照。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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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1 Corporate Dr #203 832-277-7226 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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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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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800

Auto Repair

汽 車
保養修理

入籍班招生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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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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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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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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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墊專賣
Mattress for sale

房
產
經
紀
人
Realtor

****** 報 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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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電話或短信：917-378-5316

W-2

報稅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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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 悅*

實惠的價格

輕鬆的享受

832-359-6141

極品Baby! 粉嫩少女

高顏值

832-380-1539 按摩學校招生中
Massage School

誠意裝修
●承接 : 舊房翻新,
浴室廚房改建.

●承攬:商業/餐館裝修
木工活,水泥面,籬笆牆
小修小補,保修3年.
~~ 百萬保險 ~~

電:281-787-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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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請人

HIRING
for M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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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譯服務

譯譯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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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士 征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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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猶豫別猶豫別猶豫,,, 別蹉跎別蹉跎別蹉跎歲月歲月歲月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男 士 徵 婚
美國公民, 華裔, 身體健康,
收入穩定, 能講中英文,

誠尋 45歲以下, 溫柔賢惠女士
先友後婚. 非誠勿擾.

誠意者請短訊:713-494-5236

英文: 713-528-2097
中文: 832-231-5279
地址: 4141 Southwest Fwy #510

Houston, TX 77027

HFE正規專業按摩學校招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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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學校招生中
Massage School

隨叫隨到裝修
專業漏雨
瓦片翻新

室內外裝修20年
經驗. ~免費估價~
346-383-1087
713-269-9582

韓式大型SPA
休士頓，Katy

Westgreen & Kingsland
誠招能報稅，有執照的
按摩師(男女不限).
大費高，小費好。

絕對色免.聯系電話:
281-743-6613

恆豐裝修公司
台灣專業,政府註冊,

承接:舊屋翻新,水槽,籬笆,
涼棚,屋頂翻新,補漏.廚櫃
安裝,木工隔間,磁磚,實木
樓梯,木地板,廚浴改建,

內外油漆,屋內外全部工程
832-366-7510洪(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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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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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請人
45南36出口，

6年正規床店請人，
全職6天,兼職3-5天
可住店,能做大力,
有萊森經驗者優先.
832-417-4410

( 做黃勿擾 )

*招男按摩員
中國足浴

現招男按摩員
月入$5000

要求有力氣,能吃苦
生手可教.
有意者請電:

832-293-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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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deling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房地產經紀人
Kate Zhang

●個人房屋買賣
●商業房產買賣

微信：15042558967
電/短信：917-378-5316

Tiffany SPA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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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網站

佳寶建築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A/C等...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專精大型倉庫,Shopping Center等大型建築
從選址,設計,請照,施工 一條龍服務.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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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 設計 裝修 繪圖

** 真愛台北 **

舊雨新知

歡迎預約:

832-630-3343

**$$賺錢床腳老店轉讓$$**
離休斯敦中國城40分鐘,Baytown老店
工作環境安靜，客源穩定，收入穩定，

適合夫妻檔。1300英尺,
兩個按摩床，四張腳沙發，房租便宜。

意者請速電:
626-371-5303 626-371-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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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ING
for Massage

*男士徵婚 ( 65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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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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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順冷暖氣公司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精修餐館及超市冷凍,冷藏設備,電機,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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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860-3388 蒲繼忠

車房門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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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排污
德州執照TCEQ24431

抽餐館油井,
洗衣店水井,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832-462-3832
832-462-4011

專通下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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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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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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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各種漏水
舊屋水管換新,
屋頂,地下漏水
修換熱水器

832-217-6958修
713-885-4818英

水電服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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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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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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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202-8432Claims Service

房屋理賠

萬家樂冷暖氣
政府執照TACLB95906E百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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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認可的TOP空調專業技工 ~
281-818-2990 宛 (Wan)
●薪優,誠招空調幫手一名

林記鐵工廠
專業定制各類防盜門窗
精工電焊,鋁,不銹鋼
修理翻新各類鐵件
(鐵欄,扶手,樓梯等),
多年經驗,質量保證.
281-889-1086
832-420-4376

木水石電全能
執照#LI 0019006
花草自動灑水系統,

軟水器,淨水器,籬笆,涼
亭,魚池,地板,磁磚,電
路,水路,招倒垃圾﹑餘泥
及以上各種維修.國粵
832-818-3185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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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ing

700700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上下水管道,

漏水,堵塞及疑難雜症.
改移,換新上下水管線,
熱水器,水龍頭,浴缸,
淋浴,馬桶.●維修改裝
供電線路,換電箱,加改
供電線路及電器設施
713-480-3646

Flooring Service

地板銷售安裝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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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水管
排污

下水道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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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冷暖氣修理
專業修理安裝:

中央,分體,窗式空調
餐館制冷設備修理
專門解決疑難問題
保證質量,價格公道

請電 : 黃先生
832-421-6698

陳氏專業冷氣
冷暖氣系統

保養,維修,安裝,
家電,熱水爐.

政府執照,15年經驗
請電: 陳(英粵國越)
281-236-2846

監控系統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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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800 電 腦 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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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 713-823-6863
www.expresscs.net

美國房屋理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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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理賠

CLASSY 殺蟲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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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252-9893Pest Control

殺
蟲
專
家

泰平鐵工廠
經營多年,專修

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
餐館設備,爐頭,

工藝鐵門.
金屬構件加工.

www.taipingironworks.com
281-785-9895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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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ge Service

范 氏 鐵 工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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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機修理,鐵欄杆修理,換新.陽台扶手.
出售鐵欄杆,大門,柱子等..承接各種焊接,
修理工作. 保證質量.良好的售後服務.
713-598-8889 (中文) ●誠請電焊工

小潔水管公司
832-722 2099

德州Master執照40172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水表,下水道,通堵,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城市申報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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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水管
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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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 Pro Glasses門窗公司
品質保證+安全保證+價格便宜保證

Commercial & Residential商業/住宅
Shower Door, Window Glass
Mirror Wall, Furniture Glass

浴缸,浴室落地玻璃門, 住家辦公樓大門玻璃
一般牆上及臥室大型鏡子,傢具台面玻璃

請英文/越語 : 346-561-2430

滿意水電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車庫門安裝維修
曹 832-576-6957
●招助手或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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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籬笆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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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籬笆Fence專
業
砍
樹
服
務700

安全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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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電 : 713-777-1188

6121 Hillcroft Ave, Ste M1, Houston, TX 77081 (近59,離中國城5分鐘)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床墊專賣
Mattress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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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記冷暖氣維修
冷暖氣維修更換,

商用cooler,freezer,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請 電:
832-759-4638

Door/Window Glass

玻
璃
門
窗
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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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砍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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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水管
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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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報警監控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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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監控系統

美南網站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鐵
工
廠

700

Iron Works

雅聖冷暖氣
專業維修、安裝
冷暖氣系統,

維修更換熱水爐.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電話：陸先生
346-606-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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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搬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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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搬家公司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往Austin,Dallas, San Aotonio特價優惠.
本公司有各大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廣告 )
英文電洽 : 281-903-7688 832-867-5467
或上網查詢: http://www.allseasonsmove.com

西 南 搬 家
(O)281-933-1555
(F )281-933-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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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C. M.C.249994
TX.D.O.T. 44648C
U.S.D.O.T 461436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政府註冊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26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國語

24小時服務 832-367-6090國,越南,廣東

順豐搬家快運
拉貨.搬家.運東西.

居民.公司.倉庫.鋼琴.
家具拆裝,跨州長途搬運

只要你需要,
我們一定“搬”到.
832-966-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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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Moving Service

搬
家
公
司

《如意》搬家
貨運公司.專業搬家
各種 家庭 / 倉庫 /
辦公室 / 搬家。

專線休斯敦-洛杉磯
電話:

281-797-9898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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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意鐵工廠
專業定制各種防門自動
大門,專業遮光智能溫室
大棚,2000呎到3500呎
玻璃溫室連棟大棚,可
定制呎寸,專用鋼結構
房屋,,可訂制呎寸, 移動
房屋大棚專用暖風機.
電:832-566-7888

專精上下水
346-276-5578王

●上水管修理,
全屋換管,免費評估.

●下水管疏通,
●修理更換廚房,衛生間
洗衣房設備,熱水器
質量保證,價格合理.

專業冷暖氣
346-276-5578王

冷暖系統

維修,更換,安裝,調試

免費檢查,評估

質量保證,價格合理.

益明清洗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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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修空調找杰克
杰克修空調.

專業冷暖氣系統
維修、更換、加氟.

免費空調檢測、估價.
請聯系：高師傅

832-382-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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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電 : 林師傅

832-366-1627

水管, 通水管
免費估價. 儀器檢查:
漏水堵塞,地下,牆壁,
天花漏水,通下水道,

不通不收費
安裝軟水器,馬桶,垃圾機,
浴缸,淋浴池.裝排水口
改下水道.換全屋水管
832-829-1860黃

通水管
排污

分類廣告專頁

專業冷暖氣維修
家用以及商用
冷&暖氣維修，
加氟利昂，換機，
免費檢查，估價！

聯系電話：
346-704-9862

We move - House - Apartment - Office -Storage
local and long distance,call now for free quote !

More Than 18 years Experience
best price Guaranteed.保證最好價格

Call: 832-289-6211
長短途搬運832-265-9258
超過23年專業經驗,免費估價,

Tony's Fast Movers 快速搬運
Moving and Delivery Services住家/公寓/公司

誠實專業冷氣
政府執照,20年經驗
專業安裝,修理,維護

冷暖氣系統.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 電:
832-685-8888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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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s new goal: 70% of U.S. adults to 
get one vaccine dose by Jul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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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Joe Biden on Tuesday 
announced a goal to have 70% of 
U.S. adults vaccinated with at least 
one COVID-19 shot by the July 4 
Independence Day holiday, and urged 
young people in their 20s and 30s in 
particular to get inoculated.

The president, who has made fight-
ing the coronavirus a key priority of 
his administration, had previously 
announced July 4 as a target date for 
when Americans can gather in small 
groups to signal a return to greater 
normalcy in the middle of the pan-
demic.

Biden’s new goal comes as the ad-
ministration faces increasing, though 
not unexpected, challenges of getting 
shots into the arms of people who are 
hesitant about the vaccine. The new 
target takes that reality into account.

“Now that we have the vaccine 
supply, we’re focused on convincing 
even more Americans to show up and get the 
vaccine that is available to them,” Biden told 
reporters at the White House while announcing 
his target. “If we succeed in this effort ... then 
Americans will have taken a serious step to-
wards a return to normal.”

Eastern Business Banking. Get loans to fund & 
grow your business.
Join businesses like April’s Pub who trust East-
ern Bank to understand their unique needs and 
offer lending options to help them grow.
See more
Biden’s new goal includes having 160 million 
adults fully vaccinated by the Fourth of July.

A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told reporters that at 
this time 105 million Americans are fully vacci-
nated and more than 56% of U.S. adults, or 147 
million people,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shot. 
(Graphic on global vaccines)

“There are a lot of younger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in their 20s and 30s who believe they don’t 
need it. Well, I want to be absolutely clear: You 
do need to get vaccinated,” Biden said.

The president’s goal would result in roughly half 
of the entire U.S. population being vaccinated by 
early July.
Opportunity is Good for Business
Catalyst Ventures CEO, Darryl Settles, delivers 
local opportunity that empowers minorities. 
Eastern Bank is proud to support businesses like 
his.

See more
U.S. officials are gearing up to administer vaccines to ado-
lescents once approv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To meet the president’s target, the government will work to 
make the vaccine even more accessible by having thousands 
of pharmacies allow walk-in appointments and using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to support 
more pop-up clinics,” the White House said in a statement.

Pandemic-led decline of U.S. 
cities may be reversing
Fears that U.S. cities would be emptied b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re giving way to potential signs of revival, ac-
cording to a series of analyses that suggest any dislocation 
from the last year will prove temporary.

Some data suggest a return is already underway. Cellphone 
tracking firm Unacast had earlier noted that phone users 
were shifting their overnight locations out of New York, 
but now sees them coming back.

"New York is growing again," with the city adding a net 
1,900 people in the first two months of 2021 versus a loss 
of 7,100 in the same two months of 2019 and the 110,000 
estimated by the company to have left the city throughout 
2020.

The turn may have begun last fall, when the usual seasonal 
jump in population centered around the arrival of college 

students roughly matched that of 2019, fewer people left 
the city than the year before, and "there was a large influx 
from areas surrounding the city, perhaps the return of some 
who left ... at the height of the pandemic," the company 
wrote in a new research report.

Manhattan and the Bronx "demonstrate particular resil-
ience," gaining 21,000 residents over the first two months 
of 2021. Three of New York City's five counties surveyed 
by the company lost population, though one, Kings County, 
saw the pace of loss ease compared to before the pandemic.

Similarly, Bank of America economists wrote last week 
that they "don't see evidence of a broad urban exodus," a 
conclusion that combined analysis of the company's own 
card spending data as well as a survey of other reports.

Expensive markets like New York City and San Francisco 
saw an already established trend of population loss accel-
erate, Bank of America analysts wrote. But they noted that 
people tended not to move far. And with home sales and 
rental prices having dropped in those locations, the large 
numbers of younger people who stayed with parents during 
the pandemic may now be ready to get places of their own.

"We believe both have the potential for some recovery in 
the near term. NYC and SF remain premier cities for young 
renters," the bank's analysts wrote. "With the share of 
young adults living at home reaching record highs in 2020, 
there could be some pent-up demand."

Those and other analyses downplaying any big shift in mi-
gration patterns due to the pandemic are just one indication 
that the long-term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ast year 
may not be as deep as f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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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world’s richest couples, Bill
and Melinda Gates, wrote on their
Twitter accounts saying that, “After a
great deal of thought and a lot of work on
our relationship, we have made the
decision to end our marriage. We have
raised three incredible children and built
a foundation that works all over the world
to enable all people to lead healthy
productive lives.” The statement went
on to say, “We continue to share a
belief in that mission and will continue
our work together at the foundation, but
we no longer believe we can grow
together as a couple in this next phase
of our lives.”

Bill, 65, and Melinda, 56, met at
Microsoft which Bill Gates founded. In

March of 2020, Bill
Gates stepped down
from the Board of
Microsoft to devote his
time on the foundation
to address his
philanthropic priorities.

With a net worth of
$137 billion, Gates has
donated $53.8 billion
on a wide range of
initiatives related to
health and global

warming issues.

We are so surprised that this rich and
public couple could not solve their
problems and still wanted to end their
relationship after twenty-seven years.

Bill Gates is an international figure. For
all of our generation his contributions to
our nation as well as to the world are so
great that not too many people can
compete with him.

We all hope he will continue to do his
charity work to benefit the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0505//0404//20212021

Rich And FamousRich And Famous
Ending Their MarriageEnding Their Marriage

Editor’s Choice

A rescue worker stands in front of a car trapped under an overpass for a metro 
that partially collapsed with train cars on it at Olivos station in Mexico City. 
REUTERS/Luis Cortes

Khalil Ferebee tends to his baby son Karter while standing with his brother Jha’rod Ferebee on 
a stage behind the coffin of their father Andrew Brown Jr. at the funeral in Elizabeth City, North 
Carolina. REUTERS/Jonathan Drake

A man wearing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cremates a body of a coronavirus victim 
at the crematory as the country recorded the highest daily increase in deaths since the pan-
demic began, in Kathmandu, Nepal. REUTERS/Navesh Chitrakar

U.S. President Joe Biden 
gestures in a classroom during 
a visit at Yorktown Elementary 
School in Yorktown, Virginia. 
REUTERS/Jonathan Ernst

World War Two veter-
an Valentina Startseva, 
96, accompanied by her 
daughter and granddaugh-
ter, watches a concert 
out of her balcony as she 
receives congratulations 
from members of the 
military-historical society 
“Krepost” (Fortress) on the 
upcoming...MORE

Sally, a Havanese Pomeranian 
mix aged 5, sits at the bar with 
her owner Matt Friedlander, 
39, of New York City at the 
White Horse Tavern (est. 1880) 
as restrictions eased on indoor 
drinking in bars, allowing seating 
at the bar, during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in Manhattan, 
New York. REUTERS/Andrew 
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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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urning Point
We seem to have arrived at a fork in the 
pandemic: Pockets of the rich world are 
beginning to move past COVID-19, while 
some less-fortunate countries are facing 
greater danger than eve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id this 
week that more cases had been recorded 
globally over the last two weeks than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the pandemic, driv-
en largely by an unprecedented surge in 
India and the ongoing onslaught in Brazil.
India is now recording around 3,500 
deaths per day, and the true rate could be 
two to five times that many, according to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pidemiologist 
Bhramar Mukherjee.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s govern-
ment has been accused of failing to pre-
pare for a second wave while prioritizing a 
contentious regional election — which the 
ruling party lost — even as the wave was 
crashing down. It’s now resisting calls for 
new national restrictions, though several 
states have already locked dow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ontinue 
to promise oxygen and other supplies. 
In the meantime, reports continue to 
emerge of hospitals in New Delhi and 
elsewhere running out.
In Europe, a fourth wave has begun to 
subside. Governments hope it’s the last 
one they’ll face, and they’re preparing 
for life after the pandemic.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s govern-
ment is planning to lift restrictions in 
the coming days for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vaccinated.
That could lead temporarily to a two-
tiered society within Germany, with 
the mainly older people who’ve been 
vaccinated no longer subject to curfews 

and other measures.
The state of play: 28% of Germans have 
now had at least one dose, up from 12% 
one month ago as the EU continues to 
shake off its sluggish start to the vac-
cine rollout.
In the U.S., where 45% of the popu-
lation has been vaccinated, demand is 
now a bigger issue than supply.

Cases and deaths both continue to fall, 
leading to hopes that the U.S. could 
now be on a trajectory similar to Isra-
el’s, where just 13 new cases were re-
corded on Saturday at a test positivity 
rate of 0.1%. In India, meanwhile, 9% 
of the population has had one dose. 
There will be a shortage of supply at 
least until July, Serum Institute of India 
CEO Adar Poonawalla told the FT.
Australia today made it a criminal of-
fense for its citizens to return from In-
dia. A number of other countries have 
banned all travel from India but ex-
empted their own citizens. 
Meanwhil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day proposed a plan to ease travel 
restrictions for tourists who have been 
fully vaccinated.
The recommendation could be adopted 
by the European Union’s 27 member 
states as early as May 5, paving the way 
for the return of summer travel to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tourism desti-
nations, Axios’ Zach Basu writes.

The bottom line: The world is opening 
up to those with access to vaccines.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 pandemic is any-
where near over. (Courtesy axios.com)

Related

Vaccine Programs This Week – Houst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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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 A lot of the blame 
for COVID-19’s “second wave” has been 
pointed at people not following safety 
guidelines put out by health expert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 new report how-
ever, says don’t blame people, blame the 
weather. Researcher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icosia in Cyprus find hot weather and 
wind have a bigger impact on virus trans-
mission rates than social distancing during 
a pandemic.
Their study concludes that two outbreaks 
in one year is a natural phenomenon 
during a massive outbreak.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wind can help predict when 
a second wave will peak, which the re-
searchers call “inevitable.”
Science isn’t using all of the science it 
should be
Though face masks, travel restrictions, and 
social distancing guidelines may help slow 
the number of new infections in the short 
term, study authors say the lack of climate 
data included in epidemiological models 
has left a glaring hole in the plans to de-

fend against COVID. Looking at Paris, 
New York City, and Rio de Janeiro, sci-
entists discovered they could accurately 
predict the timing of the second out-
break in each city. Their research sug-
gests two outbreaks per year is a natural 
weather-dependent phenomenon during 
any pandemic.
Typical models for predicting the be-
havior of an epidemic contain only two 
basic parameters, transmission and re-
covery rates. Professors Talib Dbouk 
and Dimitris Drikakis say these rates 
tend to be treated as constants, but 
that this is not actually the case. Since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and 
wind speed al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the researchers aimed to modify typi-
cal models to account for these climate 
conditions. They call their new weath-
er-dependent variable the Airborne In-
fection Rate (AIR) index.
Different hemispheres will have dif-
ferent COVID waves
When applying the AIR index to mod-

els of major cities, the team discovered 
the behavior of the virus in Rio de Ja-
neiro is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the be-
havior of COVID in Paris and New York. 

Transmission rates of the coronavi-
rus vary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s depending on the time 
of year, pointing to a weather depen-
dence. (Credit: University of Nicosia) 
This is due to seasonal variation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s, con-
sistent with real data. The authors em-
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accounting for 
these seasonal variations when designing 
virus safety measures.
“We propose that epidemiological mod-
els must incorporate climate effects 
through the AIR index,” says Prof. Dri-
kakis in a media release by the Ameri-
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National lock-
downs or large-scale lockdowns should 
not be based on short-term prediction 
models that exclude the effects of weath-
er seasonality.”
“In pandemics, where massive and ef-
fective vaccination is not available, the 
government planning should be lon-
ger-term by considering weather effects 
and design the public health and safety 
guidelines accordingly,” Prof. Dbouk 
adds. “This could help avoid reactive re-
sponses in terms of strict lockdowns that 
adversely affect all aspects of life and the 
global economy.”
As temperatures rise and humidity falls, 
Drikakis and Dbouk expect another im-
provement in infection numbers. They 
note, however, that mask and distancing 
guidelines should continue to be followed 
with the appropriate weather-based mod-
ifications. The research group’s previous 
work showed that droplets of saliva can 
travel up to 18 feet in just five seconds 
when unmasked people cough.
The new findings appear in the journal 

Physics of Fluids. (Courtesy https://
www.studyfinds.org/)
Related

Like The Flu, COVID-19 May 
Turn Out to Be Seasonal

TUESDAY, Feb. 2, 2021 (Health-
Day News) -- Like influenza, could 
COVID-19 evolve to wax and wane with 
the seasons? New research suggests it 
might.
Early in the pandemic, some experts sug-
gested that SARS-CoV-2 -- the 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 may behave like 
many other coronaviruses that circulate 
more widely in fall and winter. To find 
out if that could be true, researchers ana-
lyzed COVID-19 data -- including cases, 
death rates, recoveries, testing rates and 
hospitalizations -- from 221 countries. 
The investigators found a strong associa-
tion with temperature and latitude.

“On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disease may 
be seasonal, like the flu. This is very rele-
vant to what we should expect from now 
on after the vaccine controls these first 
waves of COVID-19,” said senior study 
author Gustavo Caetano-Anollés. He is 
a professor at the C.R. Woese Institute 
for Genomic B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Sim-
ilar viruses have seasonal increases in 
mutation rates, so the researchers looked 
for connections between mutations in 
SARS-CoV-2 and temperature, latitude 
and longitude.
“Our results suggest the virus is chang-
ing at its own pace, and mutations are 
affected by factors other than tempera-
ture or latitude.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those factors are, but we can now 
say seasonal effects are independent of 
the genetic makeup of the virus,” Caeta-
no-Anollés said in a university news re-
lease.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learn 
more about how climate and different 
seasons may affect COVID-19 rates, the 

team added.
The study authors suggested that peo-
ple’s immune systems may play a role. 
The immune system can be influenced 
by temperature and nutrition, including 
vitamin D,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munity. With less sun expo-
sure during the winter, most people don’t 
make enough vitamin D.
“We know the flu is seasonal, and that 
we get a break during the summer. That 
gives us a chance to build the flu vaccine 
for the following fall,” Caetano-Anollés 
said. “When we are still in the midst of 
a raging pandemic, that break is nonex-
istent. Perhaps learning how to boost our 
immune system could help combat the 
disease as we struggle to catch up with 
the ever-changing coronavirus.” This 
study was published online Jan. 26 in 
the journal Evolutionary Bioinformatics. 
(Courtesy healthday via web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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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Weather Has A Larger
Impact On COVID Spread

Than Social Dist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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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搜索 [Southern News Group]

美南新聞 手機APP

ˉ國際新聞 / 地方資訊 
ˉ中美時事 / 一手掌握

我從沒想過，人生的選擇可以如此戲劇，
從文到商，再由商轉工，只是恰好在最合適的
時機做出了最正確的選擇。

每年有近四十萬中國留學生懷揣夢想從國
內來到美國深造。然而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畢
業生能留下來繼續工作，而其中，找到滿意工
作的，不足百分之一！

背景：UTD 18Fall Business Analytics 研究
生，原輔修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專業，
預計將於2020年秋季畢業。在暑假期間，接
觸到快捷培訓 (LaneCert Inc)培訓學校，在與老
師溝通後，理性分析，權衡利弊，決定放棄雙
學位，半工半讀狀態下從零開始學習“思科認
證網絡專家（CCIE）”，並在網絡工程師的道
路上越走越穩。

01，我的故事：放棄UTD雙學位，選擇
CCIE。

研一到研二的過渡期間，我曾一度迷茫，
語言表達比不過本地，編程背景拼不過印度同
學，商科就業起薪低又很難拿到身份，在面試
數家公司後，我開始糾結是畢業回國還是繼續
留美打拼。

相對於國內不穩定的就業環境，高額的生
存成本，以及整體偏低的工資水平，美國在就
業條件上還是占據優勢，而無論是賺錢還是工
作經驗，踏入職場都是必經之路。

雙學位看似輝煌，好像前途無量，但加倍
的成本和重復的stem優勢，讓我萌生退意，

留學生求職需要專業對口，通才的學習反而分
散了我的精力，簡歷在兩方面都不具備競爭力
，技能又明顯的多而不精，同類競爭優勢不明
顯，再加上如今政策縮緊，中美兩國關系緊張
，現有的學習規劃和求職道路已經越發不適用
與自身條件

02，機會：在可選範圍內選擇最佳的。
機會往往就在身邊，在同校學長的引導下

了解到“CCIE網絡專家”的高薪崗位，並接觸
到了距UTD 10分鐘車程的LaneCert快捷培訓學
校，劉校長清晰的教學思路和嚴謹的培訓模式
深深吸引了我，而一對一的指導和實戰型的訓
練環境，以及豐富又多樣的成功案例更堅定了
我學習的信念，實習上崗和就業指導的承諾更
是讓我對未來充滿信心。

03，決策：兵貴神速，快刀亂麻。
恰好天時地利人和，我所

在的 BA 專業開辟了“Cyber-
security data”方向，剛好與
“CCIE”的Track可以匹配，同
時未來“數據中心”的領域也
與我預想的職業規劃不謀而合
。

另外，考慮到我的家庭並
不富裕，校長幫我申請了分期
付款。 性價比極高的培訓，從
時間上為我節省了半年，費用
方面更是省下了20W RMB的成

本，權衡利弊之下，我選擇把自己的另外一個
專業“drop”掉，毅然決然地投入到了CCIE的
學習當中。

經過半年的學習，我成功進入到網絡行業
，目前已然畢業，身份穩定，職業發展明朗，
未來的道路光明可期。

LaneCert 快捷培訓-----
政府認證，官方執照，培訓、實習、就

業 一條龍。選 LaneCert 是政府授權的 IT 職業
學校，提供培訓、實習、就業一條龍服務。

我校擁有兩大“專家崗位”職業培訓，Li-
censed Instructors、小班培訓，800小時授課
（Full-time 3~4 個月），手把手一對一陪練
（頭兩月實際操作，後兩月考證訓練）、包教

包會直到就業為止：
• Cisco Internet Expert 思科網絡專家
• Big Data Expert 大數據專家

適用人群：
失業人士，留學生，對現有工作不滿意者

。
無需基礎，專業不限。
特色優勢：
可以提供F-1各專業留學生CPT 或 OPT實

習崗位，表現優良者提供H1-B機會；
老兵和低收入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

思科電腦學校
www.lanecert.com
郵箱：info@lanecert.com
達拉斯分校: 2850 W Parker Rd,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 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洛杉磯分校: 1455 Monterey Pass Rd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654
電 話 ： 972-268-7129 （ 達 拉 斯 ） ，
832-539-3333（休斯頓）

323-488-0011 （ 洛 杉 磯 ） ， Cell:
682-333-3292
了解詳情，請聯系我們，可預約免費公開課。

招聘人才！！！
招聘相關工作人員。發展潛力大，有經驗

者優先，無經驗者培訓上崗。
校區經理三名，熱愛教育事業，樂於助人者。
市場開拓者若幹名， 無區域，年齡，性別，
背景限制。有意請附履歷書到 info@lanecert.
com

我為什麽放棄雙碩士學位我為什麽放棄雙碩士學位，，選擇去考選擇去考CCIECCIE證書證書
———快捷培訓—快捷培訓LanecertLanecert 考證實習就業一條龍考證實習就業一條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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