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

wechat : AD7133021553
5月6日 星期四

$180

$320

$420

$500

EFFECTIVE: 從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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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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館請人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聘半工外送員 點心師, 點心幫工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經理, 服務員, 老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有經驗,可報稅
全工/半工均可
15 分鐘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離中國城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距中國城 20 分鐘
4670 Beechnut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意者請電: Jeff
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713-307-2882
丌
718-200-500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Hiring

餐館服務



*糖城餐館請人 *KATY 堂食

*Zcounter 亞洲餐館請人

位 Corpus Christi 聘經驗 1 Chinese Wok,
誠請
外賣店
1 Grill Cook: Sautee, Fry, Flat Top,
熟手接電話和企台
Net pay after tax $3,700. Provide living space,
誠請外送員.
2meals. under 50 years old & speak English
有意者請電
聘熟手中餐炒鍋,燒烤師傅:
會煎炸及抓碼.
832-277-2317 有意者 2 點後電:
50 歲以下,會英文. 稅後淨入$3700,
沒接到發短信謝謝 832-287-8882
供住及二餐. 請電: 361-876-9634

KATY 中餐館 *Fast Food

*西北區餐館

*西北區餐館




4 格 (4units)



$375



$315

s

$240

*誠 聘

休士頓快餐店

外賣店, 誠請
誠請全工企台
誠 請
●廚房幫工/打雜
熟手接電話或企檯
全工熟手炒鍋
距離中國城 10 分鐘
●司機
及 外送員.
離中國城 20 分鐘
周一到周五
路程。區好。
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位中國城. 請電:
832-221-6851 有意請短信聯系:
409-500-3300
281-781-9389
位 610/I-10 Ikea 附近 713-269-3936

珍寶海鮮城 誠聘

"友情客串" 餐館請人

企檯 、帶位 、 點心推車 、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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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ffet 店請人

*Mall 內快餐 Lam Bo Buffet 黃金水餃請人

位 6 號/290,誠請各一名 Houston and Dallas
誠請 熟手炒鍋.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全工炒鍋，企台， Boston 地區. 請以下
廚房幫廚 ,傳菜
薪優誠請廚房員工
半工周末外送員，
職位 1. 前台服務人員 企檯,帶位,懂英文收銀
半工炒飯撈面師傅
全工. 需有身份
以上需報稅。不包住宿 2. 經理助理. 3. 經理. 有意者請電或親臨: 請 11am-9pm 來電:
55 歲以下. 能搬遷更好. 6159 Westheimer
有意者請電:
Houston, TX 77057 713-270-9996
意者請電:
713-213-0086
713-783-6838 281-881-9885
832-726 2629
832-593-6688

*餐館招收

奧斯汀餐館

四川美食餐館 多家 Buffet 店 金冠酒家誠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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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州全日餐

*美式中餐館

*KATY 日餐

*日餐店請人

路州日餐,高薪

KATY 日餐

位中國城,中國餐廳 有經驗收銀帶位，
誠請炒鍋、打雜
外送員，企枱。
及 企檯
意者請電:
請下午 3 點後電:
713-459-1501 832-466-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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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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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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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Houston 黃頁

日
餐
請
人

德州休斯頓中餐館
Free Listing
外賣店 , 誠請
誠請老經驗廚師
免費刊登商家電話地址
熟手接電話或企台
負責任,工作態度良好
增加, 修改, 刪除
聯系電話:
請電 : 281-498-4310
薪優, 提供住宿
646-339-7703 微信 : AD7133021553
請電或留短訊
917-886-0292 位 Missisouri City, 6 號 Email: YP@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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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茶寮,薪優

中餐館,薪優

中日餐館,薪優 日餐招餐廳經理 日本餐館請人

Restaurant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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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請經驗廚師

*餐館誠請

請 周末帶位
路州 Shreveport
東禾酒家請人
誠請 炒鍋,油爐
及傳餐人員
位中國城粵菜餐館 中餐堂吃店, 誠請 ●廚房: 請 抓碼, 炒鍋.
提供吃住
炒鍋, 企台, 油鍋, ●點心部: 請
誠請炒鍋和企枱
離中國城 1 小時
有經驗做點心人員
洗碗 各一名.
抓碼和油爐
2pm
後電或親臨舊店: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281-495-1688
972-989-8396 713-981-8803 832-819-8111 10600 Bellaire#105

位於 Victoria
Pearland 海鮮店
誠聘
點心幫工:有身份
誠請炒鍋﹐
誠請炒鍋, 打雜
誠請經驗企台,經理.
Cashier, 企檯
10796 C Bellaire
可提供住宿
有工卡﹐需報稅.
做好可入股。
Houston, TX 77072
有意者請電:
需英文流利,可報稅. 炒鍋, 打雜, 幫廚
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361-573-6600
意者請電: Danny
832-776-5953 737-843-8186 361-649-7476 832-908-0878 713-474-7979

高薪 聘請 炒鍋, 油爐, 企檯

SINH SINH

Qin Dynasty

城中區中日餐館,誠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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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鍋或幫炒(工資好)
英文流利,懂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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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學生加入
能報稅﹒
另請熟手包卷師傅
有意者可致電: 請下午 3-5 點親臨:
意者請電:
5115 Bufflo
聯系電話：
832-230-9405
832-350-1571
Speedway#900
713-623-3937





海鮮店誠聘

*中餐館,薪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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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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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式中餐館

r

$135

AD

3 格 (3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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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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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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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ws

$90

ie

2 格 (2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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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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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ily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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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週 三 週 一 月
2 wks 3 wks 1 mon




Place Your A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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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IFIED AD. RATE

Cl

分類廣告價目表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paper: www.scdaily.com 點 "分類廣告"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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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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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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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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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day-Friday：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Fax (傳真)： 832-399-1355 8:30am-5:30pm 三三
三三
三三三目前也推出網路促銷活動,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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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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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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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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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三三三美式中餐館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美式中餐館
壹點心,誠聘

中日餐館請人

中日餐館請人

200



日本餐館請人

for sale

小型中餐館出售 中國城賺錢餐館 Kroger 壽司吧 賺錢老美中餐館 *糖城餐館出租

位 North Eldridge Pkwy
@ Tanner. ( 西北區 )
房租很低.外賣生意很好
利潤高,適合家庭經營
誠心買店請電:Jason
832-573-4862
( 下午 2 點後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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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hi 師傅
●經驗經理,壽司師傅 Boston Mall 內日餐 離休士頓 2 小時,包食宿 誠請●有經驗企檯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8
號近
290,誠聘
高薪 聘炒鍋,壽司幫手
●經驗 企檯及帶位
●中餐油鍋兼打雜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鐵板,企台,洗碗,打雜, ●有經驗 Sushi Man
餐館租售
熟手 Sushi Man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全/半工均可,需工卡. 請 經理、經理助理,
●洗碗工一名
以上無需經驗,可培訓. ●Part time 收銀員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意者請親臨或電:
位
45
號南,近明湖區
Sushi 師傅
有意者請電:
午休 2 小時。
全工或半工均可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estaurant
713-781-6300
有意者請電:
●另請住家褓姆,帶 4 歲
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713-857-3610
有意者請電:
6345 Westheimer,
281-532-6558
小女孩. 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832-274-4080 832-206-1789 281-469-7888 丌丌
Houston, TX 77057 832-726-2629
337-764-7736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高級日本餐館

中日餐館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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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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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t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中國城聯合賓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6468 Corporate Dr (企業路)
●辦公室兼倉庫出租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中國人自建，自營，華人經理，
有鐵捲門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敦煌廣場二樓出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語言方便, 可微信訂房. 日或月租.
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丌臥室 (有廚房,電飯煲,可炊) 公寓式酒店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713-882-1635 丌丌
水電,網路,炊具,寢具,安全密碼閉路監控.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Business Opportunity 281-988-8386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電話/微信 : 832-488-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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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租

店
面
其
它
租
售

房地產租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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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公寓出租 漢明頓公寓租

位中國城,
一室一廳一衛
2 房 2 廳 2 衛浴
陽台朝泳池
聯系人: 王先生
請聯繫: 孔女士
832-977-6288 510-219-7726
位如意公寓

家 管
政
助 家
理
Housekeeper

C2

Thursday, May 6, 2021

誠聘通勤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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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求職

誠聘家政助理

7:30-15:00, Katy 77094 高學歷，英語很好，
Katy 區，帶小孩,
素質好,善烹飪,
有身份,注疫苗,愛干
簡單做飯,清潔,
淨,勤快阿姨, 做 會養生,懂長壽,脾氣好 有愛心,愛干淨,
絕對誠信可靠。
一日三餐,簡單家務
意者請將您的
住宿/通勤均可,
周一至周五
要求和薪酬送到:
一周工作 5 天。
薪優面談. 意者請電: coolhelper128
832-660-5563
832-461-3759
@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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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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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聘家務助理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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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 Riverston 要求會做 會說中英文,會開車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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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小時看護
家常菜,會煲湯,有責任 有經驗,烹飪,小清潔, 丌丌
•Full-time and part-time opportunities •Major Medical benefits •Competitive pay
護
心,有愛心.會做廣東菜 有護照,可隨旅行.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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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ekly Direct Deposit •24-hour clinical support •In-services and supportive training
服
•MUST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ENGLISH SPEAKING PATIENTS
的阿姨優先.有帶嬰兒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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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ible hours
要能過夜,陪伴三個小孩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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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經驗的阿姨優先.每周
意者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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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天,可商量,交通自備. (7 歲男, 5 歲 4 歲女)
時薪$15.
位
Pearland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713-254-8866
丌
2 4 小時臨床支援, 能英文與病患溝通, 提供在職培訓.
有興趣者打電話聯.系:
電: 818-399-8253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858-8959
丌
https://www.evergreenprivatecare.com/caregiver-opportunities/
Health
347-379-6177

丌丌丌*誠聘住家阿姨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誠聘住家保姆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誠聘住家阿姨 聘請長期阿姨 Katy 誠招保姆 聘長期住家阿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聘做飯阿姨

200

Katy
休斯頓找阿姨﹐ 住家或通勤，薪優， 位德州 Fort Worth 市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附近靠近 FM1463 家住 Bellaire, TX 77025 照顧三歲半小孩
時間: 2021/5/10 起
照顧 3 個月女寶寶,
需有經驗,有愛心.
照顧 2 個月寶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一周五天，
燒飯和簡單家務
成員夫妻上班(巳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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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做飯和家務
做飯及一般家務。 2 歲半女寶寶(上日託)
一周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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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周 5 天,每天 7/8 小時
及簡單家務
8 月大男寶寶.工作內容
需身體健康，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住 Memorial
禮拜四兩天
，交通自備， 週一到週五/六,
$15-$20/時(可商議)
照顧男寶寶,備簡單晚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打過疫苗。
有興趣者請打電話詳談:
需有身份和經驗
薪資面議. 聯繫電話: 優薪面談. 請電:
聯絡方式 : 簡訊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817-714-7132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713-922-5899 713-377-2698 502-833-8808 713-398-8028
512-496-1072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誠徵 A 牌司機
誠聘住家保姆 招住家育兒嫂 伌伌
中國城地產公司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Class A Driver
家住 Katy 區,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誠聘助理&前台客服
住 Westheimer &Kirby 伌伌
伌
伌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公司位休士頓德州
一周工作 6 天,
照顧 2 個月寶寶.
中英文流利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路州, 芝加哥, 賓州
主要負責照顧 8 個月
做一頓晚餐。
請全工或半工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駕技熟,記錄良好
寶寶,簡單家務,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有意者請聯系
周一至五,24 小時住家 伌伌
工作穩定,周薪.
煮早餐和簡單晚餐.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713-988-6688
伌
薪資從優。聯系電話： 伌伌
意者請電:
來電咨詢: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kenli888@aol.com
562-413-6647
832-249-0011 832-868-5858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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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牙科助手 *醫生診所誠聘 NOW HIRING

木材公司請人

幼兒園誠聘

*長樂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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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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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益門窗,薪優

診所誠徵前檯

卡車公司誠聘

自助洗衣店

13715 Murphy Rd #D
Stafford, TX 77477

713-664-6608
713-995-8886

黃石公園度假 NOW HIRING

倉庫收貨出貨人員，
酒店, 誠聘
Medical /
位中國城, 誠聘 Data Entry 資料輸入員.
需懂基本英文
，
全職客房清潔員
，
牙科前後助手
$12/時,全工/半工可 Office Assistant
周一至周五，
包住宿,底薪$13/小時
for doctors clinic
~~ 可訓練 ~~
時間彈性,位中國城
請電或 Email 履歷至: +季獎 1000+$600
Training Provided.
713-773-1300 意者請電或 Email:
281-561-9985 搬家補助，有福利，
Send Resume to:
txdentist101
713-858-4786
732applications
意者請電：
@gmail.com Bellaireclinic2@yahoo.com Julie@hbctx.com
@gmail.com
832-704-0596

房地產開發公司 衣廠請車衣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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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Time

招聘倉庫管理

CPA Firm

誠征會計:
位 Stafford 車衣廠,
需英文溝通
會計本科或碩士學歷
，
誠請有經驗懂工業用 及簡單電腦操作
1
年以上工作經驗,
有
車衣機的車衣員,
招零售店營業員, 工卡.中英文說寫流利,
需會車直線,縫紉,拉
能獨立作業,
需英文溝通流利
鍊...等. 略英文.
有稅務經驗優先.
倉庫位梨城. 電話: 簡歷至: hrcorp6901
有意者請電:
281-617-7056 713-269-3058
@gmail.com

公司聘請

Motel 招聘

軟件公司招聘

工作環境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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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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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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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629-1025 英文能力良好者請電:
有意請電:
意者請電:

工廠招人

辦公室財務人員, 旅館位 Pasadena TX 行政助理:大學學歷;
SW CPA firm hiring
位休斯頓
徵櫃檯,需通英文, 有身份,有相關工作經
Bookkeeping.
entry level
驗者優先.
中英文流利,
半工或全工,
Accountant As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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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English/Computer 中英文流利。電話:
認真負責有耐心.
●另招聘雜務工.
Send Resume to:
281-782-3280
意者請電:
寄履歷表: info@
意者請電 :
e4015cpa
Email: hrwant36
h3hinternational.com
832-466-9500 281-501-8621 713-562-1688
@yahoo.com
@gmail.com

大理石廚櫃公司 NOW HIRING

大夜班職員

櫥櫃大理石公司 恆益門窗,薪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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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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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誠聘

旅館請人

互動語言學校

Office Assistant
誠聘●收銀員
●倉庫管理員
誠徵男性生產工人
1. 維修人員
誠徵男性大夜班,
招聘安裝人員
需要 2 名
Full/Part time
●倉庫人員
●辦公室助理
有合法身份,薪優.
2.清潔房間人員
Bilingual-Chin/Eng 流利英文,溝通良好
無經驗可培訓
半工發廣告員工
需中英文流利
以上要求有工作經驗,
意者請電:
男女均可
Detailed/Smart
懂電腦,
意者請電或 Email:
會英語,懂電腦.
每小時 12 元。
有經驗者薪優
Strong Excel,data.ent,
832-629-1025 ●木工師傅: 懂安裝. 3.櫃檯: 日班或夜班
會一點維修.
832-888-4693
label
有興趣者,請聯絡:
意者請電:
13715 Murphy Rd #D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mascabinets
意者請電:
Exper&Pay proport.
@gmail.com
713-413-8818 832-660-7063 713-771-5336
713-408-9510 Joe 713-660-8288 832-382-7058 Stafford, TX 77477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Co * 糖城 好氏食品公司, 誠聘
*NOW HIRING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in
Houston is seeking new talent to join our team. 職位：全職倉庫人員 1 名 ( 長期員工 )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Produce Wholesale is hiring
Company
Sr.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Customer Service
工資：面議（電議） 法定假日休息
/ Logistics Specialist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Hiring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時間：從 8:30 到 5:00(午休 30 分鐘),周末雙休
Near
to
China
Town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Bachelor's Degree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Flu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地點：糖城 Sugar Land
with business or supply chain background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Email to:
•1~2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內容：主要負責幫助經理協調倉庫與辦公室的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ERP
SAP
experiences
are
preferred
kinginternational2011@gmail.com
具體事宜，可以運 50lb 的貨品;備貨,點貨,出貨.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Take full ownership of customer issues & show a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要求：須工作認真負責，有良好的溝通能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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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Joy Child Learning Center

*Golden Bank, N.A.

strong commitment to going above & beyond

Is seeking qualify candidates
Is hiring a pre-k teacher,
•Manages logistics operations to ensure efficient
CSR (bi-lingual) and Loan Processor
w/high school diploma or college students
and accurate delivery of shipments
●Previous banking experience preferable(CSR)
•Positive Attitude. Dependable. Takes initiative.
who stud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 Sugar Land and Bellaire Branches(CSR)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spoken & written).
part time or full time.
● Loan Processor at Bellaire Office
•Bilingual (Mandarin & English) is preferable.
11200 Steeplecrest Dr. Houston, TX 77065. ● Computer literacy
Please email your resume to
Resume to : joy4mychild@gmail.com Email: GBNAHR@goldenbank-na.com
lwang@telcointercon.com
Attn: HR
or call : 281-955-9486 Ms. Cher
Or Fax : 713-596-6999 EOE

*Drilling Software Company

*Innovo Medical

*休斯頓食品批發公司現誠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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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網上生鮮超市長期招聘

looking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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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 million revenue )
有責任心，薪酬面議，轉正後有醫療保險和帶
Multimedia Designer Intern
作 5-6 天, 月薪 4000 起,有經驗者優先 薪年假等公司福利。
●
Accounts
&
Admin
Asst
Knowledge and skill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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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ull accounting - Quickbook
Adobe Creative Suite, Microsoft 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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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cial
Media
Exec
film or video editing.
薪年假。 上班地點在中國城附近。
- photoshop, AI
可全職/ 兼職, 底薪 15/小時起,有提成.
Send resume to:
聯系方式: c_carol.qiu@sayweee.com
有意者請聯系: 832-388-3378
Email: jean@beyondmedshop.com
hr@pvisoftw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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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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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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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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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凱 悅*

** 真愛台北 **

實惠的價格

舊雨新知

輕鬆的享受

歡迎預約:

1000
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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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359-6141 832-630-3343

1000
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 高級 SPA **

極品 Baby! 粉嫩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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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顏值

832-380-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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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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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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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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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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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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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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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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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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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HIRING
for Massage
按摩請人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1000

英
文
班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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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譯

口譯服務
W-2

修
理
業
務

Remodeling

700

修
理
業
務

Re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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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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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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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收購舊車壞車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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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汽 車
保養修理

Auto Repair

床墊世界

800

JuJu's 寵物美容

Gun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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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7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修
三三三三
腰酸背疼,輾轉難眠? 夢想一覺睡到自然醒?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還好有 30 多年老字號的床墊世界,專賣各種超硬 丌丌
理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丌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三
三
實木板床墊和彈簧床墊. 美國生產,質量最優, 丌丌
丌
丌三
丌
丌
丌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業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價格最平,款式最齊,市內免費送貨.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另有廠家直銷各式家具及自動清洗抽油烟機. 丌丌
務
丌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保證最低價 .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 713-777-1188 (近 59,離中國城 5 分鐘)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床墊專賣 請電
三三
三
6121 Hillcroft Ave, Ste M1, Houston, TX 77081
丌丌
丌
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emodeling
832-382-5645
Mattress for sale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天天裝修
蘇揚建築裝璜
吳氏專業裝修 恆豐裝修公司
誠意裝修
榮盛裝修
浙江大余裝修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執照# LI 0019006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承接 : 舊房翻新,
台灣專業,政府註冊,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庭園灑水,庭園設計,籬笆 承接:舊屋翻新,水槽,籬笆,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浴室廚房改建.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鋪草皮,修換圍欄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內外油漆翻新,涼棚涼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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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洗衣機,乾衣機,洗碗機, 安裝,木工隔間,磁磚,實木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小修小補.
木工活,水泥面,籬笆牆
大小工程,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提供商業保險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水龍頭,地板,地磚,廁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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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請電: Sam 劉
更新,水務維修,電路修換. 內外油漆,屋內外全部工程
929-392-5818
余:
832-607-7861 張
~~ 百萬保險 ~~
身份,薪酬優厚.
832-606-7672 832-818-3185 國粵語 832-366-7510 洪(國台) 713-371-2713 戴師傅 eng: 646-925-9275 電:281-787-1283
●誠請裝修工人

北夏接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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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江裝修

*房屋修理*

隨叫隨到裝修 正翔屋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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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寶建築公司

*** 萬福 ● 裝修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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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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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帶槍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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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Transportation

Realtor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打電話或短信： 917-378-5316

機
場
接
送

700

各種翻譯
****** 報 稅 ******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報稅服務
800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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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士 征 婚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口

專業口譯

按摩請人

駕駛學校

撲克牌培訓班

房產經紀人

Registration

HIRING
for Mass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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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專業撲克牌培訓班招生

為期兩個月,小班培訓.
**畢業馬上有工作按排**
每天收入大約 $300-$400
有興趣參與學習盡快報名,名額有限.
聯系電話: 713-550-0372

*男 士 徵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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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stration

*男士徵婚 ( 65 歲 )

1000



, 別蹉跎歲月
歲月
千 別猶豫 別蹉跎
一
里
線
姻
牽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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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General Contractor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今第建築裝飾+設計+繪圖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各類餐館、甲店、家庭開工圖紙,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專業室內設計,
3D 效果圖. 20 年以上設計經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多州建築師執照,
政府註冊,1.5 千萬保險.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專業施工團隊承接:
*餐館 *甲店 *商業 *廠房
丌丌
丌丌丌設計
丌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建築
裝修
繪圖
832-779-5888
劉小姐
www.jdny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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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裝
修
設
計
Remodeling

刊登廣告
24 小時,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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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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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CLASSY 殺蟲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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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工

700

Floor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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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清潔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 Carpet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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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意水電

水電服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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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水道專家

小潔水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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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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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務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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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空調公司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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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mbing Service

居家空調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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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290-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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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家樂冷暖氣

合家歡冷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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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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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誠實專業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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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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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暖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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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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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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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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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ctrical & AC 832-68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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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記冷暖氣維修 陳氏專業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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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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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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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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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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快水管專業

通水管
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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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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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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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水管
排污

美國房屋理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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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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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聖冷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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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水管
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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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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judge throws out pandemic-related
moratorium on evicting renters

A "For Rent" sign
is posted outside a
residential home in
Carlsbad, California, U.S. on January
18, 2017. REUTERS/Mike Blake

A federal judge on Wednesday threw out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s nationwide moratorium on evictions, a setback for the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have fallen behind on
rent payment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U.S. District Judge Dabney Friedrich said that
while there was “no doubt” Congress intended to
empower the CDC to combat COVID-19 through a
range of measures such as quarantines, a moratorium on residential evictions was not among them.

collect rent from tenants.
The CDC moratorium began last September and was
scheduled to lapse on June 30.
Other courts have been divided over the legality of the
moratorium, with some also finding the CDC exceeded
its authority.
Friedrich, an appointee of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as the first to formally block the eviction ban.

Full-service business banking solutions to help businesses
grow.
From managing cash flow to planning for growth, our
full-service solutions address your business’s challenges
and can help you accomplish your goals.
Diane Yentel,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 advocacy group,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defend the moratorium, at least until emergency help from
Congress “reaches the renters who need it.”

Friedrich cited the “plain language” of a law called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which governs the
federal response to the spread of communicable
diseases, even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pandemic
as “a serious public health crisis that has present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for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and the nation.”

At least 43 states and Washington, D.C., have imposed
their own temporary halts on residential or business
evictions, though the protections are far from uniform.

Landlords and real estate groups that challenged the moratorium in court said the CDC lacked the power to impose
it, and unlawfully took away their right to deal with delinquent tenants.

A separate eviction and foreclosure moratorium for
federally financed housing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expires on June 30.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welcomed the
judge’s decision, saying programs to help tenants pay rent,
taxes and utility bills are preferable to banning evictions.

The government is appealing the decision. The
White House has estimated that one in five renters
were delinquent on payments by January, while the
CDC has said more than 4 million adults who were
behind feared imminent eviction.
Don’t let pests ruin family game night, pizza night,
or mom’s night alone with a bubble bath. Contact us
at Orkin.com.
See more

The CDC moratorium was begun during Trump’s presidency and was extended three times, most recently in
March under his successor Joe Biden. read more

“With rental assistance secured, the economy strengthening and unemployment rates falling, there is no need to
continue a blanket, nationwide eviction ban,” the group
said.

Friedrich’s decision provides temporary relief for
landlords, many of whom face growing struggles
to pay their own bills because they are unable to

It covered renters who expected to earn less than
$99,000 a year, or $198,000 for joint filers, or who reported no income, or received stimulus checks. Renters
also had to swear they were doing their best to make
partial rent payments, and that evictions would likely
leave them homeless or force them into “shared” living
quarters.

The group has estimated that 40 million Americans were
behind on rent in January, with $70 billion of missed payments by the end of 2020.
Congress approved $25 billion of emergency rental assistance in December and another $21.5 billion in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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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rible Enslavement
Story
per week. Edwards was taking
advantage of Smith’s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keeping him isolated from
his family and threatened to have him
arrested and routinely verbally abused
him.
Local NAACP charter president Abdullah
Mustafa said, “We are talking about
enslavement here.”
This is really a big joke that this should
happen in our modern society. It is really
unbelievable. This is America. This is
also very shameful. Local politicians did
not speak out.

Wealee@scdaily.com

Մ↛፹

A restaurant manager named Bobby
Edwards forced a black man, John
Smith, to work for over 100 hours every
week for years without pay. The South
Carolina court ruled that the man should
receive more than $546,000 in restitution
after his former manager pleaded guilty.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LIVE

A U.S. District Court Judge in 2019
ordered Edwards who is white to pay
Smith around $273,000 in restitution
which represented Smith’s unpaid
wages and overtime. But the court said

in failing to include liquidated damages
that this falls under the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and that the amount owed
and to be paid to Smith needs to be
doubled.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civil rights
around the world, where are the rights
for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of our
society?

Smith started working at the cafeteria as
a part-time dishwasher. For his first
nineteen years, he was paid for his work.
But when Edwards took over the
restaurant in 2009, Smith was moved
into an apartment next to the restaurant
and forced to work more than 100 hours

Editor’s Choice
Family members wearing protective suits stand next to the
body of their relative, who died
from the coronavirus, before
her cremation at a crematorium
ground in New Delhi, India.
REUTERS/Danish Siddiqui

Su-25 jet fighters release smoke in the colours of the Russian state flag over
Red Square during a flypast rehearsal ahead of a parade on Victory Day, which
marks the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ver Nazi Germany in World War Two, in
Moscow, Russia. REUTERS/Shamil Zhumatov

A general view of the damage caused after a railway overpass and train collapsed onto a road Relatives sit next to the body of a man, who died due to the coronavirus, as they wait for a
in Mexico City. REUTERS/Carlos Jasso
grave to be prepared for his burial at a graveyard on the outskirts of Srinagar. REUTERS/Dan-

ish Ismail

Asylum-seeking migrants’ families disembark from an inflatable
raft after crossing the Rio Grande
river in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Mexico in Roma, Texas. REUTERS/Go Nakamura

The family of New
York Police Department
(NYPD) officer Anastasios
Tsakos, who was killed in
the line of duty on April
27, by an impaired driver
while responding to a highway crash, reacts as his
casket is carried from his
funeral service in Greenlawn, New York. REUTERS/Shannon Stapl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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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Mass Shootings Now
An American Epidemic?

Police stand near the scene where multiple people were shot at the FedEx Ground
facility on April 16, 2021, in Indianapolis. (AP Photo/Michael Conro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he U.S. has suffered yet another mass
shooting, with a deadly attack in a FedEx
facility in Indianapolis. This was the fifth
mass shooting in five weeks, including a
shooting at a supermarket in Boulder, Colorado that took the lives of 10 people on
March 22 and just days earlier, eight people
were killed in a series of shootings at spas
in Atlanta, Georgia. Public outcry about gun
violence, gun rights and racism and what to
do about these issues is high.
As a 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er, I study gun
purchasing and mass shootings, and it’s
clear to me that these events are traumatic
for victims, families, communities and the
nation as a whole. But despite the despair
about their slightly growing frequency, they
are actually uncommon incidents that account for just 0.2% of firearm deaths in the
U.S. each year.
Mass shootings are rare
Killings are not the only kind of gun violence, and are in fact a relative rarity when

compared with other forms of gun violence in the U.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470,840 people were victims of crimes
that involved a firearm in 2018, and
481,950 in 2019. Each person is counted
separately, even if several of them were
part of the same incident, and this tally
does not require the gun to be fired or
anyone to be killed.
When it comes to people killed by firearms, police data reported to the FBI
estimates that guns were used in 10,258
of the 13,927 homicides that occurred in
2019.
That’s much higher than even the uppermost count of mass shootings in 2019,
the 417 recorded by the Gun Violence
Archive. That group counts all incidents
in which at least four people are shot,
excluding the shooter,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shooter is killed or injured.
It also includes events that involve 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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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violence or armed robbery, as well as
shootings that occurred in public or in
private homes, as many domestic violence shootings do.
A Mother Jones magazine database that
defines mass shootings more restrictively
lists only 10 for 2019.
Even the FBI’s own data – which uses
yet another set of criteria focused on people who continue to shoot more people
over the course of an incident – records
just 28 active shooter incidents in 2019.

Active shooters are more common now
than they used to be
Each year, the FBI releases data on what
it classifies as “active shooter incidents”
– in which one or more attackers continue to shoot people over time, as opposed
to targeting just one victim. Though there
is no clear trend, these events are more
frequent now than 20 years ago.
A chart showing how many active-shooter events happened in each year
Chart: The Conversation, CC-BY-ND
Source: FBI Get the data
The most recent research on frequency
of mass shootings indicates they are becoming more common, though the exact
number each year can vary widely.
But not all experts agree. Some argue
that mass shootings have not increased
and that reports of an increase are due to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determining which events are appropriate to count in the first place.
Speaking about school shootings specifically in a 2018 interview, two gun violence researchers said that those events
have not become more common – but
rather, people have become more aware
of them.
The same may be true of mass shootings

more generally. In any case, some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mass shootings are becoming more deadly, with more victims in
recent attacks.

Most firearm deaths are by suicide.
Suicide is the leading form of gun death
In 2019, the 417 mass shootings tallied by
the Gun Violence Archive resulted in 465
deaths.
By contrast, 14,414 people were killed
by someone else with a gun in 2019. And
23,941 people intentionally killed themselves with a gun in 2019, according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Every year, homicides – one person killing
another – make up about 35% of gun deaths.
More than 60% of gun deaths are suicides.
Mass shootings can get more attention than
these other, more common, types of firearm deaths both because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news media. People are naturally
curious about violent events that appear
random, with no clear explanation. Those
incidents often spark fears about whether
similar things could happen to them, and a
resulting desire to know more in an effort to
understand.
In addition, cases with higher death counts
or unusu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 shooter
manifesto or video footage, are more likely
to get press attention and extended coverage.

mass shootings are isolated incidents or
part of a broader societal problem .And
Americans are divided about how to reduce their frequency. A 2017 poll found
that 47% of adults believed that reducing
the number of guns in the U.S. would reduce the number of mass shootings. But
a follow-up question revealed that 75%
of American adults believe that someone
who wants to hurt or kill others will find a
way to do it whether they have access to a
firearm or not.
With those diverging views, it will be hard
to develop solutions that will be effective
nationwide. That doesn’t mean nothing
will change, but it does mean the political
debates will likely continue. (Courtesy the
conversation.com)

Americans’ opinions are split on whether

COMMUNITY
Another Time, Another Vaccine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A Vaccine:
‘50’s Polio Campaign Beat Vaccine Resistance

home and away from community gathering spots like

Then tragedy struck. One of the six labs manufac-

says Oshinsky, that people born after the mass vac-

movie theaters, roller rinks and beaches.

turing the vaccine, Cutter Laboratories in Berkeley,

cination effort don’t have memories of how bad the

“Back then, it affected business and travel,” says

Calif., made a terrible mistake. The correct list of in-

disease could be.

Stacey D. Stewart, current president and CEO of the

gredients for the Salk vaccine called for polio virus

“Vaccines have been a job done so well they have

March of Dimes. “People didn’t know how the virus

that had been inactivated, but in the Cutter facility,

obliterated evidence of what the disease can cause:

was transmitted. They lived in a state of fear. Pools

the process of killing the virus proved defective. As

kids on crutches, in wheelchairs, in iron lungs,” Os-

were closed. Businesses were affected because people

a result, batches of the company’s vaccine went out

hinsky says. “I remember seeing the occasional empty

didn’t want to be out in public.”

that mistakenly contained active polio virus. Of the

desk in school because a child had died. People had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who had himself

200,000 children who received the defective vaccine,

seen polio every summer, and they wanted kids vacci-

essentially lost the use of his legs after a polio infec-

40,000 got polio from it; 200 were left with varying

nated as soon as possible.”

tion in 1921, when he was 39, launched the National

degrees of paralysis, and 10 died.

Foundation for Infantile Paralysis,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in the late 1930s. Later renamed the March
of Dimes, the foundation took the lead in efforts to
fund research at a time when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was in its infancy.
In April, the U.S. campaign against COVID-19 suffered a blow too. Reports that an extremely rare but serious blood-clotting disorder might have resulted from
Johnson & Johnson’s vaccine — one of the three authorized for use against COVID-19 in the U.S. — once

Elvis Presley got his polio vaccination from Dr. Harold Fuerst and Dr. Leona Baumgartner at CBS’ Studio 50 in New York City on Oct. 28, 1956. The
chart-topping singer took part in a March of Dimes campaign to convince teens
to get vaccinated. (Photo/Seymour Wally/NY Daily News Archive via Getty Imag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he mass inoculation of millions of American children
against polio in 1955, like the vaccinations of millions of
American adults against COVID-19 in 2021, was a triumph of science. But the polio vaccine had overwhelming public acceptance, while stubborn pockets of vaccine hesitancy persist across the U.S. for the COVID-19
vaccine. Why the difference? One reason, historians say,
is that in 1955, many Americans had an especially deep
respect for science.
“If you had to pick a moment as the high point of re-

Dr. Jonas Salk, Developer of the polio vaccine.

spect for scientific discovery, it would have been then,”

“In hindsight, Operation Warp Speed wasn’t the best

says David M. Oshinsky, a medical historian at New

name,” says Oshinsky. “It sounds like the project

York University and the author of Polio: An American

prioritized speed over everything else. They did roll

Story. “After World War II, you had antibiotics rolling

it out quickly, but the FDA and CDC have done an

off the production line for the first time. People believed

amazing job of testing the vaccines and ensuring

infectious disease was [being] conquered. And then this

their safety and efficacy.”

amazing vaccine is announced. People couldn’t get it

During the late 1940s and early ‘50s, according to

fast enough.”

statistics fro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Today, the unprecedented speed of the COVID-19 vac-

Prevention, polio disabled an average of 35,000

cines’ development, along with a flood of disinformation

people a year in the U.S., most of them children. As

on the internet about all vaccines, has led to a lingering

outbreaks popped up across the country in the hot

hesitancy among some Americans to receive the increas-

summer months, people were terrified and voluntari-

ingly available COVID-19 shots.

ly isolated. Many parents kept their children close to

“Roosevelt’s passion for finding a solution — a cure,

again raise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possible harms

The polio vaccine effort offers some lessons for today,

a vaccine — made polio a priority coming from the

caused by a vaccine might derail people’s confidence

says Stewart. First, volunteers from local communi-

very top leader of this country,” says Stewart. “People

in a public health campaign at a crucial time. On April

ties are trusted and invaluable in providing education

across the country felt like they were called to duty. It

13, the CDC and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on disease, research and vaccines. To get people’s at-

was a call to action, like the war effort.”

jointly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6.8 million doses of

tention, add to that numerous high-profile advocates

An army of volunteers for the March of Dimes, large-

the Johnson & Johnson vaccine administered to date,

— individuals recognized and esteemed by various

ly mothers, went door to door, distributing the latest

six cases of a serious blood-clotting issue had been re-

parts of the population. The March of Dimes recruited

information about polio and the effort to stop it; they

corded, and one had woman died.

Judy Garland, Mickey Rooney and Marilyn Monroe

also asked for donations. As little as a dime would

Ten days later, after a careful review of those cases and

to join the fundraising effort to educate people about

help, they said. And the dimes and dollars poured in,

others, the pause was lifted and immunization with the

polio and the value of the vaccine. And in 1956, Elvis

Oshinsky says, handed to the volunteers, or inserted

vaccine resumed, with new guidance for recipients

Presley was vaccinated backstage at The Ed Sullivan

into cardboard displays at store checkout counters or

and doctors about what to look for in the way of symp-

Show.

placed in envelopes sent directly to the White House.

toms and how to treat these extremely rare events.

Vaccine efforts at the time did have to contend with

Cases of polio may have peaked in the U.S. in 1952

Polio vaccinations were temporarily halted in 1955

racism. Oshinsky writes, for example, about some

with nearly 60,000 children infected. More than 3,000

following the Cutter error as well. In both incidents,

areas in the Jim Crow South where Black children

died. (By comparison, roughly a year’s worth of com-

health officials followed the science. After Cutter’s

lined up for shots on the front lawns of white schools,

parable statistics for the COVID-19 pandemic reveal

manufacturing error was pinpointed as the problem,

while white children got their shots indoors. The Black

more than 32 million reported cases in the U.S. so far

vaccinations restarted within weeks, with renewed

children, he notes, weren’t allowed inside those white

and more than 573,000 deaths.)

quality control efforts and minus any involvement

schools, even to use the bathrooms. Very aware of the

The years-long campaign of information and do-

from Cutter Laboratories. In 1955, mothers and fa-

prejudices of the times, Stewart says, the March of

nations to the polio eradication effort made anxious

thers jumped right back in following the Cutter trage-

Dimes knew it would also need to recruit prominent

Americans feel they were invested in a solution, Stew-

dy, once again signing permission slips and lining their

and popular Black performers to promote the polio

art says. So confident was the public in the research

kids up to get their polio shot. It was widely under-

vaccine. Sammy Davis Jr., Louis Armstrong and Ella

leading up to the polio vaccine that by the time the

stood and accepted that the risks of polio were a much

Fitzgerald joined the campaign. “There was a very

Salk vaccine was ready for experimental testing in

greater threat than the risks of the vaccine.

early recognition that you couldn’t just have white

1954, the parents of 600,000 children volunteered

“I think back then, people were so personally invested

people talking about the vaccine,” Stewart says. In

their own offspring as research subjects.

in the vaccine,” Stewart says. “They listened to what

addition to beloved Black celebrities, she says, “the

When the results of those studies showed the vaccine

happened in the Cutter case, and they understood.

March of Dimes had Black children on the posters to

to be safe and effective in 1955, church bells rang.

They continued to trust.”

raise awareness in Black communities.”

Loudspeakers in stores, offices and factories blared

Because of that trust, the campaign to prevent polio

The strong, consistent message during the polio years

the news. People crowded around radios. “There was

with vaccines — first Jonas Salk’s and then also Albert

was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The same message,

jubilation,” says Stewart. People couldn’t wait to sign

Sabin’s — was successful, eventually nearly eliminat-

says Stewart, must come across loud and clear today.

their kids up for a shot.

ing the disease from the planet. But that also means,

(Courtesy np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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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美后冠御用美妝師
線上示範視頻會議化妝技巧
為慶祝五月母親節，
為慶祝五月母親節
， 世界華人
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和休士
頓華商經貿聯誼會首度合作，
頓華商經貿聯誼會首度合作
，於 5
月 01 日（星期六
星期六）
）美中時間下午 2:
30 透過 Zoom Meeting 舉行一場主
題為 『 如何在視頻會議更顯魅力
如何在視頻會議更顯魅力』
』
的美學講座，
的美學講座
， 全女性百人參與的美
麗盛會。
麗盛會
。
當日邀請到知名設計師 Nancy
Huang 主講
主講，
， 並且由世華美南分會
會長孫玉玟擔任現場模特兒，
會長孫玉玟擔任現場模特兒
， 僑教
中心主任陳奕芳、
中心主任陳奕芳
、 副主任楊容清應
邀出席，
邀出席
， 華商經貿會長黃春蘭
華商經貿會長黃春蘭，
，名
譽總會長黎淑瑛以及來自全球各分
會會長及代表等出席線上會議。
會會長及代表等出席線上會議
。黎
淑瑛表示美南分會會務蒸蒸日上，
淑瑛表示美南分會會務蒸蒸日上
，
排除疫情阻礙，
排除疫情阻礙
， 推出各項精彩活動
，讓大家美美的過一個母親節。
Nancy 老師是日本資生堂美容學院

畢業 ， 早期在台灣擔任美容
畢業，
早期在台灣擔任美容、
、 美姿
、 彩妝教育訓練講師 11 年 ， 專精
於各種舞台、
於各種舞台
、 大型盛會彩妝設計
大型盛會彩妝設計。
。
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許多的后冠的
彩妝皆出自於 Nancy 的巧手
的巧手，
， 包括
全美旗袍大賽第一名。
全美旗袍大賽第一名
。
世華工商婦女會孫玉玟會長表
示 ， 自疫情開始
自疫情開始，
， 線上視頻會議應
聲而起，
聲而起
， 所以在視頻前面將形象做
好呈現最佳狀態是必須的功課。
好呈現最佳狀態是必須的功課
。例
如在視頻中突顯透亮的粉底，
如在視頻中突顯透亮的粉底
， 一個
好的眉型、
好的眉型
、 雙眼皮和假睫毛可以讓
眼睛瞬間變大變明亮，
眼睛瞬間變大變明亮
， 唇峰有型的
嘴唇，
嘴唇
， 以及髮墊的運用都是可以為
形象加分。
形象加分
。
華商經貿會長黃春蘭中在致詞
中說，
中說
， 美學活動少不了美女的參與
， 第一個想到的當然就是和世華姊
妹們，
妹們
， 加上華商經貿很多女性學員

線上會議情形。
線上會議情形
。

會員 ， 大家共襄盛舉合辦這個美學
會員，
活動。
活動
。
Nancy 老師表示
老師表示，
， 當日所安排
的課程內容，
的課程內容
， 從選用保養品及最佳
日常護膚流程、
日常護膚流程
、 保養的概念
保養的概念。
。 彩妝
部份從眉形、
部份從眉形
、眼睛
眼睛、
、 裝假睫毛
裝假睫毛、
、腮
紅及臉型陰影到唇彩的化妝技巧，
紅及臉型陰影到唇彩的化妝技巧
，
蓋斑遮瑕修飾黑眼圈黑斑、
蓋斑遮瑕修飾黑眼圈黑斑
、 展現水
潤不易脫妝的粉底等技巧。
潤不易脫妝的粉底等技巧
。 主要是
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
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
， 雖然在疫情
之下還是能夠擁有非常美麗的容貌
， 只要藉著化妝的小技巧
只要藉著化妝的小技巧，
， 另外
另外，
，
她也無私分享各種首飾搭配以及簡
單易上手的絲巾繫法。
單易上手的絲巾繫法
。 會議中也介
紹好用的海綿彩妝蛋，
紹好用的海綿彩妝蛋
， 可乾濕及多
角度使用，
角度使用
， 眉筆應選用現代飄眉方
式的順毛流畫法，
式的順毛流畫法
， 顏色則以配合髮
色為主。
色為主
。 神奇的雙眼皮貼
神奇的雙眼皮貼，
， 不必動
手術，
手術
，也可擁有閃亮大眼晴
也可擁有閃亮大眼晴。
。
大家聚精會神觀賞 Nancy 老師
示範，
示範
， 以手上的化妝調色盤
以手上的化妝調色盤，
， 將模
特兒孫玉玟，
特兒孫玉玟
， 變得閃亮動人
變得閃亮動人，
， 大家
直呼神奇，
直呼神奇
， 原來只要知道這些小秘
訣 ， 就能改變視覺效果
就能改變視覺效果，
， 且無痕薄
透的自然妝感，
透的自然妝感
， 持久不脫妝
持久不脫妝。
。 整個
會議持續到近五點，
會議持續到近五點
， 太多驚奇點吸
引大家紛紛提問，
引大家紛紛提問
，欲罷不能
欲罷不能。
。
Nancy 老 師 有 LINE 群 組 提 供
給所有與會者加入，群組名稱為
「 美麗人生
美麗人生」
」 歡迎學員加入討論美
麗話題。
麗話題
。 同時美南分會將陸續舉辦
各種各樣非常好的活動，
各種各樣非常好的活動
， 以滿足不
同群體的會員。
同群體的會員
。

本報記者
秦鴻鈞報導

線上會議情形。
線上會議情形
。

設計師 Nancy Huang 和孫玉玟擔任現場模特兒合影
和孫玉玟擔任現場模特兒合影。
。

Nancy 示範修容技巧
示範修容技巧。
。

Nancy 老師示範各種絲巾繫法
老師示範各種絲巾繫法。
。

Nancy 示範修容技巧
示範修容技巧。
。

休城畫頁

休斯頓灣區歐美動漫精品展
集錦回顧

休斯頓灣區歐美動
漫 精 品 展 (Houston Gulf
Coast Toy & game
show) 上 周 末 完 美 落 幕
， 是為休斯頓盛大的流
行動漫產品盛會之一。
行動漫產品盛會之一
。
這次展會也是 2021 年來
的第一次活動展出。
的第一次活動展出
。創
意市集等精彩豐富內容
吸引了各類觀眾。
吸引了各類觀眾
。 動漫
工作坊藝術品包括遊戲
玩家、
玩家
、 動畫愛好者
動畫愛好者、
、前
來參加展會，
來參加展會
， 展會活動

包括動漫工作坊 、 新片
包括動漫工作坊、
預覽書籍，
預覽書籍
， 電玩等
電玩等。
。懷
舊經典漫畫系列收藏 展
銷齊集了最新動漫刊物
、 紀念品
紀念品、
、 網路遊戲等
攤位。
攤位
。 參觀者們還可以
參加小組討論環節。
參加小組討論環節
。玩
具收藏家們在會場展示
心得及收獲 此外有多種
限量精品，
限量精品
， 展現地方創
意能量主題，
意能量主題
， 提供全方
位的歐美動漫交流平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