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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oger壽司吧
轉讓, 近中國城
易經營,收入穩定,
年收入五萬以上
售價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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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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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茶寮,薪優
●樓面: 請 周末帶位
及傳餐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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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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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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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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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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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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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點心,誠聘
點心師, 點心幫工
經理, 服務員, 老墨
全工/半工均可

距中國城20分鐘
意者請電: Jeff

718-200-5000

中餐館請人
誠聘半工外送員
有經驗,可報稅

離中國城15分鐘
4670 Beechnut

意者請電:
713-307-2882

Qin Dynasty
城中區中日餐館誠請
●半/全工有經驗企檯,

英文流利,懂酒水.
●另請外送員:
熟悉醫療中心,需報稅.
請下午3-5點親臨:

5115 Bufflo Speedway#900
713-660-8386

*糖城中餐館
位糖城Sugar Land
請●熟手英文流利

收銀接電話
●送外賣

以上全工/半工均可
832-946-0030

Deli Restaurant For Sale
東主Retiring退休快餐速食店出售

生意很好,評價極佳
在辦公大樓內,近NRG,
疫情期間,生意很好
Please call (English):
832-228-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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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中餐館
誠 聘

企檯, 炒鍋, 抓碼
會越南話更佳
意者請電:

713-271-3122

粵菜餐館,薪優
東禾酒家請人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誠請炒鍋和企枱

抓碼和油爐
意者請電:

713-981-8803

餐館誠請
油鍋, 打雜, 洗碗工

各一名
45南,近明湖區

意者請電:
832-206-1789

*HEB超市內壽司吧請人
Sushi Chef & Kitchen Helper

Full time & Part time. Little bit English is OK
Medical Center/ Hwy-288 / Rice Universty

Please call: 832-808-0206
誠請全工/半工壽司師傅及廚房幫手,

懂少許英文即可,近醫學中心及Rice大學

奧斯汀餐館
誠聘Cashier,
企檯, 炒鍋,

打雜, 幫廚, 洗碗.
有意者請電:

737-843-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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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館請人
位610/290交界,
離中國城20分鐘,

誠請
有經驗炒鍋及幫炒
全工或半工均可
有意者請電:

713-577-9039

超市壽司吧,高薪
『高薪』 誠徵

壽司師傅,助手,打雜
有責任心者,男女不拘
提供食宿,須報稅.
有意者請傳簡訊至
832-401-9179

位New Caney,TX77365
離中國城約45分鐘路程

貝城快餐店
招請打雜及包外賣
每天$100,包吃包住,

離休士頓4個小時車程,
灰狗巴士從終點站到貝
城終點站,試工包車票.
225-772-8584
225-202-1157

海鮮餐廳轉讓
位Westheimer.
Target門口,

生意穩定,人流量大
設備齊全,有酒牌,

意者請電:
646-341-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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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100 Restaurant
Hiring

長今韓國餐館
Jang Guem Tofu & BBQ
急徵 urgent need of
全工廚房Cooker &
Dishwash, Server
請Eamil或親臨:

tofu3528@gmail.com
3528 Hwy-6,

Sugar Land, TX 77479

中餐館請人
Pearland Buffet店
誠請企檯,收銀帶位

炒鍋,廚房幫手.

意者請電:

281-741-4269

糖城餐館請人
堂吃外賣店
誠請●企台

( 底薪高,小費好)
●廚房抓碼
意者請電:

281-313-3300

Mall 內快餐
Houston and Dallas
誠請以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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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中餐館
誠請前台和外送員,
全工或半工均可,

需英文流利,可報稅.
有意者請電:

832-866-2625

*誠聘(中國城)
●廚房師傅/炒煱
●廚房幫工/打雜

周一到周五
有意者請電：

281-781-9389
未接請短信稍後再覆

*東雲閣請人
誠請有經驗

炒鍋師傅,做點心員,
周末企檯及傳菜
有意者請電：

713-360-6095

KATY日餐
『高薪』 聘請

●Sushi Chef
●有經驗全工半工

企檯及帶位.
意者請電:

281-301-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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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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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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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餐館誠請
壽司師傅,助手,廚房助手

企檯及服務員
全工/半工均可
近醫學中心

713-533-9098
832-768-0299
713-838-9812

日餐高薪誠聘

壽司師傅一名

近糖城

意者請電:

832-373-8933

西南區賺錢
中餐館出售,無外送.
離中國城15分鐘,

2000呎, 租金$2200,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收入2萬,售價4萬.
意者請電:非誠勿擾
832-755-0022

*快餐店,薪優
位Humble區
『薪優』 誠請

全工炒鍋、炒麵
可以提供住宿
意者請電:

917-291-5895

*杏記甜品Katy店,誠聘
半工/全工前檯Cashier/Server

廚房出餐, 備貨, 洗碗
本店提供專業培訓,

有餐飲或港式甜點經驗為佳.
意者請電 : 832-818-7818

620-757-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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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租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00

*日本餐館誠請
經理、壽司師傅

企台及帶位
全工/半工均可

需工卡.
有意者請親臨或電：
713-781-6300
6345 Westheimer

*Now HIRING
誠請外送員

Delivery Driver
Please Call或親臨:
JASMINE FOODS at
713-228-1909
2401 McKinney St
Houston, TX 77003

*中餐館請人
誠請全工或半工

炒鍋,油鍋及送外賣
請2點後電或親臨:
713-856-7272
6340 N. Eldredge Pkwy

Green Garden綠園

賺錢中餐館出售
位Rosenberg Kroger
Center,老板退休出售
生意18萬,房租6500

包管理費，
想買便宜請勿打擾.
有意者請發信息:
626-757-8603

*中餐館請人
位6號/290,美式中餐
誠請全工炒鍋，企台，

半工周末外送,半工炒飯
撈面師傅，企台各一名。
需報稅。以上不包住宿

有意者請電:
713-213-0086
832-593-6688

*中越餐館請人
Woodland唯一一家
薪優誠請炒鍋,打雜
另Kingwood地區
薪優,誠請經理
有意者請電:

832-229-6421

中日餐館,薪優
位路州Baton Rouge

誠請 各一名
中餐大廚及壽司師傅
~以上提供住宿~

工資優越,住宿環境好
985-634-2580
225-892-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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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館請人
靠近249 中餐館，

誠請炒鍋，
和全工外送員.

意者請聯系 :
281-966-5342

*Asian City中日鐵板燒店
Chinese & Japanese Hibachi Restaurant

誠請 有經驗鐵板燒師傅
is hiring experiencedHibachi Chef ,

speak English.
Call : 281-319-4567 Arun

或親臨: 20205 Hwy59 North, Humble, TX 77338

*中國城奶茶店
誠聘男女員工

需有工卡,可報稅.
全工/半工均可.

薪優面談,意者請電:
713-772-7888
312-479-1188

*中餐館請人
位中國城百家廣場,

誠聘 企台,

後廚打雜, 洗碗工.
意者請致電或短信:
832-766-2042

賺錢美式中餐
外賣出售.因家中有人
生病，無心經營，願降價
出售。Katy 以北，離中國
城20分鐘，房租$1850
包水費,物業管理費，
垃圾費，營業6天，

生意3.5.非誠勿擾.電話
832-966-6616

好好餐廳請人
位於Bellaire/Cook Rd

誠聘全工有經驗
炒鍋, 打雜 及

企檯:廣東話/越南話
意者請電:

832-866-0368
12320 Bellaire Blvd.

合法主道店面
住家地產退休售

學區好,家庭事業兼顧
經營10年,網評4.5顆星
家庭餐館,月入萬元

3年回本售25萬機會難得
1607 N Travis Ave
Cameron, TX 76520
254-697-6869 林

珍寶海鮮城 誠聘
廚房炒鍋、 點心師傅 、推車

需少許英文, 全工或半工均可

請電:281-988-8898 或親臨面談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Cypress休斯頓
餐館誠請

炒鍋,炒鍋兼油鍋
打雜,企檯
意者請電:

832-929-5039
832-906-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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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餐館請人
二家Galleria &1960
誠請經理及企檯

需英文流利,懂酒水
全工/半工均可

小費極佳. 聯系電話:
281-636-8808

*KATY中餐館

誠請半工外送員

意者請電:

832-794-6868

*堂吃外賣中餐
出 售. 位45號南
生意好. 價錢面議

意者請電:
713-614-3873

無誠勿擾

*新餐館新設備
位西北區,2300呎,含新
傢具,新廚房設備,租金

極便宜,家中有事,
急售:$60000,預約看店:

請英文電或傳訊息 :
713-820-5799
7758 W. Tidwell #133,
Houston, TX 77040

*KATY日餐
誠請●洗碗

●Sushi Man
意者請電或

短訊(無人接聽時)
713-820-7402

*糖城中餐館
急聘●半工炒鍋

●廚房幫 手

●前台收銀:全半工可
意者請電洽:

281-759-0775

分類廣告

*日本餐館誠聘
Sushi Chef

全工或半工均可
小費好,薪水好.

意者請Email或親臨:
Ra Sushi Restaurant
Ekim@rasushi.com
3908 Westheimer
Houston, TX 77027

新點心海鮮酒樓 (原ChinaBear)
『薪優』 全方位誠聘:

經理, 企枱, 收銀, 帶位, 廚房師傅,
點心師傅, 炒鍋, 抓碼, 油鍋, 打雜等等...

意者請電或親臨面談:
281-240-8383 713-303-8998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高薪聘請
以下職位各多名

●經驗炒鍋抓碼師傅
●經驗北方面店師傅

●經驗企枱
有意者請電:

281-743-8013

手抓海鮮餐館
請收銀和企台

位Pearland,誠請
full time 及part time
收銀和企台，要求

有責任心，薪資面議，
有意向請聯系 :

912-381-5292
346-303-3218

連鎖素食餐館,誠徵
英文好店長, 經理及助理, 收銀員, 熟手企枱,
練習服務員, 周末學生工, 幫廚, 壽司助手

長短工,收入好,需要有身份能報稅.意者請短信:
702-768-6766 or 626-389-7600

微信: usavpay 年齡,時間 不限制.
素食者結緣!歡迎有志者加入我們的團隊,

位於休斯頓中國城附近.
地址: 6128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72

*糖城中餐館
『薪優』誠請

有經驗企檯數名
最好能報稅
意者請電:

281-980-8886
832-814-3029

*超市內壽司吧
誠請Part time
女性幫手一名,
需有些經驗

位610/290,在43街上
意者請5點後電:
832-660-2521

*美式快餐請人
近中國城，

請●經理: 懂英語.
●半工/全工收銀員:

英語流利.
2580 Fondren Dr
Houston TX77063
832-661-8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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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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頁 scdaily.com下方美南廣告AD
是最受歡迎的 招工/買賣/宣傳 最佳平台

www.scdaily.com/cla/ClaA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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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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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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桌,餐桌,Cable電視及冰箱),
無限上網,包水電.拎包入住,免簽長約,

月租特優. 最少1個月起.16年來感謝舊客戶推薦
Line/微信: houstontours

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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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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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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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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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租售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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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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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先熟悉、
后受雇.意者請將您的
要求和薪酬送到:
coolhelper128
@gmail.com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Co
in Houston is seeking new talent to join our team.
Sr.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 Logistics Specialist
•Bachelor's Degree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with business or supply chain background•1~2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ERP - SAP experiences are preferred•Take full ownership of customer issues & show a
strong commitment to going above & beyond•Manages logistics operations to ensur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delivery of shipments•Positive Attitude. Dependable. Takes initiative.•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spoken & written).•Bilingual (Mandarin & English) is preferable.

Please email your resume to
lwang@telcointercon.com Attn: HR

第一商業銀行休士頓分行徵才

(First Commercial Bank Houston Br. Job Vacancy)

Deposit and Operation Officer
( 存匯款作業專員 )

中英文雙語；金融,會計或經濟相關科系畢業
(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

( Major in Finance, Accounting, Economics or

related fields )

工作地點 : 位於休士頓市區.

意者請Email:

i927a@firstbank.com.tw

NOW HIRING
Food Distributor
looking for A/R

Can speak English,
Chinese plus Vietnamese
call : Lily & Helen
713-383-8818

*Hiring Overseas Buyer
A Sugar Land based U.S.company looking for full time sourcing specialist.
Engineering background and 3+ year related work experience required.
Ability in reading mechanical drawing and electrial blueprints a plus.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 be fluent in both Chinese & English are essential.
We offer competitive salary and benefits. Email:
itihiring2021-SS1@yahoo.com

No phone call or in-person visit please.

*English Editor for Online Education
Software firm is looking for editors for K12 education.
English Editor/Writer :
Familiar with Windows, PhotoShop, Google search, and HTML.
Math Editor:
Explaining math problems up to 12th grade, PhotoShop, and HTML.
Both require English writing skills. Bilingual is a plus.
Recent college graduates are welcome.
Email: hr@trans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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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Service

200看
護
服
務

*糖城住家看護
24小時看護(6天)
照顧行動不便女長者

及做少許家務
需體健,月薪$4000
詳情面談, 意者電:
832-277-8845
281-980-5860

方太集團美國
分公司休斯頓旗艦店
招聘全職零售銷售專員

需合法工作身份。
優渥福利，良好的薪酬
水平，外加獎金。發送
簡歷: shun.ouyang

@fotile.com
電:732-208-0877

地產公司誠聘
全職助理,中英文流利

熟悉辦公軟件，
公司位於中國城，
請電或Email:

281-529-5588
info@werlty.com

公司招聘
近中國城零售店,招聘
營業員, 倉庫管理員
Full time/Part time

工作環境好,待遇優.
需英文溝通流利

聯系電話:
832-558-8888

*Stafford TX塑料廠招聘
1.車間塑料磨邊工人 : 起薪：18美元一小時。
有進升空間做管理崗，年齡不限，學歷不限，英文水平不限.
要求：需要報稅，吃苦耐勞，心細，做事認真負責，踏實肯干.

2.模具工程師 : 年薪6W-10W.未來有進升空間做管理崗,年齡不限.
要求：熟練使用STP，Soildwork,AutoCAD,Proe等3D繪圖軟件。
須有3-5年以上從業經驗，特別是模具設計和維修保養經驗。
須會使用CNC，車床，銑床，磨床，以及模具設計機構經驗。

3.業務經理 : 年薪：7W起 + 提成 年齡不限。
要求：銷售經驗5年以上，業績良好，零售渠道資源豐富。
能夠獨當一面，能夠擔負起區域、大區、或做過全國市場的人員。
5年以上銷售一線工作經驗，對市場營銷有一定認知，有良好的市
場開拓能力及判斷能力，以及較強的組織管理能力。

Email：info@amberide.com
電話：713-550-6440 或 979-55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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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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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oger Warehouse
Now Hiring

●CDL Class A Truck Drivers : with 1-year
minimum verifiable experience/Home Daily

●Warehouse Orderselectors
●Fleet Mechanics
●Warehouse General Mechanics

Apply: Jobs.Kroger.com

櫥櫃工廠誠聘
有經驗木工師傅

待遇優厚

有意者請致電:

713-413-8818

住家或鐘點阿姨
家住醫學中心附近,
一周六天. 做飯(會煲
湯)和簡單打掃.要求:
綠卡,醫療卡和已打
新冠疫苗.薪優可議.

有意請聯系:
404-242-3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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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食品批發公司
誠聘 銷售人員: 可全職或兼職
底薪+佣金, 有無經驗均可.

可在家接單,中英雙語,電腦可培訓.
履歷請傳真至 :713-895-9663

或電郵至:
debra@westlakewholesaler.com

*SEAMSTRESS NEEDED
位Stafford,誠聘女裁縫師: 至少3年以上經驗

會工業車衣機,少許英文,一周40小時,
Minimum 3 years experience sewing on

industrial straight stitch & overlock machines.
40 hrs. per week at Stafford location.

Need to speak a little English.
Please call : 281-617-7056

*產權保險公司
誠徵助理,

Full time & Part time
中英文流利

意者請Email或電:
lawresume2016
@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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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政
助
理

管

家
Housekeeper

*公司誠聘
●銷售人員Sales
●司機兼倉庫1人

需身份英文,有經驗優先
地點Houston TX77055
請電或Email: Jimmy
626-255-8323

gaic@gaicusa.com

*Now HIRING
誠請外送員

Delivery Driver
Please Call或親臨:
JASMINE FOODS at
713-228-1909
2401 McKinney St
Houston, TX 77003

*某食品公司誠聘
業務員，跟單員，文員: 需英文流利.

待遇好，可辦身份！
位Stafford, TX 77477. 意請發郵件：
oceanking28@yahoo.com

電話: 832-877-5468

Part Time Office Manager
/ Factory Production Assistant

●English fluency ●knowledgeable of Word & Excel
●professional phone conversation skills
●QuickBooks can be trained on site
●Ability to assist in warehouse production work as needed
●Mon - Fri 兼職辦公室經理/工廠生產助理
●Email : gary@banyanfoods.com
for interview scheduling"

誠聘倉庫管理員
8號和290附近,能英文
溝通, 時間8:30 - 5點
(實際上班時間可議)
如是男性可住公司
有住房,包水電

有意者請聯系: Sean
713-965-3181

*長期倉庫工人
勤奮,守時,安全.

需有合法身份. 每周
工作5天, 7:00-4:00.
會開叉車和懂英語者
優先考慮.上班地點在
Bissonnet @ Beltway 8
電: 713-856-0003
Linda@smartintl.com

*聘請廚師
需要在懷俄明州的

油田工作
公司提供公寓，
食物和交通。
請發簡歷至

mmo@greenreser
veenergy.com

修車廠聘實習工
招聘年輕實習修車技工
有經驗優先，需講英文，

肯學習汽車修理，
根據技能付酬。

意者請留言或郵件至:
832-766-3882
autelgoodcare
@gmail.com

*電子維修公司
誠聘●網絡推廣兼
網站維護一名,
●檢測人員一名
(無經驗也可)

意者請短信或電
281-650-6136

*中國城奶茶店
誠聘男女員工

需有工卡,可報稅.
全工/半工均可.

薪優面談,意者請電:
713-772-7888
312-479-1188

中國城茸蔘店
誠聘男女員工

需有工卡,可報稅
薪資面議

有意者請電:
713-772-2889
713-354-3233

電腦公司招聘
倉庫打包管理人員,

電腦升級維護.
大學本科畢業,較年輕.

對長期穩定工作
且能力強者.

有意者請寄履歷至:
info@zeeknox.com

* 『高薪』 誠聘通勤阿姨
位Memorial area 附近,

須擅長中餐烹飪,北方口味,干淨勤快.
工作時間: 每天2點-8點,每周5天或6天

需提供打針證明. 非誠勿擾.
有意者請電: 832-917-3489 孫女士

*Experience Accountant
/ Manager Assistant Needed
Location: Stafford, TX 77477

College degree in Accounting, At least 3 years
Accounting experience (QuickBook, AP/AR, Bank
Recon, Monthly Closing, GL , Financial Statement,

Payroll ) Flu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Shipping Experience prefer.

Pla send resume to: jackkho@gmail.com

Jennie Trading Group d/b/a Pepper Twins in Bellaire, Texas seeks General Manager
Manage day to day operations of two restaurants. Lead the chef team, server team and kitchen team in providing full services for two restaurants
including dine-in, delivery and catering. Rely on strong skillsets in marketing, accounting, hospitality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s, and food
service hygiene and safety norms. Ensure execution of management strategy to achieve profit targets. Supervise staff shifts and punctuality.
Appraise chef staff and kitchen lead performance and provide feedback to improve efficiency. Liaise with the executive team, staff, and external
vendors. Coordinate daily restaurant operations from front to back. Oversee restaurant deliveries, vendor management, and business-related portals
and accounts. Review daily, weekly, and monthly sales and adjust marketing and inventory management strategies accordingly. Manage operations
costs and identify measures to reduce waste. Manage budgets, expenses, statistical, & financial records. Ensure compliance with licensing, hygiene
and health, and safety codes and guidelines. Respond to inspections and inquiries from the Houston Department of Health. Establish and supervise
the customer loyalty program, marketing strategies, & promotion system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RM software applications, social media, online
platforms and local events. Promote and negotiate agreements with catering & party events. Hire, train, evaluate and terminate staff when necessary.
Requirements: Bachelor’s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wo years of experience in restaurant management and human resources.
Experience must include managing back-of-house systems, sales systems, restaurant operating systems, CRM and online promotional systems in
a restaurant setting. Chinese language required for communication with staff members and vendors, production of bilingual training materials, menus, fliers, etc.
Requires two years’experience with accounting with applications such as QuickBooks, book-keeping, accounting, ADP; food processing systems
such as Toast, Five Star, Chowly, Checkmate; Food delivery systems such as Uber Eats, Doordash, Grubhub, Chowbus, Favor; Marketing on platforms
such as Facebook Marketplace, Google Analytics, Yelp, Houston Press, DM; and visual design: Adobe, Canvas.

Resume to: Danting Li, Manager, Jennie Trading Group d/b/a Pepper Twins, 5210 Spruce St., Bellaire, TX 77401, danting@wanbridgegroup.com

San Antonio
工廠請人

90%全自動化工廠
無經驗不懂英文皆可

公司提供公寓
有意者請電:

832-615-6001
薪資面談

公司誠聘
會計和辦公室助理
8號和290附近
需中英文流利
有意者請電 :

832-256-4779
薪資面談

活動中心誠聘
廚房師傅一名
司機一名
診所物理治療助理一名
需有身份,可報稅
~~待遇面議~~

意者請電: 非誠勿擾
281-235-3199

地產公司誠聘
物業管理助理
中英文流利
全職/兼職

有意者聯系:
wendy.hao

@swrealtygroup.com

*OPICOIL AMERICA, INC. 徵才
( OPICOIL AMERICA, INC. Job Vacancy )

Executive Secretary- Full Time (主管秘書-全職)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英文聽說寫精通)
●Experienced in a secretary or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is preferred (有秘書或行政人員經驗者佳)
●Skilled in Microsoft Office products ( 熟悉Microsoft Office)
●Legally authorized to work in the USA (可合法在美國工作)

Work location: Downtown Houston (工作地點:休士頓市區)
意者請Email: tchou@opicoil.com

誠聘家務助理
家住Memorial區

照顧接送小孩上下學
( 1歲半, 3歲半 )
及 做簡單家務.

1周至少五天,工資面談
意者請電: Thomas
713-398-7198

牙科診所,高薪
醫學中心附近,招收
有經驗牙科助手,

有執照的優先考慮,
需合法工作身份,
會英文. 聯系電話:
713-665-0700

*大型家具電商公司
招聘倉庫文員.
中英文流利,

合法身份,可報稅.
懂電腦操作 Excel, Word.

新手公司會培訓,
發展方向為倉庫經理.
意者請Email履歷至:

39f.usain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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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300 NOW HIRING
Food Distributor
looking for A/R

Speak English & Chinese
call : Lily & Helen
713-383-8818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誠聘做飯阿姨
馬上可以開始。工作
干淨利索，喜歡做飯，
有責任心。要住家，

包吃住，薪優，有意者
或者有朋友介紹的，
請微信聯系或電話:
usababy333
713-410-4900

*石山地產公司請人
會計部誠征AP會計一名，

需有合法工作身份和會計學歷背景或在美
國實際會計工作經驗。公司提供帶薪休假,
醫療保險, 401K等福利.地點在中國城附近

請將個人簡歷及薪金要求
電郵至 : lei.xin@stonemtn.com

或傳真至: 832-571-2963

冷氣公司請人
誠請學徒工一名
年齡在40歲以下

會開工具車
( Cargo Van )
意者請電:

713-826-1168

*誠徵家政助理
誠聘住家或鐘點女士

近醫學中心,
一周六晚,簡單打掃,
主要陪伴健康女長者
要求誠信可靠,己打
新冠疫苗.工資面談.
電: 917-846-2011

家
政
助
理

管

家
Housekeeper

*Logistics Specialist &
Operations Analyst (TelcoGreen)
Responsibilities:
●Manages logistics operations to ensur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delivery of shipments
●Maintain and administer company
inventory control
●Supplier Chain management–
Manage supplier relationship, forecast
order planning & Sourcing new suppliers
●Business Reporting–
Create analysis reports to management
on key findings and assessments

Qualifications:
●Bachelor's Degree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with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r supply
chain background
●2-3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ERP - SAP experiences are preferred
●Bilingual (Mandarin & English) is preferable.
(Mandarin and Chinese writing is a must)

Please send cover letter and resume to :
lwang@telcointerc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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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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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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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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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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Registration

英
文
班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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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寵物美容
Pet Gro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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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School

駕
駛
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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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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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式大型SPA

休士頓，Katy
Westgreen & Kingsland

誠招能報稅，
有執照的女按摩師
大費高，小費好。

絕對色免.聯系電話:
281-743-6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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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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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系電話 : 832-941-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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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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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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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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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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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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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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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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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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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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 Store
SPA /Salon

For Sale

按摩店/美容院
出租或出售或合作

傳統泰式按摩店出售
位I-45旁,交通繁忙人流多,100,000+/天
因東主有他事業無暇兼顧,忍痛出售,

有5個按摩房,等候間,廚房,辦公室,衛生間
帶洗澡間,每按摩房收入至少$5000
附近商業及住宅區林立,低租金,
有安全照相警報系統. 請英文電:

346-380-1914 646-515-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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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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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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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stration
撲克牌培訓班

*54歲男士徵婚友
因本人有餐館生意

誠尋57歲以下會英文女士,
共同經營餐館生意

希望先交友再共組家庭
誠意者請電: 832-946-0030

*大型高端店
~~ 急 需 ~~

招聘 男女按摩師,
不會的可教,正規店,

兼職全職均可.
有意者聯系電話:
636-399-7438

盛家裝修
住宅/餐館: 廚房台面,
地磚,地板,樓梯,內外
油漆,水電木工維修,

衛生間改造
噴泉涼棚,籬笆水槽,
質量第一和保證誠信
832-282-8746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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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達裝修公司
20多年經驗,

專業舊房屋翻新,
鋪設地板地磚,

水電維修,涼棚花棚
搭建.價格合理

626-757-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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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正規床腳店,薪優急聘
位Memorial高檔區,離中國城15分鐘

高級床腳店, 誠徵女按摩師: 大費高,

收入穩定,下班早.自駕車,可報稅

意者請電 : 713-468-3799
色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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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徵婚友
62歲,大學畢,有正職,有身份。

征身體健康,經濟穩定,
具身份之適合男士。

有意者,請寄資料及照片至：
Y6258@yahoo.com

謝老師交通安全班罰單

駕照中文筆試路考二天取駕照

青少年駕照班

832-863-8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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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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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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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ive Driving

KATY美甲店
誠聘美甲師多名

好區,客源多,小費高
~~薪優面議~~
有意者請電:

713-502-3973Manicure Hiring

美甲店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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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請人

HIRING
for M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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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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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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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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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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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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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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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32-727-8888 ( 中文 )
281-818-2990 宛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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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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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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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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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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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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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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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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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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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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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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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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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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n Works

精修車庫門
開門電機及傳動,

彈簧更換及線路故障.
整門及部分更換.自動
鐵門維修及故障排除.
20年經驗，最低收費。

電：陸先生
281-827-5309
832-734-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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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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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ms Service
房屋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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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冷暖氣
政府執照,經驗富豐,
維修,保養,檢測,加氟
廚房/家用冷暖氣系統
收費合理,免費估價
請致電: 陳先生

929-366-6995

通水管
排污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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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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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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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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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32-727-8888 ( 中文 )
281-818-2990 宛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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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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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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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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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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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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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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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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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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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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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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修車庫門
開門電機及傳動,

彈簧更換及線路故障.
整門及部分更換.自動
鐵門維修及故障排除.
20年經驗，最低收費。

電：陸先生
281-827-5309
832-734-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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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Claims Service
房屋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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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冷暖氣
政府執照,經驗富豐,
維修,保養,檢測,加氟
廚房/家用冷暖氣系統
收費合理,免費估價
請致電: 陳先生

929-366-6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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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considers easing COVID-19 restrictions in 
Tokyo, Osaka from Jun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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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June 11 (Xinhua) -- The Japa-
nese government is considering easing the 
COVID-19 restrictions in Tokyo and Osaka 
from June 21, a government official said Fri-
day.

Tokyo and Osaka are likely to be kept under 
a quasi-state of emergency with less tough 
measures to be implemented, and the state 
of emergency for most of the 10 prefectures 
covered will be lifted on the planned end date 
of June 20, the official said.

The government aims to prevent a resurgen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head of the To-
kyo Olympics slated to start on July 23.

In areas to be put under a quasi-state of emer-
gency, the government plans to continue asking 
restaurants to shorten their opening hours but is 
considering lifting the ban on sales of alcoholic 
beverages.

A state of emergency approves orders for cer-
tain facilities to shut down, while a quasi-state 
of emergency allows shortening opening hours.

A formal decision is expected to be made 
at a government meeting to be held as early 
as Thursday, aft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Yoshihide Suga meets relevant ministers and a 
subcommittee of experts to discuss restrictions 
on major events to be held in July and August. 

World COVID-19 death toll this year 
already tops that of 2020: media

CHICAGO, June 11 (Xinhua) -- 
U.S. Midwest state of Illinois, in-
cluding the country’s third largest 
city of Chicago, fully reopened on 
Friday amid jitters.

By fully reopening, it means going 
outside without a mask or gath-
ering in small groups with other 
vaccinated friends, increasing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dropping 
restrictions incrementally.

While some people are hailing a 
return to near-normalcy and plan-
ning various celebrations, some 
others express the concern that 
COVID-19 safety measures might 
be dropping too quickly, Chicago 
Tribune reported Friday.

Roughly 54 percent of adults in Illi-
nois are fully vaccinated, according 
to state health statistics. The state is 
far off from reaching herd immunity 
of 80 percent, a threshold some health 
experts have estimated.

Chicago is averaging just 79 new 
coronavirus cases per day, compared 
with days when cases topped 3,000 in 

the city. The daily case number is 
down 41 percent since last week.

Allison Arwady, Chicago’s public 
health commissioner, on Thursday 
cited the city’s rapidly declining 
COVID-19 numbers as the reason 
to be confident about Friday’s full 
reopening in the city and state.

But she also added that the city 
continues to recommend that 

anyone who is not vaccinated, 
including young children, wear a 
mask, particularly while indoors.

Chicago has beaten other U.S. 
large cities in fully reopening.

French biosecurity expert dis-
misses Wuhan lab leak theory

HONG KONG, June 11 (Xinhua) -- A French 
biosecurity expert who supervised the con-
struction and accreditation of the biosafety lev-
el 4 (BSL-4) laboratory of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WIV) has dismissed the theory 
that COVID-19 escaped from the lab, a Hong 
Kong newspaper reported Friday.

The French expert, Gabriel Gras, put the 
chance of a leak from the BSL-4 laboratory at 
"zero percent," according to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e lab is of a high standard. It was my daily 
work to verify this, and as I had the back-
ground of safety (consultant), lab designer, and 
virology scientist, I was 100 percent involved," 
Gras said, stressing that he had "no doubt" 
about the safety of the lab.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Gras also had little 
doubt that the virus is natural.

"I am 100 percent sure it is not constructed, 
developed in a lab,"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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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NEWS

BEIJING, June 9 (Xinhua) -- China’s consumer inflation contin-
ued modest growth in May, while factory-gate prices registered 
rapid expansion due to increasing commodity prices and the solid 
recovery of domestic demand, according to official data released 
Wednesday.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a main gauge of inflation, rose 1.3 
percent year on year in May, up from the 0.9-percent growth rate 
in April,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Consumer prices remained generally stable in May as local gov-
ernments and various departments continued efforts in ensuring 
supply and stabilizing prices, said Dong Lijuan, a senior statistician 
with the NBS.

The average CPI in the first five months of the year went up 0.4 
percent from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according to the NBS.

The faster CPI growth in May was mainly due to the stronger car-
ry-over effect of last year’s price changes, Dong said.

The carryover effect contributed 0.7 percentage points to the CPI 
growth, while new price increases contributed 0.6 percentage 
points, the NBS data showed.

Food prices climbed 0.3 percent year on year in May, reversing the 
0.7-percent decline in April, pushing up the consumer inflation by 
0.05 percentage points, according to the data.

As hog production continued to recover and pork supply kept in-
creasing, pork prices dropped 23.8 percent year on year last month, 
with a pace 2.4 percentage points faster than April. On a monthly 
basis, the price declined by 11 percent, the NBS data showed.

To stabilize pork prices, China has taken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boost the pork supply, including releasing frozen pork reserves 
and increasing imports. The country has also ramped up financial 
support, including subsidies and loans, to major pig-producing 
counties to soften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restore production.

Economic Watch: China’s CPI continues 
expansion, PPI registers fast growth  

Non-food prices went up 1.6 percent 
year on year in May, compared with 
the 1.3-percent increase in April, with 
the price of air tickets surging 32.3 
percent and that of gasoline up 22 
percent, according to the NBS.

On a monthly basis, the CPI declined 
0.2 percent, with food prices down 
1.7 percent, narrowing the decline 
by 0.7 percentage points from April, 
NBS data showed.

The month-on-month drop was 

mainly driven by the continued de-
cline in overall food prices, which has 
stabilized consumer prices recently, 
said Guo Liyan, a researcher with the 
Chinese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

China has set its consumer inflation 
target at around 3 percent for the year 
2021,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this year.

Guo noted that the production and 

supply of goods and services for 
consumers will be abundant later 
this year,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ensuring the sufficient supply of ag-
ricultural and sideline food products 
and abundant production capacity of 
industrial consumer goods.

China’s CPI is expected to fluctuate 
moderately in an appropriate range 
based on the nation’s solid founda-
tion, and the annual price control 
target can be successfully achieved, 
Guo said.

Editor’s Choice

A woman holds a megaphone during a protest of Cornwall Climate Youth Alli-
ance in partnership with Fridays for Future and Climate Live, at Gyllyngvase 
Beach, in Falmouth, on the sidelines of G7 summit in Cornwall, Britain, June 
11, 2021. REUTERS/Tom Nicholson

Two people wearing protective suits walk during a protest of Cornwall Climate Youth Alliance 
in partnership with Fridays for Future and Climate Live, at Gyllyngvase Beach, in Falmouth, on 
the sidelines of G7 summit in Cornwall, Britain, June 11, 2021. REUTERS/Tom Nicholson

Climate change activists dressed up as black birds protest in St. Ives,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7 summit in Cornwall, Britain, June 11, 2021. REUTERS/Dylan Martinez

An incoming tide washes away 
a part of a giant beach sand 
artwork depicting the face of 
Britain’s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and other G7 leaders, 
created by campaign group 
Avaaz, at Watergate Bay Beach, 
Newquay, Britain, June 10, 
2021. REUTERS/Tom Nich-
olson

Inflatable dummies de-
picting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Britain’s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are displayed on a pontoon 
floating off Gyllyngvase 
Beach during an action 
organized by Crack the 
Crisis, in Falmouth, on the 
sidelines of G7 summit in 
Cornwall, Britain, June 
11, 2021. REUTERS/Tom 
Nicholson

Climate activist Marijka 
Zwozdiak, 20, takes part in a 
demonstration on the beach in 
St. Ives, on the sidelines of G7 
summit in Cornwall, Britain, 
June 11, 2021. REUTERS/Dylan 
Martin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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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Biden is set to announce Thursd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ought 500 million doses 
of Pfizer’s COVID-19 vaccine to donate to CO-
VAX, which is distributing vaccines to countries 
that cannot afford to buy enough shots, a source 
familiar with the deal confirmed to NPR.
The news comes after Biden’s arrival Wednesday 
in England on the first foreign trip of his presi-
dency. He has said he wants to use the eight-day 
European trip to marshal a plan with other G-7 
nations to help end the pandemic around the 
world.

“We have to end COVID-19, not just at home, 
which we’re doing, but everywhere,” Biden told 
troops Wednesday during his stop at Royal Air 

Force Mildenhall.
The vaccine giveaway signals a growing ro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 vaccina-
tion effort and comes on the heels of Biden’s 
promise to share 80 million additional doses 
by the end of June with COVAX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foreign leaders have been urging wealthy 
countries, which have secured the lion’s share 
of the global vaccine supply, to up their con-
tributions, especially those with excess dos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w donation will see 200 million shots 
delivered this year, and 300 mill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2, the source said, speaking on con-
dition of anonymity ahead of the announce-
ment.
“It represents another significant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says Dr. Krishna Udayaku-
mar, director of the Duke Global Health Inno-
vation Center. “If we see a full U.S. strategy 
for global vaccination announced at the G-7 

Leaders’ Summit, as well as coordinated, sub-
stantive action across G-7 members and the 
EU, this week could represent a turning point 
in the pandemic.”

The COVAX program — led by Gavi the Vac-
cine Allianc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
ness Innovations — has struggled to secure 
enough shots to meet its goal of ensuring that 
20%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is vaccinate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About 2 billion shots 
have been administered worldwide — the vast 
majority in high-income and upper middle-in-
come countries.
“It’s another data point that illustrates that 
Biden is serious about the U.S. playing a lead-
ership role in ending this pandemic,” says Dr. 
Junaid Nabi, a fellow at the Aspen Institute 
and senior researcher a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This should also encourage Euro-
pean/G-7 countries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this global health crisis, as they have been 
very slow in responding and contributing to-
ward this global public good.” (Courtesy npr.
org)
Related

Why Millions Of Doses (From 
Biden) And A Billion Bucks (From 

Mastercard) Aren’t Enough
Vaccines are now on their way to parts of the 
world where vaccines are sorely lack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exporting an ini-
tial batch of 25 million doses from a promised 
80 million for countries in need, part of the 
president’s pledge on June 3 to “lead the world 
in the fight to defeat COVID-19.”
The private sector is jumping in as well. On 
Tuesday, the Mastercard Foundation an-
nounced a $1.3 billion donation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to assist the Africa Centre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 vaccinat-
ing at least 50 million people on the continent.  
Vaccine doses are in short supply in African 
countries — and even when they arrive, there 
may not be a way to get them into people’s 
arms in a timely fashion.

Above: People wait to get vaccinated at a hospital in 

Thika, Kenya, in March. Experts say ramping up inter-

national vaccine distribution will save lives by curtailing 

COVID-19 outbreaks and stem the emergence of new, 

potentially more dangerous variants that could spread 

more quickl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Photo/Patrick 

Meinhardt/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A 500-Million-Dose Do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uy 500 million doses of 
Pfizer’s COVID-19 vaccine to donate to impov-
erished nations, signaling a massive new invest-
ment in the worldwide inoculation campaign, 
according to a person familiar with the initiative.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the plan last week 
while attending the annual summit of the Group 
of 7, made up of the leaders of seven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ies, in Cornwall, En-
gland. The Pfizer doses will be provided to CO-
VAX, an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distributing 
vaccines to low-income countries. COVAX will 
provide the vaccines to 92 countries and the Afri-
can Union, which comprises 55 nations.
The donation represents a cornerstone of the U.S. 
effort to bring the global pandemic to an end and 
counter the influence of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such as Russia and China, which were quicker to 
provide vaccines overseas. 

Biden initially focused on providing enough vac-
cines to Americans, which drew criticism from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that said the world’s 
wealthiest nation shouldn’t be sitting on the side-
lines. But is it enough to beat back a virus that has 
already killed more than 3.7 million people glob-
ally and continues to mutate in alarming ways?
The Biden donations are designated for a wide 
range of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the Carib-
bean and parts of Asia and Africa. The remaining 
55 million should arrive by the end of June, says 
White House COVID-19 Response Coordinator 
Jeff Zients.
It’s a welcome albeit belated sign of shifting U.S. 
priorities. Foreign leaders and health experts say 
the 80 million doses must be swiftly followed 

with substantially more vaccines and assis-
tance.
“It’s a good start, but we could be contribut-
ing a lot more,” says Dr. Denise Garrett, vice 
president of Applied Epidemiology at the Sabin 
Vaccine Institute.

“We have a lot of vaccines that are sitting some-
where in a warehouse, and they need to be in 
people’s arms,” she says.
The U.S. alone has purchased about 1.1 billion 
doses of COVID-19 vaccines from manufactur-
ers and, with a total population of 328 million, 
will hav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excess dos-
es. Meanwhile, about 2 billion shots have been 
administered worldwide — more than 80% in 
either high income or upper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This 80 million is about priming the pump 
for much more supply that needs to come in to 
make a meaningful impact over the next weeks 
to months,” says Dr. Krishna Udayakumar, di-
rector of the Duke Global Health Innovation 
Center.
The U.S could have 300 million excess doses 
by the end of Jul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G7 countries could have anywhere from 1 to 2 
billion excess doses available in 2021, accord-
ing to two analyses by Udayakumar and his 
colleagues.

“Timing is really critical here. Doses in De-
cember or next year are going to be much less 
meaningful than sharing doses this summer,” 
he says.
COVAX — the global vaccination initiative co-
l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 is distributing 75% of the doses from the 
U.S., although White House officials say they 
will ultimately decide which countries receive 
them.
As the world’s largest vaccine distributor, CO-
VAX set out to ensure that 20%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was vaccinate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but has struggled to secure enough shots to 
stay on track. (Courtesy np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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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den Announces Plans
To Donate 500 Million Pfizer

Vaccines To Countries In Need

President Biden steps into a motorcade vehicle after arriving Wednesday at Royal 
Air Force Mildenhall in Suffolk, England, on the first leg of his European trip. “We 
have to end COVID-19, not just at home, which we’re doing, but everywhere,” he 
said. (Photo/Patrick Semansky/AP)

COMMUNITY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has eased travel recom-
mendations for more than 110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including Japan just ahead 
of the Olympics.
The CDC’s new ratings, first reported by 
Reuters and posted on a CDC website on 
Monday, include 61 nations that were low-
ered from its highest “Level 4” rating that 
discouraged all travel to recommending 
travel for fully vaccinated individuals, the 
agency confirmed on Tuesday.
An additional 50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have been lowered to “Level 2” or “Level 
1,” a CDC spokeswoman said. Countries 
ranked lowest for COVID-19 risks now 
include Singapore, Israel, South Korea, 
Iceland, Belize and Albania.
Among those now listed at “Level 3,” are 
France, Ecuador, the Philippines, South 

Africa, Canada, Mexico, Russia, Spain, 
Switzerland, Turkey, Ukraine, Hondu-
ras, Hungary and Italy.

A man pushes his bags on the de-
partures level at Los Angeles Inter-
national Airport (LAX) on May 27, 
2021 in Los Angeles as people travel 
for Memorial Day weekend, which 
marks the unofficial start of the sum-
mer travel season. (Photo/Frederic J. 
Brown | AFP | Getty Images)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said it had 
updated its recommendations to reflect 

the recent methodology update, but not-
ed not all ratings were revised because 
of other factors including ” commercial 
flight availability,  restrictions  on U.S. 
citizen entry, and impediments to ob-
taining COVID test results within three 
calendar days.” 
The State Department eased its ratings 
on 8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including 
Japan. On May 24, the State Department 
had urged against travel to Japan, citing 
a new wave of coronavirus cases before 
the Tokyo Olympics are set to begin on 
July 23.

The State Department warning raised 
concerns and prompted the White House 
to reaffirm its support for Tokyo’s plan 
to hold the Games this summer and for 
U.S. athletes competing there despite a 
new wave of infections and a low vac-
cination rate in the host country. Foreign 
spectators have been banned, and orga-
nizers are expected to make a decision 
late this month on domestic spectators.
Revised Criteria
The CDC said the change came after it 
revised its criteria for travel health notic-
es. The CDC said it also revised its rat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Level 3” from 
“Level 4.”
The agency said the new criteria for a 
Level 4 “avoid all travel” recommen-
dation has changed to 500 cases per 
100,000 from 100 COVID-19 cases per 
100,000. The agency added that many 
countries have lower ratings “because of 
the criteria changes or because their out-
breaks are better controlled.” The CDC 
said it expects more countries to get low-
er, more favorable travel ratings.

Other countries being lowered to “Lev-

el 3” include Honduras, Indonesia, Jor-
dan, Libya, Panama, Poland, Denmark 
and Malaysia. Many of the countries 
that now have lower ratings remain on 
the U.S. government’s list of countries 
subject to severe travel restrictions - and 
most have been subject to the restric-
tions since early 2020. The United States 
bars nearly all non-U.S. citizens who 
have within the previous 14 days been 
to China, the United Kingdom, Ireland, 
India, South Africa, Brazil, Iran and the 
26 Schengen nations in Europe without 
border controls.                                                                                                             
Asked why the United States is main-
taining the restrictions even though some 
countries that now have low infection 
rates are subject to them, while others 
with high rates are exempt, 

CDC Director Rochelle Walensky said 
on Tuesday the issue was subject to “an 
interagency conversation, and we are 
looking at the data in real time as to how 
we should move forward with that.” Re-
uters reported on Tuesday the Biden ad-
ministration is forming expert working 
groups with Canada, Mexico, the Eu-
ropean Union and the UK to determine 
how best to restart travel safely after 15 
months of pandemic restrictions, citing 
a White House official. (Courtesy cnbc.
com)
Related

Travel Ban Lifted But 
Caution Still Advised 

According to Reuters.com, the CDC’s 
updated international travel ratings low-
ered 61 nations from the highest Level 
4 to Level 3, which recommends fully 
vaccinated tourists be allowed to visit 
while still being cautious.  Some of the 
countries now listed at Level 3 include 
France, Ecuador, the Philippines, South 
Africa, Canada, Mexico, Russia, Spain, 

Switzerland, Turkey, Ukraine, Honduras, 
Hungary and Italy. Japan was also added 
to the list ahead of the Olympics.
Another 50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re-
ceived a new Level 1 or level 2 rating, in-
cluding Singapore, Israel, South Korea, 
Iceland, Belize and Albania.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also eased its 
ratings on 8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but noted that not all recommendations 
were revised due to “flight availability, 
restrictions on U.S. citizen entry and im-
pediments to obtaining COVID test re-
sults within three calendar days.”
The State Department also included Ja-
pan on its revised travel rating list, set-
ting the stage for vaccinated athletes to 
partake in the Tokyo Olympics, which 
are expected to begin on July 23. For-
eign spectators have been banned from 
the Games.
Earlier this week, Canadian Prime Min-
ister Justin Trudeau and other health of-
ficials were reportedly preparing to ease 
border restrictions for fully vaccinated 
travelers, including those from America. 
(https://www.travelpul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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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POINTS
The new ratings, which were not previously reported and posted on a                                                 

CDC website Monday, lower 61 countries to “Level 3,” including France, South 
Africa, Canada, Mexico, Russia, Spain and Italy.

Another 50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have been lowered to                                                                  
“Level 2” or “Level 1,” a CDC spokeswoman said.

The CDC said it has also revised its rat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Level 3” from “Level 4.”

CDC Eases Travel Ban
On 110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Including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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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房地產 停看聽系列講座 ( ⼆⼗六 )

        任何的专业都需要⼤量的精神、时间投⼊，才能从新⼈菜⻦，成为

⼀流的专业⼈⼠，房地产界也并不例外。⽽在成为专业经纪⼈的这条路

上，以下五点会是最需要下功夫的课题：

聯⽲地產凱蒂亞洲城 
電話：346-998-8000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聯⽲地產中國城
電話：713-630-8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房地產   停看聽系列講座 ( 四⼗九 )

Q 近年房地产市况热络，加上疫情来访，许多⼈开始尝
试转换跑道，想趁机为⾃⼰充值。不过，投⼊房地产
业的⻔坎究竟有多⾼？到底房产经纪⼈是否只是联络
客⼾，带看房⼦这么简单？初⼼者⼜该如何准备？

房地产经纪⼈必⾛的基础五步骤

1,000~8,000平⽅英尺 多種店鋪⽅案，邀請您來選擇

与休斯顿⼤学, 休斯顿⼩区⼤学, HMart, 鲜芋仙
��C, 海底捞,添好运, Kura等名店为邻 聯⽲地產凱蒂

亞洲城 RE/MAX UNITED

1. 考取专业执照：
参加经纪⼈执照考试是投⼊⾏业的第⼀步，⼀⽅⾯需取得执业资

格，⼀⽅⾯也要为⾃⼰的知识背景打下良好基础，⼴泛学习房地产

业的概念与技能。

2. 寻找合伙公司：
考获执照的合格⼈⼠必须挂靠经纪⼈公司，才能合法进⾏相关⼯

作。⾯试时不仅是为⾃⼰找公司挂靠，更要评估公司理念与⽂化是

否适合⾃⼰，以及是否符合未来事业与⼈⽣的规划。

3. 与客⼾沟通：
⾝为房地产经纪⼈，最重要⻆⾊就是担任买卖双⽅的沟通桥梁，买

家与卖家皆是经纪⼈的客⼾，因此除了单⽅⾯的介绍、看房，也需

不时与双⽅协调和谈判，协助传递讯息，必要时更要议价讨论。

4. 同⾏验房：
不论新旧房屋，⾯对验屋师提出的各种问题，经纪⼈都需要客观、

有效的应对，确保各⽅的需求和意⻅都有被照顾到。

5. 拟定法律⽂件：
经纪⼈的⼯作不只是带看房⽽已，当买卖双⽅有意成交时，经纪⼈

亦需协助撰写合约与其他相关⽂件，以保障各⽅的利润与权益。

        成功的路都是坎坷不平的，专业房地产经纪⼈的佣⾦回报固然可

观，但要挤⾝顶尖经纪⼈的⾏列，就必须拥有独当⼀⾯的能⼒，且须不

断增进知识与技能。

        房地产业与其他⾏业不⼀样的地⽅在于，⼀切的成绩都操之在⼰，

⾃⼰当⾃⼰的⽼板，没有⼈可以帮助你。因此，⼤家在投⼊前，可先思

考⾃⼰是否具备以下⼏种特质：

退⼀步思考，先评估再投⼊

1. 愿意接受挑战：

专业的经纪⼈会不断提⾼⾃我要求⼀直提⾼對⾃⼰的要求，藉由挑

战新事物，磨练⾃⼰的应变能⼒、抗压性承壓⼒、与⼯作效率。

2. 语⾔能⼒：
⽆论是⾯对来⾃四⾯⼋⽅的客⼾、与各服务部⻔沟通，都必定有⼤

量的对话，拥有语⾔优势绝对会为固有的专业加分。

3. 不断学习：
通过公司举办的职业培训和⾃主的精进学习，才提供更优质的专业

服务，进⽽从众多房地产经纪⼈中脱颖⽽出。

要成为房地产经纪⼈ 该注意什么？

位於休斯頓西南區知名體能訓練中位於休斯頓西南區知名體能訓練中
心心Temple ConstructionTemple Construction 日前舉行年度日前舉行年度
夏季班夏季班11期師生體能訓練成果報告活動期師生體能訓練成果報告活動

，，包括健身項目包括健身項目，，有氧項目有氧項目，，武術訓練武術訓練
及重力訓練等項目觀摩及重力訓練等項目觀摩。。多位學員在老多位學員在老
師們的指導下得到了佳績師們的指導下得到了佳績。。在健康標準在健康標準

及個人期許都有了成功的目標及個人期許都有了成功的目標，，新年新新年新
期許得到了實踐期許得到了實踐，，共同度過了歡樂的時共同度過了歡樂的時
光光。。

Temple ConstructionTemple Construction體能訓練中心體能訓練中心
夏季第一期師生成果報告夏季第一期師生成果報告（（下下））


	0614MON_C1_Print.pdf (p.1)
	0614MON_C2_Print.pdf (p.2)
	0614MON_C3_Print.pdf (p.3)
	0614MON_C4_Print.pdf (p.4)
	0614MON_C5_Print.pdf (p.5)
	0614MON_C6_Print.pdf (p.6)
	0614MON_C7_Print.pdf (p.7)
	0614MON_C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