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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hat : AD7133021553

分類廣告價目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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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數 Week 一 週

Place Your AD

CLASSIFIED AD. RATE
二 週 三 週 一 月
2 wks 3 wks 1 mon

$80

$105

$125

2 格 (2units)

$90

$160

$210

$250

3 格 (3units)

$135

$240

$315

$375

4 格 (4units)

$180

$320

$420

$500

老美中餐館

2022 年休士頓黃頁 開始登記了

8/31 截稿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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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ww.scdaily.com
Click(上網：
Stop by(登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FFECTIVE: 從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

Cypress 休斯頓

一通電話，萬事 OK

*糖城中餐館

8月17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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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電 : 281-498-4310
微 信 : AD7133021553
Email : YP@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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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館誠請

餐館誠請

中國城奶茶店

*高薪聘請

*餐館請人

*誠徵廚師

*外賣店請人

*麵館誠徵

*金山餐館請人

星期六外送員

誠請企檯 Server 誠請前台和外送員 位 Woodlands 區
『薪優』 聘男女員工 位 290/Barker Cypress
餐館誠請
男性麵點助手幫廚
有經驗收銀帶位,
誠請
收銀接電話
Cashier
需有工卡,可報稅.
企檯及外送員
全工或半工均可， ●企檯●外送員
外送員 : 小費好
全工/半工均可.
需懂英文
位於中國城
●有經驗炒鍋
企枱, 外送員.
意者請電:
薪優面談,意者請電: 半工或全工均可
Full time/Part time 需英文流利，可報稅 ●收銀兼接電話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832-929-5039
有意者請電:
713-772-7888 意者請電或留言:
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832-906-6368 917-886-0292 832-866-2625 832-788-1283 832-466-3511 312-479-1189 646-258-9818 713-988-8802

*餐廳請人,薪優 *誠請經驗廚師 *長樂活動中心

全職奶茶店店長
近中國城
休斯頓老美中餐館
糖城中餐,誠請
位糖城區,
服務地點在休士頓
需有
2
年以上奶茶店
誠請經驗廚師
●企枱全工半工多名
●企台一名
誠聘 廚房助理
近中國城,
經驗，熟悉奶茶店運作
保底 130+會英文越文 負責任,工作態度良好
●接電話一名
工作環境及時間好
週一至週五.
薪優, 提供住宿
店面於梨城最好商業區
●廚房打雜 2400
聯系電話 :
意者請電:
意者電洽:真小姐
請電或留短訊:
聯系電話:
意者請電:
346-254-8348 917-886-0292 281-208-7709 713-269-3058 832-277-2317 713-518-5377

*KATY 大型 Buffet 店
即將開業, 『薪優』 誠請
大堂經理, 炒鍋師傅, Sushi 師傅,
點心師傅, 糕點師傅, 企台, 看台, 打雜.
位於 Fry Road / I-10
意者請電: 979-900-4777

Pearland 餐館

*Chow Wok

位 Downtown 誠請 位 I-10/Gessner
●企檯, 拋鍋, 抓碼
請外送員一名
~以上薪水好~
意者請電: 阿泰
9443 Katy Freeway
916-529-7337
意者請洽 :
2001 Jefferson
Houston, TX 77003 713-894-9962

新點心海鮮酒樓 (原 ChinaBear)

珍寶海鮮城 誠聘

『薪優』 全方位誠聘:
點心師傅 、點心熟籠、點心幫手
中式快餐店
經理, 企枱, 收銀, 帶位, 廚房師傅,
推車、 企檯、傳餐.
位於 2575 B South Dairy Ashford Rd
點心師傅, 炒鍋, 抓碼, 油鍋, 打雜等等...
需少許英文, 全工或半工均可
誠請 ●炒鍋 ●油爐
意者請電或親臨面談:
做滿三個月後,公司提供 Bonus 獎勵金
意者請電 : 周先生
832-310-5232 713-303-8998
請電:281-988-8898 或親臨面談
281-235-3531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糖城中餐館

*中餐館請人

中餐廳招聘

餐館請人

中餐館,薪優

中餐館,薪優

四川美食餐館

糖城美式餐館

和順圓堂吃外賣店
急聘●半工炒鍋
位於中國城,誠請
誠聘
●半工廚房幫手
●點心師傅
全工&半工收銀和企枱 ●前台收銀:周一至五
●熟手點心幫工
半工或全工外送員 11am-4pm 歡迎學生
聯系電話:
電 832-768-9888
意者請電洽:
微信 weijiang7788 281-759-0775 832-387-1085

誠聘(中國城)

西北區餐館

快餐店,薪優

招聘炒鍋

外賣中餐館

餐館招人

SINH SINH

Conroe,45 號公路北
位 Humble 區
工資面議，
誠請
88
出口, 請一名熟手
『薪優』 誠請
包吃包住，
前台接電話或打包
全工炒鍋和企枱
全工炒鍋、炒麵
薪優, 不包住
離休斯頓 2 小時車程
可以提供住宿
一周工作 5-6 天都可
意者請聯系:
聯系電話：
意者請電:
電話: 楊
281-966-5342
210-380-2645
未接請短信稍後再覆
832-291-1499
917-291-5895

●護士
●廚房幫工/打雜
●司機
周一到周五.請電:
281-781-9389

KATY 中餐館 粵菜餐館,薪優 Pearland 餐廳

誠聘 點心師傅.炒鍋和
位 Corpus Christi
位置 Spring 區
東禾酒家請人
路州 Shreveport 收銀兼接電話員一名
廚房幫手,要有經驗, Chinese wok 中餐炒鍋 位中國城,中國餐廳
招全工炒鍋
外送員一名.
招聘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懂說少少英語,高薪聘請
中餐堂吃店
Grill cook 燒烤師傅 誠請炒鍋、打雜
環境好,小費好.
請英語電或短訊:
誠請炒鍋和企枱
全工前場經理一位,
薪優, 需報稅.
要求熟手,能報稅.
誠請炒鍋和企台
Mai Thai pho & grill 月淨入$3800 及假期 抓碼, 粉麵 及企檯
抓碼和油爐
有經驗，能報稅。
近中國城 10 分鐘車程
意者請電:
3145 Silverlake village #112 提供食宿.50 歲以下. 請下午 3 點後電:
意者請電:
聯繫方式:Laurence 無人接聽可短信:
聯系電話: 劉先生
Pearland, TX 77584 需英文. 英文電/短訊:
361-876-9634 713-459-1501
832-493-9598 832- 819-8111 832-898-6667 281-665-9299 713-981-8803 832-232-8892

薪優,餐館請人

餐館請人

黃金茶寮,薪優 Buffet 店請人

快餐+奶茶店

請 周末帶位
位於休士頓中國城,
外賣店
請全工和半工
距中國城 8 分鐘
位於 Victoria
●全職或半職
誠請炒鍋,油爐,打雜
及傳餐人員
百佳超市附近
誠聘
打雜,收銀員
收銀帶位、企枱
Buffet 店
誠請炒鍋, 打雜
收銀+ 做飲料小姐.
●廚房: 請 抓碼, 炒鍋.
提供吃住
909 Southmore Ave 味佳香 Tainan Bistro ●點心部: 請
可提供住宿
誠請 全工 / 半工
和外送員
●全職或半職
離中國城 1 小時
有經驗做點心人員
Pasadena,
TX
77502
聘廚房助手:男女不拘
有意者請電:
熟手企台，帶位 廚房炸油爐,有經驗.
需英文流利
2pm 後電或親臨舊店:
有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361-573-6600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Jackie
意者請洽: 許先生
意者請電：
281-495-1688
972-989-8396 361-649-7476 281-242-7728 713-818-0335 832-506-3316 10600 Bellaire#105 713-789-0845 832-668-0501

日餐鐵板店

KATY 日餐

有經驗●中餐師傅, 有經驗●中餐師傅,
●壽司師傅●有日餐 ●壽司師傅●有日餐
經驗年輕服務生帶位 經驗年輕服務生帶位
●會做各種水果奶茶 ●會做各種水果奶茶
的酒吧人員。
的酒吧人員。
以上均需 21 歲以上 意者請聯系:Virginia
電:713-732-8729 713-732-8729

『薪優』 招聘
『薪優』 誠請全工
●鐵板師傅
有經驗 Sushi Man
●廚房師傅
全工/半工企檯,帶位
●壽司師傅
有意者請電:
以上全工/半工均可
832-289-1003 281-301-1998

*堂吃外賣店

Kroger 壽司吧

*美日餐館,高薪 奧斯汀日式餐館 *超市內壽司吧 *日式快餐請人

*KATY 日餐 *路州日餐,高薪

離休士頓 2 小時,包食宿
誠請●洗碗
聘●企台, part time, 位 610 北,近 290 位於 1-10 Memorial
高薪 聘炒鍋,壽司幫手
●Sushi Man
『待優』 誠請
99 大華附近,聘請
學生，全工都可以，
鐵板,企台,洗碗,打雜,
●兼職企檯
●壽司師傅
●油鍋 3500-4000， 女性人員一名
以上無需經驗,可培訓.
意者請電或
●廚房幫手(可培訓)
需有些經驗,
●壽司一手師傅
午休 2 小時。
薪優,待遇好.男女不限 短訊(無人接聽時) ●另請住家褓姆,帶 4 歲
能周六日上班
4000-4500 加小費,
意者請電:
713-820-7402 小女孩. 意者請電:
夫妻工也可,需報稅. 意者請 5 pm 後電:
904-238-9399
電:832-863-8504 832-660-2521 832-380-0247 832-232-1001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超市內壽司吧 日本餐館請人 NOW HIRING Napa Udon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House 位敦煌廣場, 丌丌
●Sushi Chef
誠請企台及帶位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待優』 誠請
現在招廚師,學徒:
●Sushi Helper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全工/半工均可
壽司, 烏冬麵, 廚房. 丌丌
餐館租售
女性人員一名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full
time,
part
time
不需要日本的烹飪經 丌丌
需工卡.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Sugar
Land
area
必需有經驗
驗。將提供培訓。
意者請親臨或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estaurant
Hwy6 & Hwy90
薪資：$13 起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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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點後電： 713-781-6300
inside HEB. Contact www.napaudon.com 丌丌
for
丌
丌丌sal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832-660-2521 6345 Westheimer 713-419-0980 短信:832-687-5223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中餐冷飲店售

二家 Galleria &1960
誠請經理、企檯 及
Bartender 調酒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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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餐館誠請

中日餐請人

NOW HIRING - SERVER

*HEB 超市內壽司吧請人

位 Missouri City 近糖城 HEB, Kroger Sushi Roll Available People Priority
Woodlands Japanese Restaurant
誠請全職經理及 Part
is hiring for full time/part time Server,
Training Available
Time Sushi Helper，
must speak English , have 1+ year experience,
Medical Center/ Hwy-288 / Rice Universty
要求做事認真負責,
have own transportation to work,
Address:
6055
South
Freeway,
Houston,TX
能報稅, 薪資面議.
have
TABC & Texas food handler certificate,
Please
call:
832-808-0206
有意向者請聯系:
誠請全工/半工壽司師傅及廚房幫手,
if
interested
please contact Trevor at
912-381-5292
懂少許英文即可,近醫學中心及
Rice
大學
281-789-4445
/ 281-919-7295
346-303-3218

忍痛割愛出售

海鮮餐廳轉讓

餐館出售

200



日本餐館誠請

Restaurant Hiring *日本餐館請人



Restaurant Hiring

日
餐
請
人

●樓面:

冰淇淋店轉讓

創業良機

休士頓南邊 East
Austin 附近,獨立建築,
餐館位於糖城,
兼做 Buffet，轉讓
轉讓, 近中國城
3500 呎中日餐.
位 Westheimer.
在高銷售額的超市內
Pearland
,六年老店,生
十多年老店,可改中餐外賣
每周六天,周二公休
設備齊全，接手即可 易經營,收入穩定,
位休士頓西北方.
Target 門口,
Sushi Bar 出售
意穩，競爭少易經營，適 生意五萬,疫情期間影
1300 呎+2 個 Drive Thru
賺錢，離休斯敦
年收入五萬以上
一周開六天.生意穩定.
合家庭，房東好租金便宜
生意穩定,人流量大
位多間中學高校旁
13 年老店,月銷 3 萬 5
響甚微,最終因管理不
兩個小時車距，
售價 :$25,000
房租低(包水),
2000 呎租 3200 元（含
地點佳,生意穩,易經營
設備齊全,有酒牌,
東主退休
獨立 Building，
位 11565 Hwy-6 S. 水，垃圾費）售 11 萬， 善,忍痛出讓.意請電:
位置佳,評價好.
可教會.可轉做其它生意
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或簡訊:
房租便宜.意者聯系 Sugar Land, TX 77498 因副業太忙無法兼顧。 713-291-5975
近期有超市入住為鄰.
歡迎看店,價面談.
210-380-2645 電:832-664-1410 346-677-1692 李 713-922-0137 646-341-7189 電:832-606-2784 請電:512-966-1165 832-858-3378

*賺錢好店出售—Katy 區

壽司吧 收入好,價格好,容易經營

賺錢海鮮店 Cajun Food 出售，
獨立 Building,生意連所有設備只售 25 萬,
年生意額 150 萬. 租金一萬全包,
營業中,店主有其它生意,無暇管理,
忍痛割愛, 接手者即賺,
有意請電或短訊 :281-799-6160

每周收入$3200-$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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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oger 超市內壽司吧! 機會難得.

中餐出讓

賺錢餐館退休售 中餐快餐店出售 奶茶冰淇淋店

1700 呎,獨立建築
位 610 東, Pasadena
出售 (含設備)
離中國城 20 分鐘
有 Drive-Thru,
外賣店,生意好
簡單易做,不會可以培訓
中餐外賣老店
租金$3200(加 NNN)
1800 呎, 獨立建築
Dairy Ashford/Briar Forest
生意月均 7 萬 5，
或生意和地產一起賣
附近工廠林立,
歡迎看店議價
缺人手售。
價錢面議,離休斯頓 1 個
價格面議.
請電:
意者請電:
意者請短信聯系 :
半小時 Bay City
281-476-5598(W)
347-580-9341
912-381-6945
意者請電: 非誠勿擾
來電如未接可發短信
832-776-5953 469-789-6628(C) 713-569-2628

分類廣告 2


Real
Estat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房屋買賣出租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位於中國城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有空房可隨時入住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長短期,價格合適,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交通便利.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意者請洽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832-317-6315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房地產租售

星期二

2021年8月17日

賺錢旅館

C2

Tuesday, August 17, 2021

休士頓民宿租 Houston Hostel USA

倉庫出租

蓋文斯頓 25 房年營$55 萬
中國城惠康前,百利大道上,獨立屋,旅館式
地 1.8 畝,售 225 萬.
休士頓 76 房年收 60 餘萬, 套房,(房內附-書桌,餐桌,Cable 電視及冰箱),
地 1.67 畝, 售 290 萬.
無限快速上網,包水電.拎包入住,免簽長約,
布希機場,117 房,七層
月租最少 1 個月起.16 年來感謝舊客戶推薦
年收 120 萬, 售 550 萬.
路州 88 房,年收 70 萬,
Line/微信: houstontours
2.9 畝,售 229 萬. 黃經紀

290 和 610 交叉口
距中國城 20 分鐘車程

電/簡訊: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832-348-7824



包括冷藏庫和干貨庫及辦公室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看顧女性老人家
丌丌
徵住家女看護
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00
丌丌丌丌丌丌丌周一至日,能做
丌
3-7 天
田納西州曼菲斯市,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每天
丌丌 24 小時,夜晚需幫忙 Gessner/Westheimer 地理位置方便,倉庫寬敞適用.
護
40 多年唯一華人老牌財務公司出讓,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烹調,輕微家務,開車 照顧行動不便女長者
服
經營退休金,保險,理財,地產,房屋貨款, 丌丌
日夜陪伴,有耐心,
聯系電話 :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愛心,耐心.
利潤豐厚. 東主退休出讓, 歡迎有
有經驗,薪水面談.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住家近
丌
務
610/Bellaire
保險投資地產牌照專業人士全部或分購均可丌丌
意者請電: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請電或短訊:
832-282-6487
Business Opportunity
請電: KC 901-338-9111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425-233-9079 832-606-5619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聘保姆
*招聘通勤阿姨
誠聘通勤褓姆 丌丌丌*梨城誠聘阿姨
誠聘住家保姆 家務助理,薪優
Katy 住家阿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老牌財務公司出讓

店
面
其
它
租
售

做飯為主及簡單家務
家住能源走廊 77077 人口簡單.1 周 5-6 天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照顧兩歲半男孩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會做可口飯菜
，有責 一周五天,每天下午 做飯及打掃衛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和簡單家務。
任心和愛心。有經驗 六小時，做飯，打掃
( 會做南方菜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衛生
，
接小孩放學
。
者優先
乾淨整潔. 薪優
要求打過新冠疫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待遇優厚。
雇主家裡人員簡單
， 報稅$18/小時,
住家或通勤均可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聯系方式: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好相處
丌
。微信號： 不報$16/小時.聯系
意者請電:
Home
Service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
ASDF9087ZXCV 812-606-0520 713-269-3058 832-867-1088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伌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電子維修公司 *裝修公司請人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西南區餐具公司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誠請 英文流利
中國城附近, 誠聘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誠請 裝修工
維修人員兩名，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收銀
伌 、收、發貨員.
無需經驗可培訓，
有車,有身份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有經驗者優先.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前台 1 名，男女不限，
意者請電: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有意請電：Lisa 薪資優厚，短信或電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281-650-6136 281-967-4182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713-539-8179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公司誠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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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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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聘請

誠聘維修技工

石油設備公司

*公司誠聘

外科診所聘前檯

*醫療中心

家住糖城，保姆需要
會開車接送孩子，
做飯好吃及收拾家務
一周五天.
工作 8 月中旬開始
意者請致電:
832-330-3334

Katy 西區,一家四口,
糖城附近 59/99
兩個孩子上學. 主要:
高級住宅區,
做三餐和家務,需身體
健康,性格好,會做飯, 健康,誠實,愛乾淨
注重干淨,有責任心, 一周 5 天,薪水$2000
打過疫苗,1 周 6-7 天
薪優面談.聯系電話: 會開車者優先.請電:
832-260-8771 832-630-4683

石油設備公司 *眼科診所誠聘

中國城奶茶店

網紅連鎖髮廊

*鐵工廠招助手

招聘 倉庫工 1 名 ,
前臺工作人員，
『薪優』 聘男女員工
會開叉車和做雜務,
需中英文流利，
需有工卡,可報稅.
吃苦耐勞,
熟識電腦，態度誠懇，
全工/半工均可.
懂簡單維修和英語.
認真，負責.
薪優面談,意者請電:
近 8 號和 290
意者請寄履歷至:
713-772-7888
有意者請電: Blake
och760@
312-479-1189
713-515-9047
hotmail.com

*公司誠聘

達拉斯,唯一 網紅華人
前檯工作人員一名 ●辦公室文員 一人
全職奶茶店店長 大型自動化工廠位於 ●辦公室文員二名
旅館請人
有無經驗均可
需英文流利
連鎖髮廊新張,
糖城附近
，
誠聘有工
沒經驗可培訓
●銷售人員 Sales
需有 2 年以上奶茶店
1. 維修人員
●大卡車司機
:
有經驗薪優
廠機械或者電器維修
需中英.越南語流利 需身份英文,有經驗優先 招聘 髮型師數名,
經驗，熟悉奶茶店運作 經驗的維修人員或者
有 A class 駕照
2. 房間清理人員 工作認真負責,熟識電腦 地點 Houston TX77055 有執照,會英文優先.
無經驗者可培訓
底薪 120 加提成
店面於梨城最好商業區 學徒. 薪優且有醫療 意者請電或 Email:
（男女均可）
請電或
Email:
Jimmy
全工/半工均可
713-864-8500
$4000-$8000 一個月
有意者請電:
聯系電話:
保險.有意者請電聯：
聯系電話:
626-255-8323 電話:917-385-5672
意者請電:
itcadmin@
713-598-8889
713-269-3058 832-512-5950 itcintertrade.com 413-297-1017 713-935-9758 gaic@gaicusa.com 請短信聯系 Derek

貿易公司請人

水務工程公司 E SIGNS LED

包袋制造公司 NOW HIRING 恆益門窗,薪優

Plumbing Co.
辦公室助理
誠招倉庫管理,
誠請貨車司機,
招牌公司,聘工人數名 誠聘縫紉工:男女均可 Food Distributor Co.
無需英語. 需有
Looking for an
誠徵有經驗的
英文流利,熟悉電腦 有經驗開 24 呎手排檔
會叉車優先，
主要工作是組裝招牌. ●工廠縫紉機經驗
Office
Assistant
師父及助手多名
操作. 工作時間:
能用英文溝通,
一周五天,
半/全工均可,薪資面議
男女均可.有駕照,
call:
Lily
& Helen
工讀生( Part time
9:00am-5:30pm
視效率質量而定. 位
外地薪優包住.
送貨到倉庫.
會用基本工具,有力氣,
Office Helpers )
位中國城附近.請電:
Stafford,近中國城/糖城 713-383-8818
電話: HR
意者請電:
無經驗可. 請來電:
or Email: helen@
公司靠近中國城.
832-623-6719
請電/短信：何女士
346-241-0822 346-970-7928 832-863-8876 832-755-9156 832-696-3015 281-739-8326 fourseasonsfood.com

*公司請人
















*Daxwell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1. 維修人員
Office & Business Assistant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2.清潔房間人員
*Excellent
English writing & speaking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男女均可
*Good
Excel skills. U.S. College degree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3.櫃檯: 日班或夜班 伌伌
*Resume
sent to hr@daxwell.com
伌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Register
https://daxwell.quickbase.
意者請電: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com/db/bf48m7baf
832-660-7063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旅館請人

*塑料分銷公司（77099）

300

誠聘 辦公室助理
中英文流利, 工作態度認真,負責,細心.
需有機械及電器基礎.
主要負責物流,行政,接待及文件審核等工作
公司提供培訓,保險福利,晉升機會.
~~薪金面議~~
有意者請寄個人履歷(中英文)到 :
聯系請電 Kent : 713-819-1633
linda@smartintl.com

誠聘機械維修工一名

*注塑工廠經理

Houston 近市中心區,新開注塑工廠
現需有經驗管理者。
有意者請把履歷和希望薪酬電郵：
New injection molding factory needs a
Factory Manager.
Please send resume & expected salary to:
hr.hou@outlook.com

*門窗廠生產部

誠請 全工熟手工人 ( 生手可培訓 )
工作時間 : 每周 40 小時.
~~人工高, 福利好~~
有意者請發簡歷(中英文皆可) 至:

聯禾地產集團菁英招募

●行銷儲備幹部:善溝通與表達,具平面設計能力

surewin.re@gmail.com
或電: 832-886-4679

*誠徵超市員工,薪優

石油貿易公司招 Accountant

糖城最大華人超市
誠徵收銀員及雜貨部員工
意者請親臨或電:
281-313-8838
家樂超市 Welfresh Market

要求有會計工作經驗,
有貿易物流經驗者更佳, 中英文流利,
會熟練使用 Quickbook,
在美有工作許可,薪優面談,
工作地點 Katy, TX. 簡歷發至郵箱:
alanz@hectomind.com

Innovo Medical
( 80mil revenue )
●Admin Asst : Purchases, data-entry
Process daily orders
●Creative Exec: Video & photo creation/edit
Social media content
Email: jean@beyondmedshop.com

招聘辦公室文員

公寓地產管理公司誠聘

Thunder Group Office Assistant Wanted

*Thunder Group Texas Warehouse Worker

Employment Type: Full Time ( 40 + hour)
Warehouse worker job summary
Perform an array of functions that may include receiving & processing
incoming stocking materials, picking and filling orders from stock,
packing and shipping orders, or managing, organizing & retrieving
stock in the warehouse Address:10702 cash road, Stafford, TX 77477
Call: 713-690-0111 or email to
brianc@thundergroup.com for interview appointment

分類廣告專頁

要求：中英文流利，
精通 Word / Excel 等辦公軟件，
2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薪優
聯系方式：請發送英文簡歷至:
yassiritovar2@gmail.com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rt Company

is looking for Inside Sales Clerk
Seeking Bilingual English and Chinese Inside Sales Clerk
order entry and shipping documents
with experience and proficient in
Microsoft Office applications such as Excel and Word.
Please send resume: jluo@pannext.com

Hiring Sourcing Specialist

A Sugar Land based U.S.company looking for full time sourcing specialist.
3+ year related work experience and work permit required.
Ability in reading mechanical drawing and electrial blueprints a plus.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and fluency in both Chinese & English
are essential. We offer competitive salary & benefits.
Email: itihiring2021-ss1@yahoo.com
No phone call or in-person visit please.

美國懷俄明老油田,招聘以下人員

公司請人

市場調研與分析熱情,具行銷及企劃經歷佳
●商業&住宅地產業務幹部:相關學歷及經驗,地
具學習精神,敏銳市場洞察力,地產執照佳,
●辦公室行政秘書:表達能力強,具責任心,團隊感
以上全職/半職,具合法工作身份,中英文流利.
簡訊至: hr9889@gmail.com
公司地點:Houston 中國城, Katy 亞洲城

Address: 10702 Cash Rd, Stafford, TX 77477 | Call 713-690-0111
or Email brianc@thundergroup.com for interview appointment
Sale Order and Invocie Processing via email and Fax, Order follow up,
Process invoice and payment, Communcation with customers,
Must be fluent in English and multilingual is a plus,
Must know how to use Office Software, Work with office staff to make
sure all job are complete and accurary,
Work with warehouse manager to ensure daily order are being fill on time

今年開始陸續上一些增產措施,正在尋找下面的
專業技術和管理人員,有興趣者,請聯系詳談.
1. 對已有垂直井做水平徑向鑽井,或者是在淺層
位置鑽水平井的技術施工管理人員。
2. 壓裂施工現場技術管理人員
3. 熱釆如蒸氣驅施工現場技術管理人員。
4. 對低壓,淺層老油田的各種增產技術和工藝
流程熟悉的技術和施工管理人員。
5.油田也需要對修井機,空氣壓縮機,泵車等機器
設備的維護和修理人員。
6.懂管道維護和保養,有焊接施工證書的工作人員
7.油田現場廚師，主要為員工提供中餐服務。
以上工作地點在懷俄明的 Casper 油田現場。
提供食宿,醫療及工傷保險,牙醫保險,安全培訓
待遇面談,雇用形式靈活,合同工及 full time 均可.
必須要有合法的工作許可。工作是長期性質的。
聯系: mark.mo@kemgroups.com

Company
Hiring





























Food Distributor Co.
Food Distributor Co.
●牙科助手,
looking for
looking for
●前台工作人員
Loading & Unloading
A/R & Salesperson
中英文流利，誠懇，
Staff (FT)
Speak Chinese & English
認真
，負責，熟識電腦. Call: Lily & Helen
Call: Lily & Helen
有意者請聯系：
713-383-8818
713-383-8818
or Email: helen@
agapedentalcare
or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houston@gmail.com fourseasonsfo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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伌伌伌















NOW HIRING *牙科診所誠聘 NOW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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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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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隆石油工業集團

電子維修公司

（海隆控股有限公司（01623.HK）美國 TIPC 公司 人員招聘
誠聘維修人員兩名
海隆石油工業集團是一家為石油天然氣開發提供高端油田裝備及綜合
油田技術服務的大型上市實體企業集團，集科研、生產和服務於一體， (性別和經驗不限)
在全球建立了數十個生產基地及業務分支機構。沿著石油天然氣開發
的鑽、采、輸的橫向擴展和產業鏈的縱向延伸，海隆形成了油田裝備、
意者請短信或電
油田服務、管道技術與服務、海洋工程、新材料五個核心業務板塊，
建立石油管材研究所、石油化工研究所等專業研發機構。
281-650-6136
實現了油田裝備產品與綜合技術服務的一體化發展。
招聘人員要求：

生產線崗位工人

基本工資在 3000 美金/月起薪，獎金根據個人表現可達 3000 美金/月
左右，提供吃住，支付醫療保險等所有社會保障。
要求高中以上文化水平，能吃苦耐勞，有工卡，有一定的生產制造業經
驗優先。工作地址在休斯頓北部 100 英裡左右,Madisonville。
聯繫人:阮先生 電話：936-245-9107 Email: bansheng@txipc.com
地址：8463 Hwy 75 S, Madisonville. Texas Internal Pipe coating LLC

休斯頓地區
公寓經理 ,維修經理,出租前檯,經理助理
全職提供保險,帶薪假期以及 401k
需英語流利,認真負責,有經驗者優先.
意者請 Email 履歷至：
hr@gpi-managem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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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s send Resume : Info@truemarkus.com

裝修公司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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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CUQ USA

電子烟批發公司 (中國城附近)
『高薪』招聘 全職銷售專員:
英文流利, 自備車,
電子烟愛好者優先
底薪+佣金
誠聘(中國城)
●護士
綜合薪酬月可達$5000 以上
●廚房幫工/打雜
意者請電: 281-409-1488
●司機
周一到周五.請電: 或電郵至: peter@cacuq.com
281-781-9389
www.cacuq.com
未接請短信稍後再覆

分類廣告 3
星期二

按 美
摩 容
店院
租售

*凱 悅*

** 高級 SPA **

英
文
班
招
生

832-434-9370

Amber 靈媒和塔羅牌算命

入籍班招生

Realtor

800

信用貸款
聯系電話：
832-876-8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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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駕校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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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DPS 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教練考路試,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美南駕校是官方指定考點
三三
在本校一天可完成筆試,
，天天有路考。旅游簽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證等各種簽證可以考駕照
三三
取得
pemit
後可安排路考,不用排隊等 30 天
。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筆試班 : 每星期一至六上課，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成人筆試班:
三
周二，六 10am-4:30pm
●路考班 : 務必預約. 考路試，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取消罰單安全班
三
: 周六，周日有課
●安全班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7001 Corporate Dr #203
電話: 832-633-5555 周師傅
三三
三三三三School
三三三三三三三
Driving
832-277-7226 王教練
832-983-9509 Tom 發哥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2三三三三三三三 ****** 報 稅 ******
德州帶槍執照

W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狗狗寵物美容

832-876-9070 Pet Grooming

購車專業諮詢

Gun License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報稅服務

申請帶槍執照

打電話或短信： 917-378-5316

JuJu's 寵物美容

誠信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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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學校

取消交通
罰單

房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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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美國公民,穩定工作及經濟基礎
想找一個 45-55 歲的女友，
會說廣東話更好,
美國公民, 工作穩定.
請電 : 832-488-7878 陳生

擁有 35 年上天付予的能力-問事業,問愛情,問未來
婚姻挽回,解惑,事業起色,工作投資,心靈淨化及治癒.
一切都會保密到家。僅限預約。
Psychic and tarot Card reading by Amber.Advice given on
love Business. Marriage. Career. Reuniting love ones cleansing
&Spiritual healing. 35 years of of born gift experience 靈媒和塔羅牌算命
all readings are private and confidential .
Fortune-Teller
by appointment only. Call (English) : 281-606-9032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謝老師交通安全班罰單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駕照中文筆試路考二天取駕照
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青少年駕照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
Defensive
Driving
832-863-8882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房地產經紀人

58 歲男士徵婚友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美南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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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小姐, 全新手法,
全新服務, 全新享受.
時間 : 早 9 點 ~ 晚 10 點
電話 : 832-380-1539

, 別蹉跎歲月
歲月
千 別猶豫 別蹉跎
一
里
線
姻
牽
緣

林老師 MTNA&HMTA 音樂教師會員
超過三十年教琴經驗.
學生參加各種比賽,檢定等級考試,
成績皆優異.
學費低廉！歡迎比較.
電話 : 832-235-4374

Piano 鋼琴教學

100% 新新新

按
摩
服
務

留學生 台灣辣妹

～鋼琴教學～

沙龍按摩店售

13250 FM 529 E. Houston, TX 77041
Body Massage, Hair, Nail, Eyelash extension, Facial
地點佳, 生意極佳, 小費極好. 白人及墨裔多, 1200 呎,租金 $1400
( $50-$60/身體按摩) 2 個按摩房, 5 張剪髮座, 1 張美甲桌,2 修甲座
這是極佳的機會,接手開一個賺錢的按摩店
意者請英文電 : 832-748-3484 Tiffany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Tiffany SPA 會所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快樂無限 激情有約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技術一流 環境舒適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美女如雲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水床服務 星級享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私屬空間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越南城 TX 77072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Massage
Service
聯系電話 : 832-941-7212
丌丌
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混 血 火辣 甜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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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stration

Salon 1 Body Massage 賺錢店出讓

45 高速南，近 Nasa
45 號北, 五個房, 一個搓澡房.
高端成熟社區，
1500 呎, 地點好, 生意穩,
客源穩定，小費高. 白人客源,小費好. 歡迎看店議價.
電話:
Location Tomball, TX 77375
請電: 669-342-9089
832-993-5759

1000
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C3

Tuesday, August 17, 2021

*正規按摩店出售

按摩店出售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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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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實惠的價格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輕鬆的享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832-359-6141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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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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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墊世界

分類廣告專頁

床墊專賣
Mattress for sale

專收購舊車壞車 分類廣告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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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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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夏接送服務

機
場
接
送

全美最大車行資深銷售
舊、壞 車
專業提供車輛買賣、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動
或 不動
貸款 Title 等咨詢服務,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遠離事故和泡水車.
一律高價收購
並現金高價收購 寶馬
保證最低價 .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中英粵越。電話:
Consultant
車輛買賣
奔馳 奧迪 保時捷.
832-382-5645
Transportation
購車專業諮詢 電:832-620-0006 Car for sale 713-482-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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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價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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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修
修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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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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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屋翻新,浴室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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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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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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
浴室改建,水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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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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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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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院改造,內外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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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三
丌三
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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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天花漏水,瓷磚地板,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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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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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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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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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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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
高壓清洗外牆,水泥,
業
業
業丌三丌三丌三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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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三
三三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
丌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
丌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木工,冷熱水喉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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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餐館改造,涼棚搭建.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務
務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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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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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大修小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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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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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保證質量,價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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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Remodeling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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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請裝修工:有車,有身份
丌丌
713-855-3288 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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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裝修
蘇揚建築裝璜
木易裝修
潮江裝修
專業住宅裝修
誠實裝修
*房屋修理*
榮盛裝修
舊房翻新
，內外油漆，
承接房屋大小工程 內外油漆,屋頂補漏 20 多年的裝修經驗 廚廁改建,地板磁磚 浴室，漏水，天花板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舊屋翻新,廚房浴室 水電木工,籬笆水槽. 櫥櫃,檯面,油漆,木工 內外油漆,木工水電 屋頂，廚房，內外牆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地板瓷磚,水電木工 安裝更換熱水爐. 地板,地磚,門窗,圍欄 廚櫃理石,檯面安裝 地磚，地板，高壓洗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香港師傅,專業守信
油漆，籬笆，蓋涼廳
小修小補.
涼棚圍欄,高壓清洗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水電等...
提供商業保險
請電:
陳師傅
水電門窗，舊屋翻新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價格公道,免費估價 質量保證. 請電: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質量保證,免費估價
832-629-2688
餐館改造.~好價格~
請電: Sam 劉
832-607-7861 張
歡迎來電咨詢:楊 361-460-4530
身份,薪酬優厚.
誠聘裝修師傅
●誠請裝修工人
713-515-7652
832-606-7672
713-371-2713 戴師傅
909-800-8876 832-866-2876 917-214-8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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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deling

Remodeling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修理業務

修理業務

  
誠意裝修

吳氏專業裝修

正翔屋頂/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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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發裝修

隨叫隨到裝修

地板人工 90￠/呎 專業漏雨 瓦片翻新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室內外裝修 20 年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經驗. 免費估價
二樓樓梯圍欄,
內外油漆,籬笆車道
灑水系統,經驗豐富 精優價廉.以上工程, 大小工程,百萬保險
832-998-5898 保修 2 年.(訂做按摩床) 346-383-1087
281-323-9938 王順 713-269-9582
王 (國/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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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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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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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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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油漆

執照# LI 0019006
●承接 : 舊房翻新,
庭園灑水,庭園設計,籬笆
浴室廚房改建.
●承攬:商業/餐館裝修 內外油漆翻新,涼棚涼檯
木工活,水泥面,籬笆牆 洗衣機,乾衣機,洗碗機,
小修小補,保修 3 年. 水龍頭,地板,地磚,廁浴,
更新,水務維修,電路修換.
~~ 百萬保險 ~~
電:281-787-1283 832-818-3185 國粵語

Mario Chavez 專業油漆

承接 商業/住家. 免費估價 Free Estimate
Painting, Re-paint, Pressure Washer, Staining,
Drywalls Sheetrock & Texture, Carpenter,
Siding & Remodeling, Ceramic & Laminate Flooring
油漆,高壓清洗,染色,壁板,石膏板,木工,地板磁磚
Call 英文電 : 832-964-3030
Service 5019 Ridgehaven Dr. Houston, TX 77053

兄弟建築公司 832-860-1133
承接各類餐廳, 美容院, 奶茶店, 辦公室, 廠房等設計, 施工建造,
及住宅維修和翻新,免費估價. 最低成本, 最佳質量, 百萬保險 !
選址 : 商業租賃,為您的生意精選最佳地點,最旺鋪位.
設計 : 施工圖, 3D 效果圖設計,申請施工 PERMIT.
建造 : 裝修裝潢,專業執照工程隊伍施工,品質保障.
6100 Corporate Dr. Ste 315, Houston
www.usbrothersconstruction.com



分類廣告 4
星期二
殺

蟲

CLASSY 殺蟲專家

專

家

玻璃門窗專家

Pes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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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砍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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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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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
電器

Plumbing Service





700

明亮電工公司

德州執照 TECL34634
專業電工團隊,
百萬保險
商業民宅,大小工程
質量保證
832-260-8678
貴先生（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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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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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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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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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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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監控系統

精修車庫門

車房門專家

開門電機及傳動,
商業,住家,鐵門及鐵柵
彈簧更換及線路故障.
搖控車門器更換,
整門及部分更換.自動
彈簧維修線路安裝,
鐵門維修及故障排除. 品質保證,免費估價.
通國粵英語
20 年經驗，最低收費。
20 年經驗,7 天日夜.
電：陸先生
713-598-8118(C)
281-827-5309
713-777-7934 (H)
832-734-6808

電腦專家

誠信高效
聯系電話：
832-876-8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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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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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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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鐵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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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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im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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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理賠

龍運疏通

小潔水管公司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832-722 2099 德州執照 TCEQ24431
德州 Master 執照 40172
抽餐館油井,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洗衣店水井,
按裝. 經驗豐富,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水表,下水道,通堵,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陸先生(中文).請電：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832-462-3832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281-818-6524
832-462-4011
城市申報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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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服務公司

滿意水電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各種漏水

281-610-2068

●招助手或學徒

合家歡冷暖氣

雅聖冷暖氣

頂好排污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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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車庫門安裝維修
打碎機,下水道,
曹 832-576-6957

下水道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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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安裝,維修,保養
冷暖氣系統
專業維修、安裝
冷暖氣維修更換,
冷暖氣系統
冷暖氣系統,
商用 cooler,freezer, 保養,維修,安裝, 維修水電( 開關,電路,
維修更換熱水爐.
家電,熱水爐.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政府執照,15 年經驗 電風扇,熱水爐 )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 電:
電話：陸先生
請電: 陳(英粵國越) 電:劉先生.●請幫手
832-552-0155
346-606-6871
832-759-4638 281-236-2846

萬家樂冷暖氣

吉順冷暖氣公司

報警監控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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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ZY 鐵工廠

林記鐵工廠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
網站
WWW
設計制作推廣
Design Service

Piano 鋼琴教學

林老師 MTNA&HMTA
音樂教師會員,
超過三十年教琴經驗.
學生參加各種比賽,
檢定等級考試,
成績皆優異.
學費低廉！歡迎比較.
電話 832-235-4374

泰平鐵工廠
700
經營多年,專修
鐵 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
餐館設備,爐頭,
工
工藝鐵門.
金屬構件加工.
廠 www.taipingironworks.com
Iron Works 281-785-9895 劉
范氏鐵工廠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多年經營,專修鐵門護欄 專業定制各類防盜門窗
碰撞銹蝕，精工電焊， 精工電焊,鋁,不銹鋼
修理翻新各類鐵件， 修理翻新各類鐵件
鐵欄,大閘,扶手樓梯等 (鐵欄,扶手,樓梯等),
多年經驗，技術保證。 多年經驗,質量保證.
281-889-1086
346-228-3738
●招電焊工及打雜
832-869-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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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墊世界

中英文網站

設計制作推廣
專業制作商務,貿易,
批發,零售,地產,餐飲,
旅行社,等..
各類專業中英文網站,
並 精通網路運營,
和推廣快捷、高效.
電:832-620-0006

Mattress for sale

Consultant
購車專業諮詢

全美最大車行資深銷售
專業提供車輛買賣、
貸款 Title 等咨詢服務,
遠離事故和泡水車.
並現金高價收購 寶馬
奔馳 奧迪 保時捷.
電:832-620-0006

床墊專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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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車專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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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er 靈媒和塔羅牌算命

免費太陽能
聯邦稅務 Credit
2021 年-26% 2022 年- 22%
太陽能設備總額 85%
5 年內全額稅務折舊共抵扣 111% 5 年內
電話: 832-888-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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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ing and Delivery Services 住家/公寓/公司

專收購舊車壞車

擁有 35 年上天付予的能力-問事業,問愛情,問未來
婚姻挽回,解惑,事業起色,工作投資,心靈淨化及治癒.
一切都會保密到家。僅限預約。
Psychic and tarot Card reading by Amber.Advice given on
love Business. Marriage. Career. Reuniting love ones cleansing
&Spiritual healing. 35 years of of born gift experience 靈媒和塔羅牌算命
all readings are private and confidential .
by appointment only. Call (English) : 281-606-9032
Fortune-Teller


800

Energy Company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精藝冷氣水電 浩記冷暖氣維修 陳氏專業冷氣

商業大樓,免費置換新屋頂

省 電 節 能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Claims Service

～鋼琴教學～

信用貸款

832-876-9070

通水管
排污

聯合冷暖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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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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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控系統安裝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800
一一一
Gar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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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修,保養,安裝: 家用,商業,冷暖氣設備.
政府執照 TACLB95906E 百萬保險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包括餐館,超市,辦公樓 及冷凍,冷藏設備.
安裝、精修 : 各種品牌冷暖氣
●解決各種電器,電路問題 : 包括熱水爐,
精修餐館及超市冷凍,冷藏設備,電機,電路 維修保養,配件更換,水務電器,專業誠信
洗衣機,烘乾機等.....
及生活電器維修,特價代理 Goodman 產品. ~ 政府認可的 TOP 空調專業技工 ~
●專業執照,23 年電器服務經驗
832-727-8888 ( 中文 )
保證質量,信譽,絕對價優:夏季高峰期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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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修免收服務費 請電:713-858-8528

大衛空調公司

車
房
門
專
家

Flooring Service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7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庭三三木水石電全能
品質保證+安全保證+價格便宜保證
執照#LI 0019006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商業/住宅
花草自動灑水系統,
園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Shower Door, Window Glass
軟水器,淨水器,籬笆,涼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美三三
Mirror Wall, Furniture Glass
亭,魚池,地板,磁磚,電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浴缸,浴室落地玻璃門, 住家辦公樓大門玻璃
餘泥
化三路,水路,招倒垃圾﹑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一般牆上及臥室大型鏡子,傢具台面玻璃
及以上各種維修.國粵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Gardening
請英文/越語 : 346-561-2430
832-818-3185 吳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分類廣告專頁
三
專業砍樹
專業籬笆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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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水管
排污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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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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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 Pro Glasses 門窗公司

Door/Window Glass

700

地板銷售安裝

2021年8月17日

《如意》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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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
到.
電話:
626-297-9888 國臺英
長短途搬運 832-265-9258 我們一定
832-966-6077
unitedmoving.tx@gmail.com
281-797-9898
超過 23 年專業經驗,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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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ation, please send to
News@scdaily.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832-280-5815
Jun Gai
281-498-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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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sher: Wea H. Lee
President: Catherine Lee
Editor: John Robbins, Jun Gai
Address: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News@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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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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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ays respects choices of Afghan
people, calls for smooth transition

BEIJING, Aug. 16 (Xinhua) -- China respects the
choices of the Afghan people and hopes for a smooth
transition in the Afghan situation, a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said Monday.

On July 28,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and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met in Tianjin with Mullah Abdul Ghani Baradar,
political chief of Afghanistan’s Taliban.

The Taliban said on Sunday that the war in Afghanistan
has ended and they will soon decla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 They will take responsible action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Afghan citizens
and foreign missions in Afghanistan.

“We hope the Taliban will unite with all parties and ethnic
groups in Afghanistan to establish a broad and inclusive political structure that suits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realizing a lasting peace in Afghanistan,”
she added.

In response, spokesperson Hua Chunying said the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 has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and China respects the wishes and choices of the Afghan
people.

On many occasions, the Taliban has expressed the hope of
developing sound relations with China, saying they look
forward to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fghanistan, and that they will never allow
any forces to use the Afghan territory to endanger China,
according to the spokesperson.

China expects the Taliban to fulfill its commitment to
ensure a smooth transi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 curb all kinds of terrorism and criminal acts, keep
the Afghan people away from wars and rebuild their
beautiful homeland, she said.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on whether China has contact
with the Taliban and recognizes the Taliban regime,
Hua said China has maintained contact with the Afghan
Taliban on the basis of fully respecting Afghan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he will of all factions in the country,
and has always played a construc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political settlement of the Afghan issue.

She said that China always respects the sovereign independence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Afghanistan, never
interferes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Afghanistan, and always
pursues a friendly policy toward all the Afghan people.
“China respects the right of the Afghan people to independently determine their own destiny, and stands ready to
develop good-neighborly, friendly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Afghanistan, and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pea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Hua said.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are
evacuating their embassy staff from the country. In
response to a query on whether China has any plans to
withdraw its embassy, Hua said the Chinese embassy in
Afghanistan is still operating normally, and the Chinese
ambassador and embassy staff are still performing their
duties.
Most of the Chinese citizens in Afghanistan have
already returned to China according to arrangements
made by the Chinese embassy, but there are still a
few people who have chosen to stay there voluntarily. The embassy maintains close contact with them,
and will continue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 and provide the necessary services and assistance to all Chinese citizens in Afghanistan, Hua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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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liban Takes Over
Afghan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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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As the country’s
president fled the
country, the Taliban
effectively sealed their
control of Afghanistan
pouring into the capital
city of Kabul while
meeting little
resistance as chaos
and fear gripped the
city with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rying to escape. After
twenty years and
spending of billions
dollars, the United
States built up the
government and its
defense forces in an
effort that now seems
to have been futile.

U.S. forces were
evacuating all staff
from the U.S. Embassy
after President Biden
deployed 5,000 troops
to the country following
a lightning fast Taliban
offensive across the
country that brought an
embarrassing end to
the U.S. military
presence after two
decades.

In Washington, D.C.,
Senate Min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said
the exit, including the
frantic evacuation of
Americans and
vulnerable Afghans
from Kabul, is a
shameful failure of
American leadership.
President Biden now
faces sharp criticism
from Republicans in

Congress. He will
address the n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Afghan President
Ghani fled the country
saying he feared
bloodshed and had
hoped the rest of the
military would come to
prevent the Taliban
takeover.
There is plenty of
blame to go around on

the collapse of
Afghanistan, while
President Biden has
followed through on his
promise to swiftly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We are very worried
that the new
government of the
Taliban will encourage
a breeding ground for
terror. This is a
worldwide issue.

In a statement the
fleeing president said,
“If I stayed, countless
countrymen would
have been martyred
and Kabul City would
also have faced
destruction.”

Editor’s Choice
A member of Taliban (C)
stands outside Hamid Karz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Kabul,
Afghanistan, August 16, 2021.
REUTERS/Stringer

A Taliban fighter runs toward a crowd outside Kabul airport, Kabul, Afghanistan August 16, 2021. REUTERS TV/via REUTERS

Taliban forces patrol a street in Herat, Afghanistan August 14, 2021. REUTERS/
Stringer

Taliban fighters patrol Farah,
Afghanistan August 11, 2021.
REUTERS/Stringer

Taliban fighters stand outside the Interior Ministry in Kabul, Afghanistan, August 16, 2021.
REUTERS/Stringer

A man, who purportedly
is a Taliban militant, holds
a wireless microphone as
he speaks on the street in
Kabul, Afghanistan, in
this still image taken from
social media video uploaded August 16, 2021 and
obtained by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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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Total Vaccination Numbers Are At The Highest They Have Been In
More Than A Month As More Cities Have Begun Mandating Them

U.S. Reaches 70% COVID
Vaccine Milestone For Adults

KEY POINTS
CDC data shows 70% of U.S. adults have had at least one shot of a
Covid-19 vaccine. The milestone is about a month behind President Joe
Biden’s Fourth of July goal. While the milestone is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for the nation, it should be seen as a floor, rather than a ceiling,
health experts sa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Seventy percent of U.S. adults have had at
least one shot of a Covid vaccine, according to data published Monday by the CDC,
about a month behind President Joe Biden’s
Fourth of July goal.
The 70% goal set by Biden in May is seen
by federal health officials as a crucial step
toward reaching so-called herd immunity —
when enough people in a given community
have antibodies against a specific disease.
While the milestone is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for the nation, it should be seen as a
floor, rather than a ceiling, especially as
the highly contagious delta variant spreads,
health experts say.
“We need to have at least 80% of the population vaccinated to truly have some form
of herd immunity,” Dr. Paul Offit, a voting
member of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s Vaccines and Related Biological
Products Advisory Committee, said in a recent interview. “This is a fairly contagious
virus.”
Dr. Natasha Bhuyan, a family physician
with One Medical in Phoenix, said that
while the 70% nationwide mark is noteworthy, local communities with lower vaccination rates are still worrisome.

“Even if America reaches 70% or 75%, if
we continue to have ZIP codes and neighborhoods at 40 or 50%, they will continue
to be at risk of having outbreaks and being
hot spots,” she said. “Even if we hit the
70% milestone, we can celebrate but we
should celebrate it with caution.”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s updated data comes almost a
week after the agency reversed course on
its prior guidance and recommended fully
vaccinated Americans who live in areas
with high Covid infection rates resume
wearing face masks indoors. The guide-

lines cover about two-thirds of the U.S.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a CNBC analysis.
While the delta variant hits unvaccinated people the hardest, some inoculated
people could be carrying higher levels of
the virus than previously understood and
could transmit it to others, CDC Director
Dr. Rochelle Walensky said last week. She
added that the variant behaves “uniquely
differently from past strains of the virus.”
U.S. health officials maintain that the
Covid vaccines manufactured by Pfizer-BioNTech, Moderna and Johnson &
Johnson are highly protective against the
variant, especially against severe disease
and death. Still, the pace of vaccinations
in the U.S. has slowed in recent months.
Total vaccination numbers in the U.S.
are at the highest they have been in more
than a month as companies, organizations and, most recently, cities have begun announcing vaccine mandates. At
the same time, COVID-19 cases have
also climbed around the country, driven
by the highly contagious delta variant.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Ronald Klain
said in a post on Twitter Friday that
COVID-19 vaccinations had reached
their highest 24-hour total since before
July 4, with 918,000 doses administered
and 576,000 newly vaccinated, up from
821,000 and 565,000 respectively last Friday.
This comes in a week that has seen reported COVID-19 case counts at the level of
November 2020 and a seven-day average
of more than 140,000 cases per day, according to NBC News’ tally.
“Vaccine requirements and incentives are
starting to pay off — as well as the tragedy of seeing so much needless illness and
loss due to Delta’s impact on the unvaccinated,” Klain wrote.

vaccination clinic hosted by the Detroit
Health Department with the Detroit
Public Schools Community District at
Renaissance High School in Detroit,
Michigan, July 26, 2021. (Photo/Emily
Elconin | Reuters)
The 900,000-plus doses administered is
the highest total reported in a day since 1.1
million doses in the U.S. were reported
July 3, according to figures fro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at’s up from a low of about 243,000
doses administered July 20.And while sin-

cination rules.
New Orleans announced Thursday that effective Aug. 16 it would require proof of
vaccination or a negative COVID-19 test
for indoor dining, bars, gyms, indoor entertainment and large outdoor events.
“This is in addition to the indoor mask
mandate and in an effort to curb the unprecedented level of hospitalizations
statewide and the growing number of
deaths due to the more contagious and
more deadly Delta variant,” the city said
in a statement.

gle-day numbers can fluctuate dramatically, the seven-day average of doses administered has also been trending up for most
of the last six weeks, according to an NBC
News analysis of CDC data. After hitting
a pandemic low of an average 507,000
doses over the past seven days on July 20,
that figure stood at about 712,000 Friday.

Cullen Veasley, 17, receives his second dose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vaccine at a mobile pop-up

Vaccinations are on the rise as cities — on
the heels of major compan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 implement stricter vac-

And San Francisco Mayor London Breed
also announced Thursday that the city will
be requiring proof of vaccination for patrons and employees of restaurants, bars,
theaters, gyms and large events. Breed
said the requirement for full proof of vaccination for patrons in indoor public settings would begin Aug. 20 and the proof
of vaccination requirement for staff members would begin Oct. 13 to allow time for
full vaccination.
“We know that for our city to bounce back
from the pandemic and thrive, we need
to use the best method we have to fight
COVID-19 and that’s vaccines,” Breed
said in a statement. “Many San Francisco businesses are already leading the way
by requiring proof of vaccination for their
customers because they care about the
health of their employees, their customers, and this City. This order builds on
their leadership and will help us weather
the challenges ahead and keep our businesses open. Vaccines are our way out of
the pandemic, and our way back to a life
where we can be together safely.” (Courtesy https://www.cnbc.com/)

COMMUNITY
“Core Inflation” Rose 4.5% In The Past Year –
Largest Increase Since November 1991

Higher Prices Are On The Way-Inflation Rises Most Since 1991

A sign displays the price for shirts as a shopper peruses the offerings at a Costco warehouse on Thursday, June 17, 2021, in Lone Tree, Colo. American consumers faced a third straight monthly surge in princes in June, the latest sign
that a rapid reopening of the economy is fueling a pent-up demand for goods
and services that in many cases remain in short supply. (AP Photo/David Zalubowski)

underlying inflation remains under control,” said Gus Faucher, an economist at
PNC Financial Services. “Once again a
few categories — used vehicles, airfares,
rental cars, hotels — are experiencing huge
price gains because of the recovery from
the pandemic.”
Related
Home price gains 50% too high?
Still, continued higher inflation does raise
the prospect that the Fed could decide to
act earlier than expected to pull back on its
ultra-low interest rate policies, which have
been intended to support more borrowing
and spending. If so, that would risk weakening the economy and potentially derailing the recovery. Fed officials have said repeatedly, though, that they regard the surge
in inflation as a temporary phenomenon.
One reason why year-over-year inflation
readings are now so high is that the most
recent prices are being measured against
the sharp price declines that followed the
eruption of the pandemic in March of last
year. That statistical distortion began to
fade in June and will no longer be a factor
when July’s year-over-year inflation figures are released next month.
Looking past those distortions, prices are
rising faster than then did before the pandemic but not as much as the recent monthly numbers suggest. Greg McBride, chief
financial analyst at Bankrate, noted that
compared with June 2019, inflation has
risen at about a 3% annual pace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That is up from the 2.6%
annual inflation pace from May 2019 to
Ma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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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ces for U.S. consumers jumped in June
by the most in 13 years, signaling that a
swift rebound in spending has run up against
widespread supply shortages that have escalated the costs of many goods and services.
Tuesday’s report from the Labor Department
showed that consumer prices in June rose
0.9% from May and 5.4% over the past year
— the sharpest 12-month inflation spike
since August 2008. Excluding volatile oil
and gas prices, so-called core inflation rose
4.5% in the past year, the largest increase
since November 1991.
The pickup in inflation, which has coincided
with the economy’s rapid recovery from the
pandemic recession, will likely intensify a
debate a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betwee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about how persistent the accelerating price increases will prove to be.
The Fed and the White House have made
clear their belief that the current bout of in-

flation will prove temporary. As supply
chain bottlenecks are resolved and the
economy returns to normal, they suggest,
the price spikes for such items as used
cars, hotel rooms and airline tickets will
fade along with inflation. Some economists, along with Wall Street investor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y agree.

“The headline inflation numbers have
been eye-popping in recent months, but

In addition, some ongoing price spikes
could fade soon. Hotel room prices surged
7% in June alone and 15.1% in the past
year, the most on records dating to the
1950s. But that surge has merely returned
hotel prices to pre-pandemic levels and so
may not persist.
California 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
at 28-month high
Airline fares, which jumped 2.7% last
month, have skyrocketed nearly 25% compared with a year ago. Yet airline ticket
prices are still below pre-COVID levels.
Prices for used cars are far above where
they were before the pandemic and soared

10.5% last month alone — the largest such
monthly increase on record. That spike accounted for about one-third of the monthly increase in consumer prices for a third
straight month.
Used cars have become vastly more expensive largely because semiconductor
shortages have cut production of new cars,
thereby leading more buyers to the used
car lots. And many rental car companies
sold portions of their fleets during the
pandemic to raise cash and are now desperately buying up used cars to replenish
their supply. All that demand has elevated
vehicle rental prices by an astounding 90%
in the past year.
That surge, though, isn’t considered likely
to last. Prices are starting to drop at wholesale auctions where dealers buy vehicles,
and analysts say vehicle demand may be
slowing.
David Kelleher, who runs a Stellantis (formerly Fiat Chrysler) dealership in Glen
Mills, Pennsylvania near Philadelphia, has
observed that fewer of his customers are
seeking used vehicles dried up.

“I think the word got out that it was a tough
time to buy a used car,” Kelleher said.
Kelleher, who has now cut prices on the
roughly 150 used vehicles he has in stock,
says other dealers are reporting the same
conditions, and he expects customers to return once the price declines take full effect.
Still, supplies of new vehicles remain tight
and prices high, a trend that could sustain
customer demand for used vehicles.
More broadly, other trends are keeping
consumer prices high: Restaurant prices
rose 0.7% last month and 4.2% over the
past year, a sign that many companies are
raising prices to offset higher labor costs.
The cost of household furniture increased
0.7% from May to June and 8.6% compared with a year ago, as more Americans
have upgraded their homes after spending more time there during the pandemic.
Mohawk Industries, which makes carpets
and tiles, has said it will raise prices 6% to
10% — its third price hike of the year — to
cover higher costs for raw material, labor
and shipping.
The spice maker McCormick & Co. said
it plans to raise prices to offset higher raw
materials costs. Likewise, Conagra has
said inflationary pressures have reduced its
profits. The company, which makes everything from Duncan Hines to Pam cooking

spray, has said it will raise prices to offset
some of those costs. PepsiCo, too, said it
will likely raise prices for its drinks and
Frito-Lay snacks after Labor Day.

So far, investors have largely accepted the
Fed’s belief that higher inflation will be
short-lived, with bond yields signaling that
inflation concerns on Wall Street are fading. Bond investors now expect inflation
to average 2.4%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down from 2.7% in mid-May.
Americans’ longer-term views on inflation
have also leveled off. A survey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released
Monday, found that consumers expect inflation to remain near 5% a year from now.
But they expect inflation to be 3.5% three
years from now, down slightly from last
month. Consumers typically overestimate
future inflation.
The public’s 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can be self-fulfilling. If consumers foresee higher prices,
they are likely to demand higher pay, and
businesses will try to charge more to offset
their higher costs. (Courtesy ap.com)
Related
Inflation In A Glance
The US consumer price inflation rate stood
at 5.4 percent in July 2021, unchanged
from the previous month’s 13-year high
and slightly above market expectations
of 5.3 percent, reflecting the low base effect caused by the coronavirus crisis, the
re-opening of the economy and continued
supply constraints. Main upward pressure came from food (3.4 percent vs 2.4
percent), led by sharp increases in food
at home (2.6 percent vs 0.9 percent) and
food away from home (4.6 percent vs 4.2
percent); new vehicles (6.4 percent vs 5.3
percent);
and shelter (2.8 percent vs 2.6 percent).
Meanwhile, inflation moderated for energy
(23.8 percent vs 24.5 percent); used cars
and trucks (41.7 percent vs 45.2 percent);
apparel (4.2 percent vs 4.9 percent);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6.4 percent vs 10.4 percent); and medical care services (0.8 percent vs 1.0 percent). On a monthly basis,
consumer prices rose 0.5 percent in July,
the least since February’s 0.4 percent gain.
(Sourc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休城工商
星期二

2021年8月17日

C8

Tuesday, August 17, 2021

《醫藥專欄
醫藥專欄》：
》： 三千煩惱絲
三千煩惱絲—
——談掉髮
作者:: 符永豐
作者
符永豐((美福保健藥局經理
美福保健藥局經理))、呂岳勳
呂岳勳((美福保健藥局家庭藥師
美福保健藥局家庭藥師))

本文作者:符永豐
本文作者:
符永豐((右，美福保健藥局經理
美福保健藥局經理))、
呂岳勳((美福保健藥局家庭藥師
呂岳勳
美福保健藥局家庭藥師))
前言
愛美不分男女、也是人的天性。不
論男女，除了擁有姣好的面貌，挺拔身
型外、加上一頭烏黑濃密健康的頭髮，
是多數人夢寐以求的。首先，必須擁有
一個健康的髮質。
頭髮的構造及成分
毛囊生長在皮膚下層，呈現一個狹
窄細長的袋狀物，一個毛囊中長出一到
四根毛髮，毛髮之所以能不斷生長，主
要是原因是毛囊底部的毛乳頭不斷提供
纖維蛋白細胞和角質蛋白細胞，這些細
胞不斷分裂以產生新的細胞，且不斷的
往上擠壓。當毛囊底部細胞達到一定數
量的時候，此時毛髮就被擠出毛囊，而
長出毛囊的細胞就形成了堅硬的毛髮。
為何頭髮有不同顏色?所有自然髮
色 都 由 兩 種 黑 色 素: eumelantonin 及
pheomelantonin 所支配。 Eumelanin 是棕
色和黑色頭髮中的主要色素，而 Pheomelanin 在紅色頭髮中是主要的色素。
金髮則是髮絲上黑色素成份含量較少。
年長者頭髮變白，是由於黑色素量減少
或停止分泌時所致。
毛囊的其他結構，還包括潤滑頭髮
的皮脂腺，以及在恐懼、寒冷或生氣時
，使毛髮直立現象的竪毛肌。身體上毛
髮相對稀疏，這毛髮直立現象則以雞皮
疙瘩現象呈現。
髮質一般可分為：柔細、正常及粗
糙。其特性由毛囊體積和髮束狀況決定
。柔細髮質，其髮徑最小，粗糙髮徑最

大，正常髮質則介於兩者之間。至於綣
髮或直髮可能與髮質中所含二硫化鍵
（disulfide bonds)的多寡及其排列有關。
蓬鬆直髮含二硫化鍵較少，而綣髮較為
扁平，所含二硫化鍵較多，所以髮絲較
易於彎曲。
頭髮的生命週期
1. 生長期:正常的頭皮在出生時就約
有十萬個毛囊，毛髮的生長期時間長短
，依毛髮所在的部位而定。其中頭皮的
毛髮與鬍鬚的生長期最長，身體其他部
位的毛髮生長期則相對比較短。頭皮的
頭髮約有 85-90%處於生長期，每個月
約生長 1 公分。不同毛囊部位有不同的
生長期，頭皮的生長期約 2-6 年，睫毛
的生長期約 2-3 個月，腿部約 19-26 週
，手臂約 6-12 週，上唇約 4-14 週。
2. 退化期: 這過渡時期很短暫，平
均僅持續 2-3 週。此階段毛囊萎縮並從
毛乳頭中漸漸脫離，終止血液營養的補
給及頭髮停止生長。
3. 休止期: 休止期的毛髮根部會形
成棒球棍形(club-shaped)的尖端，此時
毛囊處於完全休止狀態。頭皮約有
5-15%的頭髮位於休止期。休止期約為
1-3 個月，正常人每天平均約有 50-100
根頭髮會自動脫落。每日掉髮量若大於
100 根，可能屬於不正常的脫髮。
毛髮的功能:
別小看毛髮，人類的毛髮具有許多
功能，包括:1.禦寒。2.防衛。3.皮膚的
另一感官器官。4.求偶。5.警告

落髮髮的類別及成因
1. 雄性激素性脫髮: 是遺傳性。在
這種類型的落髮中，生長期變短，毛囊
長出的頭髮比正常的稀疏。頭髮變得越
來越稀，最終毛囊消失。
2. 斑禿: 是免疫系統自行攻擊毛囊
時所引發的一種落髮現象。如毛囊提早
進入休止期階段時，這種脫髮顯更嚴重
。
3. 瀰漫性脫髮: 在這種類型的脫髮
中，大量的頭髮進入靜止期，導致頭髮
脫落和稀疏。原因包括身、心上的壓力
如手術，疾病（甲狀腺、貧血性病）、
發高燒、營養不良、飲食中缺乏蛋白質
或鐵元素、藥物的副作用如血液稀釋劑
、荷爾蒙的變化如分娩後，服用避孕藥
或更年期。
4. 自殘用力捲髮彎曲或拔出頭髮的
不良習慣: 是一種強迫行為，其中將頭
髮從頭皮、睫毛或眉毛中拔出。通常在
拉拔頭髮時性情較為緊張，拉拔後心情
較為釋懷。
5. 牽引性脫髮：涉及到髮際線邊緣
的脫髮。脫髮尤其在臉部和額頭部周圍
較為明。這與某些髮型使頭髮過緊，如
過度紮緊辮子或紮緊馬尾辮有關。
維生素和礦物質對毛髮的功效
1. 維生素 A: 有助於頭皮油的量產
及水分的保持，加強毛囊的頭髮生長。
2. 維生素 E:含有抗氧化特性，以對
抗自由基。意味著它減少細胞的損傷，
有助於良好頭髮健康的生長。
3. 維生素 B7: 或生物素有助於將蛋
白質分解成頭髮生長所必需的氨基酸。

生物素還可修復因電燙、陽光曝曬、和
含氯水質對毛髮造成的損害。
4.維生素 C：有助於膠原蛋白的生
產。膠原蛋白是頭髮結構重要的成分。
它也有抗氧化劑的功效，對抗自由基，
降低毛髮的損傷。此外，維生素 C 有助
於鐵的吸收。
5.維生素 D：缺乏維生素 D 可導致
因自身免疫性疾病過度脫髮。
6.鐵元素：將體內氧氣輸送到毛囊
及製造蛋白質所需的礦物元素之一，鐵
也是毛髮生長的重要礦物元素之一，有
助於毛髮健康的成長。
7.鋅元素：保持頭皮上皮脂腺的功
能及修復毛髮的損傷。男性禿頭血液中
鋅含量較低。
掉髮的迷思
1.長髮者易於掉髮。
錯。長髮並不一定會使根部承受壓
力而脫落。
2.洗頭加速掉髮。
錯。洗頭不會加速脫髮。它只脫落
將原本己準備脫落的毛髮。
3.染髮，燙髮和整理頭髮會使頭髮
脫落。
錯。通常不會導致脫髮。電燙過熱
可能會導致頭髮脆弱和斷裂。染髮通常
不會造成毛髮損傷，但編織髮型時，將
頭髮拉於過緊可能會造成脫落。
如何預防
預防脫髮取決於根本原因的防護。
定期洗頭、保持良好頭髮的衛生是基本
條件。此外，營養均衡的補充，尤其是
鐵、鋅元素和維生素 B 和 C 的適量的補

毛髮的長直，綣曲與髮朿中所含的二硫化鍵
毛髮的長直，
及排列如圖所示

充，將有所助益。對潛在疾病的治療如
甲狀腺疾病、貧血、和荷爾蒙失調，可
減少掉髮。此外、適度的頭皮按摩及梳
理頭髮、促進血液循環、也可減少掉髮
。
怎樣治療
1.Rogaine 生髮液：是一種血管擴張
劑。作用機轉不明。從藥學理論角度來
說，Rogaine 藉著血管擴張的作用，使
更多的氧氣，血液和養分進入毛囊。這
作用也可能會導致在休止期髮囊脫落，
斷而以新的、較厚的生長期毛髮取而代
之。Rogaine 對於雄性禿頭（俗稱地中
海禿頭）有效、對於較大範圍脫髮的效
果有限。Rogaine 生髮液需持續使用，
通常使用藥物數月後才見效。一旦停藥
數月後恢復脫髮現象。這種局部用藥可
在櫃檯購買，不需要處方。
2.Propecia： 該 藥 物 已 獲 得 FDA 批
準，僅可用於雄激素性脫髮的男性。是
一類稱為 5-α還原酶抑製劑的藥物。其
作用阻止頭皮毛囊中的天然激素的作用
減少脫髮。
結論
毛髮如同我們家前後院的花草樹木
一樣，定期灌溉及施肥，才會長出茂盛
、綠意盎然的草地及樹木。所以均衡的
飲食、正常規律的生活作息、按時運動
、適當的舒緩壓力、讓身心處於健康狀
態、就會有一頭健康、亮麗的頭髮。
美 福 藥 局 藥 物 諮 詢 專 線 ：
281-506-2453。 地 址 ：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5, Houston, TX77036(中國
城敦煌廣場旁)。

毛髮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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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總統逃離 塔利班控制總統府
美國等 60 餘國發表聯合聲明

【 美南新聞泉深
美南新聞泉深】
】 週日
週日，
， 阿富汗總統阿什拉夫·加尼
逃離該國，將總統府交給塔利班武裝分子
逃離該國，
將總統府交給塔利班武裝分子，
，塔利班完全控
制總統府，
制總統府
，並宣布阿富汗戰爭結束
並宣布阿富汗戰爭結束。
。
美國官員已經承認，
美國官員已經承認
，他們錯誤地估計了塔利班在全國
範圍內推進的速度。
範圍內推進的速度
。 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在談到阿富汗
國家安全部隊時說：“
國家安全部隊時說
：“事實上
事實上，
，我們已經看到那支部隊
我們已經看到那支部隊，
，
一直無法保衛國家的部隊……而且這發生的速度比我們預
期的要快。”
期的要快
。”

美國國務院週日晚間表示，60 多個國家發表聯合聲
美國國務院週日晚間表示，
明，稱必須允許想要離開阿富汗的阿富汗人和國際公民
離開，
離開
，機場和過境點必須保持開放
機場和過境點必須保持開放。
。
據《路透社
路透社》
》報導
報導，
，美國
美國、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
、加拿大
加拿大、
、法
國、德國
德國、
、意大利
意大利、
、日本
日本、
、韓國
韓國、
、卡塔爾和英國在內的
國家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表示，“
國家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表示
，“阿富汗各地的權力和權
阿富汗各地的權力和權
威人士對阿富汗的局勢負有責任和義務。
威人士對阿富汗的局勢負有責任和義務
。保護人的生命
和財產，
和財產
，並立即恢複安全和民事秩序
並立即恢複安全和民事秩序。”
。”
聲明內容也提及，“
聲明內容也提及
，“阿富汗人民應該過上安全
阿富汗人民應該過上安全、
、有
保障和有尊嚴的生活。
保障和有尊嚴的生活
。我們國際社會隨時準備為他們提
供幫助。”
供幫助
。”
報導指出，
報導指出
，美國領導的軍隊撤離
美國領導的軍隊撤離，
，塔利班武裝分子
攻入阿富汗首都的喀布爾總統府，
攻入阿富汗首都的喀布爾總統府
，並宣布阿富汗戰爭結
束，西方國家週一爭先恐後撤離數千名公民
西方國家週一爭先恐後撤離數千名公民。
。
美國國防部部暑另外 1000 名士兵
名士兵，
， 協助美國公民
及為美方工作的阿富汗人從喀布爾撤離，
及為美方工作的阿富汗人從喀布爾撤離
，承擔空中交通管
制，以方便數千名美國人的撤離
以方便數千名美國人的撤離。
。在塔利班攻入阿富汗首
都後，
都後
，美國國務院及國防部
美國國務院及國防部，
，發表聯合聲明表示
發表聯合聲明表示，“
，“美國
美國
將在接下來的 48 小時內
小時內，
，將加派士兵至近 6000 名。”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Blinken）在推特上表示
在推特上表示，
，
“美國與國際社會
美國與國際社會，
，必須允許希望離開的阿富汗人和國際

公民離開。道路
公民離開。
道路、
、機場和過境點必須保持開放
機場和過境點必須保持開放，
，必須保持
冷靜。
冷靜
。”
美國國務院表示，
美國國務院表示
，聯合聲明的其他國家
聯合聲明的其他國家，
，還包括智利
、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
、哥斯達黎加
哥斯達黎加、
、捷克共和國
捷克共和國、
、丹麥
丹麥、
、多米尼加
共和國、
共和國
、薩爾瓦多
薩爾瓦多、
、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
、芬蘭
芬蘭、
、希臘
希臘、
、荷蘭
荷蘭、
、新西
蘭、西班牙
西班牙、
、瑞典
瑞典、
、烏克蘭和也門等國
烏克蘭和也門等國。
。
(圖片來自網絡
圖片來自網絡，
，版權歸原作者
版權歸原作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