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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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Business Hours：

Monday-Friday：

8:00am-4: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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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皇宮點心海鮮酒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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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館退休轉讓
超過37年賺錢老店

位於休斯外圍
連地及生意一併出售
生意穩定,含設備
因東主退休出售
意者請電:Kathy

936-662-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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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式中餐轉讓
外賣堂吃賺錢老餐館
西北白人區Kroger超
市旁,離中國城30分鐘

房租便宜,
因缺人手,忍痛轉讓
意者請洽:非誠勿擾
832-830-3906

中國城賺錢餐館
出 售

位中國城百佳超市旁
2400呎,房租便宜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歡迎看店議價
281-501-9898
718-864-8551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壽司吧急聘
The Sushi Bar is Hiring
We are in urgent need
of Part-time Sushi
Helper in Kroger.
9325 Katy Fwy,

Houston, TX 77024.
281-520-6774 (英)
713-299-4129 (中)R

es tau ran tH
i ring

中
日
餐
請
人

珍寶海鮮城 誠聘
點心師傅 、點心熟籠、點心幫手

推車、 企檯、傳餐.
需少許英文, 全工或半工均可

做滿三個月後,公司提供Bonus獎勵金
請電:281-988-8898 或親臨面談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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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請人
路州Shreveport
中餐堂吃店,誠請

炒鍋和企台
請電/短信：

832-819-8111
(無人接聽可短信)

KATY日餐
誠請●企檯

●Sushi Man
●廚房師傅
意者請電或

短訊(無人接聽時)
832-232-1001

外賣店轉讓
鐵板日餐店

位Woodlands區
1100呎,月租2200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詳情請電：
281-948-9968

*大型中日餐館
位西北區, 誠請
全工包卷師傅,
炒鍋, 幫炒.

包住宿(有獨立房間)
有意者請電：

281-851-5858

中國城悅來餐館

誠請有經驗炒鍋

全工/半工均可

有意者請電:

281-683-6368

餐館出售
糖城Sugar Land

面食店出售
~~詳情面談~~

聯系方式:
713-922-7104
626-348-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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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堂吃外賣店
誠請可接電話企台,
店不忙,小費好.

加時薪,
離糖城15-20分鐘.

半職/全職皆可
意者請聯絡:

626-592-5535

中餐館請人
位290/ 8號附近
招全職/兼職

收銀,炒鍋,油鍋,打雜
意者請電:

832-623-4949
832-773-2913

Qin Dynasty
城中區中日餐館,
誠請 半工外送員,
熟悉醫療中心，另請

半工經驗企檯,英文流利
懂酒水，需報稅.

電:713-660-8386
3-5親臨:5115 Bufflo
Speedway#900

金山餐館請人
位Downtown誠請
●企檯, 拋鍋, 抓碼

~以上薪水好~
意者請電: 阿泰

916-529-7337
2001 Jefferson

Houston, TX 77003

美式中餐館
誠請全工或半工
收銀接電話

底薪加小費
意者請電:

832-782-8237

Buffet店急讓
位Corpus Christi
8000多呎,客源多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一周營業7天
因缺人手忍痛出讓
另請炒鍋及Sushi
281-781-6900

中餐堂吃外賣店
出售. 離休斯頓唐人
街40分鐘, 唯一

中餐堂吃外賣店售
歡迎看店詢價,

非誠勿擾.電:林先生
713-417-8699

KATY中餐館

出 讓

生意佳

意者請電：
917-287-6173

中國城中餐館
『高薪』 聘 請

廣東炒煱
意者請電：

281-210-8392
黃師傅

外賣店轉讓
位於Humble

生意穩定,已經營11年,
生意9萬.

~可做工看店~
有意請電:非誠勿擾
859-327-1938

中餐外賣店
位於45號南
薪優,誠請

●幫炒 (能炒雙飛)
●打雜兼包外賣
提供吃住. 請電：
713-614-3873

創業良機
在高銷售額的超市內

Sushi Bar出售
東主退休,13年老店,
月營業額3萬以上

意者請下午3點後電
或簡訊,歡迎看店:
832-660-2521

Woodlands中餐館,薪優
誠請 全工半工均可(提供吃住)

●企台 ●廚房打雜
●油包 ●炒鍋

意者請電：936-443-2523

餐館請人
位於西北區

誠聘企枱, 炒鍋,
半工外送員.
有意者聯系:

281-966-5342

餐館請人,薪優
誠聘炒鍋,打雜

909 Southmore Ave

Pasadena, TX 77502

有意者請電:
713-818-0335

糖城HEB壽司吧

誠招壽司助手

有無經驗均可

意者請電:

832-213-7345

美式中餐館
Downtown地區
薪優，誠招炒鍋,
廚房關系簡單
有意請電至:

713-835-1705
如未接，請短信留言

*賺錢餐館出售
●近Memorial 高級區中餐館,設備齊全,
年收入60萬, 業主榮休,僅售$79,000.

●位於Katy 亞洲城餐館,年收入過百萬,
僅售$30萬,機會難得,預購從速.

有意者，請洽德州地產：
713-988-1668, 832-734-6888(中文)

Pearland餐館
和順圓堂吃外賣店

『薪優』 誠 聘
全工&半工收銀和企枱
半工或全工外送員

電832-768-9888
微信weijiang7788

中餐館請人
誠聘半工外送員
有經驗,要報稅

離中國城15分鐘
4670 Beechnut

意者請電:
713-307-2882

*餐館請人
誠招外賣員
位Spring,

249與99交界
聯系人：林先生

832-310-0739

*Buffet店請人
距中國城8分鐘

Buffet店
誠請 全工 / 半工
熟手企台，帶位
意者請電:

713-789-0845

*糖城餐館,薪優
堂吃外賣店,誠請
●企台●廚房抓碼

意者請電:
281-313-3300
另日餐請企檯

646-243-5660

*城中賺錢餐館
出 售

近Galleria區
生意穩定
意者請電:

832-620-2560

*城中區中餐館
誠 請

●半工炒鍋
●半工外送員
意者請電:

832-620-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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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中餐館

誠請炒鍋一名

聯系電話:

832-277-2317

日本餐館請經理
Missouri City近Sugar Land,
誠請全職/半職經理.
需有經驗,說英語﹐

做事認真負責能報稅﹐
薪資面議.

有意向請聯系:
912-381-5292
346-303-3218

糖城翠苑中餐館
誠請 企台/收銀

全職/兼職
小費好

有意者請電：
832-606-3731

*長樂活動中心

誠聘廚房助理

意者請電:

281-208-7709

713-884-5612

*誠聘(中國城)
● LVN / RN (PT)
● Office Assistant (PT)
● 司機 ● 清潔半工
● 廚房幫工打雜
周一到周五

電:281-781-9389
未接請短信稍後再覆

*外賣店請人
近中國城

誠請全工送外賣
懂英文.

有意者請電
281-568-8788

*餐館請炒鍋
路州Shreveport
中餐堂吃店,誠請
炒鍋和企台。
意者請電:

832-819-8111
(無人接聽可短信)

*高級堂食餐館
l-10近Inker St

廚部:熟手執碼幫炒
樓面:懂英文有經驗

薪金可議,
意者可電:

832-875-1225

*糖城中餐館
『薪優』 誠 請

有經驗企檯多名
意者請電:

832-955-6957
832-814-3029

*糖城餐館請人
Mamak Malaysian
Restaurant. 糖城店,
誠聘企台。新店剛
開張，新手可以培訓.
環境好,小費高。電:
346-874-7913
( 每周二公休 )

*HEB超市內壽司吧請人
HEB, Kroger Sushi Roll Available People Priority
( Training Available ) 10 mins from Pearland
Medical Center/ Hwy-288 / Rice Universty

Address: 6055 South Freeway, Houston,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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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分類廣告專頁

*北方菜館請人
中國城百佳超市旁
北方菜館, 誠聘

●生手炒鍋一名，
●熟手炒鍋一名，
薪金面議。電話 :
415-812-5851

二間壽司吧招工
位Kroger超市內
●1801 S. Voss
●1505 Wirt Rd.

急需壽司師父及幫手,
全工/半工均可.
『薪優』 意者請電:
832-638-3640

*賺錢餐館出售
疫情期間外賣生意很好
東主退休有意出售.
有粵菜經驗者更佳.

意者請電:
210-396-0650
餐館在聖安東尼奧，

競爭極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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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吃外賣兼
小Buffet轉租
無需轉讓費,
設備齊全.
詳情請致電:

210-380-2645
閑聊者勿擾！

Mall內快餐
●經理助理 :
工資+bouns+年假
有廚房經驗,男性優先

●收銀員 :
$14 起薪,會英語.

意者請電:
214-924-8009

*休士頓市中心
餃子店誠徵

有經驗師傅及助手
一周工作五天,
待遇從優.

意者聯系: 蔡女士
713-532-3127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Now Hiring
Restaurant Manager

Pepper Twins Restaurant at River Oak
hiring a Manager, full time,
great salary + all benefits,

Please call :
412-956-2766 to apply

*Hiring Server
Pepper Twins Restaurant at River Oak

hiring Servers, full/part time,
great income, hours flexible.
Please call 346-204-5644

or stop by at
1915 W Gray St. Houston, TX 77019

*高薪誠聘
路州日餐,

請新手學做壽司
或熟手壽司師傅,
高薪,午休2小時,
包食宿，請電:

337-764-7736

*餐館誠請
有經驗收銀帶位,

企枱,外送員.

意者請電:

832-466-3511

*美日餐館,高薪
二家Galleria &1960
誠請經理,企檯,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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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薪誠聘
路州日餐,

請新手學做壽司
或熟手壽司師傅,
高薪,午休2小時,
包食宿，請電:

337-764-7736










餐館租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00

*華洋餐館請人
位敦煌商場內,
高薪 聘請炒鍋,
及周末企檯
意者請電:

713-270-0888
832-512-3595

*中餐堂吃外賣
位於Humble區
『薪優』 誠聘
●全工女帶位
●外送員
意者請電:

281-546-8622

*日餐誠聘
位10號公路,宜家
家私附近,日餐誠請

●兼職帶位,
●全職或兼職和企檯,
需英文流利和可報稅.

有意請電:
832-339-6112

*西北區餐館
位Cypress 1960

『薪優』 誠聘
●全工半工接電話
●半工外送員

意者請電:
713-302-0321

*布菲低價轉讓
店在45公路,33出口
因東主有其它生意

無暇顧及,
房租1萬,月做10萬

淨收入1萬
意者請電:非誠勿擾
917-833-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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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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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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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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內附-書桌,餐桌,Cable電視及冰箱),
無限快速上網,包水電.拎包入住,免簽長約,
月租最少1個月起.16年來感謝舊客戶推薦

Line/微信: houstontours
電/簡訊: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信用卡公司急聘業務代表
業務代表多名 : 保障底薪+高獎金+高佣金+福利. 帶薪培訓

Bankcard Services now is hiring Sales Reps
Base Salary + Commission + Incentive + Bonus

Email : Jason.kwon@ebankcardservice.com
Ethan.jiang@ebankcardservice.com

810 Hwy 6 South Suite#113 Houston, TX 77079

Thunder Group TexasWare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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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ienced Industrial
*Sewers and Seamstresses

Apply in person at :
9350 South Point Dr. Houston, Texas 77054

Monday-Thursday 9 AM- 2 PM
Great Hours *Great Benefits

* Paid Time Off *Competitive Pay
Equal Opportunity Employer

Food Distributor
A/R, Offices Assistant

Salesperson &
Warehouse Loading

speaking Chinese & simple
English. Lily & Helen
713-383-8818
or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石油貿易公司招Accoun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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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company
in Houston is curr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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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C多間高雅辦公室租
環境高雅, 安全, 安靜,

包水電, 免費高速光纖上網, 辦公傢具,

近中國城5分鐘. 大停車場.有大間辦公室出租$700

281-498-4310 陳鐵梅( 中文 )

281-983-8152 Jennifer ( 英文 )

Office for 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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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租售

Real
Estate

急需 ! 急需 !!
休士頓窗簾廠

急招有經驗裁縫女工
意者請洽:

832-878-5686

Gillman Honda Fort Bend
hiring for all positions

● Sales
● Automotive Technician
● Internet sales
● Service Advisors
● Finance manager
We are looking for people that are hardworking,
committed to excellence that will go the extra
mile for our customers.
Income potential up to 75,000 per year plus bonuses.
Health benefits, 401k benefits, 5 day work week.

Tel: 281-341-2277
Email: Ffontenot@teamgillman.com

24875 Southwest Freeway, Rosenberg, TX 77471
www.HondaFortbend.com

中國城黃金廣場
方太專門店,薪優,
誠聘男女員工
有意者請電:

713-772-7888
713-772-2889

We are Signs招牌公司招聘
●建築焊工-需有經驗
●鉗工-需有經驗
●組裝工-無經驗可,男女不拘(女性優先)
●設計師

意者請電: 832-266-2637
履歷至:wearesignsus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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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Service

200看
護
服
務

公寓誠聘
有經驗空調﹐水電維修人員一名﹐

薪金面議﹐若試用期通過﹐可享有薪假
期和申請住宿﹐醫保﹐401K福利﹒
聯絡電話 : 713-777-0212

M-F 9:00AM-6:00PM

家
政
助
理

管

家
Housekeeper

保險代理公司 請人
誠徵 全工或半工助理:

有經驗及執照者有bonus,
沒經驗者可培訓。需中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郵簡歷及薪資要求及歷史到 :
jericlu@luins.com

或短信到 : 832-876-8399

誠徵醫務助理

近中國城

免費培訓

履歷請送:

Julie@hbctx.com

貿易公司誠聘
上門產品檢測一名
需有駕照和車，性
別經驗不限，
能英語交流

有意者請電或短信:
281-650-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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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300

保險公司請人
誠請會計和管理.

勤奮好學,三年工作
經驗以上,待遇良好.
工作環境好.可辦綠卡

請來電或短訊 :
832-868-1090

Experience Accountant
2-year related working experience

Bachelor Degree in accounting
Fluent in English and Spanish

carrie.chiang73@gmail.com
6969 N. Freeway, Houston, TX

Office Assistant
Fluent in English, Spanish and Chinese

Highly motivated / Organized
Excellent knowledge of MS Excel

carrie.chiang73@gmail.com
6969 N. Freeway, Houston, TX

建築工程公司誠聘
工程項目助理

需有駕照和車，能英文交流。
需有責任心及良好的溝通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意者請電：832-289-2279

房
地
產
租
售
Sale/Rent

新買House
雅房出租

只限女性,不抽煙,
包水電,

每月租金500.
聯系電話 :

832-948-4668

糖城雅房出租
分租亦可,治安良好
環境優雅,重新裝璜
新地磚,好區,5分鐘到
59號,6號高速公路,
5房2衛,最優Clement
高中,初中.意者請電:
832-287-8233

公司請人
誠聘機械維修工一名

需有機械及電器基礎.

~~薪金面議~~

聯系請電 Kent : 713-819-1633

*GMCC 萬通貸款
高速成長,Direct Lender.

直接申核 (高達五百萬) 直接放款, 誠招
有經驗的高效率的Loan Processor

工作地點在Houston.
多成長機會, 待遇優厚 Full benefits
( health insurance , 401k match )

Email resume : info@gmccloan.com

*食品公司誠徵
工廠生產線

全工操作員數名
有身份.有經驗優先.

意者請電:

281-908-6800

*Sugar Land Company
has immediate opening for

full time accounting position.
Experience preferred.
Please send resume to

carolzhang531@yahoo.com
or contact at: 832-335-0150

*Accountant/CPA
-CPA firm in S.W. HOUSTON, TX

1 to 5 years CPA firm experiences in tax
or audit. Experiences in QuickBooks,

Lacerte, CCH preferred. Bilingual English/
Chinese preferred. Also need bookkeeper.
Will train, experience in QB preferred.

Resume email to: email@cmcdllc.com

誠徵老人照顧家庭看護
全職或半工.男女不拘皆可,

須報稅,地點在糖城和休士頓地區.

電話:713-271-8515(公司)

或 : 713-820-5748(私人)

聘請通勤阿姨
3口之家,4個月女寶,

說簡單英文.
一周工作5天,

8am-5pm,$20/小時,
地址: Houston,

near Greenway Plaza
請短信:

502-833-8808

美南新聞電子報

誠聘阿姨
協助照料孩子(父母都
在家上班),做簡單家務.
周一到四上午8-10點,
周五8-3點,15小時/周
愛干淨,誠實負責.坐標
77007.$15-$20/小時
有意請聯系微信：
jingang749814

 








●每格可容中文大字(標題)6字及小字(內容)50字，

英文字母及數字二字為中文小字一字，空格標點符號均需計算。

※English title : 12 letter ※English content : 120 letters

●廣告內容均由委刊者提供，本報一概不負責任。

●廣告涉有爭議，本報保留拒絕刊登及修改廣告或暫停刊登之權利。

●涉及法律責任廣告,需提供身份證件及當事人簽字負責,本報概不負責.
●廣告刊出如有錯誤，請於二日內前來更正，如係本報排版錯誤，將予以免費補刊，但以二天為限。

●分類廣告請預付廣告費，如中途停刊者，恕不退還費用。

●刊登一個月以下者，廣告均不得改稿，若需改稿每次酌收費用5元
●本報接受VISA及MASTER信用卡付費，如電話(Tel)或傳真(Fax)

訂稿委刊，請告知信用卡號碼/姓名/有效期限/CVV號/ZIP code
Address號，其訂稿如有錯誤由客戶自行負責，恕不補登。

●截稿時間 : 星期一至五2:30pm, 平時/周六日請微信:AD7133021553
截稿或之前訂稿，立即上網,其稿將在第二天刊登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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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刊登
注意事項

*裝修請人
誠 請

裝修師傅及小工
會英語為佳
有意者請電:

346-383-1087

Katy高薪
誠聘 全職阿姨，
做飯、做家務，

開車接孩子上下學！
孩子已大！

住家不住家均可！
電:832-546-7746

美南新聞招聘視頻剪輯
美南新聞集團招聘剪輯，需要會使用剪
輯軟件和導播機器，參與現場錄制。

一經錄用，待遇從優。
有意者請發郵件給：Jessie聯系
Jessiew@scdaily.com

誠聘家務助理
家住I-10 / 8號
煮飯及做家務

一周工作3-5天
會國語/粵語或英語

時間彈性:
約下午3-9點

917-566-2211

*招聘家政服務人員
別墅包住待遇優厚

現招聘可長期住家家政服務人員，
夫妻更佳，地理位置好，居住環境佳，

繳納保險，薪水優厚。
崗位職責：
1、負責別墅的日常維護保養工作。
2、按雇主要求清潔、整理房間、修理草

坪，維護室外環境等相關工作。
3、按別墅雇主要求完成其他相關工作
職位要求：男女不限，需要有相關工作
經驗，中文流利，可用英文進行簡單溝
通，身體健康，品行優秀，無犯罪記錄
聯系人：Rainie 832-853-3126

好房分租
共四個房間,限單身

一房 $399
主人房 $500-$600

包電, 水, Wifi
6510 Gdd Tee Ct
Houston,TX 77036
832-853-1559

分類廣告專頁

分類廣告專頁

*長樂活動中心

誠聘廚房助理

意者請電:

281-208-7709

713-884-5612

*誠聘(中國城)
● LVN / RN (PT)
● Office Assistant (PT)
● 司機 ● 清潔半工
● 廚房幫工打雜
周一到周五

電:281-781-9389
未接請短信稍後再覆

*老人公寓誠聘
兼職維修工,

懂相關大廈維修
知識及經驗，

薪高及時間可面談.
請在辦公室時間電

找何小姐
713-995-4538

美南新聞電子報

*醫生診所誠聘
Receiption (前檯)
全工或半工均可
需中英文流利

每小時$14.位中國城
意者請電或送簡歷:
713-858-4786

Bellaireclinic2@yahoo.com

*電腦公司招聘
技術人員或業務員 2-3名

職責: 電腦維護維修,庫存管理,產品物流.
需本科或以上學歷.

公司也可以sponsor 身份。
有意者請將求職信及簡歷發至
info@zeeknox.com

*招聘售後客服人員
近糖城77406大型電子公司

招聘 售後客服人員。
要求：溝通能力優秀、工作細致有條理。
中文流利,基本英文溝通能力即可。

薪優福利好。
聯系方式請電：832-509-9095

*公司請人
位於Bellaire及

Corporate Dr路口
誠徵進出口

Documentation人員
經驗不拘.

意者請將履歷表傳到:
hr@bciusa.net

臨床實驗室高薪招聘
●樣品整理員 : $15-20

整理實驗室樣本,非常簡單.
需要懂簡單英語.不需要學歷.

●實驗室操作員：$18-25
需要懂一定英語. 有學士學位,專業不
限,不需要經驗,提供培訓.

聯系: 281-513-7010

*誠招住家阿姨
Katy區,大人白天上班

照顧放學後小孩
做簡單早晚餐及家務
需有經驗,做事俐落,

人隨和好相處
一周工作5-6天
薪資優, 請電:

832-373-8183

*Now Hiring
Japanese Seafood

Company•Outside Sales
representative•Part-time A/R,

Receiving office clerk
Email resume to :

info@owaves.net

中國城公寓出售
2房 2衛浴 2廳

實木地板及地毯

全新冰箱,洗碗機

有意者請電:

832-977-6288

聘通勤半職阿姨
有身份,健康有愛心,
打完新冠疫苗.可以接
送和照顧小孩,做飯及
簡單家務.一周5-6天

下午2:30-7:30.
酬薪商量.610西南.
1/3開始工作. 請電:
281-414-5318

*醫療診所誠聘
診所助理

中英文流利,懂電腦
具有顧客服務經驗,
可學眼鏡裝配技術

*薪水從優
yandyllc@gmail.com
Tel:832-378-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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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289-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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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ervice

*誠招阿姨
招Katy接小孩,做飯,
打掃衛生的阿姨

周一到周六
時間: 5pm到9pm

主要: 接小孩,准備4人
晚餐和簡單的家務！
347-654-7999
646-247-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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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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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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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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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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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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School

駕
駛
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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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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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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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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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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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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 設計 裝修 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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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460-4530
832-866-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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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易裝修
承接房屋大小工程
舊屋翻新,廚房浴室
地板瓷磚,水電木工
涼棚圍欄,高壓清洗
價格公道,免費估價
歡迎來電咨詢:楊
909-800-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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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9 Ridgehaven Dr. Houston, TX 77053

700 專
業
油
漆

Painting Service

彩艷油漆
專業室內外油漆
水電維修,免費估價

請 電:
713-322-6333
微信:USA67802

Piano鋼琴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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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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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 Service

廣東和記裝修
大小工程,油漆間隔,
泥水木工,地板門窗,
天面地台,廚房浴室,
水電修理, 通 坑 渠.
免費估價,價廉保質.
832-909-3658粵
832-909-3686國

三 好 裝 修
誠信專業的木工和泥瓦工師傅

為您提供裝修服務：
安裝櫥櫃大理石,瓷磚地板,木柵欄和油漆.

~~好技術、好質量、好價錢~~
聯系電話:

832-778-0090 / 832-289-2279

謝老師（MT 駕校）
●交通安全班（取消罰單）
●成人中文筆試:天天路考(兩天取得駕照)
●青少年駕照班

~~~十八年專業教學經驗~~~
832-863-8882

*7年正規床店請人
45公路往南方向,36出口,

離中國城40分鐘。
全職6天，兼職3～5天，

提供住宿有廚房，
能做大力有執照者優先。

832-417-4410 ( 做黃勿擾 )

永發裝修公司
政府註冊,百萬保險.
30年經驗,一條龍服務
承接:商業/餐館/住宅,

精通土木,地板,水電,油漆
保修一年,價格公道,
經驗豐富,保證質量.
646-713-4928吳
832-207-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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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大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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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學習邊工作,你的不二選擇!
學按摩賺錢,請來AATMB

政府認證學校,教資深厚,彈性學習時間
收費合理, 中英文授課.

詳情 : www.AATMB.com
713-474-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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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品Baby!新新新

新人,高顏值

832-434-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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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跌打損傷

專精: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一次治療基本痊癒，唯我獨尊。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請電: 713-772-0300

跌打傳人中醫
坐骨神經,肩周炎

別猶豫別猶豫別猶豫,,, 別蹉跎別蹉跎別蹉跎歲月歲月歲月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華美裝修
舊屋翻新,地板地磚
內外油漆,廚衛屋頂
籬笆車道,小修小補
高壓清洗,各種雜活
~~價格優惠~~

832-314-6475

隨叫隨到裝修
專業漏雨 屋頂翻新

室內外裝修20年經驗
免費估價.請裝修師傅
大小工程,百萬保險
346-383-1087
713-269-9582

徵 婚
26歲帥氣男孩，身高186，

研究生再讀，琴棋書畫、儒雅隨和。
誠尋美麗大方女孩，

相攜一生。
聯系電話：346-475-4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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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ING
for Massage

*足底按摩店請人,Foot Massage Store Hiring
4009 Central St, Kansas City, Missouri, Zip 64111

誠聘男女按摩師,有無執照均可, 月薪$5000+ (更多)
提供住宿(房租$200/月).離店近,走路只要10分鐘.
請電: 816-472-9198 微信: 660-238-5645
Hiring male/female massager - with/without license
Monthly salary $5,000 up (inclusing tips).
There is place to live- 10minutes walking to the store.
If interested, email/wechat 660-238-5645

誠 信 裝 修
大理石、廚櫃、衛生間改建,磁磚、地板,

內外油漆,涼棚,圍欄及屋頂漏雨,
工廠訂做,塑鋼門窗,雙層玻璃(特約)

工廠直銷 實木地板,復合地板,塑膠地板.
專業屋頂,噴花,保溫棉,質量第一,誠信為本,
土木建築專業,保修二年. ●請裝修師傅
歡迎來電 : 832-630-1850 田師傅

美南網站

商業大樓,免費置換新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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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電 節 能

Energy Company

刊登廣告
24小時,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美國公民,男36歲
大學學歷, 廣東人,有正職

誠徵單身女士,先友後婚.

有誠意者電或簡訊:

832-348-6640

*美國公民(男) 70歲
誠心尋找伴侶

有無身份均可 (可協辦綠卡)

最好有護理經驗,身體強壯.

誠意者請電詳談: 346-277-5978

個人、公司 信用貸款
個人/公司 信用貸款 $10萬-26萬
無抵押, 無擔保, 信用卡多倍套現
當天兌現, 安全, 合法,回國資金.

~~我們幫助您恢復信用~~
電話: 626-686-8111

信
用
貸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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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做居家小活
修補牆面、油漆.

翻新衛生間,廚房,房間改造,疏通上下水
更換熱水器.漏水.庭院等等....

居家小活統統都做.
713-429-2685
702-888-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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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順冷暖氣公司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精修餐館及超市冷凍,冷藏設備,電機,電路
及生活電器維修,特價代理Goodman產品.
州政府保險及執照, 質量保證,歡迎比較.

832-860-3388 蒲繼忠

車房門專家
商業,住家,鐵門及鐵柵

搖控車門器更換,
彈簧維修線路安裝,
品質保證,免費估價.

通國粵英語
20 年經驗,7天日夜.
713-598-8118(C)
713-777-793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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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房
門
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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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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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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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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園
美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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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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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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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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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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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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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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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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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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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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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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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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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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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ZY鐵工廠
多年經營,專修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精工電焊，
修理翻新各類鐵件，

鐵欄,大閘,扶手樓梯等
多年經驗，技術保證。
346-228-3738
832-869-0645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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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
工
廠

700

Iron Works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跌打損傷

專精: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一次治療基本痊癒，唯我獨尊。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請電: 713-772-0300

跌打傳人中醫
坐骨神經,肩周炎

Long's專業修理
多年經驗Sears'專業技

師, 專門維修各種
家庭/商業:冷暖氣, 冰箱,
製冰機,大型冷凍櫃,冰櫃,
熱水爐,洗衣機,乾衣機
執照號碼:TACLA44251C
質量保證.電:通英/粵語
713-505-7534

美南網站

Legend Temp Mechanical
恆風冷暖氣公司政府執照TACLA 115482C
安裝/維修: 家庭、商業冷暖氣、商用冰箱,

冷凍冷藏設備、制冰機. 百萬保險.
~~~多年經驗,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請電: 713-357-8868 (國/粵語)
企鵝牌制冰機500磅9成新,抓碼箱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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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奧巴馬保險計劃
公開申請期從11月1日到12月15日期間進行,
續保和新申請計劃從1月1日2022年開始生效.

中心保險事務所是資深注冊保險代理,
多年來一直竭誠的為德州各城市民眾

提供最專業保險業務服務.
電話:832-323-1368 346-291-8228,

地址7001 Corporate Dr # 222, Houston TX 77036

自助保險
專門代理申請

商業大樓,免費置換新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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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電 節 能

Energy Company

水務

Plumbing
Electrical

電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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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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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美空調維修
精修更換冷暖氣系統、
熱水爐、水電、家用電器
專業安裝節能空調、
漏水斷電、緊急維修、
工作認真、政府認證、
質量保證.（24小時）

請電: Louis 劉
646-508-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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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分類廣告專頁

個人、公司 信用貸款
個人/公司 信用貸款 $10萬-26萬
無抵押, 無擔保, 信用卡多倍套現
當天兌現, 安全, 合法,回國資金.

~~我們幫助您恢復信用~~
電話: 626-686-8111

信
用
貸
款

水 水 水
專修室內外各種漏水
更換各種室內外

水零件,
房屋整體水管更換,

修換熱水器.
713-429-2685
702-888-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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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ials of Aung San Suu Kyi, from 
heroine to villain to conv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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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6 (Reuters) - Put on trial by the 
generals who overthrew her elected 
government in a coup that cut short 
democratic reforms she had fought for 
decades to bring about, Myanmar’s 
ousted civilian leader Aung San Suu 
Kyi was sentenced on Monday to four 
years in prison.
The 76-year-old’s sentence was later 
reduced to two years’ detention in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after she was 
convicted of incitement and violations 
of a law on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first verdicts in more than a dozen 
criminal cases filed against her since 
the Feb. 1 military takeover.
Just 14 months before the coup, she 
had travelled to the U.N. Internation-
al Court of Justice in the Hague to 
defend those same generals against 
charges of genocide over a 2017 
military offensive that drove ethnic 
Rohingya Muslims out of Myanmar.

Suu Kyi’s long struggle for democ-
racy made her a heroine in predom-
inantly Buddhist Myanmar, and the 
mostly Western criticism she faced 
over the plight of the Rohingya had 
no negative impact on her popularity 
at home.
Known as “the Lady”, Suu Kyi had 

Inside C2

fulfilled the dreams of millions when 
her party first won a landslide election 
in 2015 that established Myanmar’s first 
civilian government in half a century.

She spent 15 years under house arrest 
in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but her 
administration had to cohabit with the 
generals who retained control of defence 
and security.

That hybrid government failed to unite 
Myanmar’s many ethnic groups or end 
its decades-long civil wars, and Suu Kyi 
also oversaw tightening restrictions on 
the press and civil society while falling 
out with some former allies.

But her second election victory in 
November unnerved the military - and 
it seized power on Feb. 1, alleging voter 
fraud by her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
racy party despite rejection of the army’s 
claims by the election commission and 
monitors.

The first criminal cases filed against 
Suu Kyi included breaching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and possession of unlicensed 
walkie-talkies. read more

More serious charges were to follow, 

including incitement, corruption and 
breaching the Official Secrets Act. She 
now faces a dozen cases with combined 
maximum sentences of more 100 years. 
read more

Protesters have taken to the streets in her 
name, calling for the release of “Mother 
Suu” despite hundreds of killings and 
thousands of detentions since the coup.

LADY BY THE LAKE

The daughter of independence hero Aung 
San, who was assassinated in 1947 when 
she was 2 years old, Suu Kyi spent much 
of her young life overseas. She attended 
Oxford University, met her husband, the 
British academic Michael Aris, and had 
two sons.

Before they married, she asked Aris to 
promise he would not stop her if she 
needed to return home. In 1988, she got 
the phone call that changed their lives: 
her mother was dying.

In the capital Yangon, then known 
as Rangoon, she was swept up in a 
student-led revolution against the then 
junta that had plunged the country into a 
ruinous isolation.

Myanmar’s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
cy Party leader Aung 
San Suu Kyi arrives at 
a news conference at 
her home in Yangon 
November 5, 2015. 

New York City mandates shots for all 
private businesses amid Omicron spread

NEW YORK, Dec 6 (Reuters) - New 
York City declared on Monday that 
all private-sector employers must 
implement COVID-19 vaccine man-
dates for their workers, as the highly 
transmissible Omicron variant has 
spread to at least one-third of U.S. 
states.

The biggest U.S. city set a Dec. 27 
deadline for all 184,000 businesses 
within its limits to make their em-
ployees show proof that they have 
been vaccinated.
In addition, children 5 to 11 years 
old must get at least one vaccine 
dose by Dec. 14 to enter restaurants 
and to participate in extracurricular 
school activities, such as sports, 
band, orchestra and dance, Mayor 
Bill de Blasio said.

“Vaccination is the way out of this 
pandemic, and these are bold, first-
in-the-nation measures to encourage 
New Yorkers to keep themselves and 
their communities safe,” de Blasio, 
who leaves office next month, said 
in a statement.

De Blasio’s successor, Eric Adams, 
“will evaluate this mandate and 
other COVID strategies when he is 
in office and make determinations 
based on science, efficacy and the 
advice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said 
his spokesperson Evan Thies.

About 27% of children ages 5 to 12 
have gotten at least one dose and 
15% are fully vaccinated, according 
to the city’s website.

Say YES to affordable healthcare 
plans for Texans
It’s easy to say YES to a healthcare 
plan with affordability, flexible 
options, the largest hospital network, 
and free preventive care.
AD BY COMMUNITY HEALTH
The Greater New York Chamber 
of Commerce said it supported the 
expanded mandate.

The requirements come at a time 
when new coronavirus infections are 
accelerating nationwide, especially 
in northern states, as colder weather 
has encouraged more mingling and 
socializing indo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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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Trucks covered by volcanic ash which is spewed out of Mount Semeru are 
seen in Sumber Wuluh Village, Lumajang, East Java province, Indonesia. 
Antara Foto/Zabur Karuru

Rocena, a five-month pregnant migrant, touches her forehead as she lies on the floor, saying she 
has a fever and and has been waiting in line for several days to obtain a humanitarian visa to 
transit through Mexico territory, in Tapachula, Mexico. REUTERS/Jose Luis Gonzalez

An anti-abortion activist attends a protest outside the Supreme Court building, ahead of argu-
ments in the Mississippi abortion rights case 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in Washing-
ton, December 1. REUTERS/Jonathan Ernst

Skiers dressed as Santa Claus 
ride the lif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harity Santa Sunday at 
Sunday River ski resort in 
Bethel, Maine. REUTERS/Bri-
an Snyder

A passenger tries to find 
a flight as several airlines 
stopped flying out of 
South Africa, amidst the 
spread of the new corona-
virus variant Omicron, at 
O.R. Tambo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November 
28. REUTERS/ Sumaya 
Hisham

People smoke marijuana at the 
annual Expo Cannabis in Mon-
tevideo, Uruguay. REUTERS/
Mariana Greif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Many Texas community leaders were
invited to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on Saturday to discuss
how to promote the local economy
throug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last ten years more than four
million people have moved to Texas. We
are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powers in the nation,
especially in Harris County and the
greater Houston area. More than one
million Asians and other immigrants have
come to this region.

Over fifteen years ago we created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ith the

assistance from our state
representative Hubert Vo. We
changed this
thirteen-square-mile-area
from a depressed area to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districts.

Our community meeting tonight
included a very diverse group
including business leaders from

the Chinese, Korean, Indian, Japanese,
Latino and Nepalese communities. We
all agreed that we need mor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help more small
businesses.

Judge Robert Eckels also attended the
meeting. He is working on building the
bullet train between Houston and Dallas.
This project will make a big impact on the
Texas economy.

1212//0606//20212021

ITC CommunityITC Community
Leaders MeetingLeader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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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least 17 states have detected the omicron coro-
navirus variant and that number is expected to ris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Director 
Dr. Rochelle Walensky told ABC News on Sunday.
“We know we have several dozen cases and we’re 
following them closely. And we are every day hear-
ing about more and more probable cases so that 
number is likely to rise,” Walensky said on “This 
Week.”
The variant, first discovered in South Africa, has 
several mutations to the spike protein that allows 
the virus to enter the body, and some of those muta-
tions could lead to increased antibody resistance and 
transmissibility. Scientists are still collecting data on 
the viru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urrent Covid-19 
vaccines.

Dr. Rochelle Walen-
sky,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
tion, testifies during 
the Senate Health, 
Education, Labor and 

Pensions Committee hearing titled Next Steps: 
The Road Ahead for the COVID-19 Response, 
in Dirksen Building on Thursday, November 4, 
2021. (Photo/Tom Williams/CQ-Roll Call, Inc. /
Getty Images)
After being detected in several other countries, the 
U.S. reported its first omicron case on Dec. 1. While 
some patients had recently traveled to southern Af-
rica, others had no travel history. That suggests that 
community transmission is underway. In an effort to 
prevent the virus from seeding itself in the U.S., offi-
cials had at first restricted travel for non-U.S. citizens 
from South Africa, Botswana, Zimbabwe, Namibia, 

Lesotho, Eswatini, Mozambique and Malawi.
Dr. Anthony Fauci, the top U.S. infectious dis-
ease official, said Sunday on CNN’s “State of the 
Union” that he hopes that ban can be lifted in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Still, the vast majority of cases in the U.S. are still 
caused by the delta variant.
“We have about 90 to 100,000 cases a day right 
no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99.9% of them are 
the delta variant,” Walensky said. (CNBC.com)
Related

Fauci Says Early Reports Encouraging About 
Omicron Variant
Dr. Anthony Fauci                                                            
Dr. Anthony Fauci,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
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speaks 
during the daily briefing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Wednesday, Dec. 1, 2021. U.S. health 
officials said Sunday, Dec. 5 that while the omi-
cron variant of the coronavirus is rapidly spreading 
throughout the country, early indications suggest it 
may be less dangerous than delta, which continues 
to drive a surge of hospitalizations. President Joe 
Biden’s chief medical adviser, Dr. Anthony Fau-
ci, told CNN’s “State of the Union” that scientists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drawing conclu-
sion’s about omicron’s severity. (AP Photo/Susan 
Walsh, File)
U.S. health officials said Sunday that while the 
omicron variant of the coronavirus is rapidly 
spreading throughout the country, early indications 
suggest it may be less dangerous than delta, which 
continues to drive a surge of hospitalizations.
President Joe Biden’s chief medical adviser, Dr. 
Anthony Fauci, told CNN’s “State of the Union” 
that scientists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draw-
ing conclusions about omicron’s severity. Reports 
from South Africa, where it emerged and is becom-
ing the dominant strain, suggest that hospitalization 
rates have not increased alarmingly.
“Thus far, it does not look like there’s a great de-
gree of severity to it,” Fauci said. “But we have 
really got to be careful before we make any deter-
minations that it is less severe or it really doesn’t 
cause any severe illness, comparable to delta.”
Fauci sai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considering 

lifting travel restrictions against noncitizens enter-
ing the United States from several African coun-
tries. They were imposed as the omicron variant 
exploded in the region, but U.N. Secretary-Gener-
al Antonio Guterres has blasted such measures as 
“travel apartheid.”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lift that ban in a quite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Fauci said. “We all feel 
very badly about the hardship that has been put 
on not only on South Africa but the other African 
countries.”
Omicron had been detected in about a third of U.S. 
states by Sunday, including in the Northeast, the 
South, the Great Plains and the West Coast. Wis-
consin, Missouri and Louisiana were among the 
latest states to confirm cases. But delta remains the 
dominant variant, making up more than 99% of 
cases and driving a surge of hospitalizations in the 
north. National Guard teams have been sent to help 
overwhelmed hospitals in western New York, and 
Massachusetts Gov. Charlie Baker issued an emer-
gency order requiring any hospitals facing limited 
patient capacity to reduce scheduled procedures 
that are not urgent.
U.S. officials continued urging people to get vacci-
nated and to receive booster shots, as well as take 
precautions such as wearing masks when among 
strangers indoors, saying anything that helps pro-
tect against delta will also help protect against oth-
er variants. Even if omicron proves less dangerous 
than delta, it remains problematic,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pidemiologist Dr. Maria Van Kerk-
hove told CBS’ “Face The Nation.”
“Even if we have a large number of cases that are 
mild, some of those individuals will need hospital-
izations,” she said. “They will need to go into ICU 
and some people will die. ... We don’t want to see 
that happen on top of an already difficult situation 
with delta circulating globally.”
Two years into the outbreak, COVID-19 has killed 
over 780,000 Americans, and deaths are running at 
about 860 per day.

More than 6,600 
new hospital ad-
missions are being 
reported daily, ac-
cording to tracking 
data from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

tion. COVID-19 cases and deaths in the U.S. have 
dropped by about half since the delta peak in Au-
gust and September, but at more than 86,000 new 
infections per day, the numbers are still high, espe-
cially heading into the holidays, when people trav-
el and gather with family. (Courtesy apnews.com)

Businesses Brace For Omicron
The omicron variant poses a new threat to busi-
nesses that were already struggling to recover from 
the economic damage done by previous strains of 
the virus. Gyms, concert venues, restaurants, air-
lines and other industries that have been battered by 
the pandemic are bracing for another COVID-19 
wave that could curb demand and prompt renewed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Several states have detected cases of the omicron 
variant, which health experts say could be more 
contagious than the delta variant. Shortly after 
scientists in South Africa discovered the omicron 
variant, the country’s COVID-19 cases spiked dra-
matically. 
Thanks to the prevalence of vaccines, U.S. officials 
don’t foresee a return to the early days of the pan-
demic, when entire sectors of the economy were 
forced to shut down. But experts still worry that 
many businesses that barely overcame the delta 
variant might not survive another outbreak.

“We’re all on our toes right now, thinking, ‘Oh 
God, what’s going to happen next,’” said Brett 
Ewer, head of government affairs at CrossFit. “The 
uncertainty really does not help, especially when 
so many gym owners are almost entirely bled out.”
Fitness facilities have taken a huge hit from cus-
tomers staying home and COVID-19 restrictions 
that limit capacity or require masks. If omicron 
spreads rapidly, the wave would likely run into 
January and February, when gyms typically get a 
substantial revenue bump from short-lived New 
Year’s resolutions.
“This is going to be a critical time and if there is 
a new variant spreading around and there are new 
restrictions, that’s going to affect any chance that a 
small gym owner might have to try to stay viable,” 
Ewer sai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pandemic will have 
forced 25 to 30 percent of fitness facilities to close 
permanently,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ty Gyms 
Coalition and the Global Health and Fitness As-
sociation, which on Thursday urged Congress to 
provide federal aid to gyms in light of the omicron 
threat. 
“Aid is desperately needed to address the damage 
already done to these vulnerable businesses and to 
bolster them,” the groups wrote in a letter to con-
gressional leaders.
Another COVID-19 outbreak could also spell trou-
ble for restaurants, which lost customers in droves 
at the peak of the delta variant wave. Restaurant 
owners say that they still haven’t recovered, and 
their operations are continually being disrupted by 
the ongoing supply chain crunch, worker shortages 

and rising food prices. 
The U.S. has lost more 
than 90,000 restaurant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Restaurant 
groups are pushing 
Congress to authorize 
more federal aid after 
its $28.6 billion rescue 
fund quickly ran out of 

money, with two-thirds of restaurants that applied 
for aid ultimately missing out.
“Until Congress moves to replenish the Restaurant 
Revitalization Fund, every new variant that could 
impact how consumers use restaurants threatens 
to push thousands closer to closing permanently,” 
said Sean Kennedy,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public affairs at the National Restaurant Associa-
tion.
The delta-driven outbreak this summer also flat-
tened demand for concerts and other in-person 
events. Venue operators, who successfully lobbied 
Congress for a $16 billion grant program that they 
say saved around 90 percent of the industry from 
going under, are gearing up for another wave. 
Upticks in cases prompt more customers to skip 
shows they previously booked, depriving opera-
tors of crucial income from the sale of food, drinks 
and merchandise.
“As humans, most of us crave certainty. In a pan-
demic, we don’t get that. We have to expect that 
things will change and we have to recognize that 
we have to adapt based on what’s new,” said Au-
drey Fix Schaefer, vic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t the National Independent Venue Asso-
ciation, which launched during the pandemic.

President Biden said Thursday that he plans to 
fight a winter COVID-19 wave with vaccines, 
booster shots and testing, not “shutdowns or lock-
downs,” signaling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on’t require businesses to close their doors in the 
event of another outbreak.The Biden administra-
tion this week, however, did enact tighter testing 
requirements on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entering the 
country. That’s after it banned international travel 
from eight southern African nations located near 
the first detected omicron outbreak. 
The U.S. Travel Association said that it hopes the 
new testing restrictions will be temporary, while 
Airlines for America, an airline industry trade 
group, said it support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travel. (Courtesy the 
hill.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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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 Covid Variant In At Least 17 States 
--- Cases Are Likely To Rise, CDC Chief Says
Omicron Now in 17 U.S. States

BUSINESS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by Japan on 
December 7, 1941, occurred 80 years 
ago today and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reading this article more than likely were 
not even born   at that time, and those of 
later generations may even lack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this event had 
on history. But along with being the over-
riding action that
forced the United States into World War 
II,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shaped the 
structure of futur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for years to 
come, right up to the present day.
With a single, carefully-planned and 
well-executed stroke, the Japanese raid 

moments of history, removed the United 
States Navy’s battleship force as a possi-
ble threat to the Japanese Empire’s south-
ward expansion. America, completely un-
prepared and considerably weakened by 
the surprise strike, was abruptly brought 
into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full com-
batant.

On the following day, December 8, 1941,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speaking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stat-
ed that, “Yesterday, December 7, 1941 
--- 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 –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suddenly 
and deliberately attacked by naval and air 
forces of the Empire of Japan.”
Continuing his address, the President an-
nounced that at the same time the Japa-
nese had simultaneously also attacked 
Malaysia, Hong Kong, Guam, the Phil-
ippines, Wake Island and Midway Island.

“Japan has, therefore, undertaken a sur-
prise offensive extending throughout the 

In conclusion, Roosevelt said, “I ask that 
the Congress declare that since the unpro-
voked and dastardly attack by Japan on 
Sunday, December seventh, a state of war 
has existe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Japanese Empire.”
Eighteen months earlier, President Frank-
lin D. Roosevelt had transferred the Unit-
ed States Fleet to Pearl Harbor as a pre-
sumed deterrent to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Japanese military, deeply engaged in 
the seemingly endless war it had started 
against China in mid-1937, badly needed 
oil and other raw materials. Commercial 
access to these was gradually curtailed as 
the conquests continued. In July 1941 the 
Western powers effectively halted trade 
with Japan. From then on, as the desperate 
Japanese schemed to seize the oil and min-
eral-rich East Indies and Southeast Asia, a 

By late November 1941, with peace ne-
gotiations clearly approaching an end, 

well-informed, they believed, through an 
ability to read Japan’s diplomatic codes) 
fully expected a Japanese attack into the 
Indies, Malaya and probably the Philip-
pines. Completely unanticipated was the 
prospect that Japan would attack east, as 
well.                              

The U.S. Fleet’s Pearl Harbor base was 
reachable by an aircraft carrier force, 
and the Japanese Navy secretly sent one 

-
ing power than had ever been seen on the 
World’s oceans. Its planes hit just before 
8AM on December 7th. Within a short 

Harbor were sunk or sinking, with the rest 
damaged. Several other ships and most 
Hawaii-based combat planes were also 
knocked out and over 2400 Americans 
were dead. Soon after, Japanese planes 
eliminated much of the American air forc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a Japanese Army 
was ashore in Malaya.
These great Japanese successes, achieved 
without any prior diplomatic formalities, 
shocked and enraged the previously di-
vided American people into a level of pur-
poseful unity hardly seen before or since. 

of the Coral Sea in early May, Japan’s 
far-reaching offensives proceeded untrou-
bled by fruitful opposition. American and 
Allied morale suffered accordingly. Under 
normal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an accom-
modation might have been considered.
However, the memory of the “sneak at-
tack” on Pearl Harbor fueled a determina-

-
way in early June 1942 had eliminated 
much of Japan’s striking power, that same 
memory stoked a relentless war to reverse 
her conquests and remove her, and her 
German and Italian allies, as future threats 
to World peace.                    

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presents 
the ship’s deck six feet below the water 
line. The184-foot memorial was com-

the destroyed mast. Visitors can see a 

and explore the Pearl Harbor Museum, 
complete with wartime memorabil-
ia. The Pearl Harbor Memorial is one 
of the top Oahu attractions attracting 
more then a million tourists each year. 
Numerous Pearl Harbor tours arrive 
in the afternoon making the morning 
hours the best time to go. 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can be toured from 
7:30am to 5:00pm daily and is closed on 
all major holidays. 
Today, 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pays 
tribute to those moored at Battleship Row. 

wave of attacks on the Americans. The 

Memorial is the Visitor Center where the 
Pearl Harbor Museum, dual theaters, re-
strooms, a snack bar and Pearl Harbor Me-
morial exhibits are located. Those driving 
from Waikiki Beach or Honolulu can ex-
pect an hour’s trip before arriving at the 
Pearl Harbor tribute. The memorial is also 
easily reached from the North Shore. 

~Photo Essay Pearl Harbor Today~

Battleship Missouri Memorial                                                                                       

National Monument

Pearl Harbor Aviation Museum                                                                      
Museum & Park 

Presenting the colors

   Honoring the survivors

Saluting the past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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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Attack on Pearl Harbor – 80 Years Ago Today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Day of Infamy” Shap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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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日昇日落，人生
也是如此，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死亡是
每個人必須面臨的大課題，有上車也有
下車的時候，不同站有不同的風景。無
論貧富貴賤、種族、職業，上至總統下
至庶民，都有不得不面對之時。如何面
對終點做好生前計畫、以及該怎麼準備
身後之事，似乎變得更正面、也更需要
趁早計畫。

以豁達的心態面對
以往，華人對於生死大事比較忌諱

，然而，隨著時代演變，更多人會以豁
達的心態面對，去年的疫情，更改變了
許多人對生死的態度。疫情的肆虐下，
美國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超過67
萬人，甚至，在疫情嚴重時期，有些地
方還傳出醫院太平間不夠、或是墓地滿
員的狀況，所謂的 「身後事」，並不意

味著應該等到年紀大了才考慮，其實現
在就可以開始部署。

Dignity Memorial(尊嚴紀念館)是休
士頓最具規模的殯儀館兼紀念墓園，我
們請到其中的陳專員來為民眾談談，為
什麼生前計畫如此重要? 可以幫我們降低
哪些方面的負擔？

對生死越想得開，會越沒有壓力
陳先生表示，傳統觀念中， 「身後

事」對於華人來說相當重要，許多人都
希望找到一個風水寶地安葬，並且庇佑
後代子孫，這種觀念深植人心。

以往 「生死大事」對於中國人來說
是個禁忌話題，但對於殯葬業而言是每
天都在面對的，死亡也天天都在不同地
方上演著，民眾對死亡抱持越想得開的
態度，自己會越沒有壓力，在生前就做
好身後的規畫，會幫自己以及家人帶來

安寧與平和。對墓地和葬禮進行預先計
劃極為重要，這樣的生前預先計畫將可
以幫助到家庭，以下將為大家分析說明
。

生前預先計畫減輕親人的負擔
當選擇生前預先計劃時，不僅可以

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規畫，還可以減輕家
人的情感壓力與經濟負擔。

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可以仔
細考慮自己喜歡的選擇，確保是自己想
要的方式。有些人有宗教信仰，但與子
孫之間有差異，即使告訴家人自己的臨
終願望，家人也有可能不記得或不同意
。要確定葬禮是自己所希望的，唯一方
法是提前計劃。

一位民眾林先生表示，自己的父母
多年前做生前預先計劃，購買了預付的
喪葬費。經過這些年來，當父母親去世

，去使用這些服務時，才知道省下許多
費用，減輕很大的負擔。

父母親的生前預先計劃，使子孫在
遭受喪親之痛時，幫助他們不必同時擔
心喪葬費的金錢來源。一般來說，在人
死後的幾天裡，他的資產可能無法使用
，人壽保險可能需要六至八週的時間才
能支付。如果沒有適當的預付計劃，則
家人將被要求在葬儀服務之前支付所有
的費用。預先計劃和預付款意味著減輕
了家人的巨大負擔。

生前計畫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
生前預先計劃葬禮的一個實際好處

之一是省錢，隨著生活成本的上升，喪
葬費的成本也不斷上升。當您計劃並提
前付款時，實際上就是鎖定了價格保證
。例如，如果今天計劃並選擇一個價格
為2,000美元的棺材，即使未來價格上漲
了許多，也不必為再多付錢。以當前價
格購買商品，可以保護您和子孫免受通
貨膨脹的影響。
休斯頓的劉女士表示，“我的父母在多
年購買了預付的喪葬計畫，到使用時已
經有很大的差額，這為我們節省大筆金
錢。”

生前規劃讓家人不用擔心會出錯
若是突然遭逢意外，子女往往會面

臨很多意想不到的抉擇，例如像:爸爸會
想要手工雕刻的堅固紅木棺材嗎？媽媽
會希望她教會的朋友都參加葬禮嗎？如
果事先沒有準備好計劃，親人會有很多
猜測，擔心會不會弄錯了。通過生前預
先計劃，使家人免於產生疑問和焦慮。

家人不必面對倉促的決定
在需要時，葬禮安排通常在幾天之

內進行。即使在遺囑中表達自己的意願

，您的孩子也有可能會爭執不休，因為
葬禮通常是在遺囑確定或宣讀之前舉行
的。為了保護您的親人在困難的時期內
避免匆忙做出決定，提前計劃自己的葬
禮，以書面形式寫下詳細內容，不僅可
以確保自己的意願得到遵守，而且可以
使家人不必代你做出判斷。

親人可以專注於回憶和康復
親人死亡後的一段日子中，家人會

經歷情感上的困難階段。生前預先計劃
自己的葬禮，無論是土葬或是火葬，葬
禮應如何安排，都能記錄您的意願，並
支付安排費用，這可為您的親人提供他
們所需要的情感與精神恢復時間，而不
用做出一個又一個的葬禮細節決定。家
人們可把時間用在與親友間共度中，回
憶過世親人的點點滴滴，並逐漸恢復難
受的心情。

明年將大幅調漲 優惠只到本月底為
止

在休斯頓，許多家庭給予橡林紀念
園殯儀館和墓園(Memorial Oaks) 很高評
價，是最受華裔人士中意的風水寶地，
也是既有墓地、又有殯儀館的複合型服
務，能包辦追悼會到葬禮一條龍式服務
。

由於物價不斷上漲，明年Memorial
Oaks 墓 園 亦 將 調 漲 價 格 ， Memorial
Oaks 在 12 月對大眾推出優惠，包括高
達 10% 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惠，60個月
0%利率，無需信用評估，還有身前契約
高達10% Off，只在本月底之前有效。

電 話 ： 832-913-5888。 Memorial
Oaks地址: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

做好生前計畫做好生前計畫 免受通貨膨脹影響免受通貨膨脹影響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墓園明年將大幅調漲墓園明年將大幅調漲

陳奕芳主任在陳奕芳主任在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主講主講
「「認識法國的民俗風情認識法國的民俗風情」」

美國最嚴重的問題不是新冠疫情而是槍枝暴力和搶劫犯罪美國最嚴重的問題不是新冠疫情而是槍枝暴力和搶劫犯罪
大型百貨公司使用在線交易服務客戶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大型百貨公司使用在線交易服務客戶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民調顯示民調顯示，，美國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已經不是新冠疫情而是槍枝暴力美國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已經不是新冠疫情而是槍枝暴力
汎濫和搶劫犯罪汎濫和搶劫犯罪。。美國已逐步擺脫新冠疫情美國已逐步擺脫新冠疫情，，隨着疫苗接種的增加隨着疫苗接種的增加，，許多州已恢復正常狀態許多州已恢復正常狀態，，但但
20212021年犯罪率仍遠高於年犯罪率仍遠高於20202020年年。。疫情發生以來疫情發生以來，，美國經濟下滑和失業問題情況變得非常嚴重美國經濟下滑和失業問題情況變得非常嚴重。。
美國的嚴重疫情讓許多的人失去工作美國的嚴重疫情讓許多的人失去工作，，也使入室盜竊案大大增加也使入室盜竊案大大增加，，讓居民和商家損失許多的財物讓居民和商家損失許多的財物
。。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已經為失業者提供了足夠的失業補償金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已經為失業者提供了足夠的失業補償金，，讓其中一些人決定留在家裡領讓其中一些人決定留在家裡領
取福利金比回去工作更好取福利金比回去工作更好。。例如例如，，許多卡車司機決定留在家裡領取福利許多卡車司機決定留在家裡領取福利，，而不想重返工作崗位而不想重返工作崗位。。

近日近日，，一名一名1515歲密歇根州的牛津高中學生歲密歇根州的牛津高中學生，，帶著槍去學校然後向高中同學開槍帶著槍去學校然後向高中同學開槍，，造成三名學造成三名學
生死亡生死亡，，傷害其他至少其他傷害其他至少其他88名學生名學生，，是一起明顯的槍支暴力案件是一起明顯的槍支暴力案件。。 他的父母因給了孩子一把槍他的父母因給了孩子一把槍
作為他的聖誕禮物作為他的聖誕禮物，，並誤導教育孩子而被捕並誤導教育孩子而被捕。。

上週二上週二，，一名一名1515歲的學生在密歇根州的牛津高中歲的學生在密歇根州的牛津高中，，向高中同學開槍向高中同學開槍，，造成三名學生死亡造成三名學生死亡，，其其
中一名中一名1616歲的男孩在去醫院的路上死於一輛警車歲的男孩在去醫院的路上死於一輛警車。。

此外此外，，加州港口因堆積數月的大量滯留貨櫃而陷入癱瘓加州港口因堆積數月的大量滯留貨櫃而陷入癱瘓，，數百艘船隻正在港口外等待卸下貨數百艘船隻正在港口外等待卸下貨
物集裝箱物集裝箱。。貨櫃延誤是缺乏卡車司機貨櫃延誤是缺乏卡車司機，，這是導致美國過去幾個月高通脹的部分原因這是導致美國過去幾個月高通脹的部分原因。。最近幾十家最近幾十家
大型百貨公司關閉了他們的實體店大型百貨公司關閉了他們的實體店，，使用在線交易來服務他們的客戶使用在線交易來服務他們的客戶。。例如例如，，休斯頓地區的大型休斯頓地區的大型
連鎖零售商沃爾瑪最近已經關閉了幾個商店連鎖零售商沃爾瑪最近已經關閉了幾個商店，，沃爾瑪將通過網上交易和送貨的方式為客戶提供服沃爾瑪將通過網上交易和送貨的方式為客戶提供服
務務。。很明顯線上交易將成為替代實體店購物的趨勢很明顯線上交易將成為替代實體店購物的趨勢。。

加州港口因堆積數月的大量滯留貨櫃而陷入癱瘓加州港口因堆積數月的大量滯留貨櫃而陷入癱瘓，，數百艘船隻正在港口外等待卸下貨物集裝數百艘船隻正在港口外等待卸下貨物集裝
箱箱。。貨櫃延誤是缺乏卡車司機貨櫃延誤是缺乏卡車司機，，這是導致美國過去幾個月高通脹的部分原因這是導致美國過去幾個月高通脹的部分原因。。

安全專家認為疫情的大流行安全專家認為疫情的大流行，，公共安全惡化以及不合理的輕罪法律導致全國盜竊搶劫案件層公共安全惡化以及不合理的輕罪法律導致全國盜竊搶劫案件層

出不窮出不窮。。在加州偷盜在加州偷盜950950美元以下是輕罪美元以下是輕罪，，輕罪在美國絕大部分州不能判刑超過輕罪在美國絕大部分州不能判刑超過11年年。。因此因此，，劫劫
匪不在乎盜竊罪匪不在乎盜竊罪，，有些劫匪甚至不在乎搶劫時殺人有些劫匪甚至不在乎搶劫時殺人。。零售盜竊在美國飆升零售盜竊在美國飆升，，BestBuyBestBuy和和WalWal--
greensgreens等大型連鎖店受到越來越肆無忌憚和普遍存在的入店行竊事件的困擾等大型連鎖店受到越來越肆無忌憚和普遍存在的入店行竊事件的困擾。。主要城市發生大量主要城市發生大量
的砸搶事件的砸搶事件，，成群結隊的小偷搶劫首飾成群結隊的小偷搶劫首飾、、手機手機、、電子產品電子產品、、衣服和鞋類衣服和鞋類。。據報道據報道，，一連串的砸搶一連串的砸搶
搶劫案一直困擾著加州搶劫案一直困擾著加州，，其中大部分事件發生在舊金山和洛杉磯附近的商店其中大部分事件發生在舊金山和洛杉磯附近的商店。。特別是在舊金山特別是在舊金山，，
某些類型的盜竊幾乎已被合法化某些類型的盜竊幾乎已被合法化。。貿易協會執法與零售聯盟估計貿易協會執法與零售聯盟估計，，有組織的零售犯罪每年給零售有組織的零售犯罪每年給零售
商造成約商造成約450450億美元的損失億美元的損失。。

主要城市發生大量的砸搶事件主要城市發生大量的砸搶事件，，成群結隊的小偷搶劫首飾成群結隊的小偷搶劫首飾、、手機手機、、電子產品電子產品、、衣服和鞋類衣服和鞋類。。
據報道據報道，，一連串的砸搶搶劫案一直困擾著加州一連串的砸搶搶劫案一直困擾著加州，，其中大部分事件發生在舊金山和洛杉磯附近的商其中大部分事件發生在舊金山和洛杉磯附近的商
店店。。

WalgreensWalgreens宣布宣布1010月關閉舊金山的幾個門店月關閉舊金山的幾個門店，，因為有組織的零售盜竊激增因為有組織的零售盜竊激增。。在加州有在加州有99人在人在
一系列入店行竊事件中被指控犯有大規模搶奪事件的重罪一系列入店行竊事件中被指控犯有大規模搶奪事件的重罪，，至少有至少有4040人參與了這些事件人參與了這些事件。。在過去在過去
的幾個月裡的幾個月裡，，舊金山地區盜竊案激增了舊金山地區盜竊案激增了100100%%。。舊金山的一家舊金山的一家SafewaySafeway超市超市，，為此原因宣布縮短為此原因宣布縮短
營業時間營業時間，，改為早上改為早上66時至晚上時至晚上99時時，，此舉歸因於該市小偷猖狂的盜竊行為此舉歸因於該市小偷猖狂的盜竊行為，，這間店過去是這間店過去是2424小小
時全日營業時全日營業。。很多零售商很多零售商，，都深受該市氾濫的盜竊行為都深受該市氾濫的盜竊行為、、財產犯罪所擾財產犯罪所擾。。與此同時與此同時，，靠近舊金山靠近舊金山
的奧克蘭也遭受了多起盜竊案的奧克蘭也遭受了多起盜竊案，，目前奧克蘭頻傳盜竊團伙的洗劫案目前奧克蘭頻傳盜竊團伙的洗劫案、、大麻藥局搶劫案和槍擊案大麻藥局搶劫案和槍擊案。。
這些盜竊搶匪使用社交媒體進行溝通這些盜竊搶匪使用社交媒體進行溝通，，一些幫派正在參與這些暴力搶劫案一些幫派正在參與這些暴力搶劫案。。人們需要政府和警察人們需要政府和警察
部門剷除歹徒部門剷除歹徒，，讓人們重新獲得和平穩定的生活環境讓人們重新獲得和平穩定的生活環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在休市以長者
「學習樂園」 著稱的 「松年學院」 ，本周三上
午11時邀請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在他們的 「社
會新知」 課堂，以 「認識法國的民俗風情」 發
表演講。陳主任曾兩度奉派法國服務，合計待
了9年3個月，對法國民情風俗瞭若指掌。
> 提起法國近期發展，陳主任說，當年她要離
開時，馬克龍剛選上總統，時年不到40歲，而

且他的老婆大他25歲；法國人對兩性關
係勇於嘗試，政治人物也不例外。

談到 「巴黎印象 」 ，她說：一般人覺
得巴黎治安不佳街道髒！巴黎的治安的
確很糟糕，她在治安相對良好的15區住
家大門口也被搶。大部分遊客面對的是
扒手，例如假裝問路，實則趁機扒竊，
往往遇強則弱，遇弱則強，看到柔弱的
女人，乾脆直接搶了。這些歹徒大多為
非法移民，沒有證件，警方也無從逮捕
。
巴黎名不虛傳是 「花都」 ，因為到處

是 「精品」 ，遊客不得不 「花錢」 ；雖
然有人嫌巴黎髒，但稱為 「花都」 的另
外一個原因，來自巴黎街頭繁花似錦。
巴黎沒有外界常說的 「左岸咖啡」 ，但

到處都賣咖啡，價格可從每杯1.5 到15歐元，
如名人雅士常造訪的 「和平咖啡館」 自然貴一
點！賣的是典故和氣氛。

陳主任又提到巴黎鐵塔，早期巴黎市內沒
有一個建築物比它高，目前仍然是全世界經濟
價值最高的人為建築物。另一個地標凱旋門是
拿破崙模倣羅馬 「凱旋門」 興建；但他生前來

不及去觀賞，只有遺物通過，令人
不勝唏噓。凱旋門處在12條道路
的交會處，彷彿太陽對外放射12
道光芒！

陳主任又提到法國禮儀：貼臉
動作： 「二貼 」 或 「四貼」 ， 「二
貼」 是表示交情好，而 「四貼」 是
非常好。而法國有 「三水遍世界」
，賣的是香水（跟精品走）、礦泉
水（全世界最貴的氣泡水）及酒：
法國五大酒莊出產的頂級紅酒全球
馳名。而香檳酒，只有法國東北邊
香檳省出的酒才叫 「香檳」 ，其他
地方出產的只能算氣泡酒。

陳主任又提到優雅的真相及浪
漫的陷阱。所謂 「優雅」 的二要件
：小、慢，法國牛排小小的放在大
盤上，絕不會出現狼吞虎嚥的畫面
；而 「慢」 指上菜慢，吃一頓飯要花三小時，
有足夠的時間讓情侶談心，氣氛自然浪漫。法
國男人很溫柔，他會幫你穿外套、拉椅子、夾
菜、倒酒、倒水、開車門；上菜時也是Lady
first 。雖然很多留學生因此成為 「臺灣媳婦」

，其中也有陷阱；有位台灣女生在線上談戀愛
，認識一位 「酒莊」 老闆，幫他生了二個小孩
，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床，做飯給採葡萄的工
人吃，這時才發現城堡不一定只住公主和王子
...。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中中））到到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演講演講，，受到受到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董事長陳美芬董事長陳美芬（（左左））及許勝弘院長及許勝弘院長（（右右））贈贈
送插花禮物送插花禮物。。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陳奕芳主任的精彩演講陳奕芳主任的精彩演講，，造成造成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全教室客全教室客
滿滿，，座無虛席座無虛席。。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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