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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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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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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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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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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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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餐館請人
位Downtown誠請
●企檯, 拋鍋, 抓碼

~以上薪水好~
意者請電: 阿泰

916-529-7337
2001 Jefferson

Houston, TX 77003

中國城中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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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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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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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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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餐館,薪優
堂吃外賣店,誠請
●企 台:
底薪$90/天+小費

●廚房抓碼
意者請電:

281-313-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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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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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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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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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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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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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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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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100 Restaurant
Hiring

*賺錢餐館轉讓
醫療中心黃金地段
5000呎餐館轉讓
新裝修,新設備

383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25
聯系電話：班女士
346-801-5176

Help Wanted
New HEB Sushi Bar
Full Time/Part Time

Located I-45 South
/ El Dorado Blvd.
713-382-6843

壽司吧位新HEB超市內,
誠請全工半工壽司助手

路州日餐,高薪
離休斯頓2小時,請

壽司新手學徒或師傅
新手油鍋或師傅

有午休2小時,包食宿.
意者請電:

337-764-7736

中式快餐店
位於Dairy Ashford

/ Westheimer

誠請炒鍋
意者請電 :

281-235-3531

*豪華中餐館出售
Chinese Restaurant for sale.
1800 SqFt, Great location & Traffic,

Very busy for To-go business
Energy Corridor Houston.

1800呎, 地點極佳,地處交通繁忙地段,
外賣生意好,歡迎看店議價.

有意者請電 : 281-725-4664

糖城堂吃外賣店
轉讓. 經營多年，

生意穩定(周一公休)
1490呎,房租便宜,

業主還有其他生意管理.
意者請電:

832-503-0453

黃金水餃請人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薪優誠請廚房員工
全工. 需有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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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賺錢中餐館
人手不足,位於北休斯頓,
離中國城15分鐘,八號邊.
一周開6.5天,不送外賣,
1500尺,生意4萬2.

適合家庭經營.
歡迎看店議價.請信息
917-951-8859

中餐館請人
位於Spring地區

●外送員
●收銀兼接電話
有意者請電:

832-788-1283

Japanese Rest.
Hwy6/Sugar Land,

誠 請
壽司師傅Sushi Man
廚房幫手Kitchen Help

意者請電:
281-325-0628
832-868-8813

*日本拉麵店
位Missouri City,
請●全職半職企台

●油鍋打雜
薪資面議. 請電:
832-433-0973
或徵求合作伙伴亦可

共同經營

*日本鐵板燒
位於Woodlands

誠請 廚師
前台:要求會簡單英文
另招外送員1-2名，
周一休 早上 11-8:30

意者請電:
501-442-8456

*餐館請人
糖城中餐,誠請
●炒鍋一名
●油鍋一名
聯系電話:

832-277-2317

*外賣快餐店,請
有經驗美式中餐炒鍋,
星期一到星期六,

月薪$4千.
另請收銀兼接電話

需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

713-732-8729

*長今韓國餐館
Jang Guem Tofu & BBQ
糖城店, now hiring
誠徵 企檯 Server
請Eamil/親臨/或電:

tofu3528@gmail.com
3528 Hwy-6,

Sugar Land, TX 77478
電:281-520-6774

*美式中餐館
位6號/290,誠請

全工炒鍋，打雜，接電話
打包，外送員 和

半工周末外送員各一名
需報稅。以上不包住宿.

有意者請電:
713-213-0086
832-593-6688

*餐館薪優誠聘
熟手外送員一名

接電話兼收銀員一名
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
聯系電話：劉先生
832-898-6667

*中餐外賣店
薪優,請熟手打包
全工或半工均可
在Rosenberg

離唐人街20分鐘
有意者請聯系:

917-226-1718

*中型堂吃外賣
中餐館出售
位休士頓

近8號 / 10號
1800呎,設備齊全
有意者請聯系:

832-672-9551

Mamak糖城店
Malaysian Restaurant
誠聘企台. 環境好,
小費高.新手可培訓.
●並請廚房幫工.
有意者請電:

346-874-7913
每周二公休

*日本餐館高薪
誠聘壽司師傅一名，

Part time 女企枱一名，
廚房炒鍋一名。

店位：8050 North Sam
Houston Pkwy West

意者請致電或者短信:
832-288-0098

*Kamalan Bakery Cafe
240 Westheimer Rd
新店即將開幕, 誠徵

蛋糕裝飾, 茶飲制作, 收銀人員.
意者請致電:

346-295-7969

活動中心誠徵
●廚師一名
●通英文文員一名

需認真負責
工時短, 待遇優.
意者請電: 廖先生
832-866-8801

*連鎖素食餐館
請英文好企枱,壽司助手
長短工,收入好,能報稅.
位休斯頓中國城附近.

地址: 6128 Wilcrest Dr
素食者結緣! 請短信:
832-812-3229
702-768-6766
626-679-3973

*日餐請人
位1-10 Memorial
99大華附近,聘請

●壽司師傅 (可培訓)
●廚房幫手(可培訓)
●前檯幫手●Cashier
全/半工均可,時間彈性
薪優,待遇好.男女不限
832-380-0247

分類廣告

急急急!餐館讓
位於Katy

中日餐堂吃外賣店
因股東糾紛急轉讓
有意者請私信:

347-277-1612
非誠勿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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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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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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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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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d Distributor
A/R, Offices Assistant

Salesperson &
Warehouse 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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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seasonsf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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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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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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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Service

200看
護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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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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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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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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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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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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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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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聘褓姆
地址Westheimer 和
8號公路,近中國城.

周一至周五
照顧5個月男孩.

不須過夜.會講簡單英語
意者請電: 劉太

832-298-9331

Office Assistant(Part or Full Time)
Financial Services in S.W. Houston, TX
Misc customer services, office admin.,

trainable, multitasking, detail oriented, good
communication & computer software skills,
bilingual English/Chinese, good personality,

ethical, 1-2 years experiences.
Resume to: leng.wwu@gmail.com

奧斯汀 數據中心誠招
有IT技術背景或者具備基礎網絡知識人員,

中英文流利. 全職崗位,
可以簽訂長期工作合同,
年薪+獎金+保險+年假.

同時招聘有合法身份合同工,薪資優厚,
沒有經驗可培訓

有意者請聯系 : 571-524-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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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租售

Real
Estate

好房&空地出售
2 臥室,2.5 衛浴,2 車位
大客廳,可步行到超市,
有社區小公園,全新廚房
家電, 投資自住皆宜,

售 $98,000
商用空地 1畝,可蓋廠房
小公寓,園藝,售$95,000
713-628-6988

照顧女長者
愛心照顧起居、煮飯家務,
需有身份, 已打疫苗

●班次1：星期一至五
8am-4pm

星期六 8am-11am 或
●班次2 : 星期一至五

4pm至7:30pm
713-898-8650 楊

婦科診所誠徵
一名 前檯/財務助理
一名 護理/醫生助理

Fluent in English/Chinese
Familiar with Computer/EMR
FT/PT,Competitive salary
Experienced/Entry level
text:832-477-3649
ch7515@gmail.com

*塑料分銷公司（77099）
誠聘 辦公室助理

中英文流利, 工作態度認真,負責,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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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者請寄個人履歷(中英文)到 :

linda@smartintl.com

*聯禾地產UMRE菁英招募
●行銷儲備幹部:善溝通與表達,具平面設計能力
市場調研與分析熱情,具行銷及企劃經歷佳
●商業&住宅地產業務幹部及物業管理助理:相關
學歷及經驗,具學習精神,敏銳市場洞察力,地產執照佳
●會計助理：基本掌握Quickbooks，工作細心，
可以全職/半職

Email 至: hr9889@gmail.com
公司地點:Houston中國城, Katy亞洲城

分類廣告專頁

安防公司誠聘
●辦公室文員（長工）:
英文流利，工作穩定，
近中國城，薪優。
●安裝技術人員:

簡單英文，公司培訓，
有木工，鉗工經驗優先，

意者請電或簡訊:
346-970-7928

診所全職助理
眼科激光手術診所
誠聘全職助理

中英文好,有經驗最好
但是願意培訓新手
熱情、客服態度好.

janet@mvpeyes.com
281-810-2057

*好房分租
共四個房間,限單身
月租: 一房 $390
包電, 水, Wifi

6510 Gold Tee Ct
Houston,TX 77036

意者請電:
832-853-1559

Bookkeeper
Needed

Excellent pay & benefits
plus 401K

Knowledge of QuickBook
& Excel is required

Call or Email resume to:
Frank@21Lab.com
713-703-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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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的你(妳), 何不主動出擊, 為自己創造更多的機會 !!!!
在有限的生命中, 尋找自己的未來及幸福!! Call/Email to Nicole
廣告專線:281-498-4310或Email cla@scdaily.com 美夢就會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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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Service

200看
護
服
務

*李元鐘保險徵才 工作地點：休士頓、達拉斯
歡迎2度就業，尋求成長機會的您加入

工作穩定、準時下班、保險津貼、節慶獎金及旅遊活動
1. 行政人員：系統操作、一般文書及行政事務處理
2. 業務人員：從車房保險售銷及售後服務，

保障高底薪+佣金，歡迎挑戰高薪的您加入.
聯絡方式 Email：job@johnleeins.com

*招聘行政文員
德州石油公司

休斯頓辦公室招聘
全職行政文員一名，
有會計經驗者優先，
有意者請將簡歷發至

frank.fan@
kemgroups.com

分類廣告專頁第一商業銀行休士頓分行徵才

(First Commercial Bank Houston Br. Job Vacancy)
● Loan Officer (放款專員)

● Clerk (存匯專員)

中英文雙語；金融,會計或經濟相關科系畢業

(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

( Major in Finance, Accounting, Economics,

Business or related fields)

工作地點 : 位於休士頓市區.

意者請Email:

i927a@firstbank.com.tw

分類廣告專頁

房地產投資公司
誠聘全職秘書
中英文流利

薪酬高,福利好.
意者請電或簡歷至：
832-286-5367
surewinjune
@gmail.com

*Kamalan Bakery Cafe
240 Westheimer Rd
新店即將開幕, 誠徵

蛋糕裝飾, 茶飲制作, 收銀人員.
意者請致電:

346-295-7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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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ervice

活動中心誠徵
●廚師一名
●通英文文員一名

需認真負責
工時短, 待遇優.
意者請電: 廖先生
832-866-8801

Home Care Agency
based in West Houston is hiring

bilingual (English-Chinese)Marketer.
Individual will receive training. Full time position,

competitive pay and benefits.
Send resume to :

fbriggs@assist-medinc.com
sjiang@assist-medinc.com

*家庭護理機構
總部位於西休斯頓, 現在正招聘

雙語(英漢)市場營銷人員。
個人將接受培訓。

全職職位，有競爭力的薪酬和福利。
發送簡歷到:

fbriggs@assist-medinc.com
sjiang@assist-medinc.com

能源化工類
國際貿易公司，誠徵

兼職行政助理，熟悉辦
公軟件，懂財務優先，
$15-18/時.電/Email:
832-847-0887
sagevacancies
@gmail.com

*誠徵超市員工,薪優
糖城最大華人超市, 誠徵

收銀員及各部門儲備工作人員
意者請親臨或電:
281-313-8838

家樂超市Welfresh Market

兼職PT程序員
* 全棧工程師 /

Full Stack Software Developer
* 熟練 PHP Laravel
* 熟練 React

Email: accounting@scdaily.com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Southwest Woman Care OBGYN
is hiring Front Desk Staff.

Bilingual Chi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Candidates must be able to answer phones, check patients
in, do scheduling, take payments, and verify insurance.
Salary $14 an hour. We can train if no experience.
Email resume to: aspatariu@swwobgyn.com

誠聘通勤/住家
全職/半職阿姨.有身份,
健康,愛心,打完新冠疫苗.
可以接送孩子最好,照顧
小孩,做晚飯及簡單收拾,
一周5-6天,2:30-7:30
1月3日開始,酬薪商量
位610西南. 請聯系:
281-414-5318

汽配倉庫請人
休斯頓汽配波相倉庫
聘請●倉庫管理
●汽車配件銷售
長工或兼職
有意者請電:

931-389-1668
倉庫分租,代管理收發處存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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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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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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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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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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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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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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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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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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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700
Remodeling

*9年正規床腳店,薪優急聘
位Memorial高檔區,離中國城15分鐘

高級床腳店, 誠徵女按摩師: 大費高,

收入穩定,下班早.自駕車,可報稅

意者請電 : 713-468-3799
色
免

分類廣告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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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摩
請
人

1000

HIRING
for Massage

*招男女按摩師
全工,有執照,
男女均可
可提供住宿
位45號北
有意者請電:

346-494-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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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廣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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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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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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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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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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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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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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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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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in says Russia has ‘nowhere to 
retreat’ over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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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1 (Reuters) -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said on Tuesday that Russia had 
no room to retreat in a standoff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ver Ukraine and 
would be forced into a tough response 
unless the West dropped its “aggres-
sive line”.

Putin addressed his remarks to 
military officials as Russia pressed 
for an urgent U.S. and NATO reply 
to proposals it made last week for 
a binding set of security guarantees 
from the West.
“What the U.S. is doing in Ukraine is 
at our doorstep... And they should un-
derstand that we have nowhere further 
to retreat to. Do they think we’ll just 
watch idly?” Putin said.

“If the aggressive line of our Western 
colleagues continues, we will take 
adequate military-technical response 
measures and react harshly to un-
friendly steps.”
Sponsored by Advertising Partner
Report ad
Putin did not spell out the nature 
of these measures but his phrasing 
mirrored that used previously by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Sergei 
Ryabkov, who has warned that Russia 

Inside C2

may redeploy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missiles in Europe in response to what it 
regards as NATO plans to do the same. 
read more

Russia rejects Ukrainian and U.S. accu-
sations that it may be preparing an inva-
sion of Ukraine as early as next month 
by tens of thousands of Russian troops 
poised within reach of the border.

It says it needs pledges from the West 
- including a promise not to conduct 
NATO military activity in Eastern 
Europe - because its security is threat-
ened by Ukraine’s growing ties with the 
Western allianc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NATO missiles being deployed against it 
on Ukrainian territory.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r Zelenskiy 
said on Friday that he was ready to meet 
Russia for “direct talks, tête-à-tête, we 
don’t mind in what format”. But Moscow 
has said repeatedly it sees no point in 
such a meeting without clarity on what 
the agenda would be.

A Kremlin statement said Putin stressed 
in a phone call with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that reconvening the 
four-power Normandy group - which 

brings together the leaders of Russia, 
Ukraine, France and Germany - would 
require concrete steps by Kyiv to imple-
ment existing peace agreements. Ukraine 
says it is Russia and its proxies who are 
refusing to engage.

With Western powers keen to show 
Russia they are solid in their support 
of Ukraine and NATO, Germany’s new 
Chancellor Olaf Scholz also spoke by 
phone with Putin.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on Tuesday ruled out an in-person meet-
ing between Biden and Putin for now. 
“I think we have to see if,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ere’s any progress diplomat-
ically,” Blinken said in a news briefing 
when asked if an in-person summit could 
happen to try to ease the tensions.

U.S. SUPPLIES

Karen Donfried, the U.S. State Depart-
ment’s top diplomat for Europe, said in 
a briefing with reporters that Washington 
was prepared to engage with Moscow via 
three channels - bilaterally, through the 
NATO-Russia Council that last met in 
2019, and at the Organisation for Securi-
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ttends 
an expanded meeting 
of the Defence Minis-
try Board in Moscow, 
Russia December 21, 
2021. Sputnik/Mikhail 

In the meantime, sh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continue to send military 
equipment and supplies to Ukraine in 
the weeks and months ahead - something 
that has antagonised Moscow.

“As President (Joe) Biden has told Pres-
ident Putin, should Russia further invade 
Ukraine, we will provide additional de-
fensive materials to the Ukrainians above 
and beyond that which we are already in 
the process of providing,” she said.

Washington is considering tough export 
control measures to disrupt Russia’s 
economy if Putin invades Ukraine, 
a Bide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told 
Reuters, and the measures would be 
discussed in a meeting of senior officials 
on Tuesday. read more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
tenberg said the alliance would seek 
meaningful discussions with Moscow 
early next year.

Russian Defence Minister Sergei Shoigu 
alleged that more than 120 U.S. private 
military contractors were active in 
eastern Ukraine, where Ukrainian troops 
have been fighting Russian-backed sep-
aratists since 2014, and said they were 

preparing a “provocation” involving 
chemical substances.

He offered no evidence in support of the 
claim, which Pentagon spokesman John 
Kirby described as “completely false”.

Throughout the crisis, Russia has veered 
between harsh rhetoric, calls for dialogue 
and dire warnings, with Ryabkov repeat-
edly comparing the situation to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when the world 
stood on the brink of nuclear war.

Many of Moscow’s demands, including 
for a block on NATO membership for 
Ukraine and the withdrawal of U.S. and 
other allied troops from Eastern Europe, 
are seen as non-starters by Washington 
and its partners.

But rejecting them out of hand would 
risk closing off any space for dialogue 
and further fuelling the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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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People queue to be tested for COVID-19 in Times Square, as the Omicron 
coronavirus variant continues to spread in Manhattan, New York City. REU-
TERS/Andrew Kelly

Supporters of Chile’s President-elect Gabriel Boric celebrate after their candidate won the presi-
dential election, in Santiago, Chile. REUTERS/Ivan Alvarado

Aerial view shows vehicles and buildings inundated by floods in Shah Alam’s Taman Sri Muda, 
one of the worst hit neighborhoods in Selangor state, Malaysia. REUTERS/Ebrahim Harris

Sisters Julianna Sims, 21, and 
Natalie, 15 comfort each other 
while visiting the destroyed 
theater at the American Legion 
after a devastating outbreak 
of tornadoes ripped through 
several U.S. states in Mayfield, 
Kentucky. REUTERS/Cheney 
Orr

Maurene Comey points at 
Ghislaine Maxwell as she 
delivers the rebuttal argu-
ment for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e trial of Max-
well, the Jeffrey Epstein 
associate accused of sex 
trafficking, in a courtroom 
sketch in New York City. 
REUTERS/Jane Rosenberg

A man walks next to a truck 
carrying the coffin of Daniel Ar-
nulfo Perez Uxla, who died in a 
truck crash along other Guatema-
lan migrants in southern Mexico, 
on their way to a mass in El 
Tejar, Guatemala. REUTERS/
Sandra Sebastian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Senator Joe Manchin has
called off negotiations with
President Biden on the Build
Back Better bill.

The plan centered on
universal pre-kindergarten
programs to be funded for a
full ten years as well as an
expansion of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and hundreds of
billions dollar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Psaki said that Senator
Manchin came to the White
House and submitted in
person to the president a
written outline for the Build
Back Better bill that was the
same size and scope as the
president’s framework.
Later, the senator said “no,
” and ended the negotiation.
He said, “I cannot vote to
continue with this piece of
legislation. I just can’t.”

The Senator also was

concerned about what the
legislation would do to the
nation’s rising debt and
soaring inflation.

Toda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really facing
big challenges and not just
the pandemic. They can’t
control the economy which is
also headed in the wrong
direction with higher prices.
And inflation is making the
people’s lives more difficult
while the world’s politics are
also in chaos.

It has been almost one year
since Biden became
President. Both parties in
Congress are still fighting in
many areas. Republican
members just can’t agree
on many bills sponsored by
the Democrats.

It is very sad that we are
living in such a difficult time
here at home and around the
globe. Unless we have real
leaders, we don’t see any
bright future.

1212//2121//20212021

Senator Manchin RefusesSenator Manchin Refuses
To Support BidenTo Support Biden’’s Bills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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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A supply cart rolls down the long corridors 
at the institute just outside Washington, D.C, 
past labs and displays picturing nineteenth 
century scientists, letters and artifacts. There 
are closed doors with small signs on the wall. 
One says “Viral diseases.” Another simply, 

scientist heading Army efforts to aid in the 
race for a vaccine for the current pandemic: 
Kayvon Modjarrad, a civilian doctor. He’s a 
large man, with wireless glasses and an easy-
going manner. His parents came from Iran to 
New York City back in the 1970s.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vaccines after taking a class as a 
medical student.                 
“I decided that I wanted to work on vac-
cines,” he says, “because it is the most cost 
effective and impactful public health tool that 
we have to saving lives.” Modjarrad says he 
knew he was interested in medicine early on, 

I was four for the Persian New Year.” Mod-
jarrad is developing the Army’s coronavirus 
vaccines, but is also part of Operation Warp 
Speed,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help pri-
vate companies in the U.S. and international-
ly create coronavirus vaccines.

Agi Hajduczki is a research scientist at the 
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he is part of a team working on a 
COVID-19 vaccine. (Photo/Tom Bowman/
NPR)

“The most cost effective and impact-
ful public health tool”
“So our institution and our network of sites here 
in the US and internationally are involved with 
many different companies,” he says.
That means sharing the Army’s expertise. Labs. 
Research animals. Locations for human trials, in 
Washington, D.C., San Diego and San Antonio. 
The Army also has partners and labs in Europe, 

liken the vaccine effort to a horse race, with 
multiple companies coming out of the gate at 
the same time. “Sort of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has been putting our bets on multiple 
horses because we’re not interested in one par-
ticular horse,” he says. “We’re interested in a 
horse, at least one horse, making it across the 

effective and accessible for our entire public 
and population.”
“It’s not like after the Phase three trial, ‘Hey, 
the vaccine is ready for everyone,’” Modjarrad 
says. “We start to phase it into the population 
and we still collect information on how people 
are responding to that vaccine until we get to a 
point where it becomes broadly available to the 
entire population.”

 

Kayvon Modjarrad is the scientist heading 
Army efforts to aid in the race for a vaccine 
for the current pandemic. (Photo/Samir 
Deshpande/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Modjarrad says that this pandemic will pass, 
there will be multiple vaccines and people will 
be protected from this going on in the future, 
“but we have to be prepared” for future pan-
demics, he says, “these emerging infectious 
threats, Zika, Ebola coronavirus, a new strain 

has a long history of producing vaccines. Mod-
jarrad worked on vaccines for Zika and MERs. 
And one recently approved for Ebola. And then 
there’s Walter Reed, the namesake. He was an 
Army major in the early 1900s who discovered 
that yellow fever was spread by mosquitos, not 
poor sanitation as some believed at the time. 
The virus had a devastating effect on soldiers 
and those working in tropical climates.
“So we sprayed and killed all mosquitoes,” 
Modjarrad says. “People weren’t dying. They 
built the Panama Canal.”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Modjarrad’s boss, Nelson Michael,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

colored maps of Africa and the world 

his uniform, when he was an Army colo-
nel. He’s often on the phone talking with 
participants of Operation Warp Speed, a 
name that has caused some to worry the 
speed has more to do with politics than 
science. President Trump himself has fed 
that perception by suggesting a vaccine 

could be ready before Election Day, a 
view scientists say is unlikely.
“There’s been a lot of concern about 

quickly,” he acknowledges. “And I can 
tell you, one thing is very clear it’s being 

the past vaccine development would take 
so long — often years — in part because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s were wary of 
making an investment. A vaccine would 
be manufactured only after all approvals 
were done. The coronavirus changed all 

caution to the wind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re in play,” Michael says. “But now you 
have, of course, a worldwide pandemic 
that’s costing trillions of dollars and im-
pacting, you know, millions of people’s 
lives.” Michael is also concerned about 
another controversy: Are human trials 
getting to a good cross section of the pop-
ulation, especially by race? “If you look 
at the impact of the SARS-CoV-2 infec-
tion and the disease it causes, COVID-19, 
there is a disproportional impact on peo-
ple of color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says. 
“So you are at much greater risk if you’re 
over 65, if you have comorbidities, hyper-
tension, obesity.”
All those working on the vaccine, whether 
private or government efforts “want to do 
better. I can tell you that.”

Nelson Michael,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
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says a strong public 
health campaign will be needed to convince 
Americans the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Photo/Tom Bowman/NPR)
Michael acknowledges the suspicions especially 
in the Black community, who have been victims 

Tuskegee Experiment, which from the 1930s in 
the 1970s followed hundreds of Black men with 
syphilis over the course of their lives, failing to tell 
them about the diagnosis and refusing to treat them. 
For this vaccine, says Michael, the government has 
created community engagement groups to reach 
out to African American and Native Americans in 
particular. “I’d say Native populations are also very 
mistrustful because of the history,” Michael adds. 
“And you know there are lots of issues, of course, 
that are hitting our country right now all at the same 
time, systemic racism.”
But he says there likely to be an even greater 
challenge once a vaccine is approved. “I am more 
concerned about how we’re going to execute a vac-
cine campaign than I am about how we’re going 
to test this vaccine,” he says. “How are we going 
to convince Americans that they should sign up for 
their vaccine?” Some polls show at least 30% of 
Americans say they won’t take the vaccine. There 
are scientists who say at least 40% of Americans 
must take the vaccine. Michael puts that percentage 
even higher. “What we really need is to have some-
where between 70% and 90% of Americans that ei-
ther have been vaccinated and have immunity that 
way or have been exposed and survived and have 
immunity because of natural infection,” he says. A 
vaccine from at least one of the private companies 
is expected earlier next year. The Army also contin-
ues to work on its own vaccine that can target fu-
ture coronaviruses. No matter what, a strong public 
health campaign will be needed, Michael says, to 
convince Americans the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
tive. One part of that is to reach out to those people 
Americans tend to trust most: Their family doctor. 
(Courtesy https://www.np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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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Army Pools Resources To Aid
In Race For Coronavirus Vaccine

A research assistant with the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Branch (EIDB), 
at the 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 (WRAIR), studies corona-
virus protein samples, June 1, 2020. The EIDB is part of WRAIR’s effort to 
produce a COVID-19 vaccine candidate. (Photo/Mike Walters/U.S. Army
)                                                                                                                                                      

          

COMMUNITY

Picture the United States struggling to deal with a dead-

social-distancing measures, gathering bans, closure or-

ders and mask mandates in an effort to stem the tide of 

cases and deaths. The public responds with widespread 

compliance mixed with more than a hint of grumbling, 

into weeks turn into months, the strictures become hard-

er to tolerate.

Theater and dance hall owners complain about their 

-

are safer in classrooms or at home. Many citizens refuse 

to don face masks while in public, some complaining 

that they’re uncomfortable and others arguing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no right to infringe on their civil lib-

erties.

As familiar as it all may sound in 2021, these are real 

-

za pandemic. In my research as a historian of medicine, 

I’ve seen again and again the many ways our current 

pandemic has mirrored the one experienced by our fore-

bears a century ago. 

No mask, no service on streetcar in 1918. (Pho-

to/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As the COVID-19 pandemic enters its second year, 

many people want to know when life will go back 

to how it was before the coronavirus. History, of 

course, isn’t an exact template for what the future 

holds. But the way Americans emerged from the ear-

lier pandemic could suggest what post-pandemic life 

will be like this time around.

Sick and tired, ready for pandemic’s end

hard and fast, going from a handful of reported cas-

es in a few cities to a nationwide outbreak within a 

few weeks. Many communities issued several rounds 

of various closure orders – corresponding to the ebbs 

the disease in check. These social-distancing orders 

worked to reduce cases and deaths. Just as today, 

the late autumn, just weeks after the social-distanc-

ing orders went into effect, the pandemic seemed to 

be coming to an end as the number of new infections 

declined. 

People were ready to be done with masks as soon 

Archive Photos via Getty Images)

People clamored to return to their normal lives. 

Believing the pandemic was over, state and local au-

thorities began rescinding public health edicts. The 

nation turned its efforts to addressing the devastation 

For the friends, families and co-workers of the hun-

dreds of thousands of Americans who had died, 

Many of those still recovering from their bouts with 

the malady required support and care as they recu-

perated. At a time when there was no federal or state 

safety net,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sprang into action 

to provide resources for families who had lost their 

breadwinners, or to take in the countless children left 

orphaned by the disease.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Americans, though, life after 

the pandemic seemed to be a headlong rush to nor-

malcy. Starved for weeks of their nights on the town, 

sporting events, religious services, classroom interac-

tions and family gatherings, many were eager to return 

to their old lives.

-

what prematurely – declared an end to the pandemic, 

Americans overwhelmingly hurried to return to their 

pre-pandemic routines. They packed into movie the-

aters and dance halls, crowded in stores and shops, and 

gathered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How many extra deaths occurred                                               

in 1918-1920 pandemic? 

Excess deaths in the state of Michigan over the course 

that occurred across the nation – an initial wave in 

spring 1918, a second bigger wave in fall of that year, 

at the start of 1920. Excess deaths are those above the 

time of year, based on what’s happened normally in 

the past. 

Chart: The Conversation, CC-BY-ND Source: 

Siddharth Chandra, Julia Christensen, Madhur 

Chandra, Nigel Paneth, “Pandemic Reemergence 

and Four Waves of Excess Mortality Coinciding 

-

sights for COVID-19”,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11, no. 3 (March 1, 2021): pp. 430-437. 

likely would continue for months to come. The burden 

of public health, however, now rested not on policy 

but rather on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Predictably, the pandemic wore on, stretching into 

a third deadly wave that lasted through the spring 

of 1919, with a fourth wave hitting in the winter of 

-

less Americans. Others downplayed the new cases or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more routine public health 

matters, including other diseases, restaurant inspec-

tions and sanitation. Despite the persistence of the 

a regular feature of front pages, reportage rapidly 

dwindled to small, sporadic clippings buried in the 

backs of the nation’s newspapers. The nation carried 

on, inured to the toll the pandemic had taken and the 

deaths yet to come. People were largely unwilling to 

return to socially and economically disruptive public 

health measures.

No matter the era, aspects of daily life go on even 

during a pandemic. Chicago History Museum/Ar-

chive (Photos via Getty Images )

It’s hard to hang in there

Our predecessors might be forgiven for not staying the 

course longer. First, the nation was eager to celebrate 

the recent end of World War I, an event that perhaps 

loomed larger in the lives of Americans than even the 

pandemic.

Second, death from disease was a much larger part 

of lif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scourges such as 

diphtheria, measles, tuberculosis, typhoid, whooping 

cough, scarlet fever and pneumonia each routinely 

killed tens of thousands of Americans every year. 

Moreover, neither the cause nor the epidemiology of 

-

mained unconvinced that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had any measurable impact.

the world from the ravages of the disease. In fact, the 

discovered for another 

15 years, and a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 was not 

available for the general population until 1945. Given 

the limited information they had and the tools at their 

disposal, Americans perhaps endured the public health 

restrictions for as long as they reasonably could.

The COVID-19 vaccine won’t end the pandemic 

right away.

A century later, and a year into the COVID-19 pan-

demic,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people now are all 

too eager to return to their old lives. The end of this 

pandemic inevitably will come, as it has with every 

previous one humankind has experienced.

If we have anything to learn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thus far with COVID-19, however, it is that a prema-

ture return to pre-pandemic life risks more cases and 

more deaths.

over those of a century ago. We have a much better un-

derstanding of virology and epidemiology. We know 

that social distancing and masking work to help save 

lives. Most critically, we have multiple safe and effec-

tive vaccines that are being deployed, with the pace 

of vaccinations increasingly weekly. Sticking with 

them could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new disease 

surge and a quicker end to the pandemic. COVID-19 

troubling SARS-CoV-2 variants are already spreading 

in 1919 shows what can happen when people prema-

turely relax their guard. (Courtesy https://theconver-

s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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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mistice Day celebrations on Nov. 11, 1918, worried public health experts as 
people crowded together in cities across the U.S. (AP Photo)

People Got Tired Of All The Restrictions 

People Got Fed Up With Flu 
Pandemic Measures One Hundred 

Years Ago – And Paid A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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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黃梅子）今天我們采訪
兩位嘉賓，第一位是福遍郡尊敬的警員
達裏爾•史密斯警員，還有一位美麗的
女士莫妮卡是密蘇裏市A區市議員。

（史密斯警員）：很多人說，你可
以遠離政治，但是可以如果你做房地產
和其他生意，那麽政治就無法避免，事
實上，政治是每個生意人都避免不了的
事情。你的生意 如果沒有政治正確的安
全，你就不能在環境中運作。 所以，我
們如何一起工作以增加我們的幸福感呢
？主要的事情之一是，當你考慮公共安

全和企業時，你們都想進入一個安全的
地區，你們都想進入你的企業可以正常
發展的地區，所以警察周圍的公共安全
進入您的業務 ，參加您的商店培訓並向
你們展示你們可能想要尋找的一些東西
以保持安全， 這就是我們密切合作的地
方。

（主持人）：對於密蘇裏市在職的
市議員莫妮卡•羅利女士，我支持她
100 分，因為我覺得她是密蘇裏市理事
會的積極補充，這也是為什麽今天我們
采訪莫妮卡羅利，這樣我們不僅可以為

密蘇裏市做很多事情，而且可以共同保
護和服務本德堡縣的公民。

（莫妮卡議員）大家好，我的名字
是莫妮卡萊利，我很榮幸來到這裏今天
與你們交談，並進行一次精彩的訪問，
並告訴你們一些關於我自己的事情。我
作為本區的納稅人，我已經交了21年的
稅，我在我的家裏養育了七個孩子。當
然，我自己是密蘇裏市的一家小企業主
，所以我一生都在本德堡縣，我喜歡它
，我很期待有機會在電視領域的你們的
支持和幫助下，有機會擔任 A 區的下一
任市議員。我是看著密蘇裏市成長起來
的，當年我搬到那裏時，那裏什麽都沒
有，只有陸地草牛和鹿跑來跑去，我看
著那個社區變成了今天的樣子，所有的
新開發項目我都在那裏，當沃爾瑪剛建
成時，克羅格的 uh 就在那裏，所以現在
我們擁有所有這些基礎設施，我也不幸
地看到了它有點拒絕一些新機會，所以
當機會來臨時，呃，席位空缺。我想說
現在是時候挺身而出了，服務我的社區
，就像我過去 21 年來一直在做的一樣這
樣做，這太好了！所以我的首要任務是
什麽？我的首要任務當然是讓我們的居
民總是感到安全！我們目前的公共安全
部門也是高效和有效的，因此公共安全

是重中之重，以確保我們保持極低的犯
罪率，這樣才能使市民安居樂業。

請看《子天訪談錄》主持人子天和
商業地產經紀人阮丹尼采訪福遍線第二
區警官 Daryl Smith和 德州密蘇裏市A區
市議員 Monica Riley。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子
天訪談錄》，也可以通過iTalkBB平臺收
看。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也可以
在 youtube 上搜索 Stv15.3 Houston, 訂
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
視的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 1515..33《《子天訪談錄子天訪談錄》》----------
專訪福遍郡第二區警官專訪福遍郡第二區警官 Daryl SmithDaryl Smith

德州密蘇裏市德州密蘇裏市AA區市議員區市議員 Monica RileyMonica Riley

(本報休斯頓報導) 許多華裔朋友
喜歡吃粥，而搭配清粥的好朋友，不
少人的心中屬豬肉酥為第一了，把原
本平淡的粥，提升到令人回味無窮用
的層次。

Golden nest豬肉酥百分百美國製
作，完全符合美國食品安全標準，不
用擔心食用安全。這個品牌的豬肉酥
，採用上等豬肉製作，不含味精、不
含防腐劑，不添加麵粉。讓民眾吃得

美味又安心，不必操心有味精與防腐
劑的問題。

除了配粥之外，這款豬肉酥用來
拌飯、拌麵、做麵包、包海苔、做蛋
捲、夾土司、做飯糰等都很好用，甚

至搭配蔬菜沙拉，也別具風味。
有興趣的朋友可至Costco購買，

由Costco獨家發售。

美味的美味的Golden nestGolden nest豬肉酥豬肉酥 令人回味無窮令人回味無窮
不添加味精與防腐劑不添加味精與防腐劑 CostcoCostco獨家發售獨家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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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諮詢公司新移民諮詢公司NITCNITC與大衛律師所與大衛律師所 提供一條龍服務提供一條龍服務

【本報休斯頓報導】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許多華人從中國、台灣、香港、新馬等地移
民美國，然而，面對新環境與不同的文化及政
策規定，新移民需要應對方方面面的要求；即
便在美國安定下來，老移民也要為生活打拼，
處理財務、稅務、房事等等。一家以幫助新移
民為宗旨的公司，整合了跨界的律師、會計師
、地產專家、理財專家等，專門服務新老移民

，提供一條龍服務，並有疫期初級理財執照培
訓，同時結合教會團契的力量，幫助需要協助
的移民們，這就是新移民NITC 諮詢公司與大
衛律師所。

新移民 NITC 諮詢公司專精的業務範圍很
廣，例如像:工卡、綠卡、公民諮詢、報稅、健
保、免稅退休計劃、疫期初級理財執照培訓等
等。大衛律師所(David Wells)則專精於移民、刑
事、移民保釋等，具有 22 年上庭經驗 (Board
Certified)。

新移民諮詢公司結合教會團契，共同服務
新老移民，並以 「財務自由/世代富裕」為核心
，希望能提供全面提升美國移民的生活品質的
機會，建議在不同的年齡層有不同的理財方式
。從出生到20歲是小小巴菲特，儘早開始複利
積累的規劃。從 20 到 40 歲，是一份工作/一個
兼職。年齡增長後，40到70歲，是一個教會/一
個小組團契。70歲以上，則發揮餘熱/做光做鹽
，燦發生命的智慧。

此外，新移民諮詢公司也為合格的教會/團
契弟兄姐妹提供不同的兼職機會，主要是以下

三個領域：
一、法務:工卡綠卡公民、離婚手續/結婚綠

卡、健保/報稅/買房、刑事/商務/糾紛等。
二、財務:存錢省稅增值；應急保險養老；

複利積累/財務自由；財富傳承/世代富裕。
三、短期專業執照培訓，免學費，主要以

微課及錄音視頻為主，並且配合實習/就業/合
作等。

新移民諮詢公司提供非常多免費的課程與
訓練，每周有不同的實用主題，例如像:健康和
效率管理、讀書會、如何造就自己的高度、如
何了解金錢的屬性、如何理財、如何不浪費時
間精力、如何為後代子孫打好基礎、如何學會
復利積累與世代富裕等等，都非常切合移民的
需要。

此外，由於結合教會團契，也給新移民提
供很多思考，讓新移民往內省思，平時忙於生
存，為什麼要來教會？為什麼來團契？是來浪
費時間，還是有所得著收益？時間應該如何更
好的運用？總之，新移民諮詢公司NITC聯合不
同專業人員，提升參與者的移民生活品質。願

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詳情請洽新移民諮詢公司NITC，聯絡方式

: 短 信/微 信 預 約/諮 詢/加 群 二 維 碼
832-403-6056。地址: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00A & 382, Houston（需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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