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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餐館誠請
*餐館請人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中餐館招聘
丌
糖城堂吃餐館
餐
North China Restaurant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請企檯
Server
誠請熟手炒鍋
近糖城,
誠請全工 ●廚師:懂簡單英語
糖城中餐館
外賣店, 誠請
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I-10 & KATY
收銀接電話 Cashier
●周末打雜.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Now
is
hiring
請
請外送員一名 需懂英文,全工/半工
會看英文菜單
全工炒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熟手接電話和打雜
丌丌
Waiter/Waitress
地點近中國城！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位
45
南,25
出口
人
Full time or Part time
聯系電話 :
有意者請電:
聯系電話：
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聯系電話:
意者請電或短信:
Must speak English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646-339-7703
丌丌
Restaurant
Hiring
832-661-8881 832-277-2317 832-225-2948 713-470-8118 832-350-9107 917-287-6173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連鎖素食餐館

*Chow Wok
中式快餐店, 薪優

Dairy Ashford / Westheimer

地址:2575 B South Dairy Ashford Rd
誠請 ●炒鍋一名
意者請電: 281-235-3531

中餐館請人

美式中餐館

Kamalan Bakery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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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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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今韓國餐館 外賣快餐店,請 黃金水餃請人

活動中心誠徵 Mamak 糖城店 餐館薪優誠聘

Malaysian Restaurant 熟手外送員一名
●廚師一名
●通英文文員一名 誠聘企台. 環境好, 接電話兼收銀員一名
小費高.新手可培訓.
需認真負責
●並請廚房幫工. 近中國城 10 分鐘車程
工時短, 待遇優.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廖先生 346-874-7913 聯系電話：劉先生
832-898-6667
832-866-8801
每周二公休

中式快餐店

糖城中餐館

餐館誠請

Jang Guem Tofu & BBQ
位 6 號/290,誠請
位於 Spring 地區 全工炒鍋，打雜，接電話 糖城店, now hiring 有經驗美式中餐炒鍋,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位於 Dairy Ashford 誠請前台和外送員 有經驗收銀帶位,
星期一到星期六, 薪優誠請廚房員工
全工或半工均可,
誠徵 企檯 Server
打包，外送員 和
/ Westheimer
誠聘外送員
月薪$4 千.
半工周末外送員各一名 請 Eamil/親臨/或電:
全工. 需有身份
需英文流利,
企枱, 外送員.
收銀兼接電話
誠請炒鍋
需報稅。以上不包住宿. tofu3528@gmail.com 另請收銀兼接電話 請 11am-9pm 來電:
可報稅.
需英文流利.
3528 Hwy-6,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
有意者請電:
713-270-9996
有意者請電 :
意者請電：
713-213-0086 Sugar Land, TX 77478
832-533-5998 832-593-6688 電:281-520-6774 713-732-8729 281-881-9885 281-235-3531 832-866-2625 832-466-3511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黃金茶寮,薪優 糖城餐館,薪優 Mall 內快餐
高級堂食餐館
金山餐館請人
餐館請炒鍋
粵菜餐館,薪優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餐
●
樓面:
請
周末帶位
●經理助理
:
位
Downtown
誠請
l-10 近 Inker St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路州 Shreveport
堂吃外賣店,誠請
東禾酒家請人
工資+bouns+年假
館
拋鍋, 抓碼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中餐堂吃店,誠請 及傳餐人員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企檯,
丌丌
廚部:熟手執碼幫炒
●企 台: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以上薪水好~
丌
有廚房經驗,男性優先
●點心部: 請
請
炒鍋和企台。
樓面:懂英文有經驗
誠請炒鍋和企枱
底薪$90/天+小費 ●收銀員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意者請電:
丌
阿泰
有經驗做點心人員
意者請電:
抓碼
、
油爐
、洗碗
薪金可議,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916-529-7337
丌丌
人
$14 起薪,會英語.
2pm 後電或親臨舊店: ●廚房抓碼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001
丌 Jefferson
832-819-8111
意者請電:
意者可電: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281-495-1688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Restaurant
Hiring
Houston, TX 77003 713-981-8803 (無人接聽可短信) 10600 Bellaire#105 281-313-3300 214-924-8009 832-875-1225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華洋餐館請人

休士頓市中心

外賣店請人

城中區中餐館

餐館請人

中餐館請人

西北區餐館

餐館請人

中餐堂吃外賣

北方菜館請人

中餐外賣店

位敦煌商場內,
餃子店誠徵
位 Cypress 1960
誠聘半工外送員
誠招外賣員
糖城中餐,誠請
誠請
近中國城
高薪 聘請炒鍋,
有經驗師傅及助手 誠請全工送外賣
有經驗,要報稅
『薪優』 誠聘
位 Spring,
●炒鍋一名
●半工炒鍋
及周末企檯
一周工作五天,
離中國城 15 分鐘 ●全工半工接電話
懂英文.
249
與
99
交界
●油鍋一名
●半工外送員
待遇從優.
4670 Beechnut
意者請電:
●半工外送員
有意者請電
聯系人：林先生
聯系電話:
意者請電:
意者聯系: 蔡女士
意者請電:
713-270-0888
意者請電:
713-532-3127 281-568-8788 832-620-2560 832-310-0739 713-307-2882 713-302-0321 832-277-2317 832-512-3595

新皇宮點心海鮮酒樓 (ChinaBear) Woodlands 中餐館,薪優
『薪優』 全方位誠聘:
誠請 全工半工均可(提供吃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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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台
●廚房打雜
意者請電或親臨面談:
●油包
●炒鍋
281-240-8383 713-303-8998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意者請電：936-443-2523

Restaurant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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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餐館,薪優

中日餐館請人

*日餐誠聘

美日餐館,高薪

*日餐請人

超市壽司吧高薪 Help Wanted 二間壽司吧招工

中
日
餐
請
人

誠徵 壽司師傅、助手 New HEB Sushi Bar
位 Kroger 超市內
有責任心者、男女不拘， Full Time/Part Time
●1801 S. Voss
提供住宿，須報稅.
●1505 Wirt Rd.
有意者請傳簡訊至 Located I-45 South
急需壽司師父及幫手,
/
El
Dorado
Blvd.
832-401-9179
全工/半工均可.
New Caney, TX 77365 713-382-6843
『薪優』
意者請電:
壽司吧位新
HEB
超市內,
位高速公路 59N 上,離
中國城約 45 分鐘路程 誠請全工半工壽司助手 832-638-3640

日本餐館高薪

日本鐵板燒

Japanese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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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拉麵店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位於 Humble 區
中國城百佳超市旁 薪優,請熟手打包
『薪優』 誠聘
全工或半工均可
北方菜館, 誠聘
●全工女帶位
●生手炒鍋一名， 在 Rosenberg
●外送員
●熟手炒鍋一名， 離唐人街 20 分鐘
有意者請聯系:
意者請電:
薪金面議。電話 :
917-226-1718
281-546-8622 415-812-5851

糖城餐館請人

路州全日餐

位 1-10 Memorial 誠聘壽司師傅一名， 位於 Woodlands
Hwy6/Sugar Land,
Lake Charles
位 Missouri City,
二家日本餐館
位 45 號南
99 大華附近,聘請 Part time 女企枱一名，
誠
請
『高薪』 誠請
請●全職半職企台
誠請 廚師
位西南區 &西北區 近 Galveston,誠請 ●壽司師傅 (可培訓)
壽司師傅
Sushi
Man
壽司師傅,學徒
前台:要求會簡單英文
●油鍋打雜
廚房炒鍋一名。
誠請全工
炒鍋,打雜,企檯,收銀 ●廚房幫手(可培訓)
廚房幫手 Kitchen Help 薪資面議. 請電:
廚房師傅,油鍋打雜,
另招外送員
1-2
名
，
店位
：
8050
North
Sam
包卷及 Sashimi 師傅 供住宿,歡迎墨西哥人 ●前檯幫手●Cashier Houston Pkwy West 周一休 早上 11-8:30
全工企檯.
意者請電:
832-433-0973
全/半工均可,時間彈性
提供住宿,請電:
有意者請電:
281-325-0628 或徵求合作伙伴亦可 包吃包住,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薪優,待遇好.男女不限 意者請致電或者短信:
共同經營
281-851-5858 929-677-0781
832-605-2131
832-288-0098 501-442-8456 832-868-8813
832-380-0247



位 10 號公路,宜家 二家 Galleria &1960 離休斯頓 2 小時,請 Missouri City 近 Sugar Land,
家私附近,日餐誠請 誠請經理,企檯,帶位 壽司新手學徒或師傅 誠請全職/半職經理.
需有經驗,說英語﹐
Bartender 調酒師
●兼職帶位,
做事認真負責能報稅﹐
新手油鍋或師傅
●全職或兼職和企檯, 需英文流利,懂酒水
薪資面議.
有午休 2 小時,包食宿.
需英文流利和可報稅. 全工/半工均可
有意向請聯系:
意者請電:
小費極佳. 聯系電話:
有意請電:
912-381-5292
281-636-8808
346-303-3218
337-764-7736
832-339-6112

*中餐旺舖出讓
位於 Baytown 10 號公路旁,
附近住宅林立,亦隣近幾大煉油公司,
客源龐大,因缺人運作出讓.
●另請炒鍋. 有意請聯繫李小姐
713-732-8203

200

餐館租售

Restaurant



出售賺錢中餐館 糖城堂吃外賣店 賺錢餐館轉讓
人手不足,位於北休斯頓, 轉讓. 經營多年，
離中國城 15 分鐘,八號邊. 生意穩定(周一公休)
一周開 6.5 天,不送外賣, 1490 呎,房租便宜,
1500 尺,生意 4 萬 2.
業主還有其他生意管理.
適合家庭經營.
意者請電:
歡迎看店議價.請信息
832-503-0453
917-951-8859

急急急!餐館讓


路州日餐,高薪 日本餐館請經理

布菲低價轉讓

for sale

堂吃外賣兼

*中型堂吃外賣

位於 Katy
中餐館出售
中日餐堂吃外賣店
位休士頓
因股東糾紛急轉讓
近 8 號 / 10 號
1800 呎,設備齊全
有意者請私信:
有意者請聯系:
347-277-1612
832-672-9551
非誠勿擾

賺錢餐館出售 Kroger 壽司吧 城中賺錢餐館

醫療中心黃金地段 店在 45 公路,33 出口 小 Buffet 轉租 疫情期間外賣生意很好 轉讓, 近中國城
出售
5000 呎餐館轉讓
東主退休有意出售. 易經營,收入穩定,
因東主有其它生意
無需轉讓費,
近 Galleria 區
有粵菜經驗者更佳.
新裝修,新設備
無暇顧及,
年收入五萬以上
設備齊全.
意者請電:
3835 Bellaire Blvd, 房租 1 萬,月做 10 萬
售價 :$25,000
生意穩定
詳情請致電:
210-396-0650
位 11565 Hwy-6 S.
Houston, TX 77025
淨收入 1 萬
意者請電:
聯系電話：班女士 意者請電:非誠勿擾 210-380-2645 餐館在聖安東尼奧， Sugar Land, TX 77498
競爭極小。
閑聊者勿擾！
電:832-664-1410 832-620-2560
346-801-5176 917-833-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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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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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

節日大籌賓

餐館新張.堂吃/外購
~價格優惠,服務好~
專為家庭公司
宴會,慶典,生日,
訂
大中小 Party Tray
外 可自備材料,自取或外送
賣 346-319-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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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好房分租
好房&空地出售 中國城公寓出售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2 臥室,2.5 衛浴,2 車位
共四個房間,限單身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2 房 2 衛浴 2 廳
月租: 一房 $390 大客廳,可步行到超市,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社區小公園,全新廚房 實木地板及地毯
環境高雅, 安全, 安靜,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包電, 水, Wifi
家電,
投資自住皆宜,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6510 Gold Tee Ct
全新冰箱,洗碗機
售 $98,000
包水電, 免費高速光纖上網, 辦公傢具,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Houston,TX
丌
77036 商用空地 1 畝,可蓋廠房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意者請電:
近中國城 5 分鐘. 大停車場.有大間辦公室出租$700
小公寓,園藝,售$95,00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意者請電:
832-977-6288
713-628-6988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853-1559
丌
281-498-4310 陳鐵梅( 中文 )

丌丌
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
休士頓民宿租
Houston
Hostel
USA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281-983-8152 Jennifer ( 英文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中國城惠康前,百利大道上,獨立屋,旅館式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套房,(房內附-書桌,餐桌,Cable 電視及冰箱),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無限快速上網,包水電.拎包入住,免簽長約,
Office for Rent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月租最少 1 個月起.16 年來感謝舊客戶推薦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Line/微信: houstontours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Sale/Rent 電/簡訊: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每格可容中文大字(標題)6 字及小字(內容)50 字，

ITC 多間高雅辦公室租

房地產租售



房地產租售

房地產租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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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廣告請預付廣告費，如中途停刊者，恕不退還費用。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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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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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English title : 12 letter
※English content : 120 letters
●本報接受 VISA 及 MASTER 信用卡付費，如電話(Tel)或傳真(Fax)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廣告內容均由委刊者提供，本報一概不負責任。
訂稿委刊，請告知信用卡號碼/姓名/有效期限/CVV 號/ZIP code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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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號，其訂稿如有錯誤由客戶自行負責，恕不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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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稿時間 : 星期一至五 2:30pm, 平時/周六日請微信: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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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稿或之前訂稿，立即上網,其稿將在第二天刊登報紙。


美南新聞刊登
注意事項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Home
Care
Agency
看
200
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00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徵老人照顧家庭看護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based in West Houston is hiring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全職或半工.男女不拘皆可,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bilingual (English-Chinese) Marketer. 丌丌
護
護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Individual
丌
will receive training. Full time position, 服
服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須報稅,地點在糖城和休士頓地區.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competitive pay and benefits.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電話:713-271-8515(公司)
務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Send resume to :
務
fbriggs@assist-medinc.com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sjiang@assist-medinc.com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或 : 713-820-5748(私人)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誠招褓姆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住宿女家務助理
丌丌
*保姆（長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 管
政
助 家
理
Housekeeper





200

刊登廣告
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誠聘通勤/住家

*誠聘褓姆

食品公司誠徵

活動中心誠徵

Katy
家住 8 號/Beechnut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地區誠招保姆， 照顧嬰兒，簡單家務 全職/半職阿姨.有身份, 地址 Westheimer 和
健康,愛心,打完新冠疫苗. 8 號公路,近中國城.
，薪優，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住家或通勤
丌
越華超市對面
可以接送孩子最好,照顧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彈性時間
，
通勤
，
一周 6 天或 7 天,
周一至周五
照顧 2 位行動方便長者,
小孩,做晚飯及簡單收拾,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做飯及一般家務。
照顧 5 個月男孩.
一周工作 6 天
北
610
內
一周 5-6 天,2:30-7:3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不須過夜.會講簡單英語
需身體健康
，打過加
包吃包住,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薪水面議，請電 : 1 月 3 日開始,酬薪商量
意者請電: 劉太
強針
。意者請電:
月付現金$200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位 610 西南. 請聯系:
家庭服務
832-755-7171 281-414-5318
832-298-9331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713-398-8028
丌
281-630-4906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汽配倉庫請人 Food Distributor 能源化工類 房地產投資公司
公 倉庫找工人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A/R, Offices Assistant 國際貿易公司，誠徵
休斯頓汽配波相倉庫
誠聘全職秘書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Company
司 位於 Pearland 和
Salesperson &
聘請●倉庫管理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中英文流利
兼職行政助理，熟悉辦
之間的
Warehouse Loading
請 Sugarland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Hiring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汽車配件銷售
薪酬高,福利好.
公軟件
，
懂財務優先
，
倉庫找工人，
speaking Chinese & simple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長工或兼職
人 要求身強力壯力氣大
$15-18/時.電/Email: 意者請電或簡歷至：
English. Lily & Helen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有意者請電:
832-847-0887 832-286-5367
713-383-8818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聯系電話：
931-389-1668
sagevacancies
surewinjune
or Email: helen@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Hiring 832-646-7777 倉庫分租,代管理收發處存 fourseasonsfood.com @gmail.com
@gmail.com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Company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Home
Service





























































300

公司請人





























*招聘行政文員 Bookkeeper Now Hiring

診所全職助理

安防公司誠聘

公司請人

Japanese Seafood
Needed
眼科激光手術診所 ●辦公室文員（長工）:
德州石油公司
位於 Bellaire 及
●廚師一名
工廠生產線
Company
英文流利，工作穩定，
Excellent
pay
&
benefits
誠聘全職助理
休斯頓辦公室招聘
Corporate
Dr
路口
•Outside Sales
plus 401K
全工操作員數名 ●通英文文員一名
中英文好,有經驗最好 近中國城，薪優。
全職行政文員一名，
誠徵進出口
Knowledge of QuickBook representative
●安裝技術人員:
需認真負責
但是願意培訓新手
有會計經驗者優先， & Excel is required •Part-time A/R,
簡單英文，公司培訓， Documentation 人員 有身份.有經驗優先. 工時短, 待遇優.
有意者請將簡歷發至 Call or Email resume to: Receiving office clerk 熱情、客服態度好. 有木工，鉗工經驗優先，
經驗不拘.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廖先生
frank.fan@
janet@mvpeyes.com
意者請將履歷表傳到:
Email
resume
to
:
Frank@21Lab.com
意者請電或簡訊:
kemgroups.com 713-703-2662 info@owaves.net 713-364-7104
832-866-8801
281-908-6800
hr@bciusa.net
346-970-7928





















































伌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伌伌
Anna Drapery Corporation

*請合同電子技工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2 Seam Stresses & 1 installer (Male)
needs
●1-2 年電子線路焊接經驗.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Anna 布料窗簾公司, 誠聘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認真負責.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女裁縫師 2 名 ●男性安裝人員 1 名
中國城附近，1099 報稅。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需少許英文. 意者請親臨面談: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10678
伌
意者請將簡歷和工資要求寄到
Jones Rd, Houston, TX 77065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或英文電: 832-453-9999
seismoelectronics@gmail.com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300

Company
Hiring

公司請人




























*電腦公司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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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實驗室高薪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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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售後客服人員

●樣品整理員 : $15-20
技術人員或業務員 2-3 名
近糖城 77406 大型電子公司
市場調研與分析熱情,具行銷及企劃經歷佳
招聘 售後客服人員。
職責: 電腦維護維修,庫存管理,產品物流.●商業&住宅地產業務幹部及物業管理助理:相關 整理實驗室樣本,非常簡單.
需要懂簡單英語.不需要學歷.
學歷及經驗,具學習精神,敏銳市場洞察力,地產執照佳
要求：溝通能力優秀、工作細致有條理。
需本科或以上學歷.
●會計助理：基本掌握 Quickbooks，工作細心， ●實驗室操作員：$18-25
中文流利,基本英文溝通能力即可。
公司也可以 sponsor 身份。
需要懂一定英語. 有學士學位,專業不
可以全職/半職
薪優福利好。
有意者請將求職信及簡歷發至
Email 至: hr9889@gmail.com
限,不需要經驗,提供培訓.
聯系方式請電
：832-509-9095
公司地點:Houston
中國城,
Katy
亞洲城
info@zeeknox.com
聯系: 281-513-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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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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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sler Science LLC

兼職 PT 程序員
* 全棧工程師 /
Full Stack Software Developer
* 熟練 PHP Laravel

Email: accounting@scdaily.com

信用卡公司急聘業務代表

Office Assistant(Part or Full Time)

Financial Services in S.W. Houston, TX
業務代表多名 : 保障底薪+高獎金+高佣金+福利. 帶薪培訓
Misc customer services, office admin.,
Bankcard Services now is hiring Sales Reps
trainable, multitasking, detail oriented, good
Base Salary + Commission + Incentive + Bonus
communication & computer software skills,
Email : Jason.kwon@ebankcardservice.com
bilingual English/Chinese, good personality,
Ethan.jiang@ebankcardservice.com
ethical, 1-2 years experiences.
Resume
to: leng.wwu@gmail.com
810 Hwy 6 South Suite#113 Houston, TX 77079

第一商業銀行 休士頓分行徵才 Gillman Honda Fort Bend *Kamalan Bakery Cafe

is bidding on Project Number 21-06-02
Addendum 7 Instructional Curriculum Materials (First Commercial Bank Houston Br. Job Vacancy)
● Loan Officer (放款專員)
for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We are looking for possible M/WBE
● Clerk (存匯專員)
subcontractors to provide the following:
Presenters for our middle level science educator 中英文雙語；金融,會計或經濟相關科系畢業
conference called“STARS”(Science Teachers
(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Are Rock Stars) who could speak to current
skill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
issues in the science classroom,
including diversity, inclusion, and technology,
( Major in Finance, Accounting, Economics,
among other topics.
Business or related fields)
Speakers would be paid for their services based
on length of presentation and expertise.
工作地點 : 位於休士頓市區.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is opportunity,
意者請 Email:
please contact our office at :

schools@keslerscience.com

* 熟練 Re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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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927a@first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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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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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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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身的你(妳),
為自己創造更多的機會
上上
上上
上上上上何不主動出擊,
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
在有限的生命中, 尋找自己的未來及幸福!! Call/Email to Nicole
上上
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或上Email
上上
上上上上上美夢就會成真
上上上上上
廣告專線:281-498-4310
cla@scdaily.com

分類廣告 3
星期四

, 別蹉跎歲月
歲月
千 別猶豫 別蹉跎
一
里
線
z{;L^r5EJN[p
姻
牽
緣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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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男女按摩師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全工,有執照,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按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男女均可
丌丌
丌
丌丌
丌
摩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可提供住宿
請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位 45 號北
丌丌
丌
丌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意者請電:
HIRING
人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346-494-0286
丌丌
for丌Massag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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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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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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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實惠的價格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輕鬆的享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832-359-6141
Massage
Service
丌丌
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按
摩
服
務

*凱 悅*

徵婚

*美國公民,男 36 歲

誠心尋找伴侶

大學學歷, 廣東人,有正職

有無身份均可 (可協辦綠卡)

誠徵單身女士,先友後婚.

最好有護理經驗,身體強壯.

有誠意者電或簡訊:

誠意者請電詳談: 346-277-5978

832-348-6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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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年正規床店請人

*邊學習邊工作,你的不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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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意者請電 : 713-468-3799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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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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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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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品 Baby! 新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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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網站

入籍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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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新人, 高顏值

832-434-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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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琴教學～

刊登廣告

本地美國人,資深英語家庭教師,教授日常美式
會話、商業及旅遊用語, 個人或集體均可.
*** 協助通過公民考試及移民局面談 ***
skype:david.b.browning /Wechat: Teresina1only
832-788-3383 281-587-6912 布朗寧
5338 Beechnut St. Houston, TX 77096
http://davidbrowning.trusta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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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小時,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Piano 鋼琴教學
DPS 指定王朝駕校路考第三考場
美南駕校

駕駛學校

取消交通
罰單

Registration

英
文
班
招
生

C3

Thursday, December 30, 2021

*美國公民(男) 70 歲

個人、公司 信用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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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收購舊車壞車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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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家裝修

住宅/餐館: 廚房台面,
地磚,地板,樓梯,內外
油漆,水電木工維修,
衛生間改造
噴泉涼棚,籬笆水槽,
質量第一和保證誠信
832-282-8746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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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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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江裝修

專做居家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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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打傳人中醫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坐骨神經,肩周炎
請電: 713-77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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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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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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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北夏接送服務



榮盛裝修

申請帶槍執照

打電話或短信： 917-378-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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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裝修
蘇揚建築裝璜 永發裝修公司 舊房翻新
吳氏專業裝修
順發裝修
，內外油漆，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政府註冊,百萬保險.
執照# LI 0019006
地板人工 90￠/呎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30 年經驗,一條龍服務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庭園灑水,庭園設計,籬笆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承接:商業/餐館/住宅,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內外油漆翻新,涼棚涼檯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精通土木,地板,水電,油漆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二樓樓梯圍欄,
洗衣機,乾衣機,洗碗機,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保修一年,價格公道,
提供商業保險
精優價廉.以上工程,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水龍頭,地板,地磚,廁浴,
經驗豐富,保證質量.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保修 2 年.(訂做按摩床) 832-607-7861 張 646-713-4928 吳
更新,水務維修,電路修換.
身份,薪酬優厚.
281-323-9938 王順
●誠請裝修工人
832-818-3185
國粵語
713-371-2713 戴師傅
832-207-2626

700

700

Remodeling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修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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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信裝修

廣東和記裝修

隨叫隨到裝修

大小工程,油漆間隔, 專業漏雨 屋頂翻新
泥水木工,地板門窗, 室內外裝修 20 年經驗
天面地台,廚房浴室,
免費估價.
水電修理, 通 坑 渠.
大小工程,百萬保險
免費估價,價廉保質.
832-909-3658 粵 346-383-1087
832-909-3686 國 713-269-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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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寶建築公司

三好裝修

分類廣告專頁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大理石、廚櫃、衛生間改建,磁磚、地板,
修補牆面、油漆.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
A/C 等...
內外油漆,涼棚,圍欄及屋頂漏雨,
翻新衛生間,廚房,房間改造,疏通上下水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工廠訂做,塑鋼門窗,雙層玻璃(特約)
更換熱水器.漏水.庭院等等....
工廠直銷 實木地板,復合地板,塑膠地板. 專精大型倉庫,Shopping Center 等大型建築
居家小活統統都做.
專業屋頂,噴花,保溫棉,質量第一,誠信為本,
從選址,設計,請照,施工 一條龍服務.
713-429-2685
土木建築專業,保修二年. ●請裝修師傅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702-888-5518
歡迎來電 : 832-630-1850 田師傅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美 滿 裝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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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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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n License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商業大樓,免費置換新屋頂

恆豐裝修公司

報稅服務

機
場
接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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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Realtor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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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產經紀人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10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謝老師（MT 駕校）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疫情期間有中文網絡筆試課,取消罰單課,發證書
三三
DPS 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教練考路試,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交通安全班（取消罰單）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美南駕校是官方指定考點
三三
在本校一天可完成筆試,
，天天有路考。旅游簽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成人中文筆試:天天路考(兩天取得駕照)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證等各種簽證可以考駕照
三三
取得
pemit
後可安排路考,不用排隊等 30 天
。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筆試班 : 每星期一至六上課，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成人筆試班:
三
周二，六 10am-4:30pm
●路考班 : 務必預約. 考路試，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青少年駕照班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取消罰單安全班
三
: 周六，周日有課
●安全班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十八年專業教學經驗~~~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7001 Corporate Dr #203
電話: 832-633-5555 周師傅
三三
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School
三三三三三三三
Defensive
Driving
Driving
832-863-8882
832-277-7226 王教練
832-983-9509 Tom 發哥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2三三三三三三三 ****** 報 稅 ******
德州帶槍執照
房地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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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建築公司 832-860-1133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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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專頁

700

專業油漆

誠信專業的木工和泥瓦工師傅
承接各類餐廳, 美容院, 奶茶店, 辦公室, 廠房等設計, 施工建造,
22 年經驗,專精商業住宅
修
及住宅維修和翻新,免費估價. 最低成本, 最佳質量, 百萬保險 !
為您提供裝修服務：
理石廚櫃,地板,磁磚,浴室改建,內外油漆,
選址
安裝櫥櫃大理石,瓷磚地板,木柵欄和油漆.
設 設計 :: 商業租賃,為您的生意精選最佳地點,最旺鋪位.
門窗,水電,涼棚,圍欄及屋頂翻新.
施工圖, 3D 效果圖設計,申請施工 PERMIT.
~~好技術、好質量、好價錢~~
計
建造
:
裝修裝潢,專業執照工程隊伍施工,品質保障.
誠信+優惠+專業 特價 & 保修二年
聯系電話:
6100 Corporate Dr. Ste 315, Houston
832-419-5588 張 ●另請工人
832-778-0090 / 832-289-2279 Remodeling
www.usbrothersconstruction.com

Paint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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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 4
星期四
殺

蟲

CLASSY 殺蟲專家

專

家

玻璃門窗專家

Pes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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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砍樹服務

籬笆 Fence

爽快水管專業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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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運疏通

明亮電工公司 Long's 專業修理 居家空調水電

尚美空調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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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Service





700

Floor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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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明清洗地毯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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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房屋理賠

Claims Service

美國房屋理賠服務

房屋理賠

Claims Service

水水水

26 年經驗,價格合理
修補翻新各種屋頂
大小工程,質量保證
免費估價. Min Park
832-202-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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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潔水管公司

頂好排污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專修室內外各種漏水 832-722 2099 德州執照 TCEQ24431
專通下水道, 儀器檢查, 漏水堵水.
更換各種室內外 德州 Master 執照 40172
抽餐館油井,
修換: 全屋來水管,去水管,水錶漏水.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水零件,
洗衣店水井,
按裝. 經驗豐富,
房屋整體水管更換,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按裝:熱水器,水龍頭,馬桶,浴缸,打碎機.
水表,下水道,通堵,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修換熱水器.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7/24 832-600-6300 劉
陸先生(中文).請電： 713-429-2685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832-462-3832
通粵/ 國 / 英 / 墨西哥
281-818-6524 702-888-5518
832-462-4011
城市申報檢驗.

德州執照 TECL34634 多年經驗 Sears'專業技
師, 專門維修各種
專業電工團隊,
家庭/商業:冷暖氣,
冰箱,
百萬保險
Plumbing 商業民宅,大小工程 製冰機,大型冷凍櫃,冰櫃,
熱水爐,洗衣機,乾衣機
Electrical
質量保證
執照號碼:TACLA44251C
832-260-8678 質量保證.電:通英/粵語
水務 貴先生（中/英）
713-505-7534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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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700

敦煌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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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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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水管
排污

地板銷售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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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 Pro Glasses 門窗公司

Door/Window Glass

700

2021年12月30日

冷
暖
電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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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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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順冷暖氣公司

精修車庫門

車房門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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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保險
專門代理申請


800



申請帶槍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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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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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ZY 鐵工廠

●招助手或學徒

713-885-4818 英

雅聖冷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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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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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安全監控系統

監控系統 4MP 超清
帶 4x 鏡頭, 包安裝,
一套$700 起,無月費
支持手機監控及回看
請來電話咨詢:
832-310-7499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監控系統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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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警監控安裝

Alarm 專業安裝
$19.95 月費
監控安裝每一路$75 起
四路特價,工廠直營,
倉庫在 Harwin,有
安裝執照. B09382201
電:713-779-8788

安全監控系統

美南網站

專收購舊車壞車

個人、公司 信用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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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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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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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四季搬家公司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搬丌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家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往 Austin,Dallas,
San Aotonio 特價優惠.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本公司有各大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
丌丌
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 廣告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英文電洽
:
281-903-7688
832-867-5467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司丌丌
Moving
Service
或上網查詢:
http://www.allseasonsmove.com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順豐搬家快運

分類廣告專頁

2022 年度奧巴馬保險計劃

德州帶槍執照

專精各種漏水

萬家樂冷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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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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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滿意水電

冷暖工程,家用電器 冷暖氣維修更換, 專業安裝,維修,保養
專業維修、安裝
冷暖氣系統
廚浴設備,修換水爐 商用 cooler,freezer,
冷暖氣系統,
維修水電( 開關,電路,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維修更換熱水爐.
電風扇,熱水爐 )
漏水斷電,急修急通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 電:
請電: 蕭師傅
電話：陸先生
電:劉先生.●請幫手
832-490-7988 832-759-4638 832-552-0155 346-606-6871

信用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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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打傳人中醫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請電: 713-772-0300
坐骨神經,肩周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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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舊屋水管換新,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屋頂,地下漏水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修換熱水器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車庫門安裝維修
832-217-6958 修
曹 832-576-6957

精藝冷氣水電 浩記冷暖氣維修 合家歡冷暖氣

700
鐵
工
廠
Iron Works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Gun License

專精上下水管道,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漏水,堵塞及疑難雜症.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改移,換新上下水管線,
熱水器,水龍頭,浴缸,
水電新建和修理,
淋浴,馬桶.●維修改裝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供電線路,換電箱,加改
打碎機,下水道,
供電線路及電器設施
281-610-2068
713-480-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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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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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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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信專業水電

Legend Temp Mechanical Chang Le Service 長樂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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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氏專業冷氣

精修更換冷暖氣系統、
冷暖氣系統
熱水爐、水電、家用電器
保養,維修,安裝,
專業安裝節能空調、
家電,熱水爐.
漏水斷電、緊急維修、
工作認真、政府認證、 政府執照,15 年經驗
質量保證.（24 小時）
請電: 陳(英粵國越)
請電: Louis 劉
281-236-2846
646-508-3311

大衛空調公司

車
房
門
專
家

832-290-8770

恆風冷暖氣公司政府執照 TACLA 115482C

Electrical & A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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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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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服務公司

下水道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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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電 節 能 5 年內全額稅務折舊共抵扣 111% 5 年內
Energy Company
電話: 832-888-2299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西 南 搬 家

I.C.C. M.C.249994
政府註冊 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O)281-933-1555
TX.D.O.T. 44648C
U.S.D.O.T 461436
(F
)281-933-2953
26 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www.swmoving.com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Email: mike.kuo@swmoving.com
●公寓，住家，辦公室，倉庫遷移。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市區內、紐約、加州、全美長途、回國傢俱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 國語
包裝及自用車運送。
24 小時服務 832-367-6090 國,越南,廣東 ●政府合法執照,25 年經驗,工作保證,誠信可靠.

分類廣告專頁 Tony's Fast Movers 快速搬運 800
Moving and Delivery Services 住家/公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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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
場
接
送

Transportation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832-382-5645

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f information with our readers, please
send the unique stories, business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ation, please send to
News@scdaily.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281-965-6390
Jun Gai
281-498-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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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sher: Wea H. Lee
President: Catherine Lee
Editor: John Robbins
Address: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News@scdaily.com

Southern Daily News is publish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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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heed second quarter profit misses
even as space business boosts sales
A RAF Lockheed
Martin F-35B
fighter jet taxis
along a runway
after landing at the
Royal International
Air Tattoo at Fairford, Britain July 8,
2016. REUTERS/
Peter Nicholls/File
Photo

WASHINGTON, July 26 (Reuters) - U.S. weapons maker
Lockheed Martin Corp (LMT.N) said on Monday its space
business boosted revenues in the latest quarter, but a classified
aeronautics development program caused the company to miss
analysts’ profit estimate, sending shares down 3.2% in early
trading.
Lockheed’s second-quarter earnings report comes a year after
the global pandemic first hit the defense industry and its supply chain, causing shutdowns, shortages and months of delays.
Fresh support for the industry came last week when the
Democrat-controlled U.S. Senate’s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rolled out a draft of its 2022 defense budget which
boosted spending by $25 billion, potentially benefiting defense
companies including Lockheed Martin, and signaling defense
spending could rise under President Joe Biden.
Lockheed increased its guidance for full-year earnings per
share.
Quarterly sales at Lockheed’s largest unit, aeronautics - which
makes the F-35 fighter jet, rose 2.5% to $6.6 billion.
But “performance issues” at aeronautics in the quarter led to
a loss of $225 million on “a highly classified program that
Lockheed Martin has been working on for a couple of years,”
Ken Possenriede, Lockheed’s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sai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Lockheed posted $6.52 in earnings per diluted share for the
quarter. Without the $225 million loss, earning per share
would have been $0.61 cents higher,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Analysts on average expected the company to report quarterly
earnings of $6.53 per share, according to Refinitiv data.

China warns of “drastic measures” if
Taiwan provokes on independence
BEIJING, Dec 29 (Reuters)
- China will take “drastic
measures” if Taiwan makes
moves towards independence, a Beijing official
warned on Wednesday, adding that Taiwan’s provocations and outside meddling
could intensify next year.
China claims democratically
governed Taiwan as its own
territory and in the past two years has stepped up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pressure to assert its sovereignty claim, fuelling anger in Taipei and concern
in Washington.
China was willing to try its utmost to seek peaceful
reunification with Taiwan but would act if any
red lines on independence were crossed, Ma
Xiaoguang, spokesman of the Taiwan Affairs Office, told a media briefing.
“If separatist forces in Taiwan seeking independence provoke, exert force or even break through
any red line, we will have to take drastic measures,” Ma said.

Taiwan
has
emerged
as a key
factor in
strained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island’s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backer and arms supplier despite the absence
of formal diplomatic ties.
China regularly describes the island as
the most sensitive issue in its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Ma said provocation by pro-independence
forces and “external intervention” could
grow “sharper and more intense” in coming
months.
“Next year, the Taiwan Strait situation will
become more complex and severe,” he said.
Beijing has sent repeated air missions over

the Taiwan Strait in recent months to
pressure Taiwan. It has said it will not
give in to threats.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ses
only one China, it is required by law to
provide Taiwan with the means to defend
itself and has long followed a policy
of “strategic ambiguity” on whether it
would intervene militarily to protect Taiwan in the event of a Chinese attack.
The defeated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fled to Taiwan in 1949 after losing
a civil war with the Communists, who
establish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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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 Is Sweeping The World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Many researchers’
reports now show that
most Covid-19
vaccines around the
world are mostly
resistant to the
infection of highly
infectious Omicron
variants. Only Pfizer
and Moderna vaccines
can provide protection
and avoid becoming
serious after their
booster shot, but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do
not have these
vaccines at present
time. This will lead to a
global crisis. China
now produces more
than one-half of the

world’s vaccines as
of today.

we are facing, we still
need to work hard and
face the reality. Look

after your community
and your neighbors. Do
whatever you can to
help them.

don’t see any
response or assista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 saw an article last
week that reported on
how the Myanmar
military regime killed
more than 30 villager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These
poor people are
hopeless and not just
without vaccines. They
lost their lives and we

I spent my childhood in
this Buddhist land that
is rich with many
natural resources.
Every time when I
dream of my early life, I
feel so fortunate that
our family left this poor
land where the people
are still suffering to this
very day.

Although this wave of
the virus has not
caused too many
severe illnesses and
deaths, the global
outbreak will soon
become a world crisis.
President Biden took
office almost one year
ago. We are still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pandemic including
many other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ssues.
Today no matter what

Editor’s Choice
Lava is seen through the
window of a kitchen from El
Paso following the eruption of a
volcano on the Canary Island of
La Palma, Spain, September 28,
2021. REUTERS/Jon Nazca

Theophilus Charles, 70, sits inside his house which was heavily damaged by
Hurricane Ida in Houma, Louisiana, August 30, 2021. REUTERS/Adrees Latif

A Palestinian woman is comforted as she reacts while Israeli machinery demolishes her
under-construction house, in Hebron, in the Israeli-occupied West Bank. REUTERS/Mussa
Qawasma

Cows that were stranded in a flooded barn are rescued by people in boats and a sea doo after
rainstorms lashed the western Canadian 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triggering landslides
and floods in Abbotsford,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November 16, 2021. REUTERS/Jennifer
Gauthier

An ear of U.S. President Joe
Biden’s new dog Commander
is visible in a window of the
Marine One helicopter as Biden
and first lady Jill Biden arrive
for vacation at Gordons Pond
in Rehoboth Beach, Delaware.
REUTERS/Jonathan Ernst

Members of the Taliban
forces fire in the air to
disperse the Afghan women during a rally to protest
against what the protesters
say is Taliban restrictions
on women, in Kabul,
Afghanistan. REUTERS/
Ali K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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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Make Vaccines 40% Less Effective

Scientists Worldwide Sound
The Alarm Over New ‘Worst-Ever’
Super-Mutant COVID Variant

Key Points
*The B.1.1.529 variant has a ‘very unusual constellation’ of
mutations and may be more resistant to the vaccine
*There are currently 77 confirmed cases in South Africa, four
in Botswana, one in Hong Kong and one in Israel
*However, the real numbers are likely much higher as health
authorities establish the full scale of the spread
*Britain, Israel, Singapore, Germany and Ital are among
increasing countries to block flights from South Africa
*There are no direct flights to US from any of the countries except
South Africa. Early Friday morning, the CDC still listed South Africa as
‘Level 1: Low Level of COVID-19’ on the country’s travel advice pag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Scientists are increasingly alarmed over
a new COVID-19 variant originating in
Southern Africa, which on Thursday and
Friday forced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K., Israel, Italy and Germany to effectively stop travel from the region, but
passengers are continuing to arrive in the
U.S. Flight restrictions from South Africa to the US were lifted two weeks ago,
along with restrictions on around 30 other countries. As of 5:00 a.m. on Friday,
the CDC listed South Africa as ‘Level 1:
Low Level of COVID-19’.
The variant, B.1.1.529, is believed to
have emerged in Botswana - from where
there are no direct flights to the U.S. and is also being found in neighboring
South Africa.
Hong Kong reported a case after a passenger who had recently traveled from
South Africa was found to be infected
with the variant, and then infected an-

other person while in the same hotel,
quarantining. Israel has also identified
a case ‘in a person who returned from
Malawi,’ with ‘two more cases of people returning from abroad’ placed in
quarantine, the country’s health ministry said Friday.
The variant – now named Omnicon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caused an ‘exponential’ rise in infections in South Africa.
Dr. Eric Feigl-Ding, an epidemiologist
and senior fellow at 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said initial data
from the variant was worrying and border restrictions should be imposed.
‘Looks like vaccine evasion could
be real with this variant,’ he tweeted,
pointing out that the two patients in
Hong Kong who had the variant were
both doubled-jabbed with the Pfizer
vaccine.

One of the two had recently been in
Southern Africa. That person then
passed it on to a second person, quarantining in the same hotel.
‘It’s very airborne,’ Feigl-Ding said. ‘The
hotel guests were in different room across
the hallway from each other. Environmental samples found the virus in 25 of 87
swabs across both rooms.’
He added: ‘I think border and travel restrictions make sense. Especially since
Hong Kong only caught the case because
of a mandatory hotel quarantine. Which
countries in the west still have that??? Almost none.’
Botswana has four confirmed cases, South
Africa 77 - with the real figure likely in the
hundreds - and Hong Kong has two, meaning 83 cases of the variant are confirmed
so far. But South African scientists tried
to backpedal today saying it was ‘likely’
that vaccines still offered ‘high levels of
protection’ against hospitalisations and
deaths from the variant.
Germany, Italy, the Czech Republic and
the Netherlands joined Britain, Israel
and Singapore in suspending travel from
South Africa today and, in a sign of growing alarm, the European Union is also proposing prohibiting travel from the country
and its neighbors.
As of 5:00 a.m. EST, the CDC website’s
travel advice page for South Africa had
the country listed as ‘Level 1: Low Level of COVID-19’, with flights to the US
permitted from the African country since
November 8.
The levels range from Level unknown,
Level 1: Low, Level 2: Moderate, Level 3:
High and Level 4: Very High.

The CDC page asks anyone travelling to
and from South Africa to be fully vaccinated, or for those who are not to be tested
for Covid. It also recommends travellers

follow measures in-place in South Africa,
including wearing a mask and social distancing.
South Africa’s infection rate spiked 93
per cent in a day yesterday amid fears the
strain is driving the surge. Local scientists
say it has likely spread to all the country’s
nine provinces, but there is yet to be a
surge in hospitalisations in epicentre Johannesburg. Travellers from South Africa
have been allowed entry into the US since
November 8, when restrictions barring entry to people from more than 30 countries
- implemented at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 were partially lifted.
The new rules, which came 19 months
after the travel ban was implemented, require international visitors to show both
proof of vaccination and a negative Covid
test.
‘There’s a lot we don’t understand about
this variant,’ said Richard Lessells, an infectious disease physician at the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in Durban, South Africa, at a press briefing organized by South
Africa’s health department on Thursday.
‘The mutation profile gives us concern,
but now we need to do the work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variant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U.S. stock futures dropped in overnight
trading on Thursday as concerns about the
variant spread.
Futures for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fell more than 400 points, while those
for the S&P 500 and the Nasdaq 100 were
both in negative territory.
On Thursday Britain’s health secretary,
Sajid Javid sounded the alarm over what
one senior scientific advisor in the UK
termed the ‘worst-ever’ super-mutant
COVID variant.

He said it could make vaccines at least 40
per cent less effective, and as a result he
said they had banned flights from South
Africa and five other regional countries.
Experts explained earlier how the
B.1.1.529 variant has more than 30 mutations – the most ever recorded in a variant
and twice as many as Delta – that suggest
it could be more jab-resistant and transmissible than any version before it.

In response, Javid announced that flights
from South Africa, Namibia, Lesotho, Botswana, Eswatini and Zimbabwe will be
suspended from midday Friday and all six
countries will be added to the red list.
South Africa blasted Britain’s travel ban
as rushed.
Foreign minister Naledi Pandor said: ‘Our
immediate concern is the damage that this
decision will cause to both the tourism industries and businesses of both countries.’
A spokesman for the Government said:
‘Imposing bans on travellers from countries where a new variant is reported has
not yielded a meaningful outcome.’
Israel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follow suit,
also red-listing the six nations, with Singapore, Germany, Italy the Czech Republic and the Netherlands also banning
flights from South Africa. A statement
from European Commission chief Ursula
von der Leyen said that the EU aims to
halt air travel from the region due to concerns over the possible dangers posed by
the variant.
Germany’s new travel restrictions, starting Friday night, will affect South Africa and ‘probably neighbouring nations’,
Spahn said, with only German nationals
allowed entry. They must quarantine for
14 days upon arrival even if vaccinated. In
Britain they must quarantine for 11 days in
Government hotels for about £2,800.

‘The last thing we need now is an introduced new variant that causes even more
problems,’ Spahn said, with Germany in
the grip of a ferocious fourth wave of the
pandemic.
In Rome, the government on Friday announced it was banning entry to those who
have been in South Africa, Lesotho, Botswana, Zimbabwe, Mozambique, Namibia or Eswatini in the past fortnight. Health
Minister Roberto Speranza said scientists
were studying the new B.1.1.529 variant,
‘and in the meantime, we will follow the
path of maximum caution’. Asian countries are also preparing to tighten curbs.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COMMUNITY
(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Scientists Worldwide Sound
The Alarm Over New ‘Worst-Ever’
Super-Mutant COVID Varian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No cases have been detected in the UK so
far but everyone who has returned from
South Africa in the past 10 days will be
contacted and asked to take a test.
There are currently 13 direct flights a week
from South Africa to the United States Johannesburg and Cape Town are the only
cities in the region from where it is possible to fly direct to the U.S.
The 13 flights could hold around 3,900
people, if full.
United Airlines currently fly direct from
Johannesburg to New York City seven
days a week, with the 16-hour flight leaving at 10pm and arriving at 7am in Newark.
United also fly direct to New York City
from Cape Town three times a week, on
Monday, Thursday and Saturday.
United flies Boeing 787-9 Dreamliners,
which can hold 290 people.
Delta fly direct from Johannesburg to Atlanta on Saturday, Monday, and Thursday.
They use Airbus A350-900, which can
seat between 300 and 350 people.

The UK and Israel on Thursday effectively stopped travel from Southern Africa,
and some believe the US may follow suit.
Flight ‘bans’ have been implemented before - although they are rarely an outright
ban on a commercial flight from a country. Instead, they are stringent restrictions
on who can fly, meaning that the airlines
themselves cancel the routes because there
are so few people who meet the requirements.
Donald Trump placed restrictions on travel from China to the U.S. in February
2020, and then the border between the
U.S. and Canada was closed, and the U.S.
and Mexico.
This month Joe Biden ended 18 months of

restrictions placed on arrival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China, Iran, South Africa, Brazil and India, which had largely
stopped travel between the countries.
Some epidemiologists have argued that
putting a travel ban in place for South
Africa is counterproductive, because it
punishes a country that has been transparent with its data.
‘Given how transmissible that the nu
variant apparently is, I do not think that
halting travel will ultimately be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the variant from arriving,’
said Jay Bhattacharya, a professor of
health policy at Stanford, whose rec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epidemiology of
COVID-19 as well as an evaluation of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epidemic.
He told DailyMail.com: ‘COVID is a
global pandemic. No country can isolate
itself forever, and halting travel imposes
harm on the kind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e will need to end the pandemic.
‘A better idea would b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rovide sufficient
vaccine supplies to the affected places.’
Others, such as Feigl-Ding, insist travel
restrictions are necessary.

South African scientists, meanwhile, add
that they are ‘concerned by the jump in
evolution in this variant’.
The variant has over 30 mutations around twice as many as the Delta variant -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make it
more transmissible and evade the protection given by prior infection or vaccination.
‘I’ve said before - I’m not always as concerned about these variants of concern,
but this one, B.1.1.529, does concern
me,’ said Marc Siegel, professor of medicine at the 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 in an interview with Fox News.

‘It’s got 32 mutations in the spike protein, which is how the virus spreads.
‘And in the province around Johannesburg, there’s about 2,500 new cases over
the past day, and they think — not proven yet — that this is the predominant
variant.’
Siegel said that there were numerous reasons for concern.
‘It looks like it’s highly contagious,’ he
said.
‘And that is what concerns me, because
the other variants that have emerged haven’t had a chance against Delta because
Delta is so contagious.
‘The other issue is, will the vaccine protect against this variant? Will the treatments protect against this variant? We’re
keeping a really close eye on this one.’
The British expert whose modeling
helped instigate the first coronavirus
lockdown said that the decision to impose travel restrictions was ‘prudent’.
Professor Neil Ferguson, a member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for Emergencies (Sage),
said: ‘The B.1.1.529 variant has an unprecedented number of mutations in the
spike protein gene, the protein which is
the target of most vaccines.
‘There is therefore a concern that this
variant may have a greater potential to
escape prior immunity than previous
variants.

A healthcare worker collects a swab
from Bronwen Cook for a PCR
test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before traveling to London, at O.R. Tambo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November 26, 2021.
‘It is also concerning that this variant
appears to be driving a rapid increase in
case numbers in South Africa. The Government’s move to restrict travel with
South Africa is therefore prudent.
‘However, we do not yet have reliable estimates of the extent to which
B.1.1.529 might be either more transmissible or more resistant to vaccines,
so it is too early to be able to provide an
evidence-based assessment of the risk it

poses.’
Experts from the UKHSA have been
advising ministers on the issue, with a
number of scientists expressing serious
concern over the variant due to the significant number of mutations in the spike
protein.
One senior scientist said: ‘One of our
major worries is this virus spike protein
is so dramatically different to the virus
spike that was in the original Wuhan
strain, and therefore in our vaccines, that
it has a great cause of concern.’
Experts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are meeting with South
African officials on Friday at 11:00
GMT to assess the evolving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The variant could eventually be given
the moniker ‘Nu’ - with the most concerning variants given named after the
Greek alphabet.
The variant is already in three countries,
suggesting it is more widespread than the
official tally.
Two cases have been detected in Hong
Kong – both of whom had links to South
Africa – three have been picked up in
Botswana and the remainder are in South
Africa.
But a lack of surveillance on continental
Africa may be underestimating the true
numbers there, scientists warned.
Professor Tulio de Oliveira, a director of
COVID surveillance in the South African province of KwaZulu-Natal, told a
press conference on Thursday that it has
been spotted in nearly every corner of
South Africa.

a specific part of the spike protein than
Delta — meaning it might be better at
infecting vaccinated people than the
world-dominant strain.
He said that officials ‘do expect, unfortunately, to start seeing pressure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in the next few days
and weeks.’
Joe Phaahlam, South Africa’s Health
Minister, warned at the same press conference: ‘Here is a mutation variant of
serious concern.’
He added: ‘We were hopeful that we
might have a longer break in between
waves - possibly that it would hold off
to late December or even next year January.’
Current jabs train the immune system to
recognize an older version of the spike,
and lots of changes to this protein make
it harder for the vaccinated people to
fight it off.
What Impact Might B.1.1.529
Have On Vaccines?
Scientists have raised concern that the
super Botswana Covid variant may be
better able to dodge vaccine-induced
immunity than all previous strains —
including Delta. UK Health Security
Agency scientists say it is the ‘worst
ever’. It combines mutations previously
seen on the Beta variant, which sparked
concern last year as it was thought to be
more vaccine resistant, and those on the
more transmissible Alpha strain that was
behind the second wave.
Scientists warn it is ‘plausible’ that the
mutant variant is spreading quickly because it is better able to infect people
who have immunity either from vaccines
or previous infection.

A baby cries as her mother receives
her Pfizer vaccine against COVID-19,
in Diepsloot Township near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on October 21.
He admitted he was still ‘uncertain’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variant on the
country’s epidemic, with other scientists
saying that it might be so evolved that it
becomes unstable.
But Professor Oliveria explained the
new variant is ‘clearly very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rains, including the fact
that it has five times more mutations on

In South Africa where it is spreading
most people already have immunity
from previous infection. Some 40 per
cent have also received two doses of the
Covid jab. But despite the concern lab
tests are yet to confirm that the variant
is better able to dodge vaccine-triggered
immunity than other mutant strains.
Very little is known about its virulence
and whether someone who catches the
mutant strain is more likely to end up
in hospital or dying from the disease.
(Courtesy https://www.dailymail.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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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新冠禁足 頸椎腰椎躺出毛病
頸椎腰椎躺出毛病！
！
（本報記者黃梅子）一年的新冠禁
足，大多數朋友都躺在床上刷手機追劇
，天天躺月月躺，躺了一年多，躺出腰
椎頸椎一大堆毛病，痛得整夜都睡不著
。還有一些朋友，出了車禍卻認為小碰
撞沒關系，挺一挺就過去了，怕麻煩不
去看醫生，結果今後會病得越來越重，
甚至失去性命都有。
在休斯頓從醫多年的脊椎醫生 Dr Le
，用仁心仁術和先進的儀器，治愈了十
多萬身患各類疾病的病人，尤其對車禍
受傷、運動受傷和各類痛癥的治療，有
著豐富的診斷經驗和明顯的治療效果。
李醫生說，很多華人對於輕微碰撞，只
是自己搽點藥酒或貼個膏藥，抗一抗就
過去了，根本不當回事，等到一段時間
以後，才感覺到身體出了問題，這就是
車禍後遺癥，輕微碰撞，恐釀成健康的
隱患。李醫生可以為車禍患者免費治療
，只要您有車保險號碼，李醫生診所可
以幫您聯系保險公司，聯系律師，您不
要花一分錢，既能治病而且還省心。
李醫生介紹說：有位 30 多歲的男
性工程師，出車禍後，既沒有受傷，也
沒有任何癥狀，所以，就沒有看醫生。
然而，在車禍後的一個多月，就出現了

頭痛、耳鳴、頸椎不能轉動等癥狀，導
致無法入睡，睡前要吃止痛藥和安眠藥
才能勉強入睡，無法正常工作。可他自
己卻沒有把這些癥狀跟車禍聯系起來。
病人經介紹來請李醫生治療。李醫
生得知他一個多月前出過車禍，只是輕
微地碰撞了一下，當時沒有任何不適，
就沒有看醫生。李醫生為他檢查後，發
現其頸椎神經因車禍受傷，才導致他頭
痛、耳鳴，也影響了他的睡眠。
李醫生為他治療 3 次後，頸椎就可
以轉動了，頭痛癥狀明顯減輕。隨後他
堅持每周看一次，一個多月後，癥狀就
全部消失了。
車禍後請及時看醫生！
李醫生說，很多人發生車禍後，有
僥幸心理：我既沒痛，又沒傷，幹嘛要
去看醫生呀；有些人則怕麻煩，認為車
禍不嚴重，或者自我感覺良好，我不用
去找這個麻煩了。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後，無論自己
感覺如何，要盡早找醫生檢查、診斷，
越早找醫生，對傷害的治療越有利。如
果傷及腦部，最重要的是把握好車禍碰
撞後 “黃金時間”，盡快找有經驗的
醫生檢查、治療。如做腦部 X 光檢查、

腦部斷層掃描，了解患者是否有腦震蕩
、腦出血、腦腫脹等情況；而身體則要
做 X 光檢查等，來判斷內臟是否有損傷
、身體是否有骨折等。通過各種檢查，
進行對癥治療，使受傷的部位得以盡快
恢復健康。
避免不適當的治療導致二次損傷
李醫生或說，由於有些傷者不懂得
應對車禍後的傷勢，特別是有些人出現
疼痛癥狀後，以為找個推拿師，來推拿
按摩一下，減輕痛感或腫脹。這是不懂
得中醫常識的做法。在急性發炎期，或
骨折時，懂得這方面常識的醫生是不會
為傷者做按摩推拿的。如果按摩推拿，
反而會造成血管擴張，加劇炎癥和紅腫
，甚至會加重傷害，造成“二次損傷”
，增加治療的難度，甚至會延誤治療。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
疼痛 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
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
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牽引
療法。如果您出了車禍，找李醫生，他
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
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
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

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如果不是車禍，只是腰椎或頸椎問
題，有些保險是可以支付治療費用的。
如果沒有保險，自費也不過 100 元左右
，誰都承受得起！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
減輕疼痛 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
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
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
牽引療法。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

請與 queen chen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 所 地 址 ： 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上午。

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 57 汽車自診系統

自從上個世紀 80 年代起，美、日、
歐等各大汽車製造企業就已經開始在其
生產的電噴汽車上配備了發動機自診斷
系統，簡稱 OBD。可以說，OBD 給維
修人員的診斷檢修工作帶來了空前的便
利。現在更為先進的 OBDⅢ已經誕生
了，它不但可以具有 OBDⅡ對汽車排
放的監測，還可以強行對違規的汽車進
行干涉。
那麼這套發動機自診斷系統到底是

怎樣工作的呢？這個問題主要要歸宿的
汽車發動機的燃油供給系統。由於現在
的汽車已經全面發展為電噴發動機，它
具備了化油器發動機所無法比及一些優
點。同時也由於電噴發動機的燃油噴射
系統是電子控制的，不同於化油器的純
機械式，所以在這個系統裡面就被設置
了很多電子的傳感器來採集燃油供給所
需要的信息，然後傳給 ECU（車載電腦
），以便精準的控制燃油的供給。那麼
都有哪些信息是 ECU 所需要採集的呢？
由於整個控制系統是一個閉環的控制，
所以首當其衝的是進氣量和排氣是兩個
重要的採集信息，其他的信息還包括了
：節氣閥的位置、進氣的溫度、曲軸的
轉速、曲軸的相位、進氣氣壓以及水溫
。其中進氣量是由空氣流量傳感器來檢
測的，排氣是由氧傳感器來檢測的，其
他的一些信息也都是有相應的傳感器來
檢測，他們主要是通過一些簡單的設施
產生相應的模擬信號，然後在通過把模
擬信號轉化成 ECU 可以識別的數字信號
來進行檢測。
下面我們將詳細介紹幾個傳感器出

現問題後的 OBD 的工作情況：
首先是對發動機運轉最為重要的空
氣流量計，空氣流量計分為量板式、熱
線式和超聲波式三種。前兩種都是由電
阻控制，後一種則根據超聲波控制。如
果此時空氣流量計出現了故障，例如始
終是檢測出一種較高的進氣量，那麼當
此時的進氣量很小的時候，其他的傳感
器都檢測出了正常的信息，而空氣流量
計卻始終檢測出較高的進氣量，這時
ECU 就會認為空氣流量計出現了故障，
並啟動了已經預存的一個正常的信息值
，而這個空氣流量計的故障代碼就會存
在 ECU 的內存裡面。與之同時在儀錶盤
上的故障燈就會亮起，以警示駕駛者，
有時甚至不能正常駕駛。 OBD 為維修
人員的診斷檢修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所以這時就需要駕駛者把車開到正規
的維修站就可以了。維修人員首先要把
解碼器接到汽車的 ECU 上進行讀碼，就
是把代表故障碼的數字信息轉化成代表
出現故障傳感器的代碼。然後在清除故
障碼，只有清除了故障碼儀錶盤的故障
燈才會滅掉。否則雖然排除了故障，但

是 OBD 裡依然存儲著故障信息，同樣
會認為有故障。如果解碼器沒有帶有自
動清除功能的話，也只需把電瓶線拔下
來斷電後就清除了。通過解碼維修人員
就可以知道了是那一個傳感器出現了問
題，這裡我們假設的是空氣流量計出現
了故障，那麼讀出來的故障碼就是代表
空氣流量計的代碼。然後維修人員就可
以對症下藥，進行維修或更換。這樣汽
車就可以繼續正常行駛了。
同樣氧傳感器出現故障以後同空氣
流量計一樣，儀錶盤的故障燈也亮起。
由於排氣的檢測是對整個燃油供給的系
統正常工作的一個信息回饋，所以對於
該系統的正常工作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當它出現故障後，ECU 雖然可以
臨時調用一個備用的數據信息，但是同
樣會很嚴重的影響到發動機的正常工作
，甚至影響尾氣排放而低於 OBD 規定
的排放標準，這是 OBD 還會進行報警
，已警示駕駛員。但是對於故障的處理
同樣是解碼、讀碼、清除故障碼、維修
。
相對於空氣流量計和氧傳感器而言

，其他的傳感器在出現故障時在 ECU 裡
備用的其對應正確信息會起到很大作用
。由於在進氣量和排氣方面都可以時時
檢測到正確的信息，所以就不至於嚴重
影響到發動機的工作，但是 OBD 同樣
會工作，儀錶盤的故障燈也會亮起，以
警示駕駛員出現了故障。而處理方式同
樣是通過解碼和讀碼查到是哪個傳感器
出現了故障，然後清除故障碼，進行維
修。
通過以上的闡述是不是感覺 OBD
是一個很簡單又很實用的一個系統？其
實它就像是我們中國博大精深的中醫學
一樣，可以根據“望聞問切”來斷定疾
病的源頭。這裡就是故障等亮起警示駕
駛者就類似與中醫門診中的“望”和
“聞”，而解碼讀碼的過程就更像是中
醫的號脈了。然後“對症下藥，藥到病
除”。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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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大學亞裔商學院協會
2021 歲末聖誕晚會完美落幕
休斯頓大學總校亞裔商學院協會 UH Asian Business Student Association 日前在珍寶海鮮城舉辦
2021 年主題為 A December To Remember 年度歲末聖誕晚會
年度歲末聖誕晚會，
，場面盛大 。有近 300 名在校生及校友共
同參與盛會。
同參與盛會
。當天有多樣化環節內容包括新學期展望報告和 2021 年度重要事項瀏覽
年度重要事項瀏覽。
。活動當天也邀請了
國會議員麥考爾 Michael McCaul 的亞裔外聯主任吳凱俊 KevinWu 作為榮譽校友上臺分享其多年的社區
服務和在影視及媒體方面的卓越經歷，
服務和在影視及媒體方面的卓越經歷
，心路歷程等內容
心路歷程等內容。
。還有在校生成員們的生活體驗和社團學習成果
等以及多項豐富生動遊戲和抽獎環節。
等以及多項豐富生動遊戲和抽獎環節
。令來賓們沈溺在熱鬧美好的佳節氣氛中
令來賓們沈溺在熱鬧美好的佳節氣氛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