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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per: www.scdaily.com 點 "分類廣告"

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公告欄
主頁 scdaily.com下方美南廣告AD
是最受歡迎的 招工/買賣/宣傳 最佳平台

www.scdaily.com/cla/ClaAD.pdf

只要您己刊登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即可享有刊登一次『 10元 』 的特價活動

請微信: AD7133021553
或致電: 281-498-4310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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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 (1unit)

2格 (2units)

3格 (3units)

4格 (4units)

一 週

1 wk

$45

$90

$135

$180

二 週

2 wks

$80

$160

$240

$320

三 週

3 wks

$105

$210

$315

$420

一 月

1 mon

$125

$250

$375

$500

格數Size

週數Week

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Business Hours：

Monday-Friday：

8:00am-4:00pm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一通電話，萬事OK

Call(電話服務專線)：281-498-4310
Fax (傳真)： 832-399-1355
Email(電郵)：cla@scdaily.com
Wechat(微信)：AD7133021553
Click(上網)：www.scdaily.com
Stop by(登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Place Your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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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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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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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
外
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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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小Party Tray

可自備材料,自取或外送
346-319-4769

NOW HIRING
North China Restaurant

I-10 & KATY
Now is hiring

Waiter/Waitress
Full time or Part time
Must speak English
713-470-8118

*餐館出售
糖城Sugar Land

面食店出售
~~詳情面談~~

聯系方式:
713-922-7104
626-348-9980

中餐館請人
誠聘●全工炒鍋

●半工外送員
有經驗,要報稅

離中國城15分鐘
4670 Beechnut
713-307-2882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大學城亞洲超市+中餐館
誠心轉讓.(一併買者,價格優惠)

因老版搬家,不得已轉讓.
生意穩定. 超市3800呎, 餐館2300呎

請電或短訊: 814-506-7198
不接請短信。謝謝 非誠勿擾

賺錢餐館退休售
近8號,Westheimer
16年老店,1750呎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業主退休,有意出售.

意者請電:
832-513-8776

連鎖素食餐館
誠請 英文好企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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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中餐館
出售兼招人

生意穩定4-5萬，
預售價格面議
誠請 炒鍋，

油鍋煎打雜，外賣員
電281-673-8752

糖城川菜館
快手川菜炒鍋師傅

及抓碼師傅
有意者請電: Andy
832-380-9063

4526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賺錢堂吃中餐售
●因東主年齡退休.

近Galleria Mall,1500多呎
地段好,生意旺,租金合理
●Katy中高檔繁華社區
外賣/堂吃中餐.10號邊,
1900尺 租金僅$2800.
生意4-5萬,售價$16萬
832-858-4838王

Buffet 店請人
I-45南36 出口，
誠徵大師傅和炒鍋
價錢面議.請電/親臨:
1626 Spencer Hwy
713-910-8899
832-276-6580
713-828-8177

日本餐館誠請
壽司師傅或學徒

企台及帶位
全工/半工均可

需工卡.請親臨或電:
713-781-6300
6345 Westhe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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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100 Restaurant
Hiring

堂吃外賣兼
小Buffet轉讓
設備齊全，

周五周日buffet，
生意還有上升空間，

詳情請致電：
210-380-2645

閑聊者勿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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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蘇裡城賺錢中餐館出售
堂吃加外送. 2500呎, 生意穩定

房租平,含設備. 包水+垃圾費用,

生意6萬餘. 意者請聯系:

985-790-3195 非誠勿擾

米其林星級港式早茶點心
連鎖餐廳-Tim Ho Wan ( 添好運 )

Katy亞洲城 誠徵：
1. 後廚行政總廚 2. 後廚經理.

公司醫療保險，福利，獎金.有公司培訓.
需報全稅.如有興趣，請寄簡歷到:
david@timhowanusa.com

或來電: David Li 832-788-0217

*Sushi Chef ( 壽司師傅)
( No experience needed )
Sushiya inside HEB

19529 Northpark Dr. Kingwood, TX 77339
Please text or apply in person

請傳簡訊或親臨: 713-309-5236
誠聘壽司師傅: 有無經驗均可
位Kingwood, HEB超市內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中餐館誠請
企枱, 外送員, 炒鍋
全工或半工均可

6340 N. Eldridgr Pkwy #K
Houston, TX 77041

有意者請電:
832-768-1383

Chow Wok
位於Dairy Ashford

/ Westheimer
誠請Cashier一名

需懂英文
有意者請電 :

832-308-8132

糖城美式餐館

誠請全工企枱

需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

281-242-7728

糖城堂吃外賣店
誠請全職送餐，
底薪加小費，

需打包.
聯系電話：

347-981-8670

Hiring Server
Lucky Palace Korean
Restaurant at Bellaire,
Chinatown, Full/Part

time, great income and
flexible hours. Please call
281-889-0533

850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日餐店請人
誠招廚房師傅

有相關經驗優先，
不會可教。

聯系人: Vincent
408-901-9571

糖城翠苑中餐館

誠請 點心助理.

全職/兼職

有意者請電：

832-606-3731

餐館招聘
Drive thru兼切菜

和 炒鍋.
工資電聊，

有意者請致電：
210-380-2645

糖城中餐誠請

●炒鍋一名

●外送員一名

聯系電話 :

832-277-2317

日餐(近糖城店)

誠聘 有經驗

壽司師傅一名

意者請電或短信:

832-373-8933

堂吃外賣店
位290,請熟手接電話

有意者請聯系:
713-382-2982
另有一家外賣店出售
生意月均36,000左右

星期二關門共休

拉面館請企台
誠 招

全職有經驗女企台
包吃住,地址位於
Corpus Christi,
聯系人: Amber,
510-396-9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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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冠酒家誠聘

廚房油爐,打雜,炒鍋

有身份,可報稅.

意者請電:

281-866-5020

堂吃外賣店轉讓
位西北高尚白人區
因人手不足轉讓

生意穩定,租金便宜
有意者請電:

281-813-6809
非誠勿擾

Timmy Chan
餐館 『急徵』

收銀員及食物打包

略懂英文,年齡不限
洽Juile:

832-782-2088

休斯頓快餐店
誠 請

炒鍋, 打包, 收銀員
全工半工均可
男女不限
意者請電:

409-500-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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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100 Restaurant
Hiring

日本餐館請經理
位Missouri City 近糖城
誠請part time 經理
需有經驗,說英語,

做事認真負責能報稅
薪資面議,意者請聯系
912-381-5292
346-303-3218

*路州餐館請人

位路易斯安那州

誠請炒鍋一名,

需報稅. 請電:

832-819-8111

成長最快速區中餐館售
Chinese Restaurant For Sale

in McAllen,TX
Established family-friendly restaurant in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regions in Texas.
www.lelaieastern.com/ForSale
Call for more info: 956-923-1477

位成長最快的地區McAllen,適家庭經營

路州日餐請人
高級日本餐館,誠請
有經驗、有身份的

壽司師傅.
包住,高薪,分紅.
有意者請聯系:

337-660-8831

獲獎越南餐廳售
超過3000呎,附有涼台
營業額高,位交通繁忙地段
售80萬.請簡訊/電話:
832-830-3213

Award winning Vietnamese
restaurant for sale 800K
Over 3000 sqft with patio
with high volume in sales

Cajun海鮮店售
位 11229 Fuqua St.
45南, 33號出口

約2000呎,附Patio
老外客源,生意穩,

設備全.歡迎看店議價
832-373-2572

小鎮唯一家中餐
堂吃外賣店出售，
獨立建築1500呎,

生意很穩定,4.3-4.8萬
離糖城20分鐘左右，
可做工看店，價格面議

非誠勿擾. 請電:
626-592-5535

R
est aur an tH

i ring

中
日
餐
請
人

最新最新20222022年年

華人電話簿
請至美南索取

*日本餐館誠請
Katy/Richmond 地區
誠請企檯:小費好.
Full time/Part time.
Sushi師傅:提供住宿

有身份,可報稅.
626-373-7744

最新最新20222022年年

華人電話簿
請至美南索取

最新最新20222022年年

華人電話簿
請至美南索取

轉讓賺錢堂吃
兼外賣店

離中國城15分鐘車程
長年經營生意穩定.

意者請聯系 :
713-373-2947

非誠勿擾！

糖城老牌美式
中餐館生意出售,

地段中心，客源穩定
面向主流，周邊沒有

同業競爭。
業主退休,誠意售出.
詳情請電:糯米地產
281-919-7286

賺錢餐館轉讓
位Galleria區

1000呎賺錢外賣店
房租2500,生意5萬

有意者請電:
832-661-5840

賺錢堂食外賣
中餐館售,位99/249

Spring好區,
繁忙地段,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有意者請聯絡詳聊
832-493-9598












餐館租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00 River Stone
堂吃外賣中餐

出 售
歡迎看店面談
聯系方式 :

920-858-6894

*餐館請人,薪優
生意好外賣店,誠聘
收銀員,打雜,炒鍋
全工/半工均可

909 Southmore Ave
Pasadena, TX 77502
713-818-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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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Pearland餐館
和順圓堂吃外賣店

『薪優』 誠 聘
全工&半工收銀和企枱
半工或全工外送員

電832-768-9888
微信weijiang7788

*超市內壽司吧
610北,近290

誠徵女性人員一名
需有些經驗

能周六&周日上班
全工或半工,待優
意者請5點後電:
832-660-2521

最新最新20222022年年

華人電話簿
請至美南索取

糖城賺錢餐館售
位糖城家樂超市旁
1000多呎,租金便宜
客源穩,生意好,設備新
因東主退休轉讓.

歡迎看店.意者請電:
832-766-9586
832-798-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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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活動中心誠徵
通英文文員 &

廚師幫手兼接送員
需認真負責

工時短, 待遇優.
意者請電: 廖先生
832-866-8801

*賺錢餐館轉讓
位中國城敦煌廣場

1800呎,設備齊全

無需裝修,接手即可

營業. 有意請電：

859-327-1939



CC22分類廣告2
星期日       2022年2月20日       Sunday, February 2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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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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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聘請
辦公室財務經理和財務人員 各一名

●財務經理 : 要求3-5年經驗
●財務人員 : 要求1-3年經驗
會Quickbook, 中英文流利.
電話: 281-782-3280

Email: hrwant36@gmail.com

建材公司誠請
門店經理，辦公助理

無年齡限制，可報稅，熱情善於人際溝通，
學習能力強，會應用基本辦公軟件，

中英雙語，會西班牙語優先，
可協辦身份，薪水面議
意者請發簡歷至：

yixing2022@yahoo.com

公寓出租

位中國城如意公寓

二房二衛浴

意者請電:Steven

832-977-6288

吉屋出租
中國城,金城銀行後面

整棟出租 $1150
3房二廳，運動場對面,
停車方便,環境清幽。
吉屋分租，去超市5分
鐘,供水電上網. 請洽:
832-283-0285

*別墅平房出租
四臥二衛,大房間,
大花園,干淨整潔.
在Stafford 77477
近糖城 .整棟出租.

$1600/月.
832-997-7117

買新屋,送最大佣金回扣
買全新房屋, 返饋建商高額佣金.
15年地產經紀, 土木工程師.

現代地產公司
請電: 713-385-1188

林祿壽 Johnathan LingRealtor / Agent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電子烟批發公司
『高薪』聘全職銷售代表
中英文流利,自備車,駕照

電子烟愛好者優先
底薪+佣金

薪酬月可達$5000 以上
工作: 德州區(需出差)
電: 832-208-4394
微信: Ead6022

進出口物流
倉庫現誠聘叉車司機和
倉庫管理員.辦公地點
靠近Starfford, 77071
一年以上鏟車經驗優先
有意者請撥打電話:
346-319-3738

或加微信:603954007

木材公司請員工
近中國城,需有機電經驗
略懂英文,周一到五
3:30pm—12:00am
意者請電或email：
281-561-9985
732applications
@gmail.com

公司成立新部門
誠聘Book Keeper

需豐富QB經驗

請遞簡歷至 :
Peter@

corepacificinc.net

聘長期住家保姆
家住糖城

主要照顧嬰兒,
簡單家務,

需有經驗,有愛心.
薪金面議.

聯系電話: 周女士
832-378-8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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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也可以sponsor 身份。

有意者請將求職信及簡歷發至
info@zeeknox.com

第一商業銀行休士頓分行徵才
(First Commercial Bank Houston Br. Job Vacancy)

首家台資跨國銀行 歡迎各界菁英加入
(The first multi-international Taiwanese bank in
the state of Texas invites you to join our team.)

● Loan Officer (放款專員)
● Clerk (銀行業務專員)
● IT Officer (資訊專員)
● Accounting Officer(會計專員）

誠徵中英文雙語；會計、商業、經濟、金融與資訊
等相關科系畢業。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ajor in Accounting, Business, Economics,
Finance, IT or related fields)

工作地點位於休士頓市區，意者E-mail:
i927a@firstbank.com.tw

薪優,請家教
兩個7歲孩子請家教,
對美國學校教育經驗
補習中英文和數學
全/半工均可,報酬優.
15-20/時,時間彈性

位Sugar Land
832-630-4683

電腦維修招聘
懂電腦基本操作,

講英文,
有電腦維修經驗優先

有意者請電:
832-643-9822

貿易公司請人
誠請貨車司機,

有經驗開24呎手排檔
一周五天,

送貨到倉庫.
意者請電:

832-863-8876

*Home Care Agency
based in West Houston is hiring bilingual
English/Chinese Special attendants to
take care of clients in their homes.

Full time position, competitive pay with benefits.
Email resumes to :

assistmedHR@gmail.com
or fax to 832-30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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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Service

200看
護
服
務

誠徵電腦繪圖員
Civil CAD Operator

Experienced in utility plan and profile for
roadway and site improvement work. Skill in
AutoCAD, Civil 3D Pipeline Network & Microstation.

Houston Company. e-mail:
kim.khong@kuoassociat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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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d Distributor
A/R, Offices Assistant
Sales & Warehouse
speaking Chinese &

simple English.
713-383-8818
or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石油公司,聘設備維修鉗工
需熟悉軸承、鍵條、聯軸器，
減速機拆卸、安裝、維護。

醫療保險，牙醫、眼科保險，401K，
免費住宿，午餐，晚餐補助，

三個月轉正後有獎金，年底有年終獎。
應聘者需要有合法工作許可。

公司地址:
8463 TX-75, Madisonville, TX 77864

有意者請短信/ 電話 :
936-245-9589
或投簡歷至：

CHUNSHENG@TXIPC.COM

窗簾廠招人
縫紉工、安裝工，

木工，
有一定經驗，
可培訓，薪優。
請電: 張先生

281-793-1768

*房屋買賣出租
位中國城惠康超市對面公寓,有空房

一房 &二房&三房, 可隨時入住
長短期,價格合適,交通便利.

意者請洽:
832-317-6315

誠聘長期保姆
照顧嬰兒,簡單家務
彈性時間，通勤，

北610內
薪優面議，請電 :
832-755-7171

休斯頓中國城-德州地產公司誠聘
●前台客服 &助理：要求中英文流利，
溝通能力強，有協助團隊精神，工作細致認真。
●物業管理助理：要求有一定英文基礎，
中文流利，工作認真細致，有責任心，善於溝通。
能安排維修，協助租售，維護客戶關系等。
聯系：713-988-1668/ Kenli888@aol.com

felix.lu@texasgeorgereal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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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停車場.
共多間辦公室出租,$600起
( Room#209 及 大會議室 )

281-498-4310 陳鐵梅 ( 中文 )
281-983-8152 Jennifer ( 英文 )

Office for Rent

房
地
產
租
售
Sale/Rent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民
宿
出
租

Sale/Rent

賺錢美甲店出售
位Katy Mill對面,
富人區,1300呎,

房租便宜,生意穩定,
小費高. 意者請電:
713-502-3973
512-28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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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300

Pharmacy
Technician CPhT
負責勤快,有耐心,客服好

Cantonese and/or
Spanish preferred.

Tel : 713-541-1234
Fax :713-541-1101
evgrxhou@gmail.com

能源化工類
國際貿易公司,誠徵

採購助理:化工能源專業
辦公室工作,轉正機會
$20/時. 請電/Email:
832-847-0887
sagevacancies
@gmail.com

*誠聘長期保姆
預產期6月底

糖城.主要照顧嬰兒
簡單家務和午飯

通勤,周1-5 白天.
薪資面議. 請電:
713-376-6861

* 『高薪』 聘 倉庫管理
石油設備公司招倉庫
經驗全職,會開叉車,

日常收發貨,會操作電腦,基本英文,
提供健保和月獎

意者請電: 713-320-2103
或簡歷: usa@gnsolidscontrol.com

*Sales石油設備
『高薪』 誠聘機械經驗銷售,
提供健保、月獎和年獎,
中英流利,良好TX駕照

意者請電: 713-320-2103
或簡歷: usa@gnsolidscontrol.com

房
地
產
租
售
Sale/Rent

醫療公司,高薪
聘請大樓維修工，
會簡單英語、
中文流利。

有興趣高薪者，請致電
346-239-0859

*聘請住家阿姨
位Memorial,

基本英文溝通，會開車
簡單打掃，洗衣服，

會煮江浙菜，作息有規
律高標准要求的阿姨，

薪水$4000+
意者請電:

832-908-0878

NOW HIRING
●倉庫員工 (會開叉車).
●Sales: Sales Experience, Must be
Fluent English, MS Office, Self-motivate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Detailed Oriented, team player,
Salary +benefit.

Resm: jobs91706@gmail.com

房地產開發公司
位休斯頓, 誠徵會計,
需英文流利,大學學歷

工作4年以上,
需做報表。請Email:

orianao@
lovettcommercial.

com

*誠聘通勤阿姨
家住西南區,

8號/Westheimer交界,
需有經驗+愛心+責任心
照顧2個月大女嬰兒,
及簡單家務.周一至五,
7:30am-6:30pm請電:
281-248-3025

*誠聘機器維修工
食品生產工廠,聘請機械維修工

需有相關機械維修知識
及經驗且略懂英文

公司年假, 醫療保險, 401K
有意者請電 : 832-366-1280

找Helen

*Hiring
電子廠誠請組裝工人

Purchasing,
Supervisor,

Project Manager
意者請電或送簡歷至:
713-349-4559
GI-HR@gicircuits.com

西南區餐具公司
誠請收銀、收發貨員:

需懂英語，
會基本電腦操作。

另請修理員、機械工:
需具有基本電路常識

意者請電: Lisa
713-539-8179

*公寓管理助理
有無經驗均可,可培訓

英文流利,懂電腦
誠實可靠.

請Email履歷或電:
laverne.manager

@gmail.com
713-385-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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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運代理
Cargoworld Express
商業,出口,進口,報關
Full Logistics Service
25年經驗,誠實,可靠

華人專線:
832-229-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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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產投資公司
誠聘全職職員 : 懂中英文

薪酬高,福利好.
有意者請致電 : 832-286-5367

或Email簡歷至：
surewinjune@gmail.com

*Auto Fit is looking for Accounting Clerk!!
Seeking Accounting Clerk with experience and proficient in Microsoft
Office applications such as Excel and Word, and knowledge of
QuickBooks and Payroll.
Job Type: Full-time
Pay: $15.00 - $20.00 per hour
Experience:•Accounting: 5 years (Preferred)•quickbooks: 5 years (Preferred)
Education: •Bachelor's (Preferred)
Location: •Houston, TX (Preferred)
Additional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Bonuses •Store Discounts
Work Location: •One location
Benefits: •Health insurance •Dental insurance •Paid time off
Schedule: •Monday to Friday •Weekends required

Please send the resume to : adis@autofit.bz

Home for Rent-Galleria Area
CONVENIENTLY LOCATED

Feel at home in this
comfortable spacious Patio Home

Located next to the
Mandarin Immersion Magnet School

and the Galleria
at 5335 Fayette Street, Houston TX 77056

5 Bedrooms, 4-1/2 Baths for LEASE
$4950 per month

Visit this stunning property at
HAR.com, MLS 646 120 26

For a private visit, contact
Albert Schneuwly, Realtor at Evan Howell Inc.

at imswiss@sbcglobal.net
or 713-542-0070 (Mobile)

Galleria高級地段,方便+舒適+寬敞,
5臥室，4個半衛浴, 月租 $4950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誠聘住宿褓姆
有愛心,愛清潔

照顧一個15月大男孩,
簡單煮食及一般家務
周一至周五,薪優
普通話或廣東話.

郵編77005.請電:Cara
203-832-8995

*石油貿易公司誠聘
Logistic Coordinator

要求有物流進出口經驗,有會計經驗者更佳
中英文流利，會使用Quickbook, Excel,

在美有工作許可，薪資面談
工作地點: Katy Texas.

簡歷發至郵箱：alanz@hectomind.com

招聘辦公室文員
地板批發公司招聘:

中英文流利,熟練操作
QuickBooks和All orders
者優先，薪資面議。

意者請發簡歷至郵箱:
rick@naturesort.com
Fax:713-734-1924

*Manufacturing Company
Located in Sugar Land has immediate

position open for full time
Office Assistants & Accounting Personnel (

experience preferred )
Must be English speaking.

Resume to: carolzhang531@yahoo.com
or call Carol at : 832-335-0150

*家具公司招聘
會計: 中英文流利
熟悉Quickbook.

可辦H1B.
意者請Email或電:
goldenfurniture11

@yahoo.com
713-896-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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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廣告
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誠聘半工褓姆
周一到周五下午,
負責小孩接送,
及 簡單家務.
郵編77005

意者請電: Andrea
713-498-6095

Transporation

貨
運
代
理

活動中心誠徵
通英文文員 &

廚師幫手兼接送員
需認真負責

工時短, 待遇優.
意者請電: 廖先生
832-866-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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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ervice

*誠聘家務助理
糖城，每周4天，
晚飯和簡單家務.

薪優！
意者請電:Michelle
832-729-7333



CC33分類廣告3
星期日       2022年2月20日       Sunday, February 2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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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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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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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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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488-6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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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4886304
電/短信：832-488-6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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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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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
消
交
通

罰
單

Defensive 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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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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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品Baby!新新新
新人,高顏值

210-985-5717
832-434-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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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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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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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ING
for Massage

*德州Katy老美區
誠聘女按摩師，全工或半工均可，

大費高、小費好，生意穩平均6-8個工，
會簡單英文，做工好年齡55歲以下，
誠實守信，有工卡能報稅，可住家，

有德州執照優先。小黃手、非誠勿擾！
意者電: 832-807-3106 未接必回

沙龍按摩店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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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Remodeling

裝
修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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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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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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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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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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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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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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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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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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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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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水機安裝
噴泉涼棚,籬笆水槽,
質量第一和保證誠信
832-282-8746李

分類廣告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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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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oring Service

地板銷售安裝

700

*** 萬福 ●裝修公司 ***
政府註冊. 承接各種大小工程,
有多年經驗豐富裝修師傅。

您的房屋改造,櫥櫃,門窗,浴室,內外油漆,地板
磁磚,冷凝氣,水電維修,水泥路面,車庫,外牆等..

有專業裝修師傅,就是您的質量保證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 免費估價.

電話 : 832-380-1166 劉師傅

福美裝修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保修二年.專業承接各種
新舊住宅,商業店鋪,

單包/全包均可.
水電,空調,磁磚,地板,
廚房/衛生間翻新

319-988-6868中文
832-903-1333英粵

老廣裝修
木工, 泥水, 油漆

地板,水電,間隔改建
經驗豐富,手工好!

電 話:
346-503-7037

京華貸款
個人&公司信用貸款
15-30 萬,無抵押,
無擔保,無需身份,

秒到賬.
合法回國資金支持

詳情請電:
917-434-2072

信
用
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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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檔按摩老店
Memorial 附近多年店,
環境舒適,客戶素質好,

大費80,小費高
招有執照，報稅，50歲
以下，形像好，做工好，
不是非的長短女工.
電:346-504-5118

惠家裝修
專業裝修,舊屋翻新
地板門窗,廚衛改造
內外油漆,水電空調
價格合理,保證質量

電 話:
713-828-5513

專業住宅裝修
20多年的裝修經驗
櫥櫃,檯面,油漆,木工
地板,地磚,門窗,圍欄

水電等...
質量保證,免費估價
917-214-8738

*房屋修理*
浴室，漏水，天花板
屋頂，廚房，內外牆
地磚，地板，高壓洗
油漆，籬笆，蓋涼廳
水電門窗，舊屋翻新
餐館改造.~好價格~
713-515-7652

*山東裝修*
大小工程幾十年經驗
蓋小房蓋涼棚修圍欄
漏水屋頂內外牆隔間
油漆換門窗水電木工
地板地磚浴室加廚房
舊房翻新，好質好價
713-515-7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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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中醫傳統中醫
經系治療經系治療

傳統中醫療法
自閉症,抑郁症

帕金森,老年痴呆
腦梗中風後遺症

徒手解印,安全康復
電話或短信:

832-488-2925

徒手整形
面部精雕,妊娠紋
修復,產後耻骨聯合
分離導致尷尬漏尿
全程徒手,安全輕柔

電話或短信:
832-488-2925

鼎佳裝潢裝修
舊屋翻新，地板瓷磚
內外油漆，廚房浴室
籬笆車道，高壓衝洗
水電屋頂，小修小補

熱 線：
281-840-7987

雷射除痣

●

●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最新日本技術,一次性不流血,不留疤痕,輕鬆去除:
老人斑,色斑/紅黑痣/扁平,粒狀疣/ 鈣化突起,

肉球/紅血絲/油脂粒/猴子/突起疤痕等....所有皮
膚上的斑斑點點,99%各種衍生物均可除去。

專業執照認證,安全,奇效立見. 多有折扣
欣容皮膚修復中心713-378-1590 Cindy 孫
6100 Corporate Dr. #378 慈濟旁(王朝同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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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精各類移民/專精各類福利/老人公寓申請
● 親屬移民，家屬申請，婚姻綠卡等等。
● 低收入福利，紅藍卡申請，白卡申請，糧食劵，現金補助，

租房補助，家庭能源電器費用補助。
● 可幫健康不佳，行動困難老人申請公寓。
歡迎電話咨詢：713-815-5011 / 281-888-9923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41 Houston, TX 7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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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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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修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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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700
RemodelingTransporation

貨
運
代
理

貨運代理
Cargoworld Express
商業,出口,進口,報關
Full Logistics Service
25年經驗,誠實,可靠

華人專線:
832-229-9293

*全身+足底按摩SPA店轉讓
Body & foot massage spa for sale in KATY.

5 year established spa.
White/Caucasian residential area.

SPA店位Katy高尚白人區, 5年老店,
生意好,小費高. 現要轉讓,歡迎看店.

意者請電: 832-786-8638

Remodeling

裝
修
設
計

幸運裝修
20年經驗, 承接
公司 / 住宅 / 店面
地板瓷磚,內外油漆,

廚浴改建.
手藝好,速度快,價格美
346-397-3808李
另有7座商務機場接送

人在做天在看 (裝修團隊)
專業漏雨 屋頂翻新 水泥車道

籬笆, 涼棚, Siding, 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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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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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順冷暖氣公司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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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860-3388 蒲繼忠

車房門專家
商業,住家,鐵門及鐵柵

搖控車門器更換,
彈簧維修線路安裝,
品質保證,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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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age Service

頂好排污
德州執照TCEQ24431

抽餐館油井,
洗衣店水井,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832-462-3832
832-462-4011

合家歡冷暖氣
專業安裝,維修,保養

冷暖氣系統
維修水電( 開關,電路,

電風扇,熱水爐 )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電:劉先生.●請幫手
832-55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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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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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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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起.
832-969-5083李

籬笆Fence專
業
砍
樹
服
務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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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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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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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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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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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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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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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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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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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專業住宅櫥櫃
櫥櫃，台面，地板
有二十多年經驗
聯系人：陳先生

電話 :
917-214-8738Granit & Cabinet

櫥櫃/台面/地板

水務

Plumbing
Electrical

電
器

京華貸款
個人&公司信用貸款 15-30 萬,

無抵押, 無擔保,無需身份, 秒到賬.

合法回國資金支持

詳情請電: 917-434-2072

信
用
貸
款

傳統中醫傳統中醫
經系治療經系治療

傳統中醫療法
自閉症,抑郁症

帕金森,老年痴呆
腦梗中風後遺症

徒手解印,安全康復
電話或短信:

832-488-2925

徒手整形
面部精雕,妊娠紋
修復,產後耻骨聯合
分離導致尷尬漏尿
全程徒手,安全輕柔

電話或短信:
832-488-2925

雷射除痣

●

●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最新日本技術,一次性不流血,不留疤痕,輕鬆去除:
老人斑,色斑/紅黑痣/扁平,粒狀疣/ 鈣化突起,

肉球/紅血絲/油脂粒/猴子/突起疤痕等....所有皮
膚上的斑斑點點,99%各種衍生物均可除去。

專業執照認證,安全,奇效立見. 多有折扣
欣容皮膚修復中心713-378-1590 Cindy 孫
6100 Corporate Dr. #378 慈濟旁(王朝同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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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Transporation

貨
運
代
理

貨運代理
Cargoworld Express
商業,出口,進口,報關
Full Logistics Service
25年經驗,誠實,可靠

華人專線:
832-229-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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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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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sands of Texas ballots rejected 
as new voter ID law causes co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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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18 (Reuters) - Thousands of Texas 
voters’ mail-in ballots for midterm prima-
ry elections have been rejected for failing 
to comply with new Republican-backed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passed in the 
wake of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false claims of widespread fraud, county 
officials said.

Election officials in six of the state’s larg-
est counties, which are collectively home 
to about a third of Texas’ population, are 
reporting unprecedented rates of invalid 
ballots, almost entirely because voters are 
neglecting to include an ID number on the 
envelope as the new law demands.

That has officials scrambling to try to help 
voters correct the errors, less than two 
weeks before the state holds the nation’s 
first primary election in which the Demo-
cratic and Republican voters will choose 
their candidates for the Nov. 8 midterm 
elections that will determine control of the 
U.S. Congress for the next two years.

In Harris County, home to Houston and 
4.7 million people, 3,475 ballots repre-
senting about 35% of those received by 
Tuesday could not be accepted because 
voters did not fill in the correct number. In 
past years, the overall rejection rate was 
between 5% and 10%.

The vast majority of ballots appeared to 
have been cast by registered voters who 
simply made an honest mistake, officials 
said.

“These layers don’t provide more security, 
but they are providing more rejection,” 
said Isabel Longoria, the top election of-
ficial in Harris, the state’s most populous 
county. “Election administrators are in this 
very bizarre situation where it’s our job 
to help voters vote ... and we’re having to 
reject ballots at a rate we’ve never seen 
before.”
The number of rejected votes is certain to 
rise, given that the majority of mail-in bal-
lots have not yet arrived at clerks’ offices 
ahead of the March 1 primary.

Officials in Dallas County, the state’s 
second-most populous with 2.6 million 
residents, said they were sending back 
26% of mail-in ballots, much higher than 
in previous elections.

In Collin County, a district just north of 
Dallas with roughly 1 million people, 
25% of mail-in ballots are being rejected, 

according to Bruce Sherbet, the county’s 
election administrator.

Among other large Texas counties, Hidal-
go election officials reported sending back 
189 ballots of the 3,189 they had received, 
while at this time in the 2018 elections 
they had returned none.

In El Paso County, 270 of the 581 bal-
lots – 46% – received on Tuesday were 
missing an ID number, said Lisa Wise, the 
elections administrator.

In Williamson County, north of Austin, 
about a quarter of ballots have arrived 
with no ID number, Christopher Davis, 
the election administrator, said.

Reuters reached out to officials in Texas’ 
12 most populous counties. The others 
either did not respond to requests for com-
ment or said they did not yet have data to 
share.

The findings present an early look at how 
a wave of new restrictions on voting over 
the past year, largely passed by Republi-
can-held legislatures, could affect turnout 
in the Nov. 8 elections.

“We’ve never heard of anything near 
as high as this,” said James Slattery, an 
attorney with the Texas Civil Rights 
Project.

Texas lawmakers approved the vot-
ing restrictions last September after 
a months-long effort by Democrats 
to block it that included lawmakers 
fleeing the state. It was one of many 
efforts in Republican-controlled states 
to pass new limits after Trump false-
ly claimed he lost the 2020 election 
because of widespread fraud.

When asked about the higher than 
usual rejection rates, Texa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Scott’s office referred 
Reuters to a statement it issued on 
Wednesday that laid out voters’ op-
tions for correcting rejected ballots.

Some county election officials said 
they thought the early problems would 
prove short-lived as voters get accus-
tomed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I think it’s gonna improve,” said 
Sherbet, of Collin County, noting that 

the law does give voters who failed to 
fill out the number an opportunity to. 
“It was just a rough start.”

REMEMBERING DECADES-OLD 
APPLICATIONS

The increased rejection rate follows a 
similar rise in the number of rejected 
mail-in ballot applications, which also 
carried a new ID requirement this year. 
Under the law, known as SB 1, absen-
tee voters must include either a driv-
er’s license number or a partial Social 
Security number on both the applica-
tion and the ballot itself.

If the number doesn’t match what is in 
a voter’s record, the paperwork must 
be fixed. Voting rights advocates have 
cited cases in which older voters may 
not recall which number they used at 
the time they first registered, perhaps 
decades ago.

Repub-
lican 
lawmak-
ers argue 
the bill, 
which 
also 
imposed 
other re-
strictions 
such as 

barring drive-through voting, prevents 
election fraud and ensures public 
confidence. Democrats and civil rights 
groups point out voter fraud is ex-
ceptionally r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y the bill is intended to depress 
turnout.

“Anytime you add a step to the process 
... you lose voters who are making a 
good-faith effort to cast their ballot,” 
said Katya Ehresman, the grassroots 
organizer for Common Cause Texas, 
a nonpartisan group that advocates for 
government reform.

Texas limits voting by mail to voters 
who are over 65 years old, disabled, ill, 
in jail, due to give birth immediately or 
out of their home county on 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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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One hundred and
forty-three
Republican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exas primary
election in the coming
weeks. According to a
survey, only thirteen
of them think that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legal. In
other words, the
majority of them think
Biden’s presidency
is illegal.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Republicans
have held the political
power in Texas.

Democrats only hold
the mayor positions in
three big cities. When
you travel to the rural
areas of the state,
there are still many
Trump flags and
stickers all over the
cities. Most of them
don’t believe in
wearing masks. They

seem to live in
another world.

To be honest, Texas
has been very active
in attracting
investments under
Republican Governor
Gregg Abbott. Due to
lower taxes and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the land of big energy
as well as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with a readily
available labor force,

many large and
world-renowned
companies are
moving to Texas.
Many of them believe
that business has
more and better
opportunities in Texas.

We hear a lot of
“jokes” about many
people who really
want Texas to be an
independent nation.

0202//1919//20222022

Texas Is TrumpTexas Is Trump’’ss
LandLand

Editor’s Choice

Rain clouds are seen over Poolbeg chimney stacks during Storm Eunice, in Dublin, 
Ireland, February 18. REUTERS/Clodagh Kilcoyne

Waves crash against the breakwater during Storm Eunice in Wimereux, France, February 18. 
REUTERS/Pascal Rossignol

Women walk at lunch time along Kings Road in Chelsea during Storm Eunice, in London, Feb-
ruary 18.  REUTERS/Kevin Coombs

The white-domed roof of the 
O2 arena is seen damaged 
by the wind, as a red weath-
er warning was issued due 
to Storm Eunice, in London, 

A woman walks past a 
fallen tree on a side street 
in Fulham during Storm 
Eunice, in London, Febru-
ary 18.  REUTERS/Kevin 
Coombs

People take pictures as waves 
break on the beach in the wake 
of Storm Eunice in Blanken-
berge, Belgium, February 18. 
REUTERS/Yves H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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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dical worker waits for antigen test results at the Erez Crossing on the 
Israel-Gaza border in December. (Photo/ Kobi Wolf/Bloomberg)

As a virus-weary world limps through 
the third year of the outbreak, experts 
are sending out a warning signal: Don’t 
expect omicron to be the last variant we 
have to contend with — and don’t let 
your guard down yet. 
In the midst of a vast wave of milder in-
fection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dialing back restrictions and softening 
their messaging. Many people are start-
ing to assume they’ve had their run-in 
with Covid-19 and that the pandemic is 
tailing off. 
But that’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The crisis isn’t over until it’s over ev-
erywhere. The effects will continue to 
reverberate through wealthier nations — 
disrupting supply chains, travel plans and 
health care — as the coronavirus largely 
hits under-vaccinated developing coun-
tries over the coming months.

Before any of that, the world has to get 
past the current wave. Omicron may 
appear to cause less severe disease than 

previous strains, but it is wildly infec-
tious, pushing new case counts to once 
unimaginable records. Meanwhile, evi-
dence is emerging that the variant may 
not be as innocuous as early data sug-
gest. 
There’s also no guarantee that the next 
mutation — and there will be more — 
won’t be an offshoot of a more dan-
gerous variant such as delta. And your 
risk of catching Covid more than once 
is real.
“The virus keeps raising that bar for us 
every few months,” said Akiko Iwasa-
ki, a professor of epidemiology at Yale 
School of Medicine. “When we were 
celebrating the amazing effectiveness 
of booster shots against the delta vari-
ant, the bar was already being raised by 
omicron.” 
“It seems like we are constantly trying 
to catch up with the virus,” she said.
It’s sobering for a world that’s been try-
ing to move on from the virus with a 
new intensity in recent months. But the 
outlook isn’t all gloom. Anti-viral med-
icines are hitting the market, vaccines 
are more readily available and tests that 
can be self-administered in minutes are 
now easy and cheap to obtain in many 
places.
Nevertheless, scientists agree it’s too 
soon to assume the situation is under 
control.  

In six months’ time, many richer coun-
tries will have made the transition from 
pandemic to endemic. But that doesn’t 
mean masks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We’ll need to grapple with our approach 
to booster shots, as well as the pan-
demic’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ars. 
There’s also the shadow of long Covid. 
Is Covid-19 Here to Stay?
“There is a lot of happy talk that goes 
along the lines that omicron is a mild 
virus and it’s effectively functioning as 
an attenuated live vaccine that’s going 
to create massive herd immunity across 
the globe,” said Peter Hotez, dean of the 
Nationa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in Houston. 
“That’s flawed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Experts now believe that the virus will 
never go away entirely, and instead will 
continue to evolve to create new waves 
of infection. Mutations are possible 
every time the pathogen replicates, so 
surging caseloads put everyone in dan-
ger. 
The sheer size of the current outbreak 
means more hospitalizations, deaths 
and virus mutations are all but inevita-
ble. Many people who are infected ar-
en’t making it into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either because a home test result isn’t 
formally recorded or because the infect-
ed person never gets tested at all.
Trevor Bedford, an epidemiologist at 
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
ter in Seattle known for detecting early 
Covid cases and tracking the outbreak 
globally, estimates that only about 20% 
to 25% of omicron infections in the U.S. 
get reported. 
With daily cases peaking at an average 

of more than 800,000 in mid-January, 
the number of underlying infections 
may have exceeded 3 million a day — 
or nearly 1% of the U.S. population, 
Bedford estimates. Since it takes five 
to 10 days to recover, as much as 10% 
of people in the country may have been 
infected at any one time. 

Long lines Queues at a testing station 
in Seoul on Feb. 6. (Photo/SeongJoon 
Cho/Bloomberg)
He’s not alone in projecting astronom-
ical numbers. At the current infection 
rate, computer modelling indicates 
more than half of Europe will have con-
tracted omicron by mid-March, accord-
ing to Hans Kluge, a regional director 
fo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eanwhile, a sub-variant known as 
BA.2 is spreading rapidly in South Af-
rica. It appears to be even more trans-
missible than the original strain and 
may cause a second surge in the current 
wave, one of the country’s top scientists 
said.
And just because you’ve already had 
the virus doesn’t mean you won’t get 
re-infected since Covid doesn’t confer 
lasting immunity.
New evidence suggests that delta infec-
tions didn’t help avert omicron, even in 

vaccinated people. That would explain 
why places like the U.K. and South Af-
rica experienced such significant out-
breaks even after being decimated by 
delta. Reinfection is also substantially 
more common with omicron than pre-
vious variants.
“With omicron, because it has more of 
an upper respiratory component, it’s 
even less likely to result in durable im-
munity” than previous variants, Hotez 
said. “On that basis, it’s incorrect think-
ing to believe that this is somehow go-
ing to be the end of the pandemic.”
Preparing for New Variants
Preparing for the next Covid strains 
is critical.
“As long as there are areas of the world 
where the virus could be evolving, and 
new mutants arriving, we all will be 
susceptible to these new variants,” said 
Glenda Gray,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South African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A child receives a vaccine shot in San 
Francisco on Jan. 10. (Photo/ David 
Paul Morris/Bloomberg)
Lockdowns and travel curbs aren’t go-
ing away, even if they are becoming less 
restrictive on the whole. 
“The things that will matter there are 
whether we are able to respond when 
there is a local surge,” said Mark Mc-
Clellan, former director of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di-
rector of the Duke-Margolis Center for 
Health Policy. “Maybe going back to 
putting on more masks or being a little 
bit more cautious about distancing.”
Inoculation is still the world’s prima-
ry line of defense against Covid. More 
than 62% of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have gotten at least one dose, with over-
all rates in wealthy countries vastly 
higher than in developing ones. At the 
current pace, it will take another five 
months until 75% of the world’s popu-
lation has received their first shot.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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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Be Dealing With Covid-Related Fallout As                                        
Long As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Of New Variants 

The ‘New World’ After The 
Pandemic – What’s In Store?

Covid-19 Testing Site On The Streets Of New York City, Januar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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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trials on a daily pill to treat COVID-19 could be available with-
in months.(Image/Unsplash/Halacious)

Uneven Access to Vaccines

But studies show one or two injections 
don’t ward off the pathogen. The best 
bet at this point is a booster shot, which 
triggers the production of neutralizing an-
tibodies and a deeper immune response. 
People inoculated with more traditional 
inactivated vaccines, such as the widely 
used shots from China’s Sinovac Bio-
tech Ltd., will need at least two boosters 
– preferably with different vaccines – to 
control the virus, Yale’s Iwasaki said.
In the next six months, more countries 
will contend with whether to roll out a 
fourth shot. Israel has started and the 
U.S. backs them for vulnerable people, 
but India is pushing back and refusing to 
“blindly follow” other countries. 

How We’ll Know When the Covid-19 
Crisis Is Over
While the virus won’t be overwhelming 
hospitals and triggering restrictions for-
ever, it’s still unclear when — or how 
— it will become safe to leave on the 
back burner.
Experts Bloomberg News spoke to agree 
tha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and much of Europe, the vi-
rus could be well in hand by mid-2022. 
There will be better access to pills such 
as Pfizer Inc.’s Paxlovid, rapid antigen 
tests will be more readily available and 
people will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the idea that Covid is here to sta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graph of 
a green monkey kidney cells 24 hours 

after infection by the SARS-CoV-2 vi-
rus. (Source/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obert Wachter, chair of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puts the odds at 10-to-one that by the 
end of February, most parts of the U.S. 
and the developed world will no longer 
be struggling with severe outbreaks.  
Vaccinations and new treatments, wide-
spread testing and immunity as a re-
sult of previous infections are helping. 
Countries like Denmark are getting rid 
of all pandemic restrictions despite on-
going outbreaks.
“That is a world that feels fundamental-
ly different from the world of the last 
two years,” he said. “We get to come 
back to something resembling normal.”
“I don’t think it’s irrational for poli-
ticians to embrace that, for policies to 
reflect that.”
When Will the Pandemic End?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e pandemic 
will be far from over. 
The threat of new variants is highest 
in less wealthy countries, particular-
ly those where immune conditions are 
more common. The delta mutation was 
first identified in India while omicron 
emerged in southern Africa, apparently 
during a chronic Covid infection in an 
immunocompromised HIV patient. 
 “As long as we refuse to vaccinate 
the world, we will continue to see new 
waves,” Hotez said.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have pretty dangerous vari-
ants coming out of low- and middle-in-
come countries. That’s where the battle-
ground is.”

A “door-to-door” vaccination team 
inoculates residents at a village in the 
Budgam district of Jammu and Kash-
mir, India, in August 2021. (Photo/Su-
mit Dayal/Bloomberg)
Amesh Adalja, senior scholar a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 in Baltimore, sees the 
pandemic continuing into 2023 for part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For me, the transition from pandemic 

to endemic is when you’re not worried 
about hospitals getting crushed,” he 
said. “That will happen in most Western 
countries in 2022, and it will take a little 
bit longer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parts of Asia,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aren’t even willing to consider calling 
the end of the pandemic. 
While most of the world now seeks to 
live alongside Covid, China and Hong 
Kong are still trying to eliminate it. Af-
ter spending much of 2021 virtually vi-
rus-free, both places are currently deal-
ing with outbreaks.
“We do not possess the prerequisites 
for living with the virus because the 
vaccination rate is not good, especially 
amongst the elderly,” said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I could 
not stand seeing a lot of old people dy-
ing in my hospitals.”
Harsh virus restrictions including bor-
der closures and quarantines may well 
be in place until the end of 2022, though 
the higher contagiousness of the new 
variants is making that harder to main-
tain, as Hong Kong’s current challenges 
show. Walling out the virus completely, 
like a swathe of countries did early in 
the pandemic, may no longer be possi-
ble.
With so much of the world still mired in 
the pandemic, virus-related dislocations 
will continue everywhere. 

Covid-19 testing outside a building 
placed under lockdown at the City 
Garden housing estate in Hong Kong, 
in Jan. 2022.  (Photo/Louise Del-
motte/Bloomberg)
The immense strain on global supply 
chains is only worsened by workers 
sickened or forced to quarantine as a 
result of omicron. The problem is espe-
cially acute in Asia, where much of the 
world’s manufacturing takes place, and 
means global concerns about soaring 
consumer prices are unlikely to disap-
pear any time soon. China’s increasing-
ly vehement moves to keep quashing 
Covid are also becoming disruptive.
With many countries only partially open 
to visitors, international travel is still 
very far from what we considered nor-
mal in 2019. Hospitals and health care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 face a long, 
slow recovery after two years of monu-
mental pressure. 
And for some individuals, the virus may 
be a life sentence. Long Covid suffer-
ers have now been experiencing severe 
fatigue, muscle aches and even brain, 
heart and organ damage for months.  
How long will we be dealing with the 
long-term ramifications of the virus? 
“That’s the million-dollar question,” 
South Africa’s Gray said. “Hopeful-
ly we can control this in the next two 
years, but the issues of long Covid will 
persist. We will see a huge burden of 
people suffering from it.” 

A temporary Covid treatment facility 
at the Commonwealth GamesVillage 
Sports Complex in New Delhi on Jan. 
5. (Photo/T. Narayan/Bloomberg)
Life After the Pandemic
Over the coming months, a sense of 
what living permanently with Covid re-
ally looks like should take shape. Some 
places may forget about the virus almost 
entirely, until a flareup means classes 
are cancelled for a day or companies 
struggle with workers calling in sick. 
Other countries may rely on masking 
up indoors each winter, and an annual 
Covid vaccine is likely to be offer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flu shot. 
To persist, the virus will need to evolve 
to evade the immunity that’s hitting 
high level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ere could be many scenarios,” 
Yale’s Iwasaki said. “One is that the 
next variant is going to be quite trans-
missible, but less virulent. It’s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the common cold 
kind of virus.”
If that evolution takes a more toxic path, 
we will end up with a more severe dis-
ease.  
“I just hope we don’t have to keep mak-
ing new boosters every so often,” she 
added. “We can’t just vaccinate every-
one around the world four times a year.”
“It’s really hard to predict.” 
(Courtesy Bloomber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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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黃梅子）CUBEWORK
是一家在美國迅速成長的靈活倉儲、
辦公的引領者。不同於傳統租賃模式
的固定面積，租賃時間。CUBEWORK
的創新理念------彈性租賃空間以及
靈活的租賃時間讓讓租客更感興趣。
無論大、中、小型企業都可以在
CUBEWORK找到您的理想辦公倉儲空
間。
彈 性倉儲到底是什麽？如果說，你
理解了Uber相對於出租車的概念、理
解了酒店式公寓對於公寓的概念，那
麽就很好理解Cubework的彈性倉儲概
念。

CUBEWORK 成立於2018年，源於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工業城，目前公司
的業務已經擴展到50多個城市，總面
積超過1千萬平方英尺，並且每月以10
萬平方英尺的速度在增加。

隨著公司的迅速發展，客戶可以
在不同的城市都找到我們的服務。 無
需裝修，節省前期籌備時間和費用。
這種靈活的商業模式讓倉儲，辦公，
以及酒店式的管理服務一鍵滿足。

CUBEWORK於2020年進軍國際市
場，建成在中國上海的首座倉儲設施
。 中國首個項目的順利落地，標誌著
CUBEWORK跨出全球化的第一步。

我們的使命是共享資源：使用我
們的關系網將所有客戶集合起來建立

一個大家共同互助發展的
良好社區。
我們的價值觀是在不斷
創新和執行中幫助客戶成
長、成功。/
我們的價值觀是以客戶
的成長、成功為目標不斷
的進行創新和行動的。

UBEWORK團隊及客戶的期望驅動
我們我們追求卓越。我們共同致力於
：

提供更卓越的服務。/ 給我們的客
戶提供更卓越的服務。

通過我們的創意空間/彈性空間，
銷售，社區開發服務來建立我們的價
值

始終將客戶利益最大化放在第一
位

將我們的價值觀融入到社區的建
設中。

問題1：什麽是CUBEWORK
答：是根據需求而提供的倉庫，

私人辦公室，辦公桌，宴會場地，行
業內倉庫，商業停車場。

CUBEWORK 在哪裏運營？ 加利福
尼亞州、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州、
內華達州、俄勒岡州、德克薩斯州、
華盛頓州、喬治亞州、伊利諾伊州、
印第安納州、新澤西州、紐約州、田
納西州； 中國上海（全球位置列表）
問題2：CUBEWORK和傳統租賃有何不
同？

答： 與大多數商業租賃不同，我
們可以提供客戶靈活的租賃他們今天
的需求，並且可以隨時增長或者減少
需求。 更不需要前期設置的成本和投
資。

問題3：你的租賃真的包括水費以
及電費嗎？

答：是的，我們是“全方位服務
”的商業模式。 我們負責公共區域的
清掃，茶水間，設施維護，水電費，
網絡，商業保險和地產稅
問題4：我們可以租用的最小和最大空
間是多少？

答： 我們根據客戶的需求進行定
製。 最小：150 平方英尺到 100,000 平

方英尺或更多，如果我們的設施有足
夠的空間。

問題5：什麽類型的企業會使用貴
公司的場地？

答：電子商務，運輸，物流，分
銷，健康產品， 食品、飲料， 進出口
公司， 服務和零售。
J OIN US @CubeworkUS Follow us
on social media to keep up to date with
our lates。

加入我們@CUBEWORK 跟隨我們
的社交媒體隨時了解我們的最新動態
。

https://www.bizjournals.com/losange-

les/news/2021/05/21/cubework-co-
working-office-warehouse-vernon.ht-
ml
L.A. BIZ May 21, 2021 Hybrid Office &
Warehouse Operator, Cubework,
Opens New Location in Vernon, CA.

（L.A.BIZ—The #1 Source for local busi-
ness news & intelligence—本地商業新
聞和資詢的第一名）

Cubework brings coworking office/
warehouse space to Vernon
CUBEWORK 為弗農市帶來了彈性倉庫
和辦公空間

CUBEWORKCUBEWORK新型倉儲是什麽新型倉儲是什麽？？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
新年走訪本頭公廟新年走訪本頭公廟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報導黃麗珊報導

本頭公廟副秘書長本頭公廟副秘書長 林焌軒主持歡迎台北經文處林焌軒主持歡迎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到訪羅復文處長到訪

本頭公廟副秘書長本頭公廟副秘書長 林焌軒該廟成員林焌軒該廟成員

本頭公廟副秘書長本頭公廟副秘書長 林焌軒該廟成員林焌軒該廟成員

本頭公廟會長本頭公廟會長 劉義安致歡迎詞劉義安致歡迎詞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恭喜大家新年一切平安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恭喜大家新年一切平安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夫婦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夫婦,,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僑委劉秀美僑委劉秀美,,捐贈香油錢捐贈香油錢
與與 本頭公廟由會長本頭公廟由會長 劉義安劉義安,,理事長理事長 徐耀德徐耀德,,副秘書長副秘書長 林焌軒林焌軒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本頭公廟由會長本頭公廟由會長 劉義安贈送新年禮物給台北經劉義安贈送新年禮物給台北經
文處羅復文處長文處羅復文處長


	0220SUN_C1_Print.pdf (p.1)
	0220SUN_C2_Print.pdf (p.2)
	0220SUN_C3_Print.pdf (p.3)
	0220SUN_C4_Print.pdf (p.4)
	0220SUN_C5_Print.pdf (p.5)
	0220SUN_C6_Print.pdf (p.6)
	0220SUN_C7_Print.pdf (p.7)
	0220SUN_C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