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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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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公告欄 (定稿規則定稿規則)
---------------------------------------
●分類廣告請預付廣告費,如中途停刊者, 恕不退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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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電話(Tel)/ 微信Wechat / 傳真(Fax), 訂稿委刊-
請告知信用卡號碼/姓名/有效期限/CVV號/郵編/地址號.
其訂稿如有錯誤由客戶自行負責,恕不補登。

●截稿時間 : 星期一至星期五2:30pm
平時/周六日請微信: AD7133021553
截稿或之前訂稿,立即上網,其稿將在第二天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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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賺錢好餐館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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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吃外賣店
離中國城30分鐘靠近

糖城6號. 誠請
熟手全工半工接電話
熟手炒鍋、幫炒、外送員
需要報稅.有意者電:
832-380-0129
沒接到發短信,謝謝

新皇宮點心海鮮酒樓 (ChinaBear)
『高薪』 誠聘: 經理,企枱,收銀,帶位,傳菜

廚房: 煎炸, 蒸籠, 腸粉, 炒鍋, 抓碼, 油爐

意者請電New Palace或親臨面談:
281-240-8383 713-303-8998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金山餐館請人
位Downtown誠請
企檯, 收銀,帶位,

拋鍋,抓碼.全工半工
薪水好. 電: 阿泰
916-529-7337
2001 Jefferson

Houston, TX 7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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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餐薪優請人
Yamato Japanese Rest.
誠徵Hibachi Chef

鐵板燒師傅
Sushi Chef壽司師傅
2104 61 St., Galveston
409-739-4735

*20層辦公樓內三明治店售
~~~機不可失~~~

靠近中國城, 在 59 & 610 交界處,
店主已經營20年,現退休出售.
租金$750. 無水電及其它費用.

意者請電或留言:713-572-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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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冠酒家誠聘

點心幫工

有身份，可報稅

意者請電:

713-474-7979

餐館請服務員
Full Time / Part Time

需報稅.
中國城上班
意者請電:

713-981-8818

美式中餐館轉讓
位奧斯汀,生意興旺,

生意6萬5,一周做5天,
做足7天生意上8萬,

現尚未加第三方外送平台
沒開放外送,只堂吃與
來取,增長空間大,潛力大,
2500尺,房租5000.致電或
短信:832-289-3951

西北區中餐館
薪水優, 誠聘
炒鍋及打雜

全工半工均可
有意者請電:

832-782-9884
832-782-8001

糖城翠苑中餐館

誠請油爐

~ 薪資優厚 ~

有意者請電：

832-606-3731

永華餐館誠請
炒鍋, 油鍋,
打雜, 企檯.

9600 Bellaire #126
Houston, TX 77036

意者請電:
713-271-3122

SINH SINH
位中國城,中國餐廳
誠請炒鍋、打雜
抓碼, 粉麵 及企檯
請下午3點後電:
713-459-1501

賺錢中日餐館售
休斯頓北,面積1750呎
房租4400, 包水,

生意5萬多.一手老店
有錢白人區,潛力巨大

老板年老退休,
故售好店. 請聯系:
281-636-1673

珍寶海鮮城 誠聘
點心師傅 、點心熟籠、點心幫手
炒鍋師傅、推車、 傳餐、 帶位.
需少許英文, 全工或半工均可

請電: 281-988-8898 或親臨面談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冰淇淋連鎖店
誠徵全職店長一名,
Hillcroft St./8號交界
需略通英文能報稅.

有意者請洽:
281-795-9096

中餐廳請人
位Katy凱蒂

誠招 外送員, 廚師
收銀員, 服務員.
全工或半工均可

意者請電:
978-549-4604

*日餐旺鋪轉讓
位於休士頓西北角,離中國城大約30分鐘,
人工和物價成本相對低,利潤高,月銷10萬

房租6千左右(包括管理費水費).
還有多年租約,生意還在上升階段, 因家庭
原因需要轉讓. 德州為大量人口流入州,

成長機會無限! 非誠勿擾
意者請電: 832-895-1578 陳女士

R
esta ur ant H

ir ing

中
日
餐
請
人

中國城悅來餐館

誠請有經驗企檯

全工/半工均可

意者請電或親臨:

281-683-6368

Help Wanted
New HEB Sushi Bar
Full Time/Par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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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司吧位新HEB超市內,
誠請全工半工壽司助手

大學城中餐館
順德媽媽餐點,誠招
川菜師傅或炒鍋師傅
要求有工卡,可報稅.

每周休息一天,
提供單間宿舍.
工作地點:大學城
聯系方式: 丁女士
660-668-5555

NOW HIRING
●Sushi Chef
●Sushi Helper
full time, part time
Sugar Land area
Hwy6 & Hwy90

inside HEB. Contact
713-419-0980

德州連鎖餐館誠聘
廣式燒腊師傅,快手炒鍋手:月薪4500起,

人大氣,不計較,有團隊精神,
要求年齡在55歲以下,試工一個星期,
正式工作後,表現優異的有升遷,加薪和

年底的紅包,做的好的,長期穩定的,有年假,
有分紅入股的機會!(夫妻檔也可以)

請電: 417-708-8888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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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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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麵館誠請
●煮面師傅一名
●打雜一名
全工或半工均可

50至65歲.
請下午4pm~5pm電:
832-455-3059

徵外場服務生
日薪$60+小費
全職或打工都可.
832-782-4229
岩屋日本料理店

位Houston中國城

Woodlands中餐館,薪優

誠請全工半工均可(提供吃住)

●企台 ●炒鍋

意者請電：936-443-2523

北方菜館請人
中國城百佳超市旁
北方菜館, 誠聘
●生手炒鍋一名
●熟手炒鍋一名
薪優面議。電話 :
415-812-5851

*餐館轉讓
位 FountainView Dr
450呎,租金$1000
適合家庭經營

設備齊全,業主退休
意者請來電:

408-601-9239
408-876-0995

中國熊餐館
聘請全職有經驗

廚房師傅:工作6天,
會廣東話,西語為佳.
有意請電或親臨:
281-233-9800

15000 North Freeway
Houston, TX 77090

路州餐館,薪優

位路易斯安那州

誠請炒鍋一名,

薪優.意者請電:

832-819-8111

Japanese Rest.
Hwy6/Sugar Land,
誠請Waitress企檯,
需有經驗,能報稅.
~~小費高~~
有意者請電:

281-325-0628
832-868-8813

美南新聞網站Website
www.scdaily.com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
www.scdaily.com/epaper

分類廣告專頁 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_ads

休斯頓黃頁Houston Yellow Page
www.scdaily.com/yellow_pages

餐館招人
位Corpus Christi

Chinese wok中餐炒鍋
Grill cook燒烤師傅
月淨入$3800及假期
提供食宿.50歲以下.
需英文. 英文電/短訊:
361-876-9634

近西北區美式
中餐老店,堂吃加外賣

位置佳，生意好。
房租七千，

月銷十一到十二萬.
創業良機,非誠勿擾.

意者請電：
346-462-0074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中餐館出售
休斯頓密蘇裡城
中餐館出售
堂吃加送餐
生意6萬餘.
意者請聯系:

985-790-3195

*日本餐館誠請
有經驗的

Kitchen Chef,
Sushiman, Manager
或找合伙人 Partner
看店如有意者店可出售
281-736-8981
346-372-2247

中式快餐店
位於Midland

距離休斯頓7個小時
請炒鍋/收銀.包住.
待遇優. 意者請電:
832-773-2913

Mamak糖城店
Malaysian Restaurant
誠聘企台. 環境好,
小費高.新手可培訓.

有意者請電:
346-874-7913

每周二公休

超市內壽司吧
位阿拉巴馬州
誠聘Sushi師傅
生手或熟手均可
薪優, 意者請電:
832-846-2345
832-520-6015

超市內壽司吧
位糖城River Stone

Kroger超市內
誠聘熟手Sushi師傅

~~ 薪優 ~~
有意者請電:

832-846-2345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超市內壽司吧售
Kroger sushi kiosk for sale

地段好, 價格好, 收入好
Good area, Good Price, Good Income!

6060 FM 2920 Rd., Spring, TX 77379
Call: Tommy 832-202-6903

外賣店誠請
接線員,外送員

各一名,全工半工皆可
意者請電:

832-798-3313
無接請發短信

8126 Antoine Dr TX 77088

外賣店,薪優
外賣店位於45北.

(Woodland 區) 誠請

長工&半工電話接線員

薪優！電話：

832-457-5542

NOW HIRING
Kroger Sushi Bar
w/ sushi machine

located w.43rd/Ella Bblvd
experience plus but not req.

Little English okay
call: 213-276-8585
超市壽司吧請壽司助手,
少許英文,無經驗要求

中餐館外賣店售
位610/290交界
離中國城20分鐘
不送餐,生意6萬多,

房租2000元
歡迎看店議價.請電:
713-577-9039

*東主退休轉讓
中餐堂外賣店,位

Richmond, 59/99交界
2000呎, 房租$3400
生意穩, 因東主退休
轉讓, 歡迎看店面談.
316-213-9738

日本餐館轉讓
近醫學中心日本餐
館轉讓，5000 呎，

已經營十五年以上，
生意穩，東主退休。

意者請洽 :
832-788-9670

餐館請人,薪優
生意好外賣店,誠聘

收銀員, 炒鍋
全工/半工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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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餐轉讓
距離中國城30分鐘

西南區,
周圍僅此一家自助餐,

房租便宜,
一周營業6天,
歡迎預約看店

832-273-6189

賺錢生意急售
●糖城家樂超市旁小吃店轉讓，設備全，

可立即開業，東主因病急售$25000。
欲購速洽: 經紀人713-826-3388

●好運大道,禮品批發店 :生意出讓,業主經營
20年,年收入60萬,8000平方呎倉庫,
存貨$240,000, 生意僅售$45,000,
~~機會難得~~ . 有意者請洽: 德州地產
713-988-1668, 832-734-6888(中文)

黃金茶寮,薪優
炒鍋1名及點心傳送員

週末帶位收銀員.
有意者請二點後電：
281-495-8818

或親臨地 址:
9968 Bellaire Blvd #160
Houston TX 77036.

有意者請親臨本店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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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糖城餐館請
●外送員一名

●收銀員一名

聯系電話 :

281-265-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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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板日餐店轉讓
位Woodland地區，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1100尺，租金2200，

詳情請致電：
561-235-8380
501-442-8456

知名賺錢連鎖
快餐店出售,位於休斯頓
北面大型繁華Mall裡,
操作簡單,易打理.

因另有他業,無暇管理
現急售,機會難得!請電:
832-858-8176
713-550-2283

*餐館請人,薪優
多年老店, 湖南餐廳

位於 糖城 及Katy 之間. 誠請
●有經驗會看英文單的炒鍋
●半工和全工企檯

生意穩,收入佳. 請電洽 : 王小姐
281-804-9514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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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tor / Agent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買新屋,本經紀人只收$1000佣金
新屋地產佣金- $1000 = 買家回扣
休士頓,達拉斯,奧斯汀,聖安東尼奧
www.ModernLifeRealty.com

林祿壽 Johnathan Ling
地產經紀,地產檢查師(22277) ,土木工程師

電: 713-319-6456 713-385-1188
15年地產經紀人,信用第一

李元鐘保險徵才 工作地點：休士頓、達拉斯
歡迎2度就業、H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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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公司請人
位610和290交界處
誠徵●生產工人
$15/小時起薪

●辦公室清潔人員
$13/小時起薪

需有身份,能努力工作
832-584-6527

賺錢旅館售
●德州連鎖99房,年營
100萬+,地2畝,售320萬
●德州海邊連鎖100房
年營近500萬,地2畝
售1200萬●休士頓機場
高級連鎖旅館,194房,
年營300萬,售1500萬
832-348-7824黃經紀

休士頓民宿出租
Houston Hostel for Rent

中國城百利大道上，經商、訪友、辨事
免開車，免簽長約、月租式，

傢具、水電、上網全包，拎包入住。
●大套房(500呎) $700/月, 獨立進出,押金$200
●套房$500（獨立浴室）押金$150
手機/簡訊: 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屋主自售
位惠康超市附近,

一樓邊間Apartment
社區安全需磁卡進入
交通便捷,學區佳.
請電洽: 李先生

936-263-9247

旅館徵人
誠徵夜班前檯
簡單英語
有工卡

意者請電:周先生
832-613-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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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498-4310 Lisa ( 中文 )
281-983-8152 Jennifer ( 英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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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租售

Real
Estate

中國城茸蔘店
誠聘男女員工

需有工卡,可報稅
~ "薪優"面議 ~
有意者請電:

713-772-2889
713-354-3233

誠聘 辦公室助理
Office Assistant

熟文書處理, 中英文流利,
溝通技巧佳, 學習能力強.
Proficient in Microsoft Office
Fluent in English & Chinese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Fast learner. SW area.

Email resume to:
forplax@sbcglobal.net

or Fax: 281-988-7171

招聘銷售助理
近糖城77406,大型電子公司招銷售助理

要求：中英文流利、溝通能力優秀、
工作細致有條理。

1年以上銷售相關工作經驗。
薪優福利好。

聯系方式請電：832-509-9095

電子維修公司
中國城附近, 誠聘

●維修人員:細心穩定
●接單客服: 懂英文
無需經驗,可培訓.
技術熟練薪資優厚
832-952-6666

冰淇淋連鎖店
誠徵全職店長一名,
Hillcroft St./8號交界
需略通英文能報稅.

有意者請洽:
281-795-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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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看
護
服
務

22世紀看護公司
以愛心耐心經驗豐富專
業照顧您的家人,美國
護士執照,到府,醫院及
療養院,長期短期及鐘
點看護.●徵經驗看護
請電:Sophia (通國台英)
832-287-8233

賺錢生意急售
●近Memorial 高級區中餐館:設備齊全,有酒牌
年收入近60萬, 業主榮休, 僅售$5萬.

●好運大道,禮品批發店 :生意出讓,業主經營
20年,年收入60萬,8000平方呎倉庫,
存貨$240,000, 生意僅售$45,000,
~~機會難得~~ . 有意者請洽: 德州地產
713-988-1668, 832-734-6888(中文)

AUTO FIT INC looking for Purchasing Assistant
•Assists with the management and tracking of the flow of goods•Maintains company databases, records, and reports•Provides direct administrative and clerical support for procur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and the company overall.•Performs other related duties as assigned by management.

QUALIFICATIONS:•Bachelor’s degree (B.A./B.S.) in Busines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Bilingual in English and Mandarin•Two to four years related experience or equivalent.•Proficient on Microsoft Office

LOCATION: •6969 North Freeway Houston TX 77076
SCHEDULE: •Monday-Friday 8AM-5:30PM, Saturday 8AM-4PM
PAY: •Hourly wage
BENEFITS :•Health insurance •Vision insurance •Dental insurance •401K•Accident Emergency Treatment Benefit •PTO, sick days, and vacation days

Please send resume to adis@autofit.bz

保險代理誠聘Hiring
Allstate Agency Office

at 77084 Houston
- Customer Service
- Sales

Fluent in English & Chinese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Email resume to:
hatran1@allstate.com
or call: 281-771-9082

誠聘 ●客戶服務人員 ●銷售代表
中英文流利,良好的溝通技巧.

裝修請人
誠聘裝修師傅
有經驗優先

有意者請致電：
713-269-9582
346-383-1087

食品公司,薪優 誠徵銷售員
有無經驗皆可,溝通能力強,
中英文流利, 周一至周五.
無需出城. 薪優,有薪假期.

請電:713-983-8822 或將履歷寄至
debra@westlakewholesaler.com

MY HOA FOOD MARKET

美華超級市場
Hiring: 誠聘以下員工

●Maintenance/handyman維護/雜工
●Cashier 收銀員
●Stocker 庫存點貨員
●Meat & BBQ Dept 肉部,燒烤部
English, Chinese or Vietnamese

Part-time / Full-time
13201 Bellaire Blvd. TX 77083

Call: 832-308-0166

1房1廳好房出售
開車5分鐘到中國城,
8號高速邊,門禁社區,
2樓,木地板,大理石廚
房台面,全新浴缸,

洗衣機,全新安利淨水器
防盜門,沙窗.聯系電話:
832-212-0123

Innovo Medical
( Stafford, 77477 )

●Accounting Exec :
full accounting, Quickbooks

●Logistics Exec : inventory control,
in/outbound shipment planning

Email: jean@beyondmedshop.com

分類廣告專頁

窗簾廠招工
●熟手縫紉工
●包沙發熟手工
可培訓,薪優.

意者請親臨或電:
3035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63
281-793-1768

招聘辦公室助理
位中國城,地產建築公司招聘助理.

需中英文流利,熟練運用電腦辦公軟件.
細心、領悟力強，能夠獨立工作.

薪優面議
聯系電話：832-289-2279

糖城幼兒園
急 聘

做午飯的阿姨
需有愛心!
有意者請電

281-242-0989
713-572-7511

汽車零件廠(工作地點在北達拉斯)誠徵
1.機器設備維修保養人員一名：稍懂英文,有機械或電經驗佳.
2.模具維修保養人員一名：稍懂英文,有車床、銑床經驗者佳.
3.品管幹部一名 :熟悉現場流程及 ISO, IATF品管認證系統者優先考慮.

薪資面議,公司提供員工醫療保險、401K,季度及年終獎金。
有意者請將簡歷Email:mariar@tygproducts.com
or Fax: 972-542-1689 Attn: HR Dept. Ms. Maria

牙科診所誠聘
●牙科助手
●前台工作人員
中英文流利,誠懇,

認真,負責,熟識電腦.
有意者請聯系:

agapedentalcare
houston@gmail.com

貼心專業月嫂
全天營養滋補湯，

24小時新生嬰兒看護
產後媽媽調理/補奶/

身體恢復快。
預定電話:黃亞姨
832-206-0397

月子服務
Baby Center

生意好洗衣店售
位中國城,生意極好.

東主每周僅工作10小時,
年入15萬.租金便宜,
經營簡單.無經驗包教.

因東主退休轉讓,
僅售55萬.意者請電:
713-597-4190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家庭旅館
長租或短租或日租
包水電網,簡單家具
惠康超市走路十分鐘

意者請電:
832-883-7474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BESCUTTER
誠招倉庫工人一名

●工作類型：全職
●薪資：USD 17 - USD 22 每小時
●工作要求：
稍懂英文
熟練掌握叉車,有一年或以上的操作經驗
耐心, 仔細, 有責任感
具體工作內容面議

●工作地點: 14915 E Hampton Cir,
.Houston, TX 77071

●時間: Monday-Friday 9:00am-5:00pm

感興趣者,發簡歷到：
info@bescutter.com

公司誠聘財務人員
要求1-3年經驗

會Quickbook, 中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或Email:
281-782-3280

hrwant36@gmail.com

生物公司招聘
醫學中心生物公司

招聘技術工人(須女性)
有身份,無學歷要求,

上崗可培訓
意者請將簡歷發至:
yingtan101110
@yahoo.com

第一商業銀行休士頓分行

誠 徵

Officer (銀行業務專員)
須中英文雙語；大學資訊、會計、商業、經濟、

金融等相關科系畢業。有資訊管理經驗尤佳.

Requirements:
1.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2.Minimum Bachelor’s degre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counting, Business, Economics,
Finance or related fields.

3. Experience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s a plus.

工作地點位休士頓市區,環境佳,歡迎各界菁英加入

意者E-mail: i927a@firstbank.com.tw

貿易公司誠聘
●銷售經理- 薪資及福利: 年薪10萬+

崗位職責及要求：
3年以上銷售管理經驗,中英文嫻熟(會西班牙
語佳);制定銷售方案;能夠獨立建設銷售團隊
及帶領團隊完成銷售計劃;定期參加行業展會.

●辦公室文員- 薪資3000起/月,
公司提供崗位培訓.要求中英文良好.思路清晰.
有責任心(能熟練使用辦公軟件,有亞馬遜操作
及Photo shop作圖經驗者優先).

工作時間：周一至周五8:00am- 5:30pm
公司為每位員工提供提供廣闊的晉升空間，
望有志之士能夠加入我們，共創未來。
以上職位通過試用期考核並轉正後均提供帶假期.
優秀者公司可協助辦理H1B, 接受OPT.
工作地點： Rosenberg
意者請將簡歷發至：print@plartgroup.com

或致電：832-662-5858 林小姐

誠徵全職保姆
位Pearland梨城
周一至周五,

能說廣東話,懂英語者
優先.主要照顧孩子,
輕微的清潔和烹飪.

意者請電:
832-291-6833

誠徵牙科前台
中國城. 需英文
無經驗可訓練.
請電或Email:

713-773-1300
txdentist101
@gmail.com

石油貿易公司招Accountant
要求有會計工作經驗,

有貿易物流經驗者更佳, 中英文流利,
會熟練使用Quickbook,

在美有工作許可,薪優面談,
工作地點Katy, TX. 簡歷發至郵箱:
alanz@hectomind.com

NOW HIRING
Produce Wholesale
Sales Assistant

Near to China Town
Flu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Email to: info@

king-produce.com

Shipping Clerk
Needed immediately.
Duties include deliver
container, freight,
arrange trucks.

Fluent English, proficient
computer skill.

Competitive salary.
Please call Robert
239-450-7274

International Airlines near HOU has immediate opening
for full-time positions. Experience related to the
position is preferred but entry-level is also welcomed.
Please specify position and salary expectation on
resume and email toHOUTOBR@evaair.com

Bilingual English/Chinese a plus,
Good communication & customer services skills,
Computer proficiency, Self-motivated.
Benefits include zero employee contribution
for group health & life insurance, free/discount
air tickets, and matching 401(k). EOE-M/F/D/V

Branch Office

Houston

Job Openings

Passenger Inside Sales

Cargo Operation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NOW HIRING
Accounting Assistant/Customer Service
Must be Fluent English, MS Office,

Self-motivate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15/h, Detailed Oriented, team player.
Resm: jobs91706@gmail.com
8787 W Bellfort Ave #900 Houston

誠聘半職褓姆
Missouri Ciyt, 77459
照顧四個月大嬰兒

周一至周四
早上9點至下午1點
( 4個小時) 意者電:
832-248-6896

食品批發公司招
Warehouse工作人員

略懂英文
意者洽 : Helen or Lily
713-383-8818

address:
2010 Holmes Rd

Houston TX 77045

Tax Accountant/CPA
CPA FIRM IN SW HOUSTON TX

5 years + CPA firm exp. in tax preparation, intl
tax & planning, consulting, or reviewing returns.
CPA preferred, bilingual English, Chinese preferred.

Good group benefits provided.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promote to the

managerial/partner position.
resume to smmkln@yahoo.com

Hiring Sourcing Specialist
A Sugar Land based U.S.company looking for full time sourcing specialist.
3+ year related work experience and work permit required.
Ability in reading mechanical drawing and electrial blueprints a plus.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and fluency in both English and Vietnamese/
Chinese are essential.
We offer competitive salary and benefits.
Email resume to: itihiring2021-ss1@yahoo.com

*產權公司請人
誠聘過戶專員及助理
需英文說寫流利，
具基本電腦基礎。

認真負責，
有經驗者優先考慮。
Email: sunglawyer

@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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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租售

Real
Estate

招 聘
合作關系或工作關系
的物理治療師,針灸師

地址在 :
Katy亞洲城附近.

有意願可以聯系詳聊
713-820-1270

本公司誠徵
下列儲備人才

記者、編輯、會計、經理、送報員
需有工作經驗、認真、負責
有意者請將履歷傳到:
ad@scdaily.com

*化驗室招聘
抽血員及兼職司機
Medical testing lab
close to China Town.
●F/T Phlebotomist
●P/T Driver
Email resume:info@
auspiciouslab.com
call:713-818-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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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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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ervice

*聘請會計
需懂操作Quickbook,
有經驗,懂Excel, Word
能英文說寫,工作認真

Email: susan@
impressionbridal.com
請電:281-804-2027

832-423-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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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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stration

招
生

招
生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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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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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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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愛台北 **

舊雨新知

歡迎預約:

832-630-3343

*兩個妹妹
~~保證年輕~~

Bellaire/Beltway8附近
早11點 - 晚10點
每二周換新人

只預約:
626-354-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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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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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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粵越西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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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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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盛裝修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小修小補.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請電: Sam 劉

832-606-7672

正翔屋頂/裝修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內外油漆,籬笆車道
灑水系統,經驗豐富
832-998-5898

王 (國/台語)

天天裝修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提供商業保險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身份,薪酬優厚.
713-371-2713戴師傅

蘇揚建築裝璜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832-607-7861 張

●誠請裝修工人

兄弟建築公司 832-860-1133
承接各類餐廳, 美容院, 奶茶店, 辦公室, 廠房等設計, 施工建造,
及住宅維修和翻新,免費估價. 最低成本, 最佳質量, 百萬保險 !

選址 : 商業租賃,為您的生意精選最佳地點,最旺鋪位.
設計 : 施工圖, 3D效果圖設計,申請施工PERMIT.
建造 : 裝修裝潢,專業執照工程隊伍施工,品質保障.

6100 Corporate Dr. Ste 315, Houston
www.usbrothersconstruction.com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15年經驗

承接：商業/住宅 的
翻新與改造等工程.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另招裝修師傅
中英 Andy 801-739-5866
中 蘇師傅 832-359-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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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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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專
業
油
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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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做居家小活

702-888-5518

苗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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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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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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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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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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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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
詢
顧
問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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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豐裝修公司
台灣專業,政府註冊,

承接:舊屋翻新,水槽,籬笆,
涼棚,屋頂翻新,補漏.廚櫃
安裝,木工隔間,磁磚,實木
樓梯,木地板,廚浴改建,

內外油漆,屋內外全部工程
832-366-7510洪(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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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順裝修
水電安裝,維修,

廚廁翻新,地磚地板
油漆理石,

一切房屋修補大小活
誠實+保質. 電話:
346-252-3301

上門現金收購
二手車

現金收購舊車,碰撞車
高於Trade in 10%

請電: Paul
346-234-9893
普通話/廣東話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按摩店,美容美甲店

接送服務
24小時全日
各種接送服務
每日按時接送

最低價格,安全可靠
346-667-4078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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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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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lobalSpanishTutor.com

閩福裝修趙師傅
廚櫃,大理石台面安裝,

衛浴翻新,
門窗、玻璃門安裝,
地板、瓷磚；車庫門,
水電木工等.. 訂制安裝
各種玻璃、鏡子等..
經驗豐富,質量保證
713-470-8926

花園噴水系統
專業安裝和修理
執照#0019006

電 話 : 吳
832-818-3185

國語/粵語

徵婚啟示
美籍華人,男41歲,藥劑師,身高1.75米

誠尋38歲以下女士為婚友,
大學以上文化程度, 身高1.6米左右,

相貌中上,身體健康,性格開朗,善良,溫柔.
休士頓地區優先考慮.

意者請電: 832-805-7516
Email: hpca918@gmail.com

進哥服務接送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全新新款轎車~~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德州裝修
商業店面,居家房屋
專長: 台面定制,

櫥櫃地板,後院圍欄,
瓷磚,衛生間淋浴,
屋頂瓦片,內外油漆

等.... 請電:
281-464-6291

薪優, 誠聘女按摩師或合作
L'Mai Beauty SPA

Hiring Massage Therapist: 少許英文
全工或半工均可, 有執照者佳.

16510 FM 529, Houston, TX 77095
地點佳, 小費好. 歡迎看店.請英文電/短訊:
832-782-4690 281-673-0454

信譽裝修
舊房翻修,浴室廚房,
房間改造,內外油漆,
地板地磚, 櫥櫃,

屋頂補漏,上下水管,
籬笆水槽,地磚地板等

質量保證. 電話:
626-225-6325

培訓班招生

隨叫隨到 (裝修團隊)
專業漏雨 屋頂翻新 水泥車道

籬笆, 涼棚, Siding, 水電, 高壓槍洗外牆
室內外裝修20年經驗 免費估價.

大小工程,百萬保險. 外州可去裝修.
713-269-9582 346-383-1087

*男士徵女友

誠徵65歲以下的女性做朋友

意者請電:

281-932-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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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 Service

沙龍按摩店售

別猶豫別猶豫別猶豫,,, 別蹉跎別蹉跎別蹉跎歲月歲月歲月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賺錢按摩店+SPA店東主退休售
Massage and SPA Business For Sale

Located FM 529 and HWY 6
Full services: Massage, Hair, Nail, Skin care
Sale price $89000- All equipment included
Good income - Low rent 收入好,低租金

10 years in Business, Owner retires
電: Tom 832-782-4690 有按摩,美髮,美甲,
臉部保養,售8萬9(含所有設備,己經營10年老店)

*牽手踱晚霞
公民女64 歲,有房,性格開朗,
勤儉顧家,欲尋男士64-69歲,

身體健康，舉止得體，住有其所！
有緣有意請致電：
832-298-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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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請人

HIRING
for Massage

1000

辦理駕照更新
及車輛過戶更名

外州駕照轉成德州駕照
普通和工卡駕照的更新
休斯頓各類二手車過戶,
補辦Title,公司車輛過戶
及親屬贈予車輛全套.
微信: fengkangmei
請電:832-367-1558

證照
過戶更名

按摩學院招生
德州休斯頓永泉按摩學校

官方執照號MS1002
是教育局和按摩局批准的美國專業按摩學校

本校自2006年成立至今已經17年,
學校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學生開店遍及各地.
學費特優只限前12名。免費聯幫考試培訓,
通過率100%，學期兩個半月多可畢業.

現正在招生,報名電話: 713-771-5399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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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接送翻譯導遊
機場,接洽公務,旅遊,
購物,醫院,太空中心

賭場: 周五六日 $50/人
晚11:30-隔天早上11點
限三人,12小時來回,
駕照指導.安全準時

Uber駕駛. 全新4人座
電:832-552-6969

*美國公民,男36歲
大學學歷, 廣東人,有正職

誠徵單身女士,先友後婚.

有誠意者電或簡訊:

832-348-6640

滿意裝璜公司
地板油漆，水電瓦斯，
圍欄籬笆，涼棚搭建，
屋頂補漏，隔間改建，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各種小活，服務周到。
346-866-8866

盛家裝修
住宅/餐館: 廚房台面,
地磚,地板,水電木工,
內外油漆,衛生間改造,
戶外涼棚,籬笆水槽,

外牆漆白色油漆有優惠
質量第一和保證誠信
832-282-8746李

*招 聘
合作關系或工作關系
的物理治療師,針灸師

地址在 :
Katy亞洲城附近.

有意願可以聯系詳聊
713-820-1270

極品Baby!新新新

新人,高顏值

210-953-3222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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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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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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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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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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oring Service

地板銷售安裝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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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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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園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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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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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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焊工學徒及鐵工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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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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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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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Service

搬
家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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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鐵
工
廠

700

Iron Works

精修車庫門
開門電機及傳動,

彈簧更換及線路故障.
整門及部分更換.自動
鐵門維修及故障排除.
20年經驗，最低收費。

電：陸先生
281-827-5309
832-734-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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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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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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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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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水 水
解 決

家裡上下水問題

702-888-5518

苗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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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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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師傅空調維修
空調,車庫門,
熱水爐...

維修 更換 安裝
請 電：

832-469-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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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公司
Moving Service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上門現金收購
二手車

現金收購舊車,碰撞車
高於Trade in 10%

請電: Paul
346-234-9893
普通話/廣東話

花園噴水系統
專業安裝和修理
執照#0019006

電 話 : 吳
832-818-3185

國語/粵語

專業籬笆圍牆
專業建造、維修各型籬
笆範士,價格優惠,10年
質量保證。柱頭保證
30年不倒。完工前分
文不收，完工後滿意付款
(全市最低價250元起)
832-969-5083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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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代理各大品牌產品.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請電: 713-357-8868 (國/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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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實專業冷氣
政府執照,20年經驗
專業安裝,修理,維護

冷暖氣系統.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 電:
832-685-8888

航天專業焊接
不鏽鋼鐵結構,雨棚,
結構樓梯,扶手,欄杆,
鋁型材,銅, 各種維修
焊接,上門服務,

經驗豐富,保證質量
請電: 柴師傅

786-247-9180

接送服務
24小時全日
各種接送服務
每日按時接送

最低價格,安全可靠
346-667-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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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哥服務接送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全新新款轎車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誠信專業冷暖氣

安裝,維修冷暖氣

價格低,質量優

聯係電話:

713-480-3646

接送翻譯導遊
機場,接洽公務,旅遊,
購物,醫院,太空中心

賭場: 周五六日 $50/人
晚11:30-隔天早上11點
限三人,12小時來回,
駕照指導.安全準時

Uber駕駛. 全新4人座
電:832-552-6969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水務

Plumbing
Electrical

電
器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速達冷暖
安裝+維修+維護
各類商業&民用

空調,暖氣,熱水爐.
收費公道,服務專業
832-883-7474

辦理駕照更新
及車輛過戶更名

外州駕照轉成德州駕照
普通和工卡駕照的更新
休斯頓各類二手車過戶,
補辦Title,公司車輛過戶
及親屬贈予車輛全套.
微信: fengkangmei
請電:832-367-1558

證照
過戶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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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麒時冷氣,冷凍,電器,水電

工作保證, 品質第一, 設備保固

安裝, 買賣 + 維修, 保養

電話 : 832-666-0525

SKY地毯清洗
使用頂級235F高溫高壓
蒸汽機,藥水深度清潔地毯
沙發,窗簾高溫干洗,專家
秘方殺蟲,服務住家商業,
可定期上門服務,空房無
水電亦可處理.免費估價
中文626-782-1849
英文713-562-0608

Chang Le Service 長樂AC
安裝,維護冷暖氣, 熱水器. 百萬保險

政府執照 TACLB00120882E安全可靠,誠信
12年經驗,價格合理,服務快速周到,有保證
諮詢 : 832-208-5138 中英文

346-232-8970 Allison
微信: CHANGLEAIR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偉業冷暖電

專業修理

832-301-8984

626-822-8032

Jack AC Service
維護，安裝，保養，
價格低廉，快速上門

經驗豐富.
聯系電話:

214-392-5763
無人接聽請發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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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rtions can resume in Texas after 
judge blocks pre-Roe v. Wade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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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28 (Reuters) - Abortions can resume in Texas 
after a judge on Tuesday blocked officials from 
enforcing a nearly century-old ban the state’s 
Republican attorney general said was back in 
effect after the U.S. Supreme Court overturned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the procedure nationwide.

The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by Judge Chris-
tine Weems in Harris County came in a last-ditch 
bid by abortion providers to resume services after 
the U.S. Supreme Court on Friday overturned the 
1973 Roe v. Wade ruling that guaranteed the right 
of women to obtain abortions.

The order allows clinics to resume services, for 
now, in a state where abortion was already severe-
ly restricted to only up to six weeks of pregnancy 
under a Texas law that took effect in September 
that the U.S. Supreme Court declined to block.

“Every hour that abortion is accessible in Texas is 
a victory,” Marc Hearron, a lawyer for the abor-
tion providers at Center for Reproductive Rights, 
said in a statement.

A further hearing is scheduled for July 12. Texas 
Attorney General Ken Paxton’s office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The decision came amid a flurry of litigation in 
state courts by abortion rights groups seeking to 
slow or halt Republican-backed restrictions on the 
ability of women to terminate pregnancies that 
are now taking effect or are poised to do so in 22 
states. read more

Those states include 13 that like Texas enacted 
so-called “trigger” laws designed to take effect 
if Roe v. Wade was overturned, according to the 
Guttmacher Institute, an abortion rights advocacy 
research group.

Following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federal 
courts have been lifting orders blocking Repub-
lican-backed abortion restrictions. On Tuesday, a 
federal appeals court cleared the way for a six-
week ban in Tennessee to take effect.

Paxton in an advisory issued after the U.S. Su-
preme Court ruled said the state’s 2021 trigger 
ban, which bars abortions almost entirely, would 
not take immediate effect. Providers say that 
could take two months or more.

But Paxton said prosecutors could choose to im-
mediately pursue criminal charges against abor-
tion providers based on a different, old statute that 
had gone unenforced while Roe v. Wade was on 
the books but that remained Texas law.

Texas abortion providers in a lawsuit filed on 
Monday argued the 1925 ban had been repealed 
and conflicted with the more recent trigger ban the 
Republican-dominated legislature passed.

The lawsuit was filed the same day that judges in 
Louisiana and Utah blocked officials from en-
forcing their states’ “trigger” bans, and abortion 
providers in Ida-
ho, Kentucky and 
Mississippi sued to 
obtain similar relief.

The Oklahoma Su-
preme Court in a 8-1 
decision on Monday 
rejected a request by 
providers to block 
implementation of 
a near-total ban on 
abortions that took 
effect in May, before 
the U.S. Supreme 
Court’s ruling but 
after a draft version 
leaked.

Abortion rights protesters demonstrate after the U.S. Supreme 
Court ruled in the Dobbs v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abortion case, overturning the landmark Roe v Wade abortion 
decision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 June 27, 2022. 
REUTERS/Lucy Nicho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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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work at the scene where people were found dead 
inside a trailer truck in San Antonio, Texas. REUTERS/Kaylee Greenlee Beal

Activists sit with their hands glued together while blocking the German Ministry of Finance to 
demand debt relief for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while the G7 summit takes place in Elmau, 
in Berlin, Germany. REUTERS/Christian Mang

A couple wounded in a shopping mall hit by a Russian missile strike hold hands in a hospital 
as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continues, in Kremenchuk, in Poltava region, Ukraine. REU-
TERS/Anna Voitenko

An activist with Ocean Re-
bellion walks to take part in a 
protest outside the UN Ocean 
Conference against what they 
describe as a “war on fish”, in 
Lisbon, Portugal June 27, 2022. 
REUTERS/Pedro Nunes

Workers clean a restored 
Roman-era mosaic after it 
was put on display at its 
original site in Lod, now 
an Israeli city where an 
archaeological centre has 
been inaugurated in Lod 
Israel. REUTERS/ Amir 
Cohen

Britain’s Andy Murray cele-
brates winning his first round 
match against Australia’s James 
Duckworth, at All England Lawn 
Tennis and Croquet Club, Lon-
don, Britain. REUTERS/Hannah 
Mckay

The impact of the U.S.
Supreme Court’s
historic ruling on Friday
that struck down a
1973 legal
precedent-setting
court decision known
as Roe vs. Wade was
felt immediately with at
least 10 states
effectively banning
abortion as of Saturday
night. Another 5 states
are expected to enact
varying “trigger laws
” limiting abortions in
coming weeks. In all,
26 states have laws in
place that indicate they
could outlaw abortion.

The Supreme Court
ruled by a 6-3 vote

that abortion is not a
constitutional right and
that it is up to the
states to decide
whether the right will
be allowed or not. It is
expected that millions
of women will lose
access to the service.
Anti-abortion groups
consider this is a great
victory for their cause.

President Biden later
said in the White
House that this is a sad
day for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country.

The Democratic Party
hopes to get more
women’s votes to
provoke resistance to

the Republican party in
the upcoming
mid-term elections in
November.

Since the pandemic
and inflation have
continued to affect the
country, we have seen
a large influx of many
homeless people to the
streets of Los Angeles
and San Francisco.
The streets are now in
widespread chaos with
mental patients
wandering all around. It
is very sad to see this

happening. “Is this
our countr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a question asked
by a reporter to the
mayor of a large U.S.
city during an on-air
interview. The mayor
could not come up with
an answer.

The abortion issue
really is one of our
country’s most
pressing social
problems. We are
really a country that
lives in two different

worlds with completely
different beliefs and
values and now we
have become a deeply
divided nation of two
separate communities.

We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turn more of
his attention on our
domestic issues such
as homelessness,
mental health and the
hunger issue. These
are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of our
citizens that should not
be ignored.

0606//2727//20222022

The Impact OfThe Impact Of
Abortion RightsAbortio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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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rpillar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s 
of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equipment.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companies is relo-
cating a major division to Irving that will bring hundreds 
of jobs. Caterpillar Inc. — the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er 
of construction and mining equipment, engines, genera-
tors and locomotives — is consolidating workers from 
its Electric Power Division in Las Colinas. Caterpillar is 
taking “multiple floors” in the landmark Williams Square 
high-rise complex on O’Connor Boulevard near Carpen-
ter Freeway.
The company plans to shift functions and hundreds of 
jobs now in California, Arizona and Indiana to the new 
location in North Texas.
Jason E. Kaiser — now based in Lafayette, Ind., and vice 
president of Caterpillar’s Electric Power Division — will 
head the new Texas office.
“We are excited to consolidate the Electric Power leader-
ship and support teams together in Irving, Texas,” Kaiser 
said in a statement. “Our new office in Williams Square 
will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supporting Caterpillar’s long-
term strategic goal to remain a leader in our industry.
“This location is home to a highly skilled workforce and 
provides global access to our customers and dealers with 
centralized proximity to D-FW and Love Field airports.”

The Caterpillar division manufactures and sells products 
including generators, switching gear and other equipment 
to industrial, utility and business clients. The division has 
previously had major offices in locations including San 
Diego, Tucson and Lafayette, Ind.
“The capacity of the office will be determined by business 
needs for the groups based there,” Caterpillar’s Sara Weitz 
said in an email. “While members of the Electric Power 
team are located globally, leadership has previously been 
based in locations such as Houston, Texas, and Atlanta, 
Georgia.

“Employees will locate in the D-FW office from several 
Caterpillar locations and we also expect to hire some em-
ployees locally.”
Caterpillar is the first big-name business tent to make a 
move to the iconic Williams Square property since the 
owners launched a multimillion-dollar makeover of the 
property. The four-building development was constructed 
in the 1980s and has more than 1.4 million square feet of 
offices. The buildings are owned by Apollo Global Real 
Estate of New York and Vanderbilt Partners of Chicago.

The company has about 120 people in its Irving 
office at Williams Square in Irving.
The city of Irving is also beginning an $8 million redo of 
the public plaza Williams Square with its popular Mus-
tangs of Las Colinas sculpture. The project will add more 
public gathering space with lawns, trees, landscaping and 
seating areas. Caterpillar plans to move into the Las Coli-
nas location early next year, said Bill Brokaw,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Hillwood Urban, which operates and leases 
the properties.
Brokaw said the redevelopment of Las Colinas’ center-
piece corporate campus helped land the Caterpillar deal, 
which has been in the works since 2019.

Signage inside the offices of Caterpillar Inc. at 
Williams Square in Irving.
A big part of it was the amenities and the investment that is 
being put in with the new mustang plaza and the location,” 
Brokaw said. “This is really a win for the Metroplex and 
Irving.”
Caterpillar is still working out the details and size of the 
office, which is being designed by Dallas architect Cor-
gan. All Brokaw would say is that “it’s more than a couple 
of floors.”
The office space Caterpillar is taking previously housed 
operations for Pioneer Natural Resources, which moved 

to a new headquarters campus in Las Colinas last year. 
Williams Square includes a 26-story central tower, two 
14-story towers and an adjacent five-story office building.
“We are thrilled to welcome Caterpillar to Irving-Las Co-
linas and look forward to developing a strong relationship 
that spurs job creation and community investment while 
providing the Caterpillar team with all that our vibrant 
community has to offer,” Irving Mayor Rick Stopfer said 
in a statement. “Our diverse economy, access to talent and 
excellent quality of life will benefit the team moving to the 
region.”

Brokaw and Karch Schreiner of Hillwood negotiated the 
Caterpillar lease with Ned Franke and Matt Heidelbaugh 
of Cushman & Wakefield.
With more than $41 billion in annual revenues, Caterpillar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companies. Found-
ed in 1925, the firm has more than 97,000 global employ-
ees. In 2017, Caterpillar moved its longtime headquarters 
from Peoria, Ill., to a new location in suburban Chicago 
near O’Hare International Airport.
With more than 60% of its busines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mpany said it needed to be close to an inter-
national air hub. It’s not a headquarters move, but Brokaw 
said Caterpillar’s commitment to Las Colinas is another 
sign of North Texas’ appeal to business.
“This is another signal to the country that D-FW is a 
hub for companies to relocate,” Brokaw said. “This is a 
high-quality, great name tenant and we couldn’t be more 
excited about them choosing Williams Square.
“We know there are a lot more people looking at the re-
gion.”

Caterpillar’s Product Line Includes                                                
A  Large Selection Of Heavy Duty Equipment 

The company has about 120 workers now in an Irving 
office and Caterpillar spokeswoman Kate Kenny said the 
size of its local workforce will depend on future business 
needs. The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er of construction and 
mining equipment, engines, generators and locomotives 
has had a presence in Texas since the 1960s.
“We believe it’s in the best strategic interest of the compa-
ny to make this move, which supports Caterpillar’s strate-
gy for profitable growth as we help our customers build a 
better, more sustainable world,” said chairman and CEO 
Jim Umpleby in a statement.
Caterpillar, which posted $51 billion in revenue last year, 
will become the fifth-largest public company headquar-
tered in North Texas. It will trail only Exxon Mobil, McK-
esson, AT&T and Energy Transfer. Exxon is moving its 
Dallas-Fort Worth headquarters to the Houston area next 
year. The move will make D-FW home to 24 Fortune 500 
companies. Ten of those will be in Irving, which bills itself 
as the “headquarters of headquarters” city. Dallas-based 
Builders FirstSource recently announced its relocation to 
Irving. Caterpillar didn’t request incentives for the head-
quarters move, Kenny said.
Beth Bowman, president and CEO of Irving-Las Colinas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rving Economic Devel-
opment Partnership, said companies choose Irving and 
D-FW overall because of their business-friendly environ-
ment, favorable tax structure and the people. 

Jason Kaiser (left), vice president of Caterpillar 
Inc.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its electric power divi-
sion, and Jaime Mineart, general manager for re-
tail electric power solutions, spoke with the media 
in May during a tour of Caterpillar’s Williams 
Square offices in Irving.
“Our focus is to make sure Caterpillar, their entire team 
within their global headquarters, know that they are com-

ing into a community that wants them and we look for-
ward to integrating them,” Bowman said.
Gov. Greg Abbott said the company’s relocation is a “tes-
tament to the boundless opportunity Texas has to offer.” 
He noted that the move means Texas will be home to 54 
Fortune 500 companies.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and people from all backgrounds 
can grow and succeed in the Lone Star State because we 
champion a world-class economic environment fueled 
by the lowest business operating costs in the nation, a rea-
sonabl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and a lower cost of living 
coupled with an exceptional quality of life,” Abbott said 
in a statement.
Kenny, the company’s global media and public affairs 
manager, cited talent attraction as a key reason for the 
move.
“We believe being in the Dallas Fort-Worth market will 
give us the ability to attract new talent and provide addi-
tional career opportunities for our current employees to aid 
in retention,” Kenny said. “The Irving location provides 
global access to our employees, customers and dealers 
with close proximity to two major airports.”
Caterpillar’s office in Irving’s landmark Williams Square 
gives employees a mix of downtown Dallas and subur-
ban residential areas and a range of housing price points 
and high-quality school districts, Kenny said.

In 2017, the company moved its global headquarters 
from Peoria, Ill., to Deerfield, Ill., taking over the former 
headquarters of a premium spirits maker. At the time, Cat-
erpillar did not receive any incentives from Deerfield or 
the state, according to the Chicago Tribune. There are 230 
employees at the Deerfield office, which Kenny said the 
company expects to relocate to Irving over time. She said 
the company will keep its Deerfield office lease to allow 
for a smoother transition.
Caterpillar employed 107,700 workers globally last year, 
with 63,400 located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Its largest 
business segments are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which gen-
erated $22.1 billion last year, and energy and transporta-
tion, which brought in $20.3 billion. It also has a financing 
arm. Over 62% of the company’s sales and revenue come 
from outside the country and over 4 million Caterpillar 
products operate around the world. There are 124 Texas 
jobs currently posted at Caterpillar’s career site, with roles 
in Irving, Seguin, Houston and more locations throughout 
the state. Last year, the company consolidated workers 
from its electric power division in Las Colinas.
North Texas is gaining the corporate headquarters of a 
company “positioned to capitalize on an economic re-
covery, with infrastructure stimulus augmenting 2023 
growth,” according to Bloomberg Intelligence industrials 
analyst Christopher Ciolino. The infrastructure funding 
could create a $27 billion to $38 billion revenue oppor-
tunity for construc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Caterpillar’s dealer network includes 44 locations in the 
U.S. and 116 outside the country. (Courtesy www.dallas-
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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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 Offices Now Located In Several States 
Will Be Combined In The Las Colinas Office 

Industrial Giant Caterpillar Picks 
North Texas For Division Move, 

Hundreds Of Job Ope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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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Of Farming Is Here -         
High-Tech Brings Agriculture            

Into The 21st Century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Robots, Drones And Sensors                                        
Are Changing The Way We Far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Last spring, farmer Brian Tischler was 
sitting in his tractor when he had an idea. 
What if his tractor was fully autonomous? 
Thanks to AgOpenGPS – a software he 
developed that tracks where crops are 
seeded – he’s had more time to think of 

Tischler began creating on the spot, envi-
sioning features for the autonomous trac-
tor like remote control via smartphone, the 
ability to sense obstacles, and geolocation 

Across the farming industry, tech inno-
vations like Tischler’s are revolutioniz-

ing the way agriculture is done. These 
applications come at a critical time. The 
world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swell to 
9.8 billion by 2050. Climate change and 
infectious disease are looming threats to 
livestock production and crop yield.
Tischler made the tractor program open 
source, sharing it online so farmers from 
across the globe can download and devel-
op additions. Tischler, who recently won 
the 2018 ASTech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views the software as a way of giving 
back to the farming community. A lot of 

leading-edge technology is not affordable 
for smaller operations.

“What inspires me is connecting with oth-
er people who share how they’re using 
[the software],” says Tischler.

Such innovations have made the $3 tril-

and productiv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varied applications of agriculture 
technology: crop-watering drones, soft-
ware that uses satellites to manage nut and 
citrus orchards, virtual trials of new farm-
ing techniques, genomics testing that can 
ward off food contamination, and more.
Recent innovations have made the $3 

resourceful and productive.
The DJI “Agricultural Wonder Drone” 
makes it possible for a single farmer to 
feed or spray pesticide on as much as 80 
acres of crops a day. By comparison, a 
worker on foot may cover less than one 
acre in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Using the 

by walking through it and the unit’s con-

In Canada, the R2B2 team of scientists are 
researching rural connectivity and preci-
sion agriculture. Their studies utilize dig-
ital devices, applications, and databases 
of geospatial techniques to analyze and 

R2B2 looks at how wireless optimization 
and tools like sensors and drones support 
sustainable farming practices. For exam-
ple, by using sensors to measure moisture 
and nutrients in the soil, farmers avoid 

and pesticides, saving money and protect-
ing the environment.

Using linked technologies, a connected 
farm can also employ solar wireless de-
vices like Ecorobotix, a solar-powered 
weeding robot. Dr. Helen Hambly, R2B2’s 
lead scientist explains, “In the next gener-
ation of farming, there is a lot of monitor-
ing done through connected and wireless 
devices. Wireless has changed things sub-
stantially.”
These innovations come at a critical time, 
as the world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swell and  climate change and infectious 

disease are looming threats to livestock 
production and crop yield.
Many farmers have adopted precision ag-
riculture practices. Christian Gastón Pal-
maz, CEO of Napa’s Palmaz Vineyards, 
created VIGOMany farmers have adopted 
precision agriculture practices. Christian 
Gastón Palmaz, CEO of Napa’s Palmaz 
Vineyards, created VIGOR (Vineyard 
Infrared Growth Optical Recognition), 
smart software that marries infrared im-
agery with soil moisture measurements. 
The algorithmic approach ensures that the 
vines grow at the same rate and that the 
exact amount of water needed is used–re-
ducing water use by an estimated 20 per-
cent.
Palmaz says, “Big data analytics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slight amounts of difference, 
which would otherwise propagate over 
time.”

Technology can also help manage live-
stock wellness and reproduction. Remote 
Insights developed ear tags that moni-
tor sows’ behavior, movements, eating 
and drinking. The data i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o check that the animal has a 
healthy appetite and normal mobility. 
Moocall created monitors to check when a 
female cow is in heat and a pregnant one is 
ready to give birth. Such forward-thinking 
equipment can save a farmer numerous 

There’s palpable excitement within the 

possibilities, strengthening old farming 
traditions, by using technology to answer 
existing needs. As Hambly says, “This 
is the farming of the future.” (Courtesy 
https://www.veri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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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
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一
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
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腹腔CT
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
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
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
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這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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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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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一直從
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起
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忙，沒有引
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腰椎間

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且左側大腿
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難以
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試過
中醫針灸推拿，化費了上萬治療費，病
情不見好轉，走路需要人扶，並且一側
臀部肌肉開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
做牽引治療，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
多，一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
己可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
需一個人。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
消失，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感
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
，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
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好了病，
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有英語好的
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
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
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了大
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虧有李
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司
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

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
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了免費
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年、10年，
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老年
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
、視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
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
不到原因。其實，這就是車禍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
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
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
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
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
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
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
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
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治療
，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拿、註

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
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
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
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
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
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
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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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至五全天。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6060 汽車傳動系統常見故障汽車傳動系統常見故障
沒有什麽比前院裏一棵美麗的老

樹更能給人一種家的感覺了。樹木可
以邀請鳴禽，可在夏季可為您家遮蔭
，也可在秋季為您展示五顏六色的秋
葉，所以樹木可謂家庭景觀的長期伴
侶。樹木的確很棒，直到有一天您需
要鏟除某一棵樹， 問題就來了。

也許最近的一場風暴把它推到了
一個不穩定的位置，或者樹根已經開
始影響您的地基。您的房主保險會幫
助您支付賬單嗎？下面讓我們來看一
些具體的情況。

房主保險是否涵蓋預防性樹木清
除？

無論這棵樹有多不穩定，你的房
主保險單可能不包括它的預防性移除
。也就是說與移除傾斜，腐爛或其他
危險樹木相關的成本將由您自己承擔
。

由於房主疏忽而未被移除的樹木
造成的損壞可能不在您的保單範圍內
，您可能會承擔任何損害，傷害和法
律費用。如果您認為您房產上的某棵
樹看起來很危險，盡早采取預防措施
可以為您節省大量金錢和麻煩。

房主保險是否涵蓋暴風雨後的樹

木清除？
暴風雨可以迅速地將一顆本來是

健康、安全的樹木摧毀， 使其倒落
並損害您的房子和您的其他財產。但
是，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您是否在承
保範圍內？房主保險是否涵蓋颶風或
其他自然災害後的樹木清除？

答案取決於這棵樹落在哪裏，或
者它是否被連根拔起。由於房主保險
不承保預防性樹木清除，因此僅被暴
風雨損壞但未完全倒下的樹木將不被
承保. 如果暴風雨確實完全將樹木連
根拔起，並且沒有落在您的任何財產
上或損壞您的任何財產，那麽它的移
除也可能不包括在內。

然而，人們為風暴造成的損害提
出索賠並不罕見，那麽樹木清除如何
被納入其中呢？若要屋主保險涵蓋在
暴風雨過後的樹木清除，樹木必須對
您保險範圍內的結構造成損壞。例如
，倒下的樹木對您的房屋屋頂的損壞
可能會被涵蓋。如果樹木的倒落影響
了車道運行， 您的保險公司也可能
會支付倒落的樹木清除的費用。否則
的話，您可能需自費將其移除。

房主保險是否涵蓋受損樹木的清

除？
如果一棵樹的倒落並沒有損壞您

的保險涵蓋的財產，則保險公可能不
承保其移除。而且，如前所述，如果
您的保險公司確定該樹應該已經被移
走，但尚未被移走（由於房主的疏忽
），在這種情況下，您可能也無法獲
得保險的賠償。所以一旦您發現受損
的樹木，需要及時采取預防措施，並
在損壞的樹木發展成更嚴重的危險之
前將其移走或修剪。

如果您對自己的保單有疑問，您
可以咨詢專業的保險顧問，以了解您
的保單究竟涵蓋哪些內容。
清除受損、患病或其他危險的樹木是
保護您的房產的一項重要的預防措施
。但更重要的是，每個房主都應該購
買房主保險，以保護不可預見的災害
而對您的房屋的損壞。歡迎瑞源保險
公司獲取免費報價，並了解房主保險
如何更好地保護您和您的房屋。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每家保險公司評估屋主的個人條
件的重點都不盡相同，保費費率各異
，尋找有經驗靠譜的保險代理綜合報
價尤為重要。瑞源保險事務所代理眾

多A級保險公司，全力為您尋找合適
的保單和優質便宜的報價。

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請不收取
任何手續費。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的
各類保險，包括車險、房險、醫療保
險、人壽保險、年金、長期護理等。
保險計劃的全面性和保險咨詢的專業
性是德州瑞源保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
力，在本領域享有盛譽。瑞源保險事
務所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20年的保
險行業經驗。曾任美國知名保險公司
副總多年，擁有豐富的保險專業知識
，是美國醫療保險協會認證會員、長
期護理保險認證專員和資深醫療保險
專員，積極義務服務社區並長期舉辦
知識類講座。

張 瑞 女 士 直 線 電 話 ：
214-971-8026， 微 信 個 人 號 ：
12149718026， 公 司 Email:IN-
FO@BENEFONS.COM。公司在達拉斯
和休斯頓均有辦公室，服務全德州居
民。

註：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
許請勿轉載。


	0629WED_C1_Print.pdf (p.1)
	0629WED_C2_Print.pdf (p.2)
	0629WED_C3_Print.pdf (p.3)
	0629WED_C4_Print.pdf (p.4)
	0629WED_C5_Print.pdf (p.5)
	0629WED_C6_Print.pdf (p.6)
	0629WED_C7_Print.pdf (p.7)
	0629WED_C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