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D11CC11

   8月21日  星期日
wechat :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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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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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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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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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招聘
廚師, 抓碼, 打雜,
距離休斯頓2小時
車程, 包吃住.
意者請電:

361-649-7476
361-573-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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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館轉讓
休斯頓290 炸雞炸魚
快餐中餐生意轉讓，
20 年老店,固定客源,

生意穩,獨立商鋪,租金低
堂食,外賣,Drive-through,
適合夫妻經營.意者電
832-277-4350
非誠勿擾，謝謝！

美式中餐轉讓
Memorial 區,靠能源
走廊,商業住家密集,
十幾年老店,生意穩,
潛力大,3600呎,有發
展空間.適合家庭經營
電:832-630-4170
832-782-8237

*中餐館轉讓
Pearland Pkwy,

2460呎,設備齊全,
老闆退休,生意三萬以上
房租$7250,售價8萬
有興趣者預約看店
請速電或留言 :

832-643-8099

中餐堂吃外賣店
出售,開業26年,
生意好, 計劃退休,
歡迎看店面談. 請電:
409-729-0577
409-223-8342

1624 Nederland Ave
Nederland, TX 77627

新新餐廳誠請
炒鍋, 企檯 ,傳菜
請中午12點後電:
713-492-4897
或晚上6點後親臨

找: Kevin
6816 Ranchester
(Bellaire/Ranchester)

糖城翠苑餐館
誠聘油爐一名
~薪資優厚~
有意者致電:

346-932-2551
4555 Hwy 6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中日餐館出售
位糖城,已經營4年,有
淡酒牌,1300尺,月租

3500(包含圾費、管理費)
每周開六天,日餐占三成
上升空間巨大,周圍環境
包括住宅、公司及學校.
誠心有興趣者請聯系看店
電:281-903-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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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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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8 Bellaire Blvd.
全半工,收入好,時間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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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堂經理, 企檯, 傳餐, 後廚點心師傅,員工

公司提供醫療保險，福利，休假，獎金.
需報全稅.如有興趣，請寄簡歷到:
david@timhowanusa.com
或來電: David Li 832-788-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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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冠酒家誠聘
●廚房油爐
●打雜

有身份,可報稅.
意者請電:

281-866-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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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6055 South Freeway, Houston,TX
Please call: 832-808-0206

誠請全工/半工壽司師傅及廚房幫手,
懂少許英文即可,近醫學中心及Rice大學

賺錢堂吃外賣店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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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東主退休半價租售
餐館生意設備

用具賣6萬,現只 3萬
租金2500,現只1250
住商兩用,公寓租價
已經營10年,絕對賺錢
254-910-0007
254-697-6869

休斯頓密蘇裡城
中餐館出售
堂吃加送餐,
生意6萬余.
意者請聯系:

917-225-6666
985-790-3195

中國城中餐館
位百佳超市附近,
客源穩定，小費好，
聘請有經驗的周末

企台服務員,工作勤快
男女不限，可報稅.
誠意者面談。電話：
713-367-9937

急 聘!
兼職切水果工$14-$16
意者請傳簡訊(英文):
832-875-1830
位Katy, TX 77494

周一周六, 8小時,負責
備好水果,切削及包裝,
職責及工作時數會依據
業務需要,而有所調整.

糖城美式餐館
誠請需英文流利
●全工半工企枱
●收銀帶位

意者請電：
281-242-7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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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餐館請人
位45北和8號
誠請●鐵板師傅

●企台
各一位.意者請電:
281-872-0309
713-376-8983

Sushi Restaurant for sale
壽司餐館出售. 2200呎 己經營1年半,位
城中區高級地段,漂亮24層公寓第一樓層
交通繁忙區,客源穩定,生意好,小費高
室內有50個座位,室外有10個座位.

很好的租金價格. 設備齊全,可立即營業.
售價: $365,000,歡迎看店議價.

意者請(英文)電或短訊:832-298-8119

R
es tau ran tH

irin g

中
日
餐
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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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ide HEB. Contact
713-419-0980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Kroger 超市
壽司吧出售!

New Caney ,TX 77357
附近沒有其他超市競爭
每周$10000～$11000

請傳簡訊或電:
832-401-9179

中國城中餐館
請全工或半工企枱,
收入高,須有工卡.

意者請電:
713-981-8818
或親臨臨敦煌廣場

大學城中餐館
請川菜師傅/炒鍋師傅

東北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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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先生
979-676-9166

休士頓中國城
百佳超市附近

味佳香Tainan Bistro
( 9306 Bellaire Blvd )
誠聘 廚房女助手
意者請洽: 許先生
832-506-3316

糖城港式點心店

招點心廚房幫手

有經驗優先

聯絡 : 呂小姐

832-638-8655

餐館請人
糖城中餐館誠請
●企台一名
●收銀一名
聯系電話 :

832-277-2317

日餐誠徵
●燒烤
●Sushi Man
●外場人員
時薪$18-$23需報稅.
位休斯頓中國城

男女不拘. Call /text
832-782-4229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梨城餐館請人
Pearland Area,誠請

全工或半工,需說英文
Full/Part time

●Server 企檯
●Delivery Driver外送
●Cashier 收銀員

Must Speak English
832-594-0540

River Stone
堂吃外賣中餐

出 售
歡迎看店面談
聯系方式 :

920-858-6894

堂吃外賣急售
地區好，生意穩，

租金便宜，
可改做Sushi.

因人手不足急售.
意者請電:

281-813-6809

賺錢生意急售
●lKaty 亞洲城H-Mart 韓亞龍超市商場旺舖讓
廚房餐廳設備傢具齊全，店主因故急售，僅要價
$4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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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薪厚職』 餐館誠請
炒鍋, 打雜, 燒臘師傅,

企台, 執碼(幫廚)
各幾名, 包食和住宿.

有意請電 : 512-483-1284

黃金茶寮,薪優
●廚房: 請 廣東炒鍋.
●樓面: 請傳餐人員
●點心部: 請
有經驗做點心人員
281-495-1688
或2點後親臨地址:

9968 Bellaire Blvd #160
Houston TX 77036.

美式中餐館招聘
位Downtown地區
誠招兼職廚師,
~~薪優~~

廚房關系簡單.
有意請電至:

361-960-8256
如未接，請短信留言

路州餐館請人

位路易斯安那州

誠請炒鍋一名,

薪優.意者請電:

832-819-8111

粵菜餐館,薪優
東禾酒家請人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誠請炒鍋和企枱
抓碼、油爐、洗碗

意者請電:
713-981-8803

中餐館請人
位Woodlands區
誠聘 以下半工
外送員及接線員
油爐 及 炒鍋
意者請電:

832-788-1283

中日餐轉讓
位Westheimer,
餐館重新裝修，

1900呎,設備齊全.
有意者請聯系：

832-722-2803

美南新聞電子報

和順圓(Pearland)
待遇優厚, 誠聘

●全工Cashier
英文好,小費好

●外送員 : 小費好
全工/半工均可
有意者請電:

832-768-9888

有米酸奶Katy店
招聘啦!!!!

全職兼職均可,可培訓
操作簡單易上手,薪優！

需會英文！
店址位於katy亞洲城

請電/短信：
626-466-5007

KATY中餐館
急 招

全天熟手炒鍋

~~薪水優~~
有意者請電:

281-714-9311

*達拉斯餐館出售

達拉斯億佳超市旁，地點佳，

應人手不足，現轉讓。

有意致電：469-238-3871

糖城美式餐館

誠請炒鍋師傅

聯系電話:

832-350-9107












餐館租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00

路州全日餐
Lake Charles
誠聘 壽司師傅，
廚房師傅、油鍋.

工作認真，有午休，
住單間，住宿環境佳.
希望可以長期合作.
832-621-1860

永華餐館誠請
炒鍋, 抓碼, 企檯.

9600 Bellaire #126
Houston, TX 77036

意者請電:
713-271-3122

*糖城餐館誠請
Part time Cashier

有經驗,薪優
無經驗,可培訓

需說英文.電/親臨:
281-277-8383
1730 Williams Trace
Sugar Land, TX 77478

*糖城麵館
需要合作伙伴, 誠請

●北方煮面師傅一名
●包水餃一名
●打雜一名,
全或半工,50至65歲.
意者下午4-5點電:
832-455-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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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私立學校誠徵廚師(薪水佳)
提供中西式餐點,

清洗碗盤與維持廚房與用餐區清潔,
休士頓全職, 可合法報稅,

衛生部門核可相關執照,簡易英文.
健康保險、病假等..福利佳,周六日及假期休

聯繫電話 : 909-895-2125
Email : education_hr@tzuchi.us

Rosenberg日餐
誠請 壽司助手
( Sushi Helper)
可提供住宿.
聯系電話:

626-373-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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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中餐館,退休售
經營28年老店,
生意四萬以上,

四千呎, 月租2千5,
位於德州中部.
~~歡迎看店~~

254-681-6599
請留言或短訊

*連鎖日餐請人
位Rosenberg地區

離中國城駕車僅20分鐘
誠請服務員(企檯)

需講英文,
有日餐經驗佳.

意者請致電:Cindy
281-979-3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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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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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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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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Service

200看
護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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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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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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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HIRING
Steel Detailer

3 years min experience
in Tekla Structures a must.

Stair detailing
experience preferred.
Email resume to :
hkelly@lecgi.us

糖城醫生診所/牙科診所 出租
2225 Williams Trace Blvd, Sugar Land 77479

●醫生診所(2260呎 ) ●牙科診所 (1851呎)
2nd generation office with full build-Out

近糖城醫院,交通非常便利,租金便宜.隨時可遷入
Methodist, Memorial Hermann, St. Luke's

意者請英文電: 832-782-4690 Tri
or Email: ndmtri3@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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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誠聘阿姨
通勤或住家均可,

三口之家，家住Cypress
一周工作3-4天，
照顧3歲女寶，

需要會做飯,打掃衛生,
有經驗者優先，

薪資優厚！非誠勿擾！
979-739-8988

家住能源走廊
77077聘通勤阿姨,
一周五天或者6 天,
需要能開車, 工作時
間10-7 點, 弄孩子,
做飯,打掃衛生等家務

薪優. 請聯系:
832-449-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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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ervice

誠聘褓姆
有愛心,愛清潔,有經驗,
照顧1個剛滿月女嬰,
每周工作2天(周六&日)
薪優,懂少許英語,粵語
或普通話,郵編77005

有意者請電:
203-832-8995

石油設備公司誠招財務會計
至少一年以上會計工作經驗, 具有較強
的邏輯分析能力, 熟悉財務會計軟件

QuickBooks,NetSuite, 精通excel報表優先
年薪$50,000以上,有福利, 提供醫保,

公司位西北區, 290/8號交界
請Email履歷: hr@idion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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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有身份,能努力工作
意者請電:

832-584-6527

美容院請人,薪優
中國城惠康超市旁

誠 聘
Part time美髮師
9166 Bellaire Blvd
意者請電或親臨:
713-774-6400
832-729-2345

店面分租,按摩師
●糖城繁忙店面分租
適做辦公聯絡處,美容
按摩相關行業,有設備
●徵半工按摩師●
有經驗,執照者優先.
位糖城. 意者請電:
832-287-8233

食品公司誠聘
●機修人員

有維修和安裝工業極速冷氣設備的經驗.
●生產管理人員

中英文流利,西班牙語更佳.有生產管理經驗.
公司可協助申請H1B和綠卡.薪資面議.
請電: 趙小姐 314-489-6212
Email: Amyzhaoyong1981@hotmail.com

服裝零售店誠徵男女裁縫師
Now Hiring - Seamstress or Tailor

需有責任心,做工仔細,且能每周工作3-4天
能為客戶量身定做及修改各種款式衣服.
定做服裝是極具發展潛力及高收入的行業

重質量、準時完工及工作意願高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的環境極佳,地點極好, 年薪24K-50K

有意願加入團隊請英文電:310-557-6892 Joe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500

Business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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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for 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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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租售

Real
Estate

*公司招聘
●全職辦公室助理
●全職或兼職銷售員
中英文流利,善於溝通,
熟練使用電腦及辦公
軟件,時間周一到周五,
需報稅.待遇好,環境佳.
可辦身份.請電:王先生
281-299-9688

Hiring Immediately!
Fruit Cutter in Grocery Store - $14-$16

I am looking for a part-time fruit cutter inside
the grocery store. Text /Call: 832-875-1830•Katy,77494 •Monday -Saturday,8hrs•Job Description -Perform cutting,wrapping,
and preparation of Fruits and display.•Position functions and work hours may vary
according to business needs.

健康保險公司誠聘辦公室職員
需有身份，簡單讀寫英文。

態度積極，願意學習。無經驗者歡迎。
高中以上學歷。

提供健康，人壽和意外險，年假和401K
公司位於6號和10號附近

請電郵簡歷: jhung@neweralife.com
or來電 Jenny 281-599-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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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櫥櫃石材公司
招聘學徒工
位Galveston
~~包食宿~~
意者請電:

646-775-8882

*王朝臨街賺錢商鋪出租
位休斯敦中國城心臟部位的王朝商場出租

一樓店面，發財好位置，單位靠Corporate大街,
大落地玻璃窗，寬敞明亮，14呎層高，數以百計

的停車位. 目前有2300呎左右可供出租。
價格實惠，租期靈活.

●另二樓有3個office,在1200-1600呎.
歡迎有意向的老板聯系: 阿芳姐or

Susan Chang 洽談：281-928-6080

Pro-Plastics, Inc.
Now Hiring 誠請員工

•Customer Service :
Need fluent in English

•印刷机操作工 :日常工作需輪班
•電工: 日常工作需輪班
*We have employee benefits*

( 公司提供員工福利 )
地址：9530 Baythorne Dr.

Houston TX 77041
電話：713-690-9000
* Equal Opportunity Employer *

Thunder Group Texas Warehouse Worker
Employment Type: Full Time ( 40 + hour)

Warehouse worker job summary
Perform an array of functions that may include receiving & processing
incoming stocking materials, picking and filling orders from stock,
packing and shipping orders, or managing, organizing & retrieving
stock in the warehouse Address:10702 cash road, Stafford, TX 77477

Call: 713-690-0111 or email to
brianc@thundergroup.com for interview appointment

International Airlines near HOU has immediate opening
for full-tim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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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s

$$高薪聘機械銷售
石油設備公司招銷售,
經驗全職，高提成，
有健保,月獎和年獎,
中英流利,良好TX駕照
電:713-320-2103

或簡歷: usa@
gnsolidscontrol.com

老人生活助理
需有工卡,能開車.
半工,下午,男女不拘
善按摩有愛心者優先
工資面議. 近中國城.
832-743-7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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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713-320-2103

或簡歷：usa@
gnsolidscontrol.com

Part Time
SW CPA firm hiring
Entry Level or

Junior Accountant Clerk
Fluent in Chinese &
English. Resume to:

weiwyeung
@yahoo.com

裝修請人
誠聘裝修師傅
有經驗優先

有意者請致電：
713-269-9582
409-597-8188

誠 徵
工作人員女性
每週一至週五
工作五天.

意者面洽: 紀先生
713-933-5288

*門面招租
將近2000尺

黃金廣場內

意者請短信聯系

832-878-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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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HIRING
● Accounting $19-$21/h
● Customer Service $15/h
Must be Fluent English, MS Office,
Self-motivate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Detailed Oriented, team player.
Resm: jobs91706@gmail.com
8787 W Bellfort Ave #900 Houston

歐森地板公司,因業務需求招聘
Full time Office Manager全職經理一名

有經驗者優先考慮,中英文流利,有合法身份,
可報稅. 熟悉電腦操作,辦公文件處理
協助倉庫及辦公室事宜,工作細心認真

時薪 $18/hr起+銷售提成
如果有地板銷售管理經驗，薪資待遇面議。
有意者請聯系崔先生：626-766-5616

電子維修公司
中國城附近,誠聘

●維修人員:細心穩定
●業務客服:中英流利
無須經驗,可培訓.
業務熟練,薪資優厚.
832-679-9999

F/T Office Manager/Accounts Payable
•Oversee and manage all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Managing accounts payable using QuickBooks•High School Diploma or equivalent•Previous experience in accounting is a must•Able to communicate comfortably in both English & Chinese/ Mandarin•Competitive salary and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fered.
Email your resumes to strivedi@xcmg.com

or call 952-270-1364

聘請鋼琴教師
懂廣東話優先

地點: Sugar Land
請Email/短訊聯系:
wingng2004
@yahoo.com

832-469-9800

*儀器設備公司招聘技工
需要動手能力強, 兩年以上維修經驗.

基本英語能力,至少二年college degree.
需要出差.公司位Stafford,工作環境極佳.

提供員工福利. 薪資按經驗面議.
可協助申請H1b 和綠卡.

簡歷至: Jennifer@chemyx.com

徵專業資深會計
華人會計師事務所,
近中國城.需有二年以
上會計實務經驗,能獨立
作業,服務熱忱,待遇優
工作環境好,福利佳,可
辦身份. Resume to:
conniezhangtxcpa

@gmail.com

公寓管理經理
有無經驗均可,可培訓

會英文,懂電腦
有責任心. 薪優.

電:713-385-1188
或Email履歷:

HoustonHR888
@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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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優住家女看護
需有耐心和愛心
看護照顧女長者
一周工作5天

需住宿. 位糖城區.
意者請電:

832-858-8959
713-254-8866

住家/通勤阿姨
有責任心,身體健康
看一個小孩,做飯.
家在TMC/Rice.
薪優，請電：

346-402-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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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Growing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company
has opening for following positions :

●電子裝配工:視力佳,錫焊經驗者優先
●Purchasing- English / Excel
●Bookkeeping - English / Excel
●Project Manager:
Fluent English. Manufacturing experience

Resume to:GI-HR@gicircuits.com
or Call : 713-349-4559

*保險代理公司 請人
誠徵 全工或半工助理:

有經驗及執照者有bonus,
沒經驗者可培訓。需中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郵簡歷及薪資要求及歷史到 :
jericlu@luins.com

或短信到 : 832-876-8399

裝修公司請人

有經驗薪優

無經驗可培訓

意者請電:

713-470-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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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分類廣告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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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信 : AD7133021553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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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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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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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信 : AD7133021553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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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公司誠徵
半職員工:中英文流利
熟悉PS, InDesign優先

無經驗可培訓,
歡迎工讀生.

9777 Harwin Dr. #509
Houston, TX 77036

swprinting@att.net

*好房分租
共四個房間,限單身
月租: $390-$550
包電, 水, Wifi

6510 Gold Tee Ct
Houston,TX 77036

意者請電:
832-853-1559



CC33分類廣告3
星期日       2022年8月21日       Sunday, Augus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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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stration

招
生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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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Driving School

駕
駛
學
校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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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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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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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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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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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做居家小活

702-888-5518

苗師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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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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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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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597-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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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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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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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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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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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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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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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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按摩店,美容美甲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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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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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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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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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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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 Service

沙龍按摩店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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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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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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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極佳美髮店東主退休售
位於Bellaire / Kirkwood

己經營23年,有9 個 美髮座,
因為東主退休, 機會難得!

客戶有各種年齡層及種族人群
做染髮,挑染,層染客戶超多

( balayage ombre)
生意極佳,收入極高,一年即可回本

東主可提供4年的收入證明
900 Top review在休斯頓

900個最高的評價,可轉給新東家
東主可協助培訓 3-6月(若需要)

意者請英文電: 281-750-5430

*專業裝修
奧斯汀(Austin)
內外牆油漆,木工等.
多年經驗,質量保證.

請 電:

737-767-0800

賺錢按摩店+SPA店東主退休售
Massage+SPA Business For Sale.FM 529 & HWY 6

Full services: Massage, Hair, Nail, Skin care
Sale price $69,000- Cost build out was$320,000
All equipment included.Good income - Low rent

10 years in Business, Owner retires
安全地區(攝像)收入好, 低租金, 擴建成本近32萬
電: Tom 832-782-4690 有按摩,美髮,美甲,
臉部保養,售6萬9(含所有設備,己經營10年老店)

**皇家按摩**
專業美國執照按摩師,
針灸師●專精跌打損傷,
運動損傷,車禍受傷,頭
痛,頭暈,頭頸腰背腿腳
酸痛,緊麻僵硬,坐骨神
經痛,椎間盤突出,無法
睡覺,腰背無法挺直.
電: 832-287-8233

宏偉裝飾,專精
地板,瓷磚,櫃子,

室內外油漆...等等
多年經驗,品質保證

電 話 :
346-538-2525

休斯頓最全槍課培訓中心
得克薩斯州公共安全部官方認證機構
從合法持槍到安保培訓，
從野外生存到急救自救，
Insider培訓中心一站式服務，
退伍軍人，持證講師
持槍證/1-4級保安證/急救證
咨詢電話: 832-839-3999持槍課培訓班

Gun School

家人保險 - Tina Sun
專注房屋｜汽車｜商業｜風災｜洪水保險

微信/電話：
318-243-1202

tinasun0121@gmail.com
專業耐心｜報價快速｜幫您省錢保險專業服務

Insuranc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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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氣質白嫩甜美girl
讓你帝王般享受

早10:00-晚12:00

●誠聘服務好的按摩女孩

832-941-7212

閩福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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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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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極品Baby!新新新
新人,高顏值

210-953-3222
346-441-8564

*誠意裝璜
承攬餐館,奶茶店
及 改建工程,
家庭大小裝修
櫃櫥工程,水泥,

地面工程,籬笆工程
百萬保險,價格公道
281-787-1283
832-852-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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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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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廣告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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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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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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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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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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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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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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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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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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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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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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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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業冷暖電

專業修理

832-301-8984

626-822-8032

聯合冷暖氣公司
●維修,保養,安裝: 家用,商業,冷暖氣設備.
包括餐館,超市,辦公樓 及冷凍,冷藏設備.

●解決各種電器,電路問題 : 包括熱水爐,
洗衣機,烘乾機等.....

●專業執照,23年電器服務經驗
保證質量,信譽,絕對價優:夏季高峰期任何
維修免收服務費 請電:713-858-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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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地毯更換
維修拉伸，服務住家/商業,
空房/無水電亦可處理.

免費估價.
626-782-1849中文
713-562-0608英文

美國電氣工程
許可#36002.保險 保修
*住宅*商業*工業*
-室內室外電燈飾
-電動車充電器安裝
-新建築 故障排除
電箱升級,免費報價.

英西832-361-8176
中文832-488-8622水務

Plumbing
Electrical

電
器

開利制冷水電
快速維修 空調,
制冰機,抓碼櫃,
冷庫, 水電...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政府認可~~
請電：陳師傅

917-892-7988

通水管
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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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空調
水、電、空調系統

及設備的
檢測、修理、更換。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電: 王師傅
346-276-5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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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斯頓最全槍課培訓中心
得克薩斯州公共安全部官方認證機構
從合法持槍到安保培訓，
從野外生存到急救自救，
Insider培訓中心一站式服務，
退伍軍人，持證講師
持槍證/1-4級保安證/急救證
咨詢電話: 832-839-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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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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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aritos Brincolins
快速專業搬家公司 (政府執照及保險)

Professional Delivery Services
Commercial & Residential公司/住宅
Local and long distance 長短途搬運

15年專業經驗,免費估價 (4台大卡車,家族經營)
melvalainez@yahoo.com
英文電洽: 346-802-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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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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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Aug 12 (Reuters) - Delta Air 
Lines (DAL.N) can temporarily cut some flights 
at New York’s LaGuardia and John F. Kennedy 
airports and Ronald Reagan Washington National 
Airport, the U.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 said on Friday.

The FAA said as a condition of approval Delta 
“should offer customers a refund or rebook them 
on Delta or another carrier as needed for canceled 
flights at the three airports.” Delta did not imme-
diately comment.

Delta had asked the FAA to waive minimum slot 
requirements at the congested airports because 
of a issues including New York airport construc-
tion, crew sick time, severe weather and air traffic 
control issues.

The FAA said the approval “will support Delta’s 
steps to make schedule adjustments and staff as-
signments to increase the reliability of its opera-
tions and minimize disruptions to travelers.”

The relief covers flights June 1 through Sept. 5. 
Airlines can lose their slots at some congested 
airports if they do not use them at least 80% of the 
time.

In May, Delta said its pilots missed 19,985 days 
due to sickness, up 45% from 13,786 days in May 
2019. In June, pilot sick days rose 50% from June 
2019. Delta also said in May its flight attendants 
reported 43,908 days missed due to sickness, up 
23%.

“Delta stated that due to the unforeseen spike, its 
workforce and flight operations are under extraor-
dinary strain, leaving little margin for operational 
challenges caused by

construction, ATC delays, and weather,” the FAA 
said.

The FAA said its “preference is for Delta to re-
duce flights

from sale to minimize disruptive, close-in cancel-
lations.”

In May, Delta said it would cut flights through 
August to improve operational reliability amid 
soaring travel demand. Delta said that from July 
1 through Aug 7 it would cut about 100 daily 
departures, primarily in U.S. and Latin America 
markets.

Drought in England, fires rage in France 
as heatwave persists

SAINT-MAGNE, France, Aug 12 (Reuters) - Firefighters 
from across Europe came to France's rescue on Friday to 
battle a massive wildfire, while fire also raged in Portugal 
and parts of England faced a severe drought, as successive 
heatwaves renewed the focus on climate change risks.

Much of Europe has faced weeks of baking temperatures 
that have also depleted water levels of the Rhine River in 
Germany and seen the source of Britain's River Thames 
dry up further downstream than in previous years.

High temperatures and a worsening drought brought a high 
risk of new fires breaking out in Gironde, in southwestern 
France, local officials said, even after an overnight re-
prieve held in check the wildfire that has been burning for 
days, scorched thousands of hectares and displaced 10,000 
people.

Firefighters from Germany, Romania, Greece and beyond 
were on the ground to help France battle the fire in the re-
gion - home to Bordeaux wine - as well as on other fronts, 
including in Brittany in the northwest.
"It doesn't matter the country, we are firefighters and we 
are there to help," said chief Romanian firefighter Cristian 
Buhaianu, in Gironde.

French commandant Stephanie Martin welcomed their 
support in an area that already battled a massive fire 
for weeks last month. "Our firefighters are tired after 
one month of fighting. It is really good support for us, 
so we can also focus on the other operation," she said.
But while an expected end of France's third heat-
wave on Sunday could bring some relief, the fire has 
already left much destruction in its wake, including 
over 7,400 hectares (18,286 acres) of forest burnt to 
the ground - equivalent to the size of a major French 
city such as Nice.

What firefighters called a "monster fire" also de-
stroyed houses, including the ancestral home of the 
family of 19-year old student Juliette Pilain, from 
Belin-Beliet, in the heart of Gironde.

"It is complicated to process this news. It's a house 
that's been in the family for years, it's especially pain-
ful for my grandparents," Pilain told Reuters.

"We had all the furniture of my great-grandparents 
there, books and encyclopaedia belonging to my great 
grandmother ... we cried a lot but then thought it is 
just material damage and we are all still here."

Wildfires 
continue 
to spread 
in the 
Gironde 
region
Wildfires 
in south-
western 
France
Wildfires 
in south-
western 
France

1/10
A firefighting aircraft drops flame retardant to extin-
guish a wildfire near Hostens, as wildfires continue to 
spread in the Gironde region of southwestern France, 
in this handout photograph released on August 12, 
2022. Courtesy SDIS 33/Handout via REUTERS



Editor’s Choice

Dima, a three-year-old boy who was wounded during the shelling of Mariupol, 
lies in a bed in the children’s ward of the hospital in Zaporizhzhia, Ukraine, 
March 29, 2022. REUTERS/Marko Djurica

A Chilean Air Force’s aerobatics team member performs ahead of the International Air and 
Space Fair (FIDAE) at Santiago international airport, Chile April 4. REUTERS/Ivan Alvarado

Crystal Palace’s Wilfried Zaha in action during a Premier League match versus Arsenal at 
Selhurst Park, London, Britain, April 4. REUTERS/David Klein

Local resident Viktoria Mukh-
ina, 33, plants tulips with her 
daughter Miroslava near an 
apartment building damaged 
during Ukraine-Russia conflict 
in the southern port city of Mar-
iupol, Ukraine April 4. REU-
TERS/Alexander Ermochenko

Volunteers unload from 
a van bags containing 
bodies of civilians after 
they collected them from 
the streets to gather them 
at a cemetery before they 
take them to the morgue 
in Bucha, in Kyiv region, 
Ukraine April 4. REU-
TERS/Zohra Bensemra

Ukraine’s President Volody-
myr Zelenskiy looks on as he 
is surrounded by Ukrainian 
servicemen as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continues, in Bucha, 
outside Kyiv, Ukraine, April 4. 
REUTERS/Marko Dju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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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NEWS

BEIJING, July 29 (Reuters) - China will use effective investment to help 
the economy recover and will not resort to flood-like stimulus, state 
media said on Friday, following a cabinet meeting chaired by Premier Li 
Keqiang.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narrowly avoided contraction in 
the second quarter due to widespread pandemic lockdowns. Analysts 
said Beijing’s full-year growth target of around 5.5% had been looking 
increasingly unattainable under Beijing’s strict zero-COVID policy.

To spur demand, China urged local governments to speed up the use 
of special bonds for infrastructure that are mature and profitable, but 
such bonds should not be used for land reserves or to make up the gap 
between local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state media said.

To spur consumption, China will extend an exemption on purchase tax 
on “new energy” vehicles, following a cut to the car purchase tax.

China “will promote consumption to be the major economic driver 
continuously,” state media reported.

As shoppers tighten their belts, policymakers have found it harder to 
revive retail consumption this year – a sector that contributes more than 
half to the economy and a major source of employ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retail sales dropped 0.7% from a year earlier 
as many consumers were confined at home amid strict anti-virus mea-
sures.

The economy is in the “critical window” of stabilisation and recovery, 
and the third quarter is “vital”, according to a Wednesday meeting of the 
country’s top economic planner.

“(We should) seize the time window of the peak season for construction 
in the third quarter,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nd “help create jobs for 
local people nearby as much as possible,” said a Friday statement of the 
meeting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China to use effective investment, not flood-like 
stimulus, to boost economy, state media report

Customers dine at a restaurant in a shopping area in Beijing, China July 25, 2022. REU-
TERS/Tingshu Wang/File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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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porizhzhia, Ukraine

Street artist Denys Antiukov and his assistant 
Hanna work on a mural inspired by the Russian 
Warship, Go F... Yourself! postage stamp in the 
Khortytskyi district of Zaporizhzhia, southeastern 
Ukraine. (Photo/Albert Koshelev | Future Publish-
ing | Getty Images)

Key Point
Since Russia invaded Ukraine on Feb. 24, artis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created poignant murals 
to support Ukraine. We share here how artists 
have depicted the war across the globe.

Belgrade, Serbia

A person walks next to a mural of Russian Presi-
dent Vladimir  Putin, which has been vandalised 
with red spray paint and the  word “War” written 
instead of the original text reading: “Brother”, fol-
lowing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n Belgrade,                                                            
Serbia, April 29, 2022. Marko Djurica | Reuters

Paris

Fresco murals by French street artists Kelu Abstract 
and Jeff   Aerosol are displayed on the wall of a Pa-
risian building on  March 14, 2022 in Paris, France. 
Chesnot | Getty Images

A fresco mural by French street artist Julien Malland 

aka Seth  Globepainter is displayed on the wall of a 
Parisian building on  March 14, 2022 in Paris, France. 
Chesnot | Getty Images

A man takes a picture of a fresco mural by French 
street artist Sara Chelou displayed on “The walls of 
peace” on March 28, 2022  in Paris France. Chesnot 
| Getty Image

A man takes a picture of a fresco mural by French 
street artist  Eric Ze King aka EZK displayed on “The 
walls of peace” on  March 28, 2022 in Paris France. 
Chesnot | Getty Images

French street artist and painter Christian Guemy (R) 
known as C215 poses in front of his fresco depicting 
a Ukrainian young girl with a quote attributed to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ir Zelensky: “I really 
don’t want my photos in your offices, because I am 
neither a god nor an icon, but rather a servant of the 
Nation.”    Joel Saget | AFP | Getty Images

A man takes a picture of a fresco murals displayed 
on “The walls  of peace” on March 28, 2022 in Paris 
France. Chesnot | Getty Images

Borovsk, Russia

A child walks past by a graffiti made by the artist 
Vladimir Ovchinnikov in Borovsk, some 100kms 
south-west of Moscow, on April 14, 2022. Retired 
engineer Vladimir Ovchinnikov has spent decades 
painting murals on buildings in and around his                                                                 
small town south of Moscow. But since the outbreak 
of Russia’s conflict with Ukraine, the 84-year-old has 
found that some of  his art is not welcome. | Afp | Getty 
Images

Rome

Rome, the new mural by the artist Maupal against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by Russia depicting two Ma-
tryoshkas. Francesco Fotia Universal Images Group 
| Getty Images

Anti-Ukraine war mural by Italian street artist 
known by the name of ‘Laika’ depicting a hug 
between two women, one dressed in the Russian, 
the other in the Ukrainian national colors, respec-
tively, above the word MIR (Peace) In the Ostiense                                                                  
district on March 09, 2022 in Rome, Italy. Andrea 
Ronchini | Nurphoto | Getty Images

Peace. The new mural by street artist Laika dedicated 
to the crisis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Marilla Sicil-
ia | Mondadori  Portfolio | Getty Images

A mural depicting a Ukrainian child under the SOS 
writing, created by the street artist known as ‘Harry 
Greb’, is seen next to the Coliseum metro station on 
March 17, 2022 in Rome, Italy. Andrea Ronchini | 
Nurphoto | Getty Images

A resident walks past mural painting by Bulgarian 
artist Stanislav Belovski depicting Russian Presi-
dent Vladimir Putin holding his own body in Sofia, 
on March 15, 2022. Nikolay Doychinov | AFP |                                                                 
Getty Images

Amsterdam, Netherlands

Murals of two young Ukrainian victims portrayed 
on the wall. On  the left, Vitaliy Skakun Volody-
myrovych (1996-2022) who is seen as a hero by the 
Ukrainian army for his heroic action during the ex-
plosion of a bridge to stop the Russian army, on the 
right, 10-year-  old Ukrainian Polina, murdered by 
Russian soldiers when she and her family tried to flee 
Kyiv by car. Ana Fernandez | Sopa Images |                                                                                          
Getty Images

Buenos Aires, Argentina

A woman walks pass the mural “No to war” by 
muralist Maximiliano Bagnasco in Buenos Aires 
on March 5, 2022. Juan Mabromata | AFP |                                                            
Getty Images

Barcelona, Spain

A passer-by is seen observing the graphic representa-
tion of Ukraine’s president Zelensky calling for an end 
to the Russian invasion is seen  in Plaza de Sant Jaume. 
Paco Freire | Lightrocket | Getty Images

A passer-by is seen taking photos of artist TvBoy’s new 
collage for peace in Ukraine. TvBoy, the Italian artist 
living in Barcelona, installs a new  collage on the war 
in Ukraine in Plaza de Sant Jaume, representing three 
children installing a flag of peace on a Russian tank. 
Paco Freire | Lightrocket | Getty Images

A woman looks at a new work by Italian street artist 
TvBoy that depict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
tin in prison, in Barcelona on March 31, 2022. Josep 
Lago | AFP | Getty Images

A newsagent picks up magazines next to a mural 
by Italian urban artist Salvatore Benintende aka 
“TV BOY” depicting a girl painting a peace symbol 
on an Ukraine’s flag, reading “Hope” in Barcelona                                                                         
on April 30, 2022. Pau Barrena | AFP | Getty Images

Gdansk, Poland

A mural of Putin, Hitler, and Stalin with a slogan ” 
No More Time”  is seen on the wall next to the PKM 
Gdansk Jasien train station. Mateusz Slodkowski | 
Lightrocket | Getty Images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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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Make Art, Not War!”

Artists Around The World Leave 
Their Mark In Support Of Ukraine

Yellow heart pierced by bullets on a blue back-
ground with inscription in Ukrainian and Pol-
ish - “Ukraine is fighting” - is seen in Gdansk,                                                         
Poland on 6 March 2022 The mural was created 
to support Ukrainian people during the Russian 
war against Ukraine. Michal Fludra | Nurphoto 
Getty Images

Poznan, Poland

A mural by graffiti artist KAWU depicting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as 
Harry Potter with Z on his forehead (instead                                                           
of lightning bolt) symbolising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s seen in  Poznan, Poland March 9, 2022. 
Piotr Skornicki | Reuters

Kyiv, Ukraine

Kyiv, a mural against Putin in the city cen-
ter, the inscription reads: Ukraine 5: Putin 
0. Nicola Marfisi | Universal Images Group |                                                              
Getty Images

Young people ride their e-scooters past a ‘stop 

the war’ poster in central Kyiv on May 19, 
2022 in Kyiv, Ukraine. Christopher Furlong |                                                         
Getty Images

Ukrainian soldiers take pictures of a mural titled 
‘Saint Javelin’ dedicated to the British porta-
ble surface-to-air missile has been unveiled on 
the side of a Kyiv apartment block on May 25, 
2022  in Kyiv, Ukraine. The artwork by illustra-
tor and artist Chris Shaw is in reference to the 
Javelin missile donated to Ukrainian troops to                                                                            
battle against the Russian invasion. Christopher 
Furlong | Getty Images

People take pictures of a sculpture depicting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Vladimir Putin called 
“Shoot yourself” in the centre of Kyiv. Sergei                                                 
Chuzavkov | Lightrocket | Getty Images

Lviv, Ukraine

A woman sits in front of a graffiti tribute to the 
Ukrainian Military and their ongoing war with 
Russia. Joe M O’Brien | Lightrocket |  Getty Images

Berlin, Germany

A cyclist passes by a part of the Berlin Wall dec-

orated with a graffiti of a Ukrainian flag colored 
Peace symbol, expressing solidarity with Ukraine 
at Potsdamer Platz on May 4, 2022 in Berlin, Ger-
many. Omer Messinger | Getty Images

Vilnius, Lithuania

VILNIUS, LITHUANIA - APRIL 26: Street 
art paintings which supports Ukraine on April 
26, 2022 in Vilnius, Lithuania. Russia  invaded 
neighbouring Ukraine on February 24, 2022, 
and has been met with worldwide condemnation 
in the form of rallies, protests and peace march-
es taking place in cities across the globe. Paulius                                                                
Peleckis | \Getty Images

Dublin, Ireland

People pass a mural of President of Ukraine Volo-
dymyr Zelenskyy, by the artist Aches, in central 
Dublin. Picture date: Monday April 4, 2022. Niall                                                
Carson | Pa Images | Getty Images

Edinburgh, Scotland

New street art which has appeared in Leith, Edin-
burgh, in response to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The mural features a Nightingale, the official na-
tional bird of Ukraine, against the country’s flag. 
Picture date: Tuesday April 5, 2022. Jane Barlow | 
Pa Images | Getty Images

Bristol, U.K.

Artwork of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
enskyy being portrayed  as Superman is seen on a 

wall of a shop, on May 15, 2022 in Bristol, England.                                                        
Matt Cardy | Getty Images

Cardiff, Wales

A resident looks at new street art mural has 
appeared in Cardiff depicting Ukraine’s capital 
Kyiv under siege on March 01, 2022  in Cardiff, 
Wales. Huw Fairclough | Getty Images

London

A drawing describing the Russia-Ukraine war 
on the floor at  Trafalgar Square. Demonstra-
tions in support of Ukraine have been ongo-
ing on an everyday basis in London since the 
Russia- Ukraine War started on 24th February 
2022. Hesther Ng | Lightrocket Getty Images

Stop the War and the pro Russian ‘Z’ with a 
cross through it, solidarity  with Ukraine graf-
fiti in Shoreditch, London. Matthew Chattle | 
Future Publishing | Getty Images

Krakow, Poland
A mural depicting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
myr Zelenskyy and ‘Glory to Ukraine’ slogan 
written in Polish is seen in Krakow, Poland                                                                   
on 22 March, 2022. Beata Zawrzel | Nurphoto 
| Getty Images

Nairobi, Kenya

An artist showing a protest symbol power 
sign by a street mural created by a group of 
Artists from Maasai Mbili depicting Kibera’s                                                                            
love for Ukraine a midst the war. Donwilson 
Odhiambo | Sopa Images |  Getty Images

A girl poses by a street mural created by a 
group of Artists from Maasai Mbili depicting 
a sign of love from Kibera to Ukraine a midst 
the war. Donwilson Odhiambo | Lightrocket 
| Getty Images

Los Angeles

A street stencil by artist 1GoodHombre depicts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y 
gripping submachine guns as a person walks                                                                       
past on Melrose Avenue on March 30, 2022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Mario Tama | Getty 
Images

A woman walks past the ‘To Ukraine With 
Love’ mural by artists Corie Mattie and Ju-
liano Trindade depicting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on March 14, 2022 in Los An-
geles, California. Mario Tama | Getty Images
(Courtesy https://www.cnbc.com/202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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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Make Art, Not War!”
Artists Around The World Leave 

Their Mark In Support Of Ukraine



師大人歡迎吳正己校長和師長團來訪暨歡慶百年校慶師大人歡迎吳正己校長和師長團來訪暨歡慶百年校慶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報導黃麗珊報導

今(2022)年適值師大100週
年校慶，慶祝活動中有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吳正己校長率師長團訪
美以拓展校務. 師長團8月16日
上午與UT 奧斯丁大學院校交談
學術合作，當晚會晤在休士頓地

區的師大校友.
此次師長出訪團名單如下:
◾吳正己校長
◾印永翔副校長
◾教育學院陳學志院長
◾科技與工程學院高文忠院長

◾藝術學院劉建成院長
◾國際處林巾力副處長
◾公共事務中心康敏平主任
◾文學院張君川行政秘書

台師大人聯誼餐會台師大人聯誼餐會歡慶師大歡慶師大100100 年休士頓年休士頓師大校長與校友聯誼晚餐師大校長與校友聯誼晚餐

休士頓師大校友會於八月十六日在休士頓華僑休士頓師大校友會於八月十六日在休士頓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舉辦盛大的聯誼餐會文教服務中心舉辦盛大的聯誼餐會,,熱烈歡迎吳正己熱烈歡迎吳正己
校長及師長團的蒞臨校長及師長團的蒞臨..

出席晚宴的貴賓冠蓋雲集出席晚宴的貴賓冠蓋雲集，，包括駐休士頓經文包括駐休士頓經文
處處長羅復文處處長羅復文、、教育組組長楊淑雅教育組組長楊淑雅、、副組長韋天翔副組長韋天翔
、、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主任陳奕芳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副主任黃依莉副主任黃依莉,,
僑務委員陳美芬等嘉賓僑務委員陳美芬等嘉賓..

校友會成員則有會長張懷平校友會成員則有會長張懷平、、副會長詹怡副會長詹怡、、以以
及及 陳清亮陳清亮,,陳文輝陳文輝,,萬維里萬維里,,王超文王超文,,錢林錢林,,黃梅嬌……黃梅嬌……

等近五十位校友出席等近五十位校友出席，，場面既熱鬧又溫馨場面既熱鬧又溫馨。。
校長吳正己在致詞時校長吳正己在致詞時，，首先感謝校友們對母校首先感謝校友們對母校

的愛護與支持的愛護與支持,,隨即介紹師大近況隨即介紹師大近況..在歡慶百年校慶在歡慶百年校慶
之際之際,,以以””新世紀大學典範新世紀大學典範””為願景為願景,,也展開也展開””百年百年
校務發展基金校務發展基金””的募款計畫的募款計畫..期望與所有的師大人能期望與所有的師大人能
攜手合作攜手合作,,傳承百年精神和使命傳承百年精神和使命,,最後也邀請校友們最後也邀請校友們
攜伴返台攜伴返台，，參加參加99月月2828日的校慶慶祝大會日的校慶慶祝大會，，一同見一同見
證母校的百年風華證母校的百年風華。。

貴賓貴賓 經文處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致詞羅復文處長致詞

師大校友會張懷平會長致歡迎詞師大校友會張懷平會長致歡迎詞

貴賓貴賓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 ((校友校友)) 致詞致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吳正己校長致詞吳正己校長致詞師大校長贈送百年校慶紀念品給校友會師大校長贈送百年校慶紀念品給校友會

師大人大合照師大人大合照

師大校友會會長張懷平師大校友會會長張懷平,,副會長詹怡副會長詹怡 於於88//1616日清晨早餐會熱烈日清晨早餐會熱烈
歡迎師大師長團歡迎師大師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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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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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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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
魚，兩天曬網。這些對於車禍賠償都
是不利的，對自己身體更是有害。對
於沒有傷筋動骨的小車禍，2--3個月
的推按摩康復治療之後，大多數人都
會感覺好了；對於大小手術治療後的
傷員，1--2年之後，也會慢慢好轉，
這個時候，絕大多數人都會忘記車禍
這檔子事兒，繼續開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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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震蕩是比較
容易查出來的，但軟組織受傷是很難
查出來的，CT、超聲波都不行，最多
是核磁共振（NMR）可能會發現一些
問題（醫學檢查稱為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
。但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生

的部位，便可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進

行腦部、背部、骨關節和軟組織恢復
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等到10年20年
之後才想起來，那就晚了。建議您去
找李醫生，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會
幫您設計治療方案，保險公司支付您
全部的費用，經過精心治療之後，您
不會有任何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
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腰椎間盤發生
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
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坐
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患者
常常感覺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
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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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推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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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診斷
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
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
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等，李醫生
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
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
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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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至五全天，周六上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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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髕骨外側壓縮綜合癥髕骨外側壓縮綜合癥？？李醫生引進最新設備治療下肢疼痛李醫生引進最新設備治療下肢疼痛！！
（本報記者黃梅子）步入中年，

不少人會發現膝關節靈活不比從前，
患有膝關節炎（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的風險也隨著年紀大了而提高
。膝關節炎由軟骨及其周圍細胞耗損
而引發，屬於相當常見的人體老化疾
病之一。膝關節炎病發是由關節細胞
耗損程度和修復程度失去平衡而導致

，癥狀包括關節疼痛、僵硬和功能減
弱。情況嚴重時，還需要手術治療。

還有一部分患者下肢疼痛是Later-
al Patellar Compression Syndrome髕骨
外側壓縮綜合癥。另有些患者是因為
頸椎腰椎或坐骨神經引起的下肢疼痛
。還有些患者是車禍後遺癥，有些人
在車禍過去幾年以後才感覺到身體各
種疼痛。

總之，不管您是哪種原因引起的
下肢疼，都要引起重視，積極做康復
治療，不管是膝關節炎還是車禍後遺
癥，康復治療總是比動手術更保險。
康復治療一定要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
，否則有可能使得病情惡化。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引進最新的多功
能下肢牽引治療儀，幫您減輕疼痛，
快速恢復健康！，其組成包括固定裝
置，放松裝置，牽張裝置，能刺激雙
腿內側肌群及穴位，可通經活絡，緩
解肌肉攣縮，激活運動神經元，恢復
下肢運動功能。李醫生還有儀器測試
足底，電腦掃描足部定做康復鞋墊，

能很大程度地緩解下肢疼痛以及行走
困難。

我們首先來看一看膝關節炎的病
因，常居潮濕、寒冷環境的人多有癥
狀，與溫度低，引起血運障礙有關。
第二是體重因素，肥胖和粗壯體型的
人中發病率較高。第三是年齡因素，
從中年到老年，隨年齡增長，常發生
關節軟骨退行性變，關節多年積累性
勞損是重要因素。第四，營養不良也
有可能致病，關節軟骨內沒有血管，
其營養依靠從關節液中吸取。軟骨的
修復是靠外層的軟骨細胞分裂繁殖和
軟骨細胞分泌基質來完成的，由於營
養和氧供應不足，影響到軟骨細胞的
增殖時，就會導致軟骨基質減少，軟
骨新生不足而變軟弱，極易在負重部
位發生磨損。

髕股關節綜合征占到了所有運動
相關的膝關節問題的25-40%，在膝關
節功能障礙與運動損傷中十分常見。
髖股疼痛綜合征風險最大的人群是跑
步者，騎自行車者，籃球運動員以及

相關跑跳較多的愛好者到運動員，當
然主要還是動作模式問題與過度不正
確使用所引起，病癥發作可能是由於
慢性損傷或者單次急性損傷直接引起
，癥狀包括膝關節彌漫性疼痛和局部
髕下疼痛。髕骨周圍和下方、膝蓋前
部、膝蓋骨的內側邊緣經常有壓痛，
髕骨周圍後方發生持續的鈍疼疼痛，
運動後有時會出現腫脹。在上下山坡
、上下樓梯、久坐起身時，髕股關節
位置疼痛往往更嚴重。膝蓋彎曲時可
能伴隨發出哢哢聲 「關節噪音 」 ，髕
股關節綜合癥往往伴隨著大腿肌肉
「股四頭肌」 的肌張力異常，髕骨周

圍的圓圈性疼痛範圍，久坐後癥狀加
劇，無力疼痛伴有膝關節屈曲減少。

髕骨與股骨組成髕股關節，髕骨
關節和我們的脛股關節共組成了我們
身體上著名的——膝關節，而我們的
髕股關節形成在髕骨和股骨遠端之間
，可謂是在夾縫中成長。治療中最重
要的第一步是避免使問題惡化的活動
，並且及時休息，光嚷嚷“疼”而不

去治療的人是打算坐輪椅過下半生？
我們的髕骨本身沒有血液和淋巴

液供應，所以一旦損傷恢復會非常的
緩慢，停止進一步的損害是十分必要
的。

李醫生治療下肢疼痛，先用電腦
掃描儀掃描足部，幫您定製復健矯正
鞋墊，能極大地緩解走路時的疼痛，
然後再用下肢牽引治療儀來復健治療
，配合使用醫用去痛風濕乳液和營養
素，是目前治療下肢疼痛的最佳治療
組合。

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的複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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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上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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