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11

wechat : AD7133021553

9月18日 星期日

分類廣告價目表
丌丌丌丌週數
丌丌丌Week
丌丌丌一
丌丌週
丌丌
丌丌丌Size丌丌丌丌丌丌1 丌wk
格數
丌丌丌1 丌格丌(1unit)
丌丌丌丌丌丌$45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CLASSIFIED AD. RATE
二 週 三 週 一 月
2 wks 3 wks 1 mon

$80

$105

$125

2 格 (2units)

$90

$160 $210

$250

3 格 (3units)

$135

$240 $315

$375

4 格 (4units)

$180

$320 $420

$500

EFFECTIVE: 從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美式中餐館
丌
餐
10丌號 Memorial 的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99 大華附近,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無堂吃美式中餐,
丌
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請接電話收銀兼打包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周二送餐
人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
丌
Restaurant
Hiring
832-231-1319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雙椒 River Oak 高薪誠聘
餐廳經理、企台和 前廳打雜

1915 W Gray St. Houston, TX 77019

有意者短信聯系:

412-956-2766

Place Your AD

一通電話，萬事OK 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公告欄 (定稿規則
定稿規則)
分類廣告 公告欄 ( 訂稿規則
)
訂稿規則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Call(電話服務專線)：281-498-4310 Business Hours：
Fax (傳真)： 832-399-1355 Monday-Friday：
Email(電郵)：cla@scdaily.com 8:00am-4:00pm
Wechat(微信)：AD7133021553 上班時間：
) www.scdaily.com
Click(上網：
週一至週五：
Stop by(登門)：11122 Bellaire Blvd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Houston TX 77072

*中餐館請人

*中餐館誠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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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州餐館請人 新新餐廳誠請 Katy 美式中餐廳 Buffet 店請人

炒鍋, 企檯 ,傳菜
位 6 號/Bellaire,誠請 半工收銀接電話打包 位路易斯安那州
位於休士頓
薪優！誠招
請中午
12
點後電:
有經驗,要報稅
Westheimer
熟手半工或全工炒鍋
誠請炒鍋一名, 713-492-4897 炒鍋、油鍋、企台
離中國城
15
分鐘
誠招
企台、帶位.
有意者 3 點後來電
或晚上 6 點後親臨
提供住宿
、
Cashier
4670 Beechnut
需報稅,熟手.
281-530-3839
找: Kevin
薪優.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陳生
意者請電:
聯系電話:
或發短信至
6816 Ranchester
832-833-5556 713-307-2882 832-819-8111 (Bellaire/Ranchester) 832-756-4898 713-789-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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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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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薪厚職』 餐館誠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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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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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H SINH Cypress 功夫茶 糖城美式餐館 底薪高,小費好 私立幼兒園誠聘 粵菜餐館,薪優

糖城麵館

誠招店長,一周工作
需要合作伙伴, 誠請
位糖城,中餐館
東禾酒家請人
位中國城,中國餐廳 5-6 天,需要有團隊 誠請需英文流利
廚房烹飪清洗整潔
●北方煮面師傅一名
請有經驗企檯數名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意識,會英文,能報稅, ●全工半工企枱
●包水餃一名
誠請廚房煮粉麵
最好能報稅
合法報稅,略懂英文 誠請炒鍋和企枱 ●打雜一名,
無經驗起薪$3500
●收銀帶位
抓碼、油爐、洗碗 全或半工,50 至 65 歲.
意者請電:
有經驗$4000,
請下午 3 點後電:
意者電詢: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281-980-8886
包午晚餐. 意者電:
意者下午 4-5 點電:
713-459-1501 979-739-8988 281-242-7728 281-980-8887 909-895-2125 713-981-8803 832-455-3059

新店開張招聘
●炒鍋師傅 2 名
●拉面師傅 1 名
●包餃子包子師傅 1 名
●切菜師傅 1 名
工資高,待遇好,包食宿.
電:510-996-8239
(未接電話稍後必回)

Chow Wok

中餐館請人

中式快餐店,位於 位 Woodlands 區
2575 B South Dairy
誠聘 以下半工
Ashford/Westheimer
外送員及接線員
誠請 送外賣 1 名
油爐 及 炒鍋
全工/半工均可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 周先生
281-235-3531 832-788-1283

Sushi Helper

Restaurant Hiring

Lake Colony area
4724 Hwy-6
Missouri City, 77459
HEB Sushi Bar
Please call/ text:
832-643-5900

and Sushi Bar
●Wait Staff
●Hostess
●Sushi Chef
●Kitchen Chef
Please text Tom at
832-909-8310

Katy 日餐鐵板店 Japanese Rest. 美日餐館,高薪
Hwy6/Sugar Land,
招聘熟手企台
誠請 Waitress 企檯,
小費好,
需有經驗,能報稅.
~~小費高~~
工作氛圍輕松,
有意者請電:
需報稅，聯系電話： 281-325-0628
618-699-1155 832-868-8813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餐館招聘

美式中餐館招聘 黃金茶寮,薪優

炒鍋, 抓碼, 企檯.
9600 Bellaire #126
Houston, TX 77036

意者請電:
713-271-3122

梨城餐館請人

Pearland Area,誠請
生意好外賣店,誠聘 廚師, 抓碼, 打雜, 位 Downtown 地區
全工或半工,需說英文
誠招兼職廚師,
收銀員, 炒鍋, 打雜 距離休斯頓 2 小時
Full/Part time
~~薪優~~
●Server
企檯
有經驗做點心人員
車程,
包吃住.
全工/半工均可
廚房關系簡單.
●Delivery
Driver 外送
281-495-1688
意者請電:
909 Southmore Ave
有意請電至:
或 2 點後親臨地址: ●Cashier 收銀員
Pasadena, TX 77502 361-649-7476 361-960-8256 9968 Bellaire Blvd #160 Must Speak English
713-818-0335 361-573-6600 如未接，請短信留言
832-594-0540
Houston TX 77036.
●廚房: 請 廣東炒鍋.
●樓面: 請傳餐人員
●點心部: 請

中
日
餐
請
人

壽司店招工
位糖城&Downtown
誠招
壽司師傅及幫廚
有意者請電:
832-846-2345

Sage 400

日本餐館誠請

Restaurant Hiring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NOW HIRING Now
Mikoto Ramens

餐館請人,薪優

永華餐館誠請

路州全日餐

Lake Charles
二家 Galleria &1960 Japanese Cuisine 壽司師傅或學徒
誠聘
壽司師傅，
誠請經理,企檯,帶位 近 Galleria , 誠徵
企台及帶位
廚房師傅、油鍋.
Bartender 調酒師
全工/半工均可
壽司師傅及幫手
工作認真，有午休，
需英文流利,懂酒水
需工卡.請親臨或電:
需英文
住單間，住宿環境佳.
全工/半工均可
小費極佳. 聯系電話: 有意者請電留言: 713-781-6300 希望可以長期合作.
281-636-8808 281-685-4272 6345 Westheimer 832-621-1860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Restaurant
For Sale

餐館出售

科羅拉多州,日餐高薪請人
●熟手經理一名 ●熟手壽司大廚
以上月薪 $6000+小費, 長期合作,有分紅
●壽司幫廚: $4000-$5000 加小費
●女服務生多名 : $5000-$6000
●廚房大廚: $5000-$6000 加小費
●廚房幫廚多名: $4000-$5000 加小費
以上包吃包住. 意者請電:480-601-6546

連鎖日餐請人 Katy 中日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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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房及 Sushi 師傅
意者請致電:Cindy
281-979-3970

誠請 ●壽司師傅
(一手師傅及二手師傅)
●全工半工企檯
意者請電:
832-888-9918

急急急!餐館讓 超市壽司吧出售 西南區中餐館售

Kroger 超市內, 4500 呎,租金便宜
位於 Katy
中日餐堂吃外賣店 近 Uptown, 附近 設備齊全,生意穩
因股東糾紛急轉讓 公寓多,客流量大,
接手即可營業
生意穩賺不賠。
有意者請私信:
意者請電 : 陳太
意者請電:
347-277-1612
716-235-9074 281-300-0392
非誠勿擾

Katy 中餐館出售

*中餐館出售

糖城超市內

美式中餐老店售 賺錢餐館出售 超市壽司吧售! 大學城中餐館 賺錢中餐館轉讓

轉讓賺錢堂吃

中餐館,退休售

中餐館轉讓

River Stone 堂吃外賣急售

生意 4-5 萬，
休斯頓密蘇裡城
近中國城,美式中餐 餐館在聖安東尼奧, 位 Kroger 超市內 老板退休,誠心轉讓 Woodlands 富人區
壽司吧轉讓
New Caney ,TX 77357
客源生意穩定，
堂吃加送餐,
快餐老店,不外送,
競爭極小.
面積 1500 呎
1200 尺,月租 1800
附近沒有其他超市競爭
設備齊全，
生意 6 萬余
位置佳,生意穩定 生意三萬,租金$1800 生意 5 萬多,售 5 萬 每周$10000-$11000
設備齊全,
人流集中,潛力大
一周開六天,
非誠勿擾! 機會難得 外賣生意極佳
意者請聯系:
客源穩, 小費高.
Text or call :
非誠勿擾.詳情致電 誠心買店請聯系:
價格面議.意者請電: 917-225-6666 易經營,電話詳談: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832-401-9179
281-779-9999 985-790-3195 832-520-6015 281-512-0087 210-396-0650 ●另請壽司師傅或助手 510-246-6569 713-628-1938
休斯頓 290 炸雞炸魚
經營 28 年老店,
地區好，生意穩，
兼外賣店
堂吃外賣中餐
快餐中餐生意轉讓，
生意四萬以上,
離中國城 15 分鐘車程
租金便宜，
出售
四千呎, 月租 2 千 5, 20 年老店,固定客源,
生意穩,獨立商鋪,租金低
長年經營生意穩定.
可改做 Sushi.
位於德州中部. 堂食,外賣,Drive-through, 歡迎看店面談
意者請聯系 :
因人手不足急售.
~~歡迎看店~~
適合夫妻經營.意者電
聯系方式 :
713-373-2947 254-681-6599
意者請電:
832-277-4350
請留言或短訊
920-858-6894 281-813-6809
非誠勿擾！
非誠勿擾，謝謝！

賺錢炸魚炸蝦店出售( 東北區)

中餐旺舖出讓

設備全, 生意好, 可提供配方及培訓
位 Baytown,10 號公路旁,交通方便,
售價 22 萬,連地產售 110 萬.
隣近幾大煉油公司及住宅,
牙醫診所出售
客源龐大, 因缺人運作出讓.
位 Spring Branch 4000 呎 (含所有設備)
有意請聯繫 :李小姐
要價 45 萬, 連地產售 160 萬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832-749-1448

Restaurant
For Sale

餐館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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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hi Ramen Restaurant for Sale
壽司+鐵板+拉麵店出售

2000 呎, 位於 45 北交通繁忙的白人區,
客源穩定,小費高,生意 10 萬左右,
現營業 6 天, 租金$5200/月.
設備齊全,接手即可營業,價格優惠.
歡迎看店洽談.
意者請電/短訊: 713-391-0718 吳先生

賺錢生意急售

●Ka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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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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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Estat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近中國城,
丌
好房出售 $273,000
雅房分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百利大道/Beechnut,
近
Tan
Tan
餐館
近惠康,高爾夫球場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面積
丌 2,025 呎,佔地 8,160 呎,(沒 HOA 費)
環境好,傢俱全,
3 房(另加建 1 房間) 2 衛浴 2 獨立車庫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房內帶洗衣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新水管,新冷氣,新 Siding,新車道,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廚房大理石檯面. 磁磚及木地板.
5G Wifi,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7911 Pella Dr. Houston, TX 77036
適女性或學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832-454-5119 Van 832-768-0061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意者請(英文)電: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房地產租售



房屋租售

*屋主自售,3 房 TOWN HOME
Momorail 區 好屋出售
StratFord 五星高中正對面
好房好價, Hoa fee 213 only
獨立兩車庫。獨立後花園可種菜
請 電: 832-888-2299
●Westheimer 主臥分租,限女性.

Sale/Rent
Salon Room 糖城漂亮沙龍

713-234-7783

門面招租

房間出租
將近 2000 尺
高小費區，適合做
美容,化妝工作室
黃金廣場內
紋眉,按摩等行業
意者請短信聯系
意者請英文電:
713-234-7783 832-878-7885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Business Opportunity

休士頓民宿出租

Sal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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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旺鋪出租

牙醫診所出售

位 Spring Branch 4000 呎 (含所有設備) 9968 Bellaire #250A
Houston, TX 77036
要價 45 萬, 連地產售 160 萬
(
H Mart 黃金廣場 )
●賺錢炸魚炸蝦店出售( 位東北區)
984 SF,特價 $2500/月
設備全, 生意好, 可提供配方及培訓
意者請電: 林太太
售價 22 萬,連地產售 110 萬.
713-385-1188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Owner Agent

買新屋,本經紀人只收$1000 佣金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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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tor / Agent

可愛黃金貴賓犬
六週大,四公三母
己注射疫苗,除蟲,
大小便己訓練,
不掉毛,不過敏.
281-935-1742

Dogs for sale
寵物狗出售

另有黃金獵犬 8 星期

位 8 號 / I-10
貿易公司全職崗位, ●辦公室文員(長工):
英文流利，quick book 經
要求中英文流利, 驗優先，近中國城，薪優 全工,多名,體壯
會開叉車優先
善於溝通,認真負責, ●安裝技術人員，簡單
英文
，
需出差
，
公司培訓
，
需誠實可靠
在美有工作許可.
意者請電 :
薪資面議。發簡歷至: 有木工，鉗工，修車，裝
修經驗優先，年薪 6w+
832-512-0138
rick@naturesort.com 電:713-922-9886

有經驗和懂英文的
土木工程繪圖員
（CAD Operator）
需會用 Autocad &
Microstation
Email 簡歷:Schen@
landtech-inc.com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徵管家



Beautiful Salon in
Sugar Land has a
Room for Rent,
high tips area, Ideal for
esthetician, Makeup,
Micro-Blading artist,
massage therapist, etc

500

C2

Sunday, September 18, 2022

房屋租售

星期日

200



司
請
人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徵女褓姆 德州奧斯汀家庭 住家/通勤阿姨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00
丌丌丌丌丌丌以愛心耐心經驗豐富專
丌22
丌 世紀看護公司 丌丌
誠招住家保姆,
610
環內,一周五天,
位
8 號和 Westheimer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業照顧您的家人,美國
丌
護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簡單家務.可供宿,
丌
孩子已上學
，以做飯、有責任心,身體健康
照看 14 個月男孩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護士執照,到府,醫院及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要求 60 歲以下, 周一,三,五(下午 2-6 點) 做簡單家務為主。 看一個小孩,做飯.
Home
服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療養院●徵經驗看護
丌
身體健康,有愛心,乾淨
周二,四 (早 8:30-5:30) 要求必須會講普通話, 家在 TMC/Ric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Servic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提供房間看護病人●
丌丌
誠實,勤快.
薪優.
務
二四彈性,可選或不選 有良好生活習慣,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薪優，請電：
(通國台英) 丌丌
: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請電:Sophia
丌丌
有愛心.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劉太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意者請簡訊或電
丌
家庭服務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81-467-3228
丌
512-750-7446 346-402-5445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287-8233 丌丌
832-298-9331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公
丌丌丌丌丌恆益門窗,薪優 *地產公司誠聘 NOW HIRING *辦公室文員
安防公司誠聘 *誠聘貨倉工人 *測量公司誠聘

Company Hiring

誠徵男性生產工人 全職/兼職,中英文流利 Innovo Medical
熟悉辦公軟件，
( Stafford, 77477 )
有合法身份薪優.
公司位於中國城， - Accounting Exec
意者請電:
歡迎半工半讀的學生 - full accounting,
832-629-1025 電:281-529-5599 Quickbooks
13715 Murphy Rd #D Email: jiangkk
Email: jean@
beyondmedshop.com
Stafford, TX 77477
@yahoo.com

誠徵

家具公司招聘 房地產開發公司 地產助理,薪優
近 I-10 及 8 號,環境佳

●駕駛 ●廚房助手 會計: 中英文流利 招聘 中英文流利, 需英文及 Word, Excel 操作
熟悉 Quickbook. 公司助理/採購經理 無經驗可培訓,良好溝
●工作人員女性
可辦 H1B.
通，穩定負責任長期的
有工作經驗,
每週一至週五
意者請 Email 或電:
工作夥伴。履歷表：
男女不限,
工作五天
goldenfurniture11
RealEstateManager777
意者請電 : 何生
意者電面洽:紀先生
@gmail.com
@yahoo.com
713-933-5288 713-896-8877 281-223-9756 或電 713-988-8816

木材工廠請人 $$高薪聘機械銷售
誠請技術員: 近中國城,
有機電經驗,會看電路圖
維修機器,周一到周五.
意者請電或 email：
281-561-9985
732applications
@gmail.com

辦公室文員

石油設備公司

公司招聘

美國公司請人

石油設備公司招銷售,
招聘 1 名倉庫工,
中英文流利,
經驗全職，高提成，
會開叉車和做雜務,
工作認真負責,
有健保,月獎和年獎,
吃苦耐勞,
有
Quickbook 經驗 懂簡單維修和英語.
中英流利,良好 TX 駕照
電:713-320-2103 優先,近中國城.
近 8 號和 290
薪優,請電 :
或簡歷: usa@
意者請電: Blake
gnsolidscontrol.com 713-922-9886 713-515-9047

公寓管理經理 印刷公司誠徵 招聘辦公室文員
私立幼兒園誠聘 休士頓中藥店 Food Distributor 有無經驗均可,可培訓

半職員工:中英文流利 地板批發公司招聘: ●全職辦公室助理
位 610 和 290 交界處
會英文,懂電腦
熟悉 PS, InDesign 優先 中英文流利,熟練操作 ●全職或兼職銷售員
誠徵●生產工人
有責任心. 薪優.
QuickBooks 和 All orders 中英文流利,善於溝通,
無經驗可培訓,
$15/小時起薪
熟練使用電腦及辦公
合法報稅,略懂英文
者優先，薪資面議。 軟件,時間周一到周五,
歡迎工讀生.
有經驗者優先. Contact: Lily & Helen 電:713-385-1188
713-383-8818
9777 Harwin Dr. #509 意者請發簡歷至郵箱: 需報稅.待遇好,環境佳. 需有身份,能努力工作
或 Email 履歷:
意者電詢:
有意請電
意者請電:
Email: helen@
Houston, TX 77036 rick@naturesort.com 可辦身份.請電:王先生
HoustonHR888
swprinting@att.net Fax:713-734-1924 281-299-9688 832-584-6527
909-895-2125 346-399-6493 fourseasonsfood.com
@gmail.com

Account Payable /
廚房烹飪清洗整潔 誠聘抓藥/收銀員. Offices Assistant
薪優.會中英文， Speak English & Chinese

聘請鋼琴教師 Cypress 功夫茶 電子維修公司

公
司
請
人

誠徵牙科前台 高薪聘倉庫管理

誠招店長,一周工作
石油設備公司招倉庫
中國城附近,誠聘
中國城. 需英文
懂廣東話優先
經驗全職,會開叉車,
5-6
天,需要有團隊
●
維修人員:細心穩定
無經驗可訓練.
地點: Sugar Land
日常收發貨,會操作電腦
意識,會英文,能報稅, ●業務客服:中英流利
請電或 Email: 基本英文,提供健保和月獎
請 Email/短訊聯系:
無經驗起薪$3500
無須經驗,可培訓.
713-773-1300 電: 713-320-2103
wingng2004
有經驗$4000,
業務熟練,薪資優厚.
txdentist101
或簡歷：usa@
@yahoo.com
包午晚餐. 意者電:
gnsolidscontrol.com
@gmail.com
832-469-9800 979-739-8988 832-679-9999

公司誠聘財務人員

石油貿易公司招 Accoun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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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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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辦公室助理

電子廠誠請

Company Hiring

食品公司,薪優誠聘

聯禾地產 UMRE 菁英招募

保險代理公司 請人

Foot+Body 足身按摩店請人

●行銷儲備幹部:善溝通與表達,具平面設計能力
●機修人員
有維修和安裝工業極速冷氣設備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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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管理人員
中英文流利,西班牙語更佳.有生產管理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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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可協助申請 H1B 和綠卡.薪資面議.
可以全職/半職
請電: 趙小姐 314-489-6212
Email 至: hr9889@gmail.com
Email: Amyzhaoyong1981@hotmail.com
公司地點:Houston 中國城, Katy 亞洲城

誠徵 全工或半工助理:
位中國城,地產建築公司招聘助理.
電子裝配工 ( 錫焊經驗者優先 )
有經驗及執照者有 bonus,
需中英文流利,熟練運用電腦辦公軟件.
有薪節假日,休假, 年終獎, 保險,401K
沒經驗者可培訓。需中英文流利。
細心、領悟力強，能夠獨立工作.
意者請電:713-349-4559 或親臨 意者請電郵簡歷及薪資要求及歷史到 :
薪優面議
jericlu@luins.com
12701 Royal Dr. Stafford, TX 77477
聯系電話：832-289-2279
或短信到 : 832-876-8399

貿易公司誠招司機一名

NOW HIRING

● Sales
● Customer Service
● 倉庫員工 (會開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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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Sugar Land 糖城, 環境好, 生意佳
誠聘有經驗,男女按摩師
全工或半工均可,需少許英文
收入好+小費極佳.
意者請英文電: 346-401-6197

Thunder Group Texas Warehouse Worker Customer Service Wanted

Employment Type: Full Time ( 40 + hour)
連絡客戶安排訂單出貨,
希望應征者擁有以下資質和能力：
Warehouse worker job summary
開立發票及檔案管理,
•持有有效駕照，10 年-15 年以上駕齡, Perform an array of functions that may include receiving & processing
incoming stocking materials, picking and filling orders from stock,
英語流利有良好溝通能力
無任何不良駕駛記錄；
packing
and
shipping
orders,
or
managing,
organizing
&
retrieving
及合法工作身份.
•強烈的責任心和安全意識；
stock in the warehouse Address:10702 cash road, Stafford, TX 77477
公司有保險+有薪假期+紅利.
•優秀的導航技能和熟練使用導航程序
Call: 713-690-0111 or email to
•出色的時間統籌和管理能力；
Resume
to: HR@walrusamerica.com
brianc@thundergroup.com for interview appointment

•良好的中文交流能力和人際交往素養,
會簡單英語更佳
Pro-Plastics, Inc.
工作內容包括：
Now Hiring 誠請員工
•接送公司總裁
•機場接送 CEO,如果 CEO 來德州辦公室 •Customer Service :
•接送客戶，如果客戶需要的時候
Need fluent in English
•包括其它應急用車事務
•印刷机操作工 :日常工作需輪班
工作時間及薪酬待遇
•電工: 日常工作需輪班
•全職小時工，每小時$20
•一周工作 5 天,雙休日和聯邦假日休息; *We have employee benefits*
一周工作時間超過 40 小時支付加班費
( 公司提供員工福利 )
•接送總裁用總裁私人汽車，接送 CEO
地址：9530 Baythorne Dr.
及其它事務用公司車
Houston TX 77041
•提供醫療保險（包括牙醫和眼科）
•提供 401K 退休計劃，公司匹配 5%
電話：713-690-9000
* Equal Opportunity Employer *
請將應征信發送 HR@healgen.com

, 別蹉跎歲月
歲月
千 別猶豫 別蹉跎
一
里
線
姻
牽
緣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微

信 : AD7133021553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1 格 (1 box)

$45

2 格 (2boxes)

$90

3 格 (3boxes)

$135

$240

$315

$375

大學學歷, 廣東人,有正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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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348-6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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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格 (4boxes) $180 $320 $42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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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格 (6boxes) $270 $480 $63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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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有意願加入團隊請英文電:310-557-6892 Joe

牽手踱晚霞

有誠意者電或簡訊:

F/T Office Clerk

for Warehouse in Houston, TX
二 週 三 週 一 月 Training provided, Fluent in English & Chinese,
Clerical & Computer skills, Fast Learner,
2 wks 3 wks 1 mon
Well organize and good with details.
$80
$105 $125
Base salary + Bonus
Please email resumes to :
$160 $210 $250
admin@sktrans.net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週數
丌丌丌Week
丌丌丌丌一
丌 週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格數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1丌wk
Siz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美國公民,男 36 歲
誠徵單身女士,先友後婚.

分類廣告專頁

, 別蹉跎歲月
歲月
千 別猶豫 別蹉跎
一
里
線
姻
牽
緣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微

信 : AD7133021553

分類廣告 3
星期日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實惠的價格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輕鬆的享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832-359-6141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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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Sugar Land 糖城, 環境好, 生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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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聘有經驗,男女按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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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請英文電: 346-401-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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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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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on
Room 糖城漂亮沙龍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按摩請人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按摩店,美容美甲店

招
生
招
生

Beautiful Salon in
Sugar Land has a
Room for Rent,
high tips area, Ideal for
esthetician, Makeup,
Micro-Blading artist,
massage therapist, etc

713-234-7783

房間出租
高小費區，適合做
美容,化妝工作室
紋眉,按摩等行業
意者請英文電:
713-234-7783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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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September 18, 2022

氣質白嫩甜美 girl

六週大,四公三母
己注射疫苗,除蟲,
大小便己訓練,
不掉毛,不過敏.
281-935-1742

Dogs for sale
寵物狗出售 另有黃金獵犬 8 星期
按摩學院招生

832-941-7212

培訓班招生

英文: 713-528-2097
中文: 832-231-5279
地址: 4141 Southwest Fwy #510
Houston, TX 77027
● 德州立案 500 小時按摩課程培訓(MS0098)
● 全期 5 個月課程.
● 有專業按摩執照老師,中英文授課.
● 學費有優惠,不另收額外費用.
● 聯邦按摩考試 MBLEX 衝刺班.
● 聯邦按摩考試加強班 100%通過率.
● 按摩執照更新服務.
● 免費按摩英文課程.

C3
可愛黃金貴賓犬

讓你帝王般享受
早 10:00-晚 12:00
●誠聘服務好的按摩女孩

HFE 正規專業按摩學校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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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班招生

Call Today 儘速連絡,或至網站查閱訊息
www.HFEmassagesch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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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
詢
顧
問

Consultant

駕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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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交通
罰單

Registration

*凱 悅*

1000
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2022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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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各類移民/專精各類福利/老人公寓申請
諮 ●
親屬移民，家屬申請，婚姻綠卡等等。
詢 ● 低收入福利，紅藍卡申請，白卡申請，糧食劵，現金補助，
顧
租房補助，家庭能源電器費用補助。
問 ● 可幫健康不佳，行動困難老人申請公寓。

Consultant

歡迎電話咨詢：713-815-5011 / 281-888-9923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41 Houston, TX 77042

800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Kate Zhang
●個人房屋買賣
●商業房產買賣
微信：8324886304
電/短信：832-488-6304

Realtor
KATY 鋼琴教師 分類廣告專頁
招生
招收任何
鋼琴級別學生
課上中英文交流
聯系電話：
832-614-6351

雷射除痣
700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報稅服務

打電話或短信： 832-488-6304

休斯頓最全槍課培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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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un License

申請帶槍執照

281-236-4723

電腦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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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n School

持槍課培訓班

電腦手機維修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電腦維修，IT 技術支持
Shan's Computer
跌打損傷
辦公室電話/網絡佈線,VoIP 電話服務
700
20
年維修經驗!
專精: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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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0 Bellaire Blvd#120
一次治療基本痊癒，唯我獨尊。
Express Computer Solutions
跌打傳人中醫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各種維修服務 王朝商場內 120 室
Tel : 713-823-6863
Computer Service 832-790-1141 坐骨神經,肩周炎
請電: 713-772-0300
www.expressc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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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宏偉裝飾,專精
理 地板,瓷磚,櫃子,
業 室內外油漆...等等
務 多年經驗,品質保證

*誠意裝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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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哥服務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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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信譽裝修

老廣裝修

Remodeling

電話:
346-538-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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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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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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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豐裝修公司

浙江大余裝修

專業住宅裝修

榮盛裝修

閩福裝修

北夏接送服務

滿意裝璜公司

700



●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德州帶槍執照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800

●

W-



Piano 鋼琴教學

零基礎少兒&成人學員
課程內容：古典鋼琴、
流行鋼琴、鋼琴伴奏、
識譜樂理課等.
●課後陪練班: 為無琴
學員解決練琴難題
聯系電話：王老師
713-363-1060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Piano 鋼琴教學

房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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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駕校
DPS 指定王朝駕校路考第三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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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疫情期間有中文網絡筆試課,取消罰單課,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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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謝老師（MT 駕校）
DPS 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教練考路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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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美南駕校是官方指定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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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交通安全班（取消罰單）
三三
在本校一天可完成筆試,
，天天有路考。旅游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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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成人中文筆試:天天路考(兩天取得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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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安排路考,不用排隊等 30 天
。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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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筆試班
:
每星期一至六上課
，務必預約.
周二，六 10am-4:30pm
●路考班 : 務必預約. 考路試，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青少年駕照班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取消罰單安全班
三
: 周六，周日有課
●安全班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十八年專業教學經驗~~~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7001 Corporate Dr #203
電話: 832-633-5555 周師傅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三三三School
三三三三三三三
Driving
Defensive Driving
832-863-8882 (中英粵越西語) 三三
832-277-7226 王教練
832-983-9509 Tom 發哥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鋼琴教學招生
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房地產經紀人
2
****** 報 稅 ******

德州裝修

風順裝修

蘇揚建築裝璜

天天裝修

地板油漆，水電瓦斯， 商業店面,居家房屋
水電安裝,維修,
圍欄籬笆，涼棚搭建， 專長: 台面定制,
廚廁翻新,地磚地板
櫥櫃地板,後院圍欄,
油漆理石,
屋頂補漏，隔間改建，
瓷磚,衛生間淋浴,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屋頂瓦片,內外油漆 一切房屋修補大小活
誠實+保質. 電話:
各種小活，服務周到。
等.... 請電:
346-866-8866 281-464-6291 346-252-3301

誠實裝修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台灣專業,政府註冊,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20 多年的裝修經驗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廚櫃,大理石台面安裝, 內外油漆,屋頂補漏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衛浴翻新,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承接:舊屋翻新,水槽,籬笆,
櫥櫃,檯面,油漆,木工
水電木工,籬笆水槽.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鋪草皮,修換圍欄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門窗、玻璃門安裝,
涼棚,屋頂翻新,補漏.廚櫃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地板,地磚,門窗,圍欄
地板、瓷磚；車庫門,
安裝更換熱水爐.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小修小補.
安裝,木工隔間,磁磚,實木
大小工程,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水電木工等.. 訂制安裝
水電等...
提供商業保險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各種玻璃、鏡子等..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樓梯,木地板,廚浴改建,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質量保證.
請電:
內外油漆,屋內外全部工程 余:929-392-5818 質量保證,免費估價
請電: Sam 劉
832-607-7861 張
經驗豐富,質量保證
身份,薪酬優厚.
832-366-7510 洪(國台) eng: 646-925-9275 917-214-8738 832-606-7672
●誠請裝修工人
832-866-2876
713-371-2713 戴師傅
713-470-8926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永發裝修公司
正翔屋頂/裝修
順發裝修
惠家裝修
敦煌地板
*專業裝修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700
修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政府註冊,百萬保險.
地板人工 90￠/呎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專業裝修,舊屋翻新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地板$1.89/呎 &up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30 年經驗,一條龍服務 奧斯汀(Austin) 地板門窗,廚衛改造 丌丌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理
丌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地毯、磁磚、花崗石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丌丌
丌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承接:商業/餐館/住宅, 內外牆油漆,木工等.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業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三
三
三
內外油漆,水電空調
內外油漆，廚浴更新
精通土木,地板,水電,油漆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二樓樓梯圍欄,
內外油漆,籬笆車道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保修一年,價格公道, 多年經驗,質量保證. 價格合理,保證質量 丌丌
務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精優價廉.以上工程,
灑水系統,經驗豐富 832-353-6900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經驗豐富,保證質量.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請
電:
9889 Bellaire #B-24-C
電 話:
保修 2 年.(訂做按摩床) 646-713-4928 吳
三三
三
丌丌
丌
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998-5898
丌
Remodeling
281-323-9938 王順 832-207-2626
( 大中華超市旁邊)
王
(國/台語)
737-767-0800 713-828-5513 丌丌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
佳寶建築公司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 萬福 裝修公司 ***
700
修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政府註冊. 承接各種大小工程,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15 年經驗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理
丌丌
丌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多年經驗豐富裝修師傅。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
A/C 等...
承接：商業/住宅 的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丌丌
丌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您的房屋改造,櫥櫃,門窗,浴室,內外油漆,地板
丌丌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業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翻新與改造等工程.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磁磚,冷凝氣,水電維修,水泥路面,車庫,外牆等..
丌丌
專精大型倉庫,Shopping Center 等大型建築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務
丌丌
丌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專業裝修師傅,就是您的質量保證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另招裝修師傅
從選址,設計,請照,施工 一條龍服務.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中英
Andy
801-739-5866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
免費估價.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Remodeling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中 蘇師傅 832-359-2367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電話 : 832-380-1166 劉師傅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700





700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702-888-5518
苗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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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專業油漆

專做居家小活

Painting Service

Mario Chavez 專業油漆

承接 商業/住家. 免費估價 Free Estimate
Painting, Re-paint, Pressure Washer, Staining,
Drywalls Sheetrock & Texture, Carpenter,
Siding & Remodeling, Ceramic & Laminate Flooring
油漆,高壓清洗,染色,壁板,石膏板,木工,地板磁磚
Call 英文電 : 832-964-3030
5019 Ridgehaven Dr. Houston, TX 77053

分類廣告 4
蟲

CLASSY 殺蟲專家

專

家

玻璃門窗專家

Pes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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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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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砍樹服務

Door/Window Glass

專業砍樹

籬笆 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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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7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庭三三花園噴水系統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專業安裝和修理
園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美三三執照#0019006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電 話 : 吳
化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832-818-3185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Gardening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國語/粵語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敦煌地板
地板銷售安裝

700

Flooring Service

通水管
排污

下水道專家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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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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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202-8432

房屋理賠

Claims Service

龍運疏通

滿意水電

832-722 2099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德州 Master 執照 40172
解
決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按裝. 經驗豐富,
家裡上下水問題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水表,下水道,通堵,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702-888-5518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陸先生(中文).請電：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苗師傅
281-818-6524
城市申報檢驗.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頂好排污

水電服務公司

水務
電器

陳氏專業冷氣

雅聖冷暖氣



政府執照,20 年經驗
冷暖氣系統
專業維修、安裝
專業安裝,修理,維護 保養,維修,安裝,
冷暖氣系統,
冷暖氣系統.
維修更換熱水爐.
家電,熱水爐.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政府執照,15 年經驗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 電:
電話：陸先生
請電: 陳(英粵國越)
832-685-8888 281-236-2846 346-606-6871

●維修,保養,安裝: 家用,商業,冷暖氣設備.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包括餐館,超市,辦公樓 及冷凍,冷藏設備.
精修餐館及超市冷凍,冷藏設備,電機,電路
●解決各種電器,電路問題 : 包括熱水爐,
洗衣機,烘乾機等.....
及生活電器維修,特價代理 Goodman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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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政府保險及執照, 質量保證,歡迎比較.
維修免收服務費 請電:713-858-8528
832-860-3388 蒲繼忠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精修車庫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一一一
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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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鐵
工
廠
Iron Works

制作維修防盜鐵門窗
自動大鐵門,開門機,
鐵欄桿修理/換新,
陽台扶手
空調外機防盜箱
手機可視全方位監控
713-501-8595 偉

威力鐵工廠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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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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ge Service

車房門專家

電腦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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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Electrical & AC
Service

832-382-5645 832-709-8947

●
●

雷射除痣

700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Service

萬家樂冷暖氣

安裝,維護冷暖氣, 熱水器. 百萬保險
政府執照 TACLB95906E 百萬保險
政府執照 TACLB00120882E 安全可靠,誠信
安裝、精修 : 各種品牌冷暖氣
12 年經驗,價格合理,服務快速周到,有保證 維修保養,配件更換,水務電器,專業誠信
諮詢 : 832-208-5138 中英文
~ 政府認可的 TOP 空調專業技工 ~
346-232-8970 Allison
832-727-8888 ( 中文 )
微信: CHANGLEAIR
281-818-2990 宛 (Wan)

700
鐵
工
廠
Iron Works
泰平鐵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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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維修，IT 技術支持
Shan's Computer
辦公室電話/網絡佈線,VoIP
電話服務
700
20 年維修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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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0 Bellaire Blvd#120
Express Computer Solutions
各種維修服務 王朝商場內 120 室
Tel : 713-823-6863
Computer Service 832-790-1141
www.expresscs.net

Transportation

冷
暖
電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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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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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www.taipingironworks.com
跌打傳人中醫
廠
281-785-9895 劉
坐骨神經,肩周炎
●招焊工學徒及鐵工幫手
Iron Works

電腦手機維修

機 北夏接送服務
場 機場,碼頭,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接
保證最低價
送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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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美空調維修 麥師傅空調維修 浩記冷暖氣維修

精修更換冷暖氣系統、
冷暖氣維修更換,
空調,車庫門,
熱水爐、水電、家用電器
專業安裝節能空調
、
商用 cooler,freezer,
熱水爐...
專業修理
漏水斷電、緊急維修、
工作認真、政府認證、 維修 更換 安裝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832-301-8984 質量保證.（24 小時）
請 電:
請 電：
請電: Louis 劉
626-822-8032 646-508-3311 832-469-4510 832-759-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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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Le Service 長樂 AC

吉順冷暖氣公司

聯合冷暖氣公司

專精各種漏水

專精上下水管道,
舊屋水管換新,
漏水,堵塞及疑難雜症.
改移,換新上下水管線,
屋頂,地下漏水
熱水器,水龍頭,浴缸,
修換熱水器
淋浴,馬桶.●維修改裝
供電線路,換電箱,加改 832-217-6958 修
供電線路及電器設施
713-480-3646 713-885-4818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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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實專業冷氣

誠信專業水電



精藝冷氣水電

分離式冷氣安裝,
電車充電器安裝,
價錢公道,品質保證
找 Kevin
281-948-9968

偉業冷暖電



Electrical & AC
Service

優林冷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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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mbing Service



開利制冷水電

冷
暖
電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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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Master Electrician & 許可#36002.保險 保修 多年經驗 Sears'專業技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住宅*商業*工業*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師, 專門維修各種
Electrical Contractor -室內室外電燈飾
家庭/商業:冷暖氣, 冰箱,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執照號 36638
-電動車充電器安裝 製冰機,大型冷凍櫃,冰櫃,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水電新建和修理,
Plumbing
-新建築
故障排除
熱水爐,洗衣機,乾衣機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Electrical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車庫門安裝維修
電箱升級,免費報價. 執照號碼:TACLA44251C
打碎機,下水道,
電話 :
英西 832-361-8176 質量保證.電:通英/粵語 曹 832-576-6957
281-610-2068
水務 832-662-8528 中文 832-488-8622 713-505-7534
●招助手或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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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潔水管公司

水水水

$65 起。高科技
德州執照 TCEQ24431
迅速為你解決
抽餐館油井,
●地下水道堵塞
洗衣店水井,
●漏水、等難題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德州大師級執照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電話 832-708-8688
832-462-3832
短信 832-929-2771
832-462-4011

美國電氣工程 Long's 專業修理

德州執照電工

使用頂級 235F 高溫高
華人主持，益明採用
壓蒸汽機，藥水深度清
潔地毯，地板地毯更換 大型蒸氣機,洗地毯,
維修拉伸，服務住家/商業, 沙發,淹水後清潔.
空房/無水電亦可處理. 住家.辦公室.旅館.空房.
空房沒電亦可處理
免費估價.
請電:
713-557-0074
626-782-1849 中文
281-565-4788
Minh
713-562-0608 英文



通水管
排污

爽快水管專業

通水管
排污

SKY 地毯清洗 益明清洗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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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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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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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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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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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琴教學招生

KATY 鋼琴教師
招生

零基礎少兒&成人學員
課程內容：古典鋼琴、
流行鋼琴、鋼琴伴奏、
識譜樂理課等.
●課後陪練班: 為無琴
學員解決練琴難題
聯系電話：王老師
713-363-1060

招收任何
鋼琴級別學生
課上中英文交流
聯系電話：
832-614-6351

Piano 鋼琴教學
Piano 鋼琴教學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德州帶槍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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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Cesaritos
Brincolins
四季搬家公司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搬
政府執照及保險)
快速專業搬家公司
(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Professional
Delivery Services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家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公司/住宅
往 Austin,Dallas, San Aotonio 特價優惠.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本公司有各大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
Local
and long distance 長短途搬運
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
15 年專業經驗,免費估價
(4 台大卡車,家族經營)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 廣告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英文電洽 : 281-903-7688 832-867-5467
melvalainez@yahoo.com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司丌丌
Moving
Service
或上網查詢: http://www.allseasonsmove.com
346-802-9126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英文電洽:
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丌丌
丌丌丌丌聯合搬家公司
丌丌
專收購舊車壞車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公寓住家，公司搬運
政府註冊 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舊、壞 車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碼頭提貨，代客送貨
26 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動 或 不動
短長途專業搬運鋼琴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丌丌
丌丌丌丌
丌
丌
免費估價，價錢便宜
一律高價收購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電:713-783-3789
通
中英粵越。電話: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 國語
車輛買賣
搬家公司
626-297-9888 國臺英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unitedmoving.tx@gmail.com 24 小時服務 832-367-6090 國,越南,廣東
Car for sale 713-482-9267
Moving
Service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Gun License

申請帶槍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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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南 搬 家

(O)281-933-1555
(F )281-933-2953

I.C.C. M.C.249994
TX.D.O.T. 44648C
U.S.D.O.T 46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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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門現金收購
二手車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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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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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ida governor defends migrant flights to
Martha’s Vineyard, suggests more to come
MARTHA’S VINEYARD, Mass., Sept 16 (Reuters) - Florida’s
Republican governor on Friday defended his decision to fly
dozens of migrants to the wealthy vacation island of Martha’s
Vineyard from Texas, and said similar actions could follow as a
political dispute over border security deepened in the run-up to
U.S. elections in November.
DeSantis claimed credit for a pair of chartered flights on
Wednesday that carried around 50 migrants to Martha’s Vineyard, Massachusetts, as part of a broader Republican effort to
shift responsibility for border crossers to Democratic leaders.
Turn ESG aspiration into action
Working with KPMG, our clients can leverage ESG to extract
sustainable value, drive actionable insights and uncover new
opportunities.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Daytona Beach, Florida Governor Ron
DeSantis blamed Democratic President Joe Biden for what
he portrayed as a failure to stop migrants from crossing the
U.S.-Mexico border, as a record 1.8 million have been arrested
this fiscal year.
DeSantis said the Florida Legislature set aside $12 million
to transport migrants out of the state and that his government
would likely use the funds “to protect Florida.”
“There may be more flights, there may be buses,” he said to
cheers and applause from backers in the crowd.
The state paid $615,000 to Vertol Systems Company Inc, an
aviation business, on Sept. 8 as part of a “relocation program of
unauthorized aliens,” Florida state data showed. The company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The flights to Martha’s Vineyard follow a busing effort by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another Republican, that has sent
more than 10,000 migrants to the Democrat-controlled cities of
Washington, New York and Chicago since April. The Republican governor of Arizona also has sent more than 1,800 migrants
to Washington.
Unlike those major cities, the island south of Boston is home to
around 20,000 year-round residents and is known as a vacation
spot for affluent liberals like former Democratic Presidents Bill
Clinton and Barack Obama. read more
On Friday morning in Martha’s Vineyard, the migrants, a
group of mostly Venezuelans including half a dozen children,
boarded buses en route to a ferry to Cape Cod in transportation
organized by Massachusetts Governor Charlie Baker, a Republican. He said they would be housed temporarily at a Cape Cod
military base.
The scene left some of the island residents who volunteered
to shelter them in a church for two nights in tears. Locals had
come together to donate money, toiletries and toys for the
migrants. A local thrift shop donated clean clothes, restaurants
took turns organizing meals and pro-bono lawyers flew in to
help the migrants with paperwork and immigration cases.
“I want them to have a good life,” said Lisa Belcastro, who
helped organize cots and supplies at St. Andrews Episcopal

Church, which sits among expensive white-clapboard homes in Edgartown. “I want them to come
to America and be embraced. They all want to
work.”
Venezuelan migrants arrive at Martha’s Vineyard
Venezuelan migrants stand outside St. Andrew’s
Church in Edgartown, Massachusetts, U.S. September 14, 2022. Ray Ewing/Vineyard Gazette/
Handout via REUTERS/File Photo
‘LIKE CHATTEL’
DeSantis, who is running for reelection in November and is often mentioned as a possibl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for 2024, said his administration
flew the migrants from Texas, and not his own
state, to the island getaway because many of the
migrants arriving in Florida come from Texas.
In addition to re-election bids by DeSantis and
Abott, November’s midterm elections wi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Democrats retain control of
Congress.
Many migrants who cros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via the Southwest border are immediately expelled
to Mexico or other countries under a COVID-19
pandemic policy. But some nationalities, including
Venezuelans, cannot be expelled because Mexico
will not accept them and many seek to apply for
U.S. asylum.
The White House has decried the Republican governors’ efforts, saying migrants were being used in
a political stunt.

“These were children. They were moms. They were
fleeing communism. And what did Governor DeSantis and Governor Abbott do to them? They used them
as political pawns, treated them like chattel,”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Karine Jean-Pierre said at a press
briefing on Friday.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Florida government to round
up migrants in a different state remained unclear. U.S.
government attorneys are exploring possible litigation
around the governors’ efforts, a Bide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told Reuters.
The migrants flown to Martha’s Vineyard said they had
recently been admitt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n humanitarian parole after fleeing Venezuela, and had been
staying at a shelter in San Antonio, Texas, when they
were approached by a woman who identified herself as
“Perla.”
The woman persuaded them to board the flights by
misleading them into thinking they were heading to
Boston and would be provided shelter and assistance
finding work for three months, they said.
Many said they told the people who organized the
flights they had appointments with immigration authorities they needed to attend in other cities, said Ivan
Espinoza-Madrigal, the director of Lawyers for Civil
Rights, a group in Boston assisting the migrants.
“The organizers of this scheme said ‘Don’t worry, that
will be taken care of’”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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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or Sends Migrants To The Front Door Of
Vice President’
President’s Residence
On the same day, Florida
Governor Ron DeSantis, also
flew 50 migrants to Martha’
s Vineyard in Massachusetts.
The migrant issu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U.S.
politics.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Democratic party complained
about the inhumane
treatment of migrants, but
now the Republican party
believes that the refugee flow
on the border has reached an
uncontrollable point.

On Thursday,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sent two busloads of migrants to
the Naval Observatory in Washington, D.
C., not far from the residence of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Since April, Abbott has
bused 7,900 migrants to the
U.S. capitol, New York and
Chicago. Abbott said,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continues ignoring and
denying the historic crisis at
our southern border which
has endangered and
overwhelmed Texas
communities for almost two years.”
President Biden has accused Republicans
of playing politics with human beings using
them as props.

I attended Governor Abbott’
s face-to-face dialogue with more than
300 small business owners at The Briar
Club in Houston on Wednesday night. The
Governor said that in the last two years
nearly two million migrants have crossed
the border and enter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is has become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Governor Abbott will be challenged by the
Democrats in November. Due to his tax
cuts, many big corporations have moved
to Texas. Their relocation here will create
a budget surplus for the entire state.

Editor’s Choice
Meghan, the Duchess of Sussex, during the procession of
the coffin of Queen Elizabeth
from Buckingham Palace to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in
London, September 14. REUTERS/John Sibley/Pool

Local residents crowd near a car distributing humanitarian aid in the town of
Balakliia, recently liberated by Ukrainian Armed Forces, in Kharkiv region,
Ukraine, September 13. REUTERS/Gleb Garanich

People react as royal guards march during the procession as the coffin of Queen Elizabeth
is transported from Buckingham Palace to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for her lying in state, in
London, September 14. REUTERS/Carlos Barria

King Charles and his wife Camilla stand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as they visit parliament in
Westminster following the death of Queen Elizabeth, September 12. REUTERS/John Sibley/
Pool

A person walks through an
exit beneath an image of Adele
Bloch-Bauer by artist Gustav
Klimt during a press preview for
Hall des Lumieres, a new permanent center for immersive digital
art opening with the exhibition
“Gustav Klimt: Gold in Motion”
in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13.
REUTERS/Andrew Kelly

Competitors drive their
homemade vehicle without
an engine during the Red
Bull Soapbox Race in Almaty, Kazakhstan, September 11. REUTERS/Pavel
Mikhey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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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e Dip’ La Niña Is On
The Way. Here’s What It
Means For U.S. Weather

Niño de Navidad” because El Niño typically peaks around December.
The entire natural climate cycle is officially known by climate scientists as El Niño
– 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 a seesaw
dance of warmer and cooler seawater in
the central Pacific Ocean.
During La Niña events, trade winds are
even stronger than usual, pushing more
warm water toward Asia, NOAA said. Off
the west coast of the Americas, upwelling
increases, which brings cold, nutrient-rich
water to the surface.

WMO Predicts First “Triple-Dip” La
Niña Of The Century

Graphic Courtesy NOAAClimate.gov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La Niña just won’t go away.
Meteorologists say that for the third straight
year, La Niña will persist throughout the
winter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This is
the first “triple dip” La Niña of the century,
according to an update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This La Niña began in September 2020.
The La Niña climate pattern is a natural cycle
marked by cooler-than-average ocean water
in the central Pacific Ocean. It is one of the
main drivers of weath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during late
fall, winter and early spring.
It’s the opposite of the more well-known El
Niño, which occurs when water in the Pacific
Ocean is warmer than average. Though this
would be the first “triple dip” La Niña this
century, it’s not unprecedented for the pattern to last more than nine months to a year,
which is typical for a La Niña, according to
ABC News.
What does La Niña mean for winter in the US?

A typical La Niña winter in the U.S. brings

cold and snow to the Northwest and unusually dry conditions to most of the nation’s southern tier, according to NOAA’s
Climate Prediction Center. The Southeast
and mid-Atlantic also tend to see warmer-than-average temperatures during a La
Niña winter.
Meanwhile, New England and the Upper
Midwest into New York tend to see colder-than-average temperatures, the Weather
Channel said.
Climate change also plays a role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said all naturally occurring climate
events now take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which is
increasing global temperatures, exacerbating extreme weather and climate, and
influencing seasonal rainfall and temperature patterns.
“It is exceptional to have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with a La Niña event,” said the
organization’s secretary-general, Petteri
Taalas, in a news release. “Its cooling influence is temporarily slowing the rise in
global temperatures – but it will not halt
or reverse the long-term warming trend.”
Where did the term La Niña come
from?
La Niña and El Niño are Spanish language
terms: La Niña means “little girl,” and El
Niño means “little boy,” or “Christ child.”
South American fishermen first noticed
periods of unusually warm water in the
Pacific Ocean in the 1600s, the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said. The full name they used was “El

Geneva, 31 August 2022 – It is likely that
the protracted La Niña event will last until
at least the end of the year, becoming this
century’s first “triple-dip“ La Niña, spanning three consecutive northern hemisphere winters (southern hemisphere summers), according to a new Update from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The WMO El Niño/La Niña Update predict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current La
Niña over the next six months, with a 70%
chance in September-November 2022 but
gradually decreasing to 55% in December-February 2022/2023. It started in
September 2020.
La Niña conditions in the tropical Pacific
have strengthened as trade winds intensified during mid-July to mid-August 2022,
affecting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patterns and exacerbating drought and
flooding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La Niña refers to the large-scale cooling of the ocean surface temperatures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quatorial Pacific Ocean, coupled with changes in the
tropical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namely
winds, pressure and rainfall. It usually has
the opposite impacts on weather and climate as El Niño, which is the warm phase
of the so-called El Niño 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

mal temperatures over land areas, including
much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Precipitation predictions are similar to typical rainfall effects of La Niña.
Probabilistic forecasts of surface air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for the season

However, all naturally occurring climate
events now take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which is increasing global temperatures, exacerbating
extreme weather and climate, and impacting
seasonal rainfall and temperature patterns.
“It is exceptional to have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with a la Niña event. Its cooling influence is temporarily slowing the rise in global
temperatures – but it will not halt or reverse
the long-term warming trend,” said WMO
Secretary-General Prof. Petteri Taalas.
“The worsening drought in the Horn of Africa and southern South America bear the hallmarks of La Niña, as does the above average
rainfall in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asia.
The new La Niña Update unfortunately confirms regional climate projections that the
devastating drought in the Horn of Africa
will worsen and affect millions of people.”
“WMO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tailored information to the humanitarian sector and to support sensitive sectors like agriculture, food security, health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WMO
is also striving towards the goal that everyone
should have access to early warning systems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o protect them against hazards related to our weather, climate and water,”
said Prof. Taalas.
Global Seasonal Climate Outlook
El Niño and La Niña are major – but not the
only - drivers of the Earth’s climate system.
In addition to the long-established ENSO
Update, WMO now also issues regular
Global Seasonal Climate Updates (GSCU),
which incorporate influences of all other major climate drivers such as the 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 the Arctic Oscillation and the Indian Ocean Dipole.
The ENSO and Global Seasonal Climate
Updates are based on forecasts from WMO
Global Producing Centres of Long-Range
Forecasts and are available to support governments, the United Nations, decision-makers and stakeholders in climate sensitive
sectors to mobilize preparations and protect
lives and livelihoods.
Despite the stubborn La Niña in the equatorial central and eastern Pacific, widespread
warmer than-average sea-surface temperatures elsewhere are predicted to dominate the
forecast of air temperatures for September to
November. This will contribute to above nor-

September-October 2022. The baseline
period is 1993–2009.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is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s authoritative voice on Weather, Climate and Water
Related
Yosemite In Peril: How Climate Change’s
Grip Is Altering America’s National Parks

YOSEMITE NATIONAL PARK – Towering above the other trees in the Mariposa
Grove, the Grizzly Giant stands like an adult
among toddlers. Twenty-five feet across
and almost 20 stories high, the estimated
3,000-year-old sequoia seems invincible.
But the iconic evergreens – and the beloved
park around them – are facing a fierce and
unrelenting adversary: climate change.
The Grizzly Giant is a giant sequoia tree in
Yosemite National Forest’s Mariposa Grove.
The tree is 96 feet around, 25 feet across,
209 feet tall and estimated to be about 3,000
years old by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National Park Service forest ecologist Garrett Dickman bears witness to the struggle. A
22-year drought. Ferocious fires. Vanishing
glaciers. Invasive species. Hotter summers
and shorter winters.
Walking through the sequoia grove, one of
three located in the popular national park visited by 3.3 million people last year, Dickman
points out tree after tree, killed by insects,
thirst, or both.
“Sugar pine, ponderosa pine, white fir, giant
sequoia. All dead,” he said. “Millions of trees
have died within the park’s boundaries.”
The nation’s national parks are places so
awe-inspiring they were meant to be forever
preserved, “unimpaire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COMMUNITY
(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Triple Dip’ La Niña Is On The Way.
Here’s What It Means For U.S. Weather

Graphic Courtesy NOAAClimate.gov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Yosemite In Peril: How Climate Change’s
Grip Is Altering America’s National Parks

Yosemite National Park
That’s no longer possible. Last year the park service published a landmark document laying out
the harsh realities of global warming. In most of
the nation’s parks, much will change, not everything can be saved and some things will be lost
forever. The report outlines how park officials
must plan in earnest for “unprecedented” future
conditions.
Those conditions are already on view at Yosemite.
Rhapsodized by naturalist John Muir more than
150 years ago as “God’s first temples,” the park
he helped create has long been a place that deeply
touches those who visit. But the grandchildren of
this year’s visitors will see a different park than the
one that beckons today.
Dan Porter, The Nature Conservancy’s California
Forest Program Director, first worked at Yosemite
in 1996 as part of a children’s program.
“Back then, the thought that it could be irreparably changed didn’t even cross our minds,” he said.
“Seeing what is happening there tells us there is
no place on Earth that is safe anymore from the
impacts of our unsustainable way of living.”
‘A species shift’
On a blazing August day, Dickman stood at Yosemite’s Wawona Point, nearly 3,000 feet above
the valley floor, surveying the forest far below. In
the last five years, the area has been devoured by

flames: the Railroad fire in 2017, the Ferguson fire
in 2018 and the Washburn fire in 2022. All were
high-intensity fires that charred large patches of
forest.

Fires, a critical part of this ecosystem, now burn so
hot that instead of being beneficial, clearing dead
brush and sparking new tree growth, they leave
only scorched earth. What regrows may no longer
be a woodland. In the last 80 years, the climate has
become warmer, drier and suited for an entirely
different landscape.
“We’re seeing a species shift,” he said, pointing
toward the chaparral and brushland emerging from
the seared ground. “In a few areas, what’s coming
back isn’t forest at all, it’s cheatgrass.”
A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forest changes, no one
knows what that will mean for the animals, birds
and insects that have evolved to inhabit it.
“Even five years ago, we thought whitebark pine
was doing great and now we’re seeing it die in
large patches,” Dickman said, shaking his head.
“Just this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I’m seeing Douglas fir being killed by insects and woodpeckers at
large scale.”
The southern edge of the Douglas fir’s range, he
says, is “moving north before our eyes.”
For those who return to Yosemite again and again,
the changes hit hard.
After decades of hiking the park’s trails, there are
some places Carl Casey, 67, can no longer bear to
return to, however much he once loved them.

“There’s just so much change and so many dead
trees,” he said. “It’s devastating.”

‘Billions of seeds’
Giant sequoia evolved to drop their seeds after
fires when leaf litter on the ground has been burned
away and competing vegetation creates gaps in the
tree canopy to bring them sunlight.
But last summer, some of the largest giant sequoias
in Mariposa Grove released their seeds, not during
a fire, but during a heat wave.
“We’ve never seen this before,” said Anthony
Ambros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Ancient Forest
Society, a nonprofit forest research and outreach
organization that works with the park service. He’s
spent years working in the grove and was deeply
disturbed by what he saw.
The seeds, which should have fallen on mineral-rich soil cleared by fire, instead fell in leaf litter
on the forest floor. When summer came, the mulch
couldn’t hold enough moisture to support them.
“When we went back this spring, there were literally billions of seeds on the ground that had dried
up and died because the conditions weren’t appropriate for them to germinate,” Ambrose said.
Scientists aren’t sure why the seeds fell without the
trigger of a fire. It happened during a drought and
an intense heat wave, as smoke from fires miles
away filled the grove. Perhaps some combination
of all three confused the trees.
A burnedover area near
Wawona Point in
Yosemite National
Park.
“Things are changing in the ecosystem. We’re still
trying to understand,” said Ambrose.
Deanna Lynn Wulff, who’s been hiking the park
for more than 30 years, has stopped taking one of
her favorite trails. The San Francisco resident says
it’s transformed.
“There are trees I’ve been walking by for decades
and now they’re dead,” she said. “I am seeing big
changes and it is tough to witness climate change
happen before your eyes.”
‘Kiln-dried lumber’
Yosemite also is in the throes of a 22-year megadrought, worse than any since the year 800 AD.
While droughts have always come and gone in
the West, it’s also getting hotter. Temperatures are
on average 1.6 degrees warmer than they were in
1895. The average minimum nighttime temperature is now 7.6 degrees warmer than it was in 1915.
Less snow and rain has turned trees into tinder.
Dickman has tested branches with fuel moisture
levels of 8%.
“As a comparison, the kiln-dried lumber you buy
at the lumber store has a moisture content of 8% to
14%,” he said.
Studies show that 1,200 years ago, Yosemite went
through an intense drought and some giant sequoi-

as died during high-severity fires.
“The record of losing giant sequoias (to environmental causes) doesn’t start up again until the
1980s,” Dickman said.

Garrett Dickman, a forest ecologist with Yosemite National Park, showing the age of a
sugar pine that died due to drought and bark
beetle infestation.
Last year, the nation’s giant sequoia managers
added up all the remaining trees. To their horror,
the number of the threatened redwoods, harvested
almost to extinction in the 1800s, had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e tallied it all up and we’d lost 20% of them in
just two years,” Dickman said.
‘Others just die’
The megadrought is part of a one-two punch that’s
hurting the park’s woodlands in ways even casual
visitors can see.
Water-stressed trees are easy to spot because they
look like they’ve had a bad haircut. Dickman can
stand in one place, turn in a circle and point out
dozens. Under drought conditions, the trees drop
needles, through which they lose water, to protect
themselves.
Sometimes there’s so little water the trees simply
can’t pump it all the way to their crowns. “Then
their top dies off,” Dickman explained.
Some trees send out a new top, or a lower branch
will crook upward and become the tree’s new
trunk. “Others,” he said, “just die.”
Trees in Yosemite
National Park dying from the top
down, primarily
due to drought
and bark beetle
infestation.
The drought also is making trees more susceptible to bark beetles. While native to the region,
an almost three-month increase in frost-free days
means the beetles can reproduce more.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they only attack diseased or damaged trees, digging through the bark
to eat the nutrient-rich wood underneath and lay
their eggs.
Healthy, well-watered, trees fight off the beetles by
trapping them in sticky pitch and pushing them out
through the bark – a process known as “pitching
the bugs out,” said Dickman.
“The trees can fight back,” he said. “Giant sequoia
pitch especially is really gnarly, it’s bitter and awful.”
But water-stressed trees can’t create enough pitch
to expel the beetles. When that happens, the beetles multiply, sometimes killing a tree within six
months. Between 2010 to 2019, the Forest Service
estimates more than 163 million trees in California’s forests were killed, mostly by bark beetles.
The beetles can’t get through the thick bark at a
tree’s base. Instead, they attack at the tree’s top,

where the bark is thin and there is less pitch.
Dickman pointed to tree after tree, topped with
brown, dead needles. “They die from the top
down,” he said.
The remains of
ponderosa pines
killed by warm
weather, drought
and bark beetles along a trail
long-time hiker
Carl Casey has
been visiting for 20 years.
Throughout the park, signs of the drought are inescapable.
Paul Wagner, 70, of Napa, California, has been
coming to the park for 52 years.
“It used to be people wanted to know how bad the
mosquitos are. Now they ask if there’s going to be
any water in the creeks,” he said.
The meadows are drier. When he first began coming, wildflowers bloomed all summer. “Now by
August a lot of them are drying up and there are
no flowers.”
‘Protect this place’
Larry Orman, 73, is a conservation advocate who
started his career as a white water rafting guide
on the Tuolumne river in the 1970s. He founded
the Greenbelt Alliance, a California conservation
nonprofit and spent 19 years as director of the
GreenInfo Network, which creates maps to aid
conservation groups.
He takes the long view.
“Remember, there’s a lot about Yosemite that nobody’s going to change except for a meteor,” he
said.

Yosemite National Park’s Tunnel View scenic
overlook provides a first, stunning look at the
valley floor and the soaring granite geology
that created El Capitan, Bridalveil Fall and
Half Dome.
The park’s geology and its awe-inspiring formations will endure. There’s a reason the Tunnel
View Overlook, with its first, breathtaking view
of the valley and its soaring granite guardians, El
Capitan, Bridalveil Fall and Half Dome, draws as
many as 7,000 visitors a day.
The park and its ecosystem will be different as
climate change shifts its ecology, and it won’t be
Orman’s park anymore, but it’s going to be someone’s, he said.
And whatever that is will still be worth fighting to
save.
That’s what keeps Dickman motivated, no matter
how many dead trees he has to tag for removal.
“It’s fully worth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protect this place,” he said. “How could you not?”
(Courtesy https://www.yahoo.com/now/yosemite-peril-climate-change-grip-090032946.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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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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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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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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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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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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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節倍思親

鄧潤京報導
盧耀輝攝影

9 月 10 日 ， 恰 逢 中 國
的中秋節。在這樣一
個闔家團圓日子，由
中國人活動中心和休
斯敦各大社團舉辦的
中 秋 晚 宴 在 Westin
Galleria Hotel 隆 重 舉
行。疫情還沒有完全
過去，而人們渴望和
新老朋友聚會的願望
反 而 更 加 強 烈 。 600
多人的規模比往年略
少，精彩的表演節目
以及精美的牛扒大餐
讓人印象深刻。

闔家團圓。
闔家團圓
。

著名畫家江宜橋（
著名畫家江宜橋
（中）以祖傳的牡丹繪畫技法見長
以祖傳的牡丹繪畫技法見長。
。在中秋
晚宴上當場完成一幅牡丹圖的最後創作，
晚宴上當場完成一幅牡丹圖的最後創作
，並作為拍賣品捐贈
給中國人活動中心。
給中國人活動中心
。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朱勤勤夫
婦贏得拍賣。
婦贏得拍賣
。

宴會開始之前的貴賓招待會。
宴會開始之前的貴賓招待會
。左起
左起：
：晚宴榮譽主席龔作君
晚宴榮譽主席龔作君。
。得州眾議員吳元之
得州眾議員吳元之。
。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
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
。哈里斯縣縣
長 Lina Hidalgo 。羅玲
羅玲。
。哈里斯縣體育局局長 Janis Burke。
Burke。每年都會評選一位曾經為中美關係做出過傑出貢獻的人
士頒發“
士頒發
“中國之友
中國之友”
”獎。由於去年在休斯敦成功舉辦第 50 屆世界兵乓球錦標賽
屆世界兵乓球錦標賽，
，今年的中國之友獎
今年的中國之友獎，
，花落她家
花落她家。
。中
國駐美大使館公使銜參贊兼總領事祝笛。
國駐美大使館公使銜參贊兼總領事祝笛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方一川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方一川。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
。中秋晚宴主
持人劉金璐。
持人劉金璐
。

中秋佳節的燃燈儀式，
中秋佳節的燃燈儀式
，為在座各位祈福
為在座各位祈福。
。左起
左起：
：晚宴主持人

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
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
（ 左三
左三）
） 將市長的賀信

中國駐美大使館公使銜參贊兼總領事

中國駐美大使館公使銜參贊兼總領事祝笛將

孫聞和劉金璐。
孫聞和劉金璐
。中國駐美大使館公使銜參贊兼總領事祝笛
中國駐美大使館公使銜參贊兼總領事祝笛。
。

交給中秋晚宴主席張經坤（
交給中秋晚宴主席張經坤
（ 左一
左一），
），董事長
董事長

祝笛特意由華盛頓趕來參加盛會，
祝笛特意由華盛頓趕來參加盛會
，並

秦剛大使簽署的賀信交給中國人活動中心董

陳珂（
陳珂
（左二
左二）
）和執行長方一川
和執行長方一川（
（右一
右一）。
）。

且在宴會上宣讀駐美大使秦剛的賀信

事長陳珂。
事長陳珂
。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方一川。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方一川
。晚宴主持人姜晗和陸峻
晚宴主持人姜晗和陸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