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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hat : AD7133021553

加我微信登廣告: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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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cla@scdaily.com

Place Your AD

Text: 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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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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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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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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餐館服務

餐館服務

雙椒 River Oak 高薪誠聘

米其林星級港式早茶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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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館誠聘

9月20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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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館請人
位 6 號/Bellaire,誠請
熟手半工或全工炒鍋
有意者 3 點後來電
281-530-3839
或發短信至
832-833-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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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州餐館請人 新新餐廳誠請 Katy 美式中餐廳 SINH SINH Cypress 功夫茶 糖城美式餐館

粵菜餐館,薪優

誠招店長,一周工作
炒鍋, 企檯 ,傳菜
東禾酒家請人
半工收銀接電話打包 位路易斯安那州
薪優！誠招
位中國城,中國餐廳 5-6 天,需要有團隊 誠請需英文流利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請中午
12
點後電:
有經驗,要報稅
誠請炒鍋一名, 713-492-4897 炒鍋、油鍋、企台
意識,會英文,能報稅, ●全工半工企枱
誠請廚房煮粉麵
誠請炒鍋和企枱
離中國城 15 分鐘
無經驗起薪$3500
或晚上 6 點後親臨
提供住宿
、
Cashier
●收銀帶位
抓碼、油爐、洗碗
4670 Beechnut
有經驗$4000,
找: Kevin
請下午 3 點後電:
薪優.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陳生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包午晚餐. 意者電:
6816 Ranchester
713-459-1501
832-819-8111
713-307-2882
979-739-8988 281-242-7728 713-981-8803
(Bellaire/Ranchester) 832-756-4898

私立幼兒園誠聘 Buffet 店請人

糖城麵館

需要合作伙伴, 誠請
位於休士頓
廚房烹飪清洗整潔
●北方煮面師傅一名
Westheimer
●包水餃一名
合法報稅,略懂英文 誠招 企台、帶位. ●打雜一名,
需報稅,熟手.
全或半工,50 至 65 歲.
意者電詢:
聯系電話:
意者下午 4-5 點電:
909-895-2125 713-789-0845 832-455-3059

Sushi Helper

Restaurant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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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aurant Hiring

中
日
餐
請
人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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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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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者請電:
713-271-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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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請人,薪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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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 日餐鐵板店 美日餐館,高薪

Sage 400

新店開張招聘 美式中餐館招聘

●炒鍋師傅 2 名
位 Downtown 地區
●拉面師傅 1 名
誠招兼職廚師,
●包餃子包子師傅 1 名
~~薪優~~
●切菜師傅 1 名
廚房關系簡單.
909 Southmore Ave 工資高,待遇好,包食宿.
有意請電至:
Pasadena, TX 77502 電:510-996-8239 361-960-8256
713-818-0335 (未接電話稍後必回) 如未接，請短信留言

生意好外賣店,誠聘
收銀員, 炒鍋, 打雜
全工/半工均可

Restaurant Hiring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NOW HIRING Now
Mikoto Ramens

永華餐館誠請

日本餐館誠請

科羅拉多州,日餐高薪請人
●熟手經理一名
●壽司幫廚: $5000~$5500 + 加小費
●女服務生多名 : $5000-$6000
●男服務生多名 : $5000-$6000
歡迎夫妻檔, 以上包吃包住.
意者請電 : 480-601-6546

路州全日餐

Lake Charles
二家 Galleria &1960 Japanese Cuisine 壽司師傅或學徒
招聘熟手企台
誠聘
壽司師傅，
誠請經理,企檯,帶位 近 Galleria , 誠徵
企台及帶位
小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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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氛圍輕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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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報稅，聯系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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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699-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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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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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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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診所 & 餐館 出售

位 Spring Branch 4000 呎 (含所有設備)
要價 45 萬, 連地產售 160 萬
●賺錢炸魚炸蝦店出售( 位東北區)
設備全, 生意好, 可提供配方及培訓
售價 22 萬,連地產售 110 萬.
●家庭式餐館(8 號/Clay Rd):
1400 呎,租金$2800, 售$65000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中餐旺舖出讓
位 Baytown,10 號公路旁,交通方便,
隣近幾大煉油公司及住宅,
客源龐大, 因缺人運作出讓.
有意請聯繫 :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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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中國城, 好房出售 $273,000

*家庭旅館

房屋租售

Sal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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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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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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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Tuesday, September 2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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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Rent

牙醫診所 & 餐館 出售

位 Spring Branch 4000 呎 (含所有設備)
要價 45 萬, 連地產售 160 萬
●賺錢炸魚炸蝦店出售( 位東北區)
設備全, 生意好, 可提供配方及培訓
售價 22 萬,連地產售 110 萬.
●家庭式餐館(8 號/Clay Rd):
1400 呎,租金$2800, 售$65000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買新屋,本經紀人只收$1000 佣金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Realtor / Agent

中國城旺鋪出租
9968 Bellaire #250A
Houston, TX 77036
( H Mart 黃金廣場 )
984 SF,特價 $2500/月
意者請電: 林太太
713-385-1188
Owner Agent

可愛黃金貴賓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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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gs for sale
寵物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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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234-7783

雅房分租

百利大道/Beechnut, 近 Tan Tan 餐館
長租或短租或日租 面積 2,025 呎,佔地 8,160 呎,(沒 HOA 費) 近惠康,高爾夫球場
環境好,傢俱全,
包水電網,簡單家具 3 房(另加建 1 房間) 2 衛浴 2 獨立車庫
房內帶洗衣機,
新水管,新冷氣,新 Siding,新車道,
惠康超市走路十分鐘
5G Wifi,
廚房大理石檯面. 磁磚及木地板.
意者請電:
適女性或學生.
7911 Pella Dr. Houston, TX 77036
832-883-7474 意者請(英文)電: 832-454-5119 Van 832-768-0061

*屋主自售,3 房 TOWN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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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9月20日

房屋租售

房屋租售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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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黃金獵犬 8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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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伌伌
丌丌
丌丌伌丌丌伌丌伌
丌丌伌
丌丌伌
丌丌伌
丌丌伌
丌丌伌丌丌伌丌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公
牙科診所誠聘 恆益門窗,薪優 *地產公司誠聘 NOW HIRING
*誠 招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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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Company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Hiring

公司請人

*辦公室文員

安防公司誠聘

司
請
人

●牙科助手
誠徵男性生產工人 全職/兼職,中英文流利 Innovo Medical
女按摩師多名
熟悉辦公軟件，
( Stafford, 77477 )
●前台工作人員
有合法身份薪優.
或有執照女按摩師 中英文流利,誠懇,
公司位於中國城， - Accounting Exec
意者請電:
歡迎半工半讀的學生 - full accounting,
認真,負責,熟識電腦.
合作
832-629-1025 電:281-529-5599 Quickbooks
有意者請聯系:
意者請信息:
agapedentalcare 13715 Murphy Rd #D
Email: jiangkk
Email: jean@
Hiring 832-526-1155 houston@gmail.com Stafford, TX 77477
beyondmedshop.com
@yahoo.com

*誠聘貨倉工人 *測量公司誠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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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 中英文流利 招聘 中英文流利,
有經驗和懂英文的
位 8 號 / I-10
貿易公司全職崗位, ●辦公室文員(長工):
需英文及 Word, Excel 操作
英文流利，quick book 經
熟悉 Quickbook. 公司助理/採購經理 無經驗可培訓,良好溝
土木工程繪圖員
要求中英文流利, 驗優先，近中國城，薪優 全工,多名,體壯
可辦 H1B.
（CAD Operator）
通，穩定負責任長期的
會開叉車優先
有工作經驗,
善於溝通,認真負責, ●安裝技術人員，簡單
意者請
Email 或電:
需會用
Autocad
&
工作夥伴。履歷表：
需誠實可靠
在美有工作許可. 英文，需出差，公司培訓，
男女不限,
goldenfurniture11
Microstation
RealEstateManager777
意者請電 :
薪資面議。發簡歷至: 有木工，鉗工，修車，裝
意者請電 : 何生
@gmail.com
@yahoo.com
Email 簡歷:Schen@
修經驗優先，年薪 6w+
rick@naturesort.com 電:713-922-9886 832-512-0138 landtech-inc.com 713-896-8877 281-223-9756 或電 713-988-8816

$$高薪聘機械銷售 休士頓中藥店 Food Distributor 私立幼兒園誠聘 印刷公司誠徵 招聘辦公室文員

誠徵

木材工廠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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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職員工:中英文流利 地板批發公司招聘: ●駕駛 ●廚房助手
石油設備公司招銷售,
Account Payable /
中英文流利,
經驗全職，高提成， 誠聘抓藥/收銀員. Offices Assistant 廚房烹飪清洗整潔 熟悉 PS, InDesign 優先 中英文流利,熟練操作 ●工作人員女性
工作認真負責,
QuickBooks 和 All orders
無經驗可培訓,
有健保,月獎和年獎, 薪優.會中英文， Speak English & Chinese
每週一至週五
合法報稅,略懂英文
有 Quickbook 經驗
者優先，薪資面議。
歡迎工讀生.
中英流利,良好 TX 駕照
Contact:
Lily
&
Helen
有經驗者優先.
工作五天
優先,近中國城.
713-383-8818
9777 Harwin Dr. #509 意者請發簡歷至郵箱:
電:713-320-2103
意者電詢:
有意請電
意者電面洽:紀先生
薪優,請電 :
Email: helen@
或簡歷: usa@
Houston, TX 77036 rick@naturesort.com
gnsolidscontrol.com 346-399-6493 fourseasonsfood.com 909-895-2125 swprinting@att.net Fax:713-734-1924 713-933-5288 713-922-9886

聘請鋼琴教師 Cypress 功夫茶 石油設備公司

公司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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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辦公室助理

公
司
請
人

美國公司請人

●全職辦公室助理
誠招店長,一周工作
招聘 1 名倉庫工,
位 610 和 290 交界處
懂廣東話優先
●全職或兼職銷售員
5-6
天,需要有團隊
會開叉車和做雜務,
誠徵●生產工人
地點: Sugar Land
中英文流利,善於溝通,
意識,會英文,能報稅,
吃苦耐勞,
$15/小時起薪
熟練使用電腦及辦公
請 Email/短訊聯系:
無經驗起薪$3500 懂簡單維修和英語. 軟件,時間周一到周五,
需有身份,能努力工作
wingng2004
近 8 號和 290
有經驗$4000,
需報稅.待遇好,環境佳.
意者請電:
@yahoo.com
意者請電: Blake 可辦身份.請電:王先生
包午晚餐. 意者電:
832-584-6527
281-299-9688
832-469-9800 979-739-8988 713-515-9047

Company Hiring

誠請外送員 Delivery Driver
Please Call 或親臨:
JASMINE FOODS
at 713-228-1909
2401 McKinney St. Houston, TX 77003

食品公司,薪優誠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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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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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廠誠請

保險代理公司 請人

Foot+Body 足身按摩店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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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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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內容包括：
•接送公司總裁
•機場接送 CEO,如果 CEO 來德州辦公室
•接送客戶，如果客戶需要的時候
•包括其它應急用車事務
工作時間及薪酬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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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工作時間超過 40 小時支付加班費
•接送總裁用總裁私人汽車，接送 CEO
及其它事務用公司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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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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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 500 強公司聘農產品業務人員

1. 負責北美(美國&加拿大)區域大宗谷物、油脂\
油料等原料的采購工作
2. 建立北美地區的大宗谷物、油脂油料的供應鏈
體系。包括：
a) 當地供應商渠道建設及維護，開發各種形式的
供應商（平倉、產地產貨、集裝箱場站交貨等）
b) 開發利用公司內、外部物流資源，建立從北美
到中國物流供應渠道
c) 研究北美區域內的物流通道，為公司物流布局
提供建議
3. 為公司研究團隊提供市場信息.
4. 協同公司交易團隊分析當地市場關鍵信息，
為業務決策提供依據
5. 開展獨立交易，作為賣方銷售給其它中國和國際客戶
薪酬$100,000 to $120,000
福利：健康保險、牙齒眼睛保險、人身意外保險、401K
工作地點：美國休斯頓.
意者簡歷至：hrchainvalueu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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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公民,男 36 歲

牽手踱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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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單身女士,先友後婚.
有誠意者電或簡訊:
832-348-6640

分類廣告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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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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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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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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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359-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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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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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身按摩店請人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Foot+Body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位 Sugar Land 糖城, 環境好, 生意佳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聘有經驗,男女按摩師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全工或半工均可,需少許英文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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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好+小費極佳.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for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意者請英文電: 346-401-6197
HIRING
Massag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按摩店出售 Salon Room

*凱 悅*

按摩請人

1000
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Beautiful Salon in
或有執照女按摩師 Sugar Land has a
Room for Rent,
合作
high tips area, Ideal for
意者請信息:
esthetician, Makeup,
832-526-1155 Micro-Blading artist,
massage therapist, etc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按摩店,美容美甲店 另招女按摩師多名
713-234-7783

招
生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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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Septembe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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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202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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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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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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美南駕校
DPS 指定王朝駕校路考第三考場
10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疫情期間有中文網絡筆試課,取消罰單課,發證書
三三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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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美南駕校是官方指定考點
三三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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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證等各種簽證可以考駕照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成人中文筆試:天天路考(兩天取得駕照)
三三
取得
pemit
後可安排路考,不用排隊等 30 天
。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成人筆試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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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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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修車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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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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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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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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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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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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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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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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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pomp and sorrow, world bids final
farewell to Queen Elizabeth

WINDSOR, England, Sept 19 (Reuters) - Queen Elizabeth
was laid to rest alongside her beloved husband on Monday
after a day which saw Britain and the world pay a final farewell to the nation’s longest-reigning monarch, in a dazzling
show of pomp and ceremony.
Amid formality and careful choreography, there were moments of raw emotion. Late in the day an ashen-faced King
Charles held back tears, while grief was etched on the faces
of several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Huge crowds thronged the streets of London and at Windsor
Castle to witness the moving, grand processions and ceremonies.
“Few leaders receive the outpouring of love that we have
seen,” Justin Welby,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told the
congregation at the state funeral in the majestic Westminster Abbey, where monarchs have been married, buried and
crowned over the last 1,000 years.
Among the 2,000 congregation were some 500 presidents,
prime ministers, foreign royal family members and dignitaries, including Joe Biden of the United States.
CEO Alex Karp and Stanley Druckenmiller discuss how
#Palantir’s product philosophy echoes that of Steve Jobs,
and preview what the next-generation of software looks like.
See the full conversation: https://lnkd.in/eREqE3fC
Outside hundreds of thousands had crammed into the capital to honour Elizabeth, whose death at the age of 96 has
prompted an outpouring of gratitude for her 70 years on the
throne.
Many more lined the route as the hearse took her coffin from
London to Windsor, throwing flowers, cheering and clapping
as it passed from the city to the English countryside that she
loved so much.
At St George’s Chapel in Windsor Castle, some 800 guests
attended a more intimate committal service which concluded
with the crown, orb and sceptre - symbols of the monarch’s
power and governance - being removed from the coffin and
placed on the altar.
The Lord Chamberlain, the most senior official in the royal
household, then broke his ‘Wand of Office’, signifying the
end of his service to the sovereign, and placed it on the casket which then slowly descended into the royal vault.
As the congregation sang “God Save the King”, King
Charles, who faces a huge challenge to maintain the appeal
of the monarchy as economic hardship looms in Britain,
appeared to be fighting back tears.
It was in the same vast building that the queen was photographed alone, mourning her husband of 73 years, Prince
Philip, during the pandemic lockdown, reinforcing the sense
of a monarch in synch with her people during testing times.
Later on Monday evening, in a private family service, the
coffins of Elizabeth and Philip, who died last year aged 99,

were moved from the vault to be buried together in
the same chapel where her father, King George VI,
mother, and sister, Princess Margaret, also rest.
‘ABUNDANT LIFE’
At the state funeral, Welby told those present that
the grief felt by so many across Britain and the
wider world reflected the late monarch’s “abundant
life and loving service”.
“Her late majesty famously declared on a 21st
birthday broadcast that her whole life would be
dedicated to serving the nation and Commonwealth. Rarely has such a promise been so well
kept,” Welby said.
Music that played at the queen’s wedding in 1947
and her coronation six years later again rang out.
The coffin entered to lines of scripture set to a
score used at every state funeral since the early
18th century.
After the funeral, her flag-draped casket was pulled
by sailors through London’s streets on a gun carriage in one of the largest military processions seen
in Britain, involving thousands of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dressed in ceremonial finery.
They walked in step to funeral music from marching bands, while in the background the city’s
famous Big Ben tolled each minute. Charles and
other senior royals followed on foot.
The casket was taken from Westminster Abbey to
Wellington Arch and transferred to a hearse to trav-

el to Windsor, where more big crowds waited patiently.
Among those who came from around Britain and beyond, people climbed lampposts and stood on barriers
and ladders 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 royal procession.
The coffin of Queen Elizabeth II, followed by (left to
right, from front) King Charles III, the Queen Consort,
the Princess Royal, Vice Admiral Sir Tim Laurence,
the Duke of York, the Earl of Wessex, the Countess of
Wessex, the Prince of Wales, Prince George, Princess
Charlotte, the Princess of Wales, the Duke of Sussex, the Duchess of Sussex, Peter Phillips, the Earl of
Snowdon, the Duke of Gloucester, the Duke of Kent,
and Prince Michael of Kent, is carried by the Bearer Party in to the Committal Service at St George’s
Chapel in Windsor Castle, Berkshire. Picture date:
Monday September 19, 2022. Victoria Jones/Pool via
REUTERS
Some wore smart black suits and dresses. Others were
dressed in hoodies, leggings and tracksuits. A woman
with dyed green hair stood next to a man in morning
suit as they waited for the London procession to begin.
Millions more watched on television at home on a public holiday declared for the occasion, the first time the
funeral of a British monarch has been televised.
“I’ve been coming to Windsor for 50 years now,” said
Baldev Bhakar, 72, a jeweller from the nearby town of
Slough, speaking outside Windsor Castle.

“I saw
her
many
times
over the
years;
it felt
like she
was our
neighbour
and
she was just a lovely woman; a beautiful queen. It was
good to say one last goodbye to our neighbour.”
‘INVINCIBLE’
Elizabeth died on Sept. 8 at Balmoral Castle, her summer home in the Scottish highlands.
Her health had been in decline, and for months the
monarch who had carried out hundreds of official
engagements well into her 90s had withdraw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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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PI Will Host A Rally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Complex
The Asian Pacific Islanders group will host
a rally on Saturday, October 8th at 4:00
pm in front of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complex for a “Get Out The Vote” rally
for the midterm elections this November.
In 2020, the Texas Asian Democratic
Party held a rally in support of President
Biden. As early as 2008, former President
Bill Clinton also held a large-scale political
event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complex for his wife Hillary’s run for the
presidency.
Over the years, we have been advocating
the importance of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Only
with the vote can we express tha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not just our right, but also
our responsibility.
The midterm election will be held on
November 8. This election will be a “life
and death battle” between the
Democrats and the Republicans. If the
Democrats lose, President Biden will
become a lame duck president which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We want everyone to register to vote. We
are also very happy to continue hosting
political rallies for our community.

Editor’s Choice
Britain’s King Charles and Britain’s Anne, Princess Royal attend the state funeral and burial
of Britain’s Queen Elizabeth, in
London. REUTERS/Hannah
McKay/Pool

The hearse carrying the coffin of Britain’s Queen Elizabeth is escorted along
the Long Walk towards Windsor castle in the funeral procession, on the day of
the state funeral and burial of Britain’s Queen Elizabeth, in Windsor, Britain.
REUTERS/Paul Childs

The hears transporting the coffin of Britain’s Queen Elizabeth drives along Albert Road on the
day of her state funeral and burial, in Windsor, Britain. REUTERS/Molly Darlington/Pool

The coffin of Britain’s Queen Elizabeth is pulled along The Mall by Royal Navy service personnel during the funeral procession, on the day of the state funeral and burial of Britain’s Queen
Elizabeth, in London, Britain. REUTERS/Andrew Boyers

A person throws a flower
towards Britain’s Queen Elizabeth’s coffin, as it is transported,
on the day of her state funeral
and burial, in London, Britain.
REUTERS/Carlos Barria

Buckingham Palace
household staff pay their
respects during the State
Funeral of Queen Elizabeth II in London. Carl
Court/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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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Elizabeth II Is Laid To Rest

FUNERAL OF THE CENTUR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Front Pages of British Newspapers ~ Sept. 19, 2022
On Sunday night hundreds of dedicated royal fans
were setting up camp near Buckingham Palace to
secure prime positions for the Queen’s funeral procession.
The Mall was littered with tents, sleeping bags and
blankets keeping mourners wrapped up in the cold.
One, Kara Jennings, 52, whose nan worked for Her
Majesty as a cleaner, said: “I’m here to pay my respects to our incredible Queen, who gave us a lifetime
of service. It’s great to see so many people already
here. We’re sharing stories and making friends.”
Bernadette Christie, 68, had travelled all the way from
Alberta, Canada.
She said: “We all know who the Queen is — our
grandmother. I don’t think we’ll ever be totally prepared for her funeral. There will be tears flowing.”
GREATEST SEND-OFF IN HISTORY
Two million mourners descended on London for the
Queen’s funeral with four billion watching on TV

MORE than two million mourners descended on
the capital for the Queen’s funeral — while more
than four billion will watch it on TV.
Another mourner, Sarah Payne, 49, said: “The Queen
has done so much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Commonwealth.

“Being here is the least we could do after everything
she’s done for us.
“I was here for the Platinum Jubilee in June, the Diamond Jubilee in 2012 and have done every Trooping
the Colour.”
Experts believe crowds will be five to eight deep on
both sides of the road for the 1.7-mile procession —
first from Westminster Hall to Westminster Abbey
and then on to Wellington Arch.
More than two million are expected to congregate in
London.
Crowd safety expert Professor Keith Still said: “It is a
barometer of public sentiment.”
Among police specialists on duty will be divers,
dog-handlers, mounted cops, motorcycle outriders
and firearms officers.
Undercover SAS soldiers will be there, with Special
Forces prepared to seal off London in the event of a
major incident, while an air exclusion zone will be
established.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tune in for the state funeral — the first in Britain
since Sir Winston Churchill’s in 1965.

The Queen’s funeral took place at Westminster
Abbey at 11am on Monday September 19, 2022
Carolina Beltramo, analyst at WatchTVAbroad.com,
said “no fewer than 4.1billion people” are expected to
watch the Queen be laid to rest.
‘Biggest live TV event in history’
She added: “Such is the love and admiration for
Queen Elizabeth II around the world that her funeral
is destined to be the biggest live TV event in history.
“Generations of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won’t have
been alive the last time pomp and pageantry were seen
on this scale.
“While it’s a sad occasion, they can be forgiven for
being enthralled by a spectacle that echoes throughout
history.
“For that reason alone they’ll be drawn to witness the
dawn of this new age in their billions.”
The Queen’s send-off tomorrow is set to eclipse the
moment when Muhammad Ali lit the Olympic torch
at the Atlanta opening ceremony — watched by
3.6billion worldwide.
More than 650 million — 94 per cent of people
watching TV — saw Neil Armstrong walk on the
Moon in 1969.
Princess Diana’s funeral in 1997 was seen by 2.5billion.

Hundreds of dedicated royal fans were setting
up camp near Buckingham Palace.
TV coverage could break the all-time high of 32.3million
who saw England win the 1966 World Cup.
Diana’s funeral fell just short of the record, at 32.1million.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Queen’s death brought in a
total audience of almost 30million across all BBC TV
channels and iPlayer throughout September 8.

Related

Saying goodbye to their ‘Gan Gan’: Prince
George and Princess Charlotte will attend
Queen’s funeral and walk into Westminster
Abbey with their parents behind her coffin

Prince George and Princess Charlotte attended
their great-grandmother’s funeral at Westminster Abbey yesterday . Pictured: The Queen
stands on the balcony at Buckingham Palace
with the Prince and Princess of Wales, along
with their children Prince George (left), Princess Charlotte (centre) and Prince Louis (right)
While the King and Queen Consort will be leading the
royal family behind Her Majesty’s coffin tomorrow, a
lot of observers will be watching the youngest members of the procession. The children will not walk the
full length of the procession, which will see William,
Harry and their cousin Peter Phillips walk alongside
each other towards Westminster Abbey. However,
when they reach the church the Prince and Princess
of Wales’ two eldest children will join their parents in
following the Queen’s coffin inside.
The Daily Mail understands that William and Kate
thought ‘long and hard’ about whether their two eldest
children should join them.
But after George and Charlotte attended their
great-grandfather’s memorial in March, William and
Kate decided they could cope with the solemnity of
the occasion. Louis, the couple’s youngest, is just four
and will not be joining.

King Charles has released a heartfelt statement saying thank you for the well-wishes sent to the royal
family following his mother’s death. Pictured: The
King meets members of the public on South Bank

on Saturday
‘As parents they have, of course, thought long and hard
about whether their children should accompany them,’ a
source said. ‘Of course little Louis is too young, but they
think George and Charlotte are up to it.’
It is understood the children will also be in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committal service at St George’s
Chapel at Windsor this afternoon. A decision is to be
taken about whether they feel up to taking part in the
procession there, too. The procession is set to see King
Charles and his wife Camilla lead the most senior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They will be followed by Princess Anne, the Queen’s
second eldest child, and her husband Vice Admiral Sir
Tim Laurence. Behind them will be Prince Andrew,
the Queen’s third child, and following him will be
Prince Edward, the youngest of the siblings, and his
wife Sophie, the Countess of Wessex.
The Prince and Princess of Wales, along with their
two eldest children, will come behind, and they will
be followed by Prince Harry, the Duke of Sussex, and
his wife Meghan, the Duchess of Sussex. After this
will come the Earl of Snowden, son of the Queen’s
late sister, Prince Margaret, and Peter Phillips - the son
of Princess Anne.
Behind them will be Prince Richard, the Duke of
Gloucester, as well as Prince Michael of Kent and the
Duke of Kent.
Members of the
public file past the
Queen’s coffin at
Westminster Hall on
Sunday, September
18.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paid their respects to Her
Majesty over the last few days.
Prince George and Princess Charlotte will attend the
Queen’s funeral and are set to walk into Westminster
Abbey with their parents. The two young siblings,
who are second and third in line to the throne, will
take part in today’s procession with the likes of King
Charles and Prince Harry, as the eyes of the world
look towards central London.
It was confirmed last night that the Prince and Princess of Wales will bring George, nine, and Charlotte,
seven, would take part, with sources calling it a ‘collective family decision’ to make them what is thought
to be the youngest ever to take a central role in such a
momentous occasion.
It comes after they appeared at the funeral of Prince Philip, their great-grandfather last year, and will give them a
chance to say goodbye to Her Majesty, who they affectionately called ‘Gan Gan’.
It is understood the pair will accompany their mother,
Kate, and the Queen consort, Camilla, in a car to Westminster Abbey, rather than walk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procession route. They will then join the procession
when it arrives, and will accompany their parent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in following their
great-grandmother’s coffin into the place of worship.

King Charles and the Queen Consort Camilla

view floral tributes in Hillsborough Castle last
week. The King has visited all four nations since
the death of his mother last week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e UK and billions around the
world are set to watch Queen Elizabeth II’s funeral
later, with the service itself set to play host to many
of the most powerful men and women on the planet
in the form of presidents, prime ministers and royalty.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ill line the procession
route between Westminster and Windsor, where Her
Majesty will be laid to rest this evening.
Police force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sent officers to London to help with security, while transport
warnings have been issued warning people about road
closures in the capital and potential standing room-only on trains to and from the city.
Last night officials stopped mourners from joining
the miles-long queue of people wishing to pay their
respects to the Queen, as they prepare to empty Westminster Hall before the funeral service starts. It came
on the same evening that King Charles thanked the
public for their support following his mother’s death,
while Buckingham Palace released a new portrait
showing Her Majesty.
The new monarch said he and the Queen Consort
have been ‘deeply touched’ as he prepares the country for a ‘last farewell’ to his mother on the eve of her
funeral. Since Wednesday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patiently stood in line as they wait to pay their
respects to the Queen as she lies in state at Westminster Hall.

The King lead the nation in mourning the passing
of his mother yesterday, with her funeral being
watched by billions around the world. Pictured:
The King speaks after receiving a message of condolence in the Northern Ireland Assembly
The queue has snaked its way through central London for more than four miles, taking mourners past
numerous landmarks including the Tate Modern, the
London Eye and Tower Bridge. Those inside the hall
were joined by multiple foreign heads of state yesterday, as world leaders arriving in London for Her Majesty’s funeral took the chance to pay their respects in
the palace.
The likes of US President Joe Biden,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and Chinese Vice President Wang
Qishan were all seen in Westminster Hall.
Later tonight officials will stop more people from
joining the queue as they look to clear the line before
the Queen’s coffin is moved in tomorrow’s funeral
procession to Westminster Abbey, where her funeral
is being held tomorrow morning.
Two of the late Queen’s other great-grandchildren,
Mia and Lena Tindall, were at Westminster Hall on
Friday for her lying-in-state. They were in the gallery with their parents Zara and Mike Tindall as their
grandmother, Princess Anne, took her place alongside
her three brothers for a silent vigil beside the Queen’s
coffin.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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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Elizabeth II Is Laid To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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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final vigil over the Queen’s coffin at 6am,
with Westminster Hall set to close at 8.30am. The
doors of Westminster Abbey, just over the road,
will open at 8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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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een Lies In State

Royal guards stand by Queen Elizabeth II’s
flag-draped coffin lying in state on the catafalque at Westminster Hall on September 18,
2022 in London, England
Since Wednesday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patiently stood in line as they wait to pay
their respects to the Queen as she lies in state at
Westminster Hall.
William spoke movingly last week about how
walking behind his grandmother’s coffin as it left
Buckingham Palace for the last time on Wednesday had evoked poignant memories of his mother
Princess Diana’s funeral 25 years ago.
William and Harry, then 15 and 12, found their
grief thrust into the public gaze when they followed Diana’s coffin along the same route down
the Mall and Whitehall. It became one of the defining images of the day and left a lasting impact.
Tomorrow morning the King’s Guard will begin

US President Joe Biden touched his hand to his
heart and appeared to snap off a quick salute
to the late monarch in a gesture of respect at
Westminster Hall on Sunday,
At 9am Big Ben will strike clearly before the bell’s
hammer is covered with a thick leather pad to muffle its strikes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At 10.35am the coffin will be moved onto a state
carriage and taken to Westminster Abbey, arriving
at 10.52am.
Before the service, a bell will toll 96 times, reflecting the years of Queen Elizabeth’s life. The service
will, Buckingham Palace says, pay tribute to the
Queen’s remarkable reign and lifetime of service
as head of state, nation and Commonwealth.
The televised funeral service began at 11am, led
by the Dean of Westminster and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Hymns including The Lord’s My
Shepherd and Love Divine will be sung. Lessons
feature 1 Corinthians 15 20-26, 53-end and John
14 1-9a, with all aspects personally chosen by the
Queen.

Queen Elizabeth II will be buried at St George’s
Chapel (pictured) in the grounds of Windsor Castle.
A specially commissioned choral piece, Like As
The Hart, composed by the Master of The King’s
Music, Judith Weir, will be sung by the Choir of
Westminster Abbey. The choir will also sing a
short anthem, O Taste And See, which was composed by Ralph Vaughan Williams for the Queen’s
coronation in 1953.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will give a reading, while Prime Minister Liz Truss
will read the second lesson, with prayers from
leading clerics including the Bishop of London
and Archbishop of York.
Tears are sure to flow at The Last Post and Reveille, as well as the first major public rendition of the
National Anthem.
A rendition of Sleep, Dearie, Sleep played by the
Queen’s piper will have huge significance to her
family.
The service, which will be shown live on the BBC

and ITV, as well as 150 cinemas in the UK, is expected to be seen by as many as 4.1billion people
worldwide.
At 11.55 am the nation observed a two-minute silence followed by a rendition of the Last Post. The
funeral will officially end at midday.
Following the service, the Queen’s coffin will
be placed on the back of the state gun carriage
at 12.15pm. A funeral procession will then move
through Parliament Square, Whitehall, Constitution Hill and the Mall to arrive at Wellington Arch
at 1pm.
The coffin will then travel to St George’s Chapel in
Windsor, arriving at 3.15pm to allow the public to
pay their respects.
After being taken by
gun carriage from
Westminster Abbey to
Wellington Arch, the
State Hearse will carry the Queen’s coffin
west along the south
edge of Hyde Park in
central London, before passing through Queens
Gate and heading down Cromwell Road. It will
then head down Talgarth Road via the Hammersmith Flyover, Great West Road (A4) and
Great South West Road (A30). It will continue
on the A30 and will then take the A308 to make
the final part of the journey to Shaw Farm Gate
outside Windsor Castle, where it will be met
by the procession that will take it up the Long
Walk to St George’s Chapel
At 4pm there will be a televised committal service
conducted by the Dean of Windsor, during which
the Imperial State Crown, sceptre and orb will be
removed from the coffin by the crown jeweller.
A lone piper will then play a lament as Her Majesty is lowered into the Royal Vault.
At 7.30pm King Charles and the Queen’s relatives
will return to St George’s Chapel for a private
family burial service, where the new monarch will
scatter earth on her coffin.
Related

‘Top secret’ drone-blocking technology
‘was deployed in London for Queen’s funeral to enforce no fly zone’ –
UK Police Officers Geared Up For What
Was One Of The Biggest Security
Operations In British Policing History

A no-fly zone has been put in place over central
London and in Windsor ahead of the Queen’s
funeral today
Yesterday’s state funeral has sparked the biggest
security operation ever staged in the UK, with
more than 15,000 police on duty. King Charles
also visited the Met’s Special Operations HQ in
Lambeth, South London, where officers are planning for the momentous day.
He said it was “encouraging” everything was going to plan, adding: “It’s nice to know where it all
happens. This is the absolute hub, isn’t it?”
A no-fly zone has been put in place over London, with security forces deploying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to stop drones flying near the Queen’s
funeral.
In what is set to be one of the biggest security operations in British history, Scotland Yard is pulling
out all the stops to ensure today’s service and procession go off without at hitch.
At least 10,000 police officers, including 2,000
from around the UK, will be guarding central London and the 23-mile route to Windsor Castle today.
On the ground many roads and bridges will be shut
to traffic, and 23 miles of barriers have been put up
to control crowds that are expected to reach into
tens of thousands. In the skies no chances are bing
taken, with the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putting a
no-fly zone in place over the capital - this will include the prohibition of drones.
To help enforce this security forces have set up top
secret anti-drone devices in central London ahead
of the service today, it is being reported.
These machines, which work by blocking signals
between drones and their pilots, have been set up
on the rooftops around Westminster, the Telegraph
reports.
Around 10,000 police
officers have been
drafted in to secure
Westminster and the
23-mile procession
route to Windsor.
It comes amid concerns that terrorists or people
looking to disrupt the event, either by targetting the
crowd or the procession itself, could do so from
the air. The first step in making sure this doesn’t
happen was setting up a no-fly zone which will be
in force until after the funeral on today.
Metropolitan Police Deputy Assistant Commissioner Stuart Cundy has asked people who see any
unauthorised drones to contact the police.
‘My request to members of the public if they are in
London on Monday and they do have concerns or
they think someone’s flying a drone, please speak
to one of the many police officers that are out so
that we can deal with it straight away,’ he said.
There have already been 34 arrests in the lead
up to the event, while as of last week 11 people
have been spoken to for flying drones when they
shouldn’t have been.
An armed police officer stands guard as
people leave a Service
of Prayer and Reflection for Queen Elizabeth II at St Paul’s
Cathedral in London
last Friday, September 9.
It comes as security forces look to maintain the
safety of the numerous heads of state, world leaders, royalty and foreign dignitaries who are attending the funeral, as well as the thousands of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will come out and see it.
DAC Cundy, who is the man in charge of the operation, said the force would use ‘all tools and tactics
available’.
The senior officer told reporters the ‘hugely complex’ policing operation is the biggest in the force’s
history, surpassing the
London 2012 Olympics
which saw up to 10,000
police officers on duty per
day.
A police officer stands on

the roof of a building in Westminster on Sunday. It is reported security forces have set up
anti-drone devices on the rooftops of London to
stop drones.
Rank-and-file will line the streets supported by
armed officers on the ground and snipers on rooftops. Helicopters and CCTV will help commanders watch crowds from the sky.
Mr. Cundy said: ‘This will be the largest single
policing event that the Met Police has ever undertaken. As a single event this is larger than the 2012
Olympics, it is larger than the Platinum Jubilee
weekend. The range of officers, police staff and all
those supporting the operation is truly immense.’
Drones are known to be used in major operations
while facial recognition software has been used in
London. DAC Cundy declined to rule out using
them, citing operational reasons, but added they
would use ‘all tactics and tools’ they needed to protect the capital. Motorbike escort riders, the Met’s
horse-mounted branch, dog teams and the marine
unit will be in place. The force will also use more
than 22 miles of barriers in central London alone to
control crowds and keep key areas secure.
And specialist units from the SAS are expected to
be on hand to assist in the event of an attack.
The service, which will be shown live on the BBC
and ITV, as well as 150 cinemas in the UK, is expected to be seen by as many as 4.1billion people
worldwide.

A police officer looks through the sight of a
sniper rifle from the roof of St Giles’ Cathedral
in Edinburgh last Tuesday, where Queen Elizabeth II was lying at rest.
Former head of royalty protection Dai Davies said:
‘The SAS and those trained in anti-terror quick reaction will also be involved.
‘They will be strategically placed in military barracks and around the capital and will be there as
the ultimate line of defence should there be an
attack.
‘The biggest risk will be the lone wolf or knife attacks from individuals, which are harder to predict.
There is always the risk of a car attack too, though
there will be barriers that make this more difficult.’
(Courtesy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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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 15..3《梅子說
美南國際電視15
梅子說》
》-----俄羅斯想將中國第22 次綁上戰車
俄羅斯想將中國第
次綁上戰車！
！如意算盤能實現嗎
如意算盤能實現嗎？
？
中國能趁機收回海參崴嗎？
中國能趁機收回海參崴嗎
？

（本報記者黃梅
子）大家好，我是
黃梅子，今天給您
講講俄羅斯想第二
次將中國綁上戰車
，如意算盤能實現
嗎？
前幾天，俄羅斯國家杜馬發布了一段視頻，是中國第三號
人物栗戰書訪問俄羅斯期間發表講話的視頻，這段視頻經過俄
羅斯官方發佈出來，可謂石破天驚！
在這段視頻中，栗戰書直接聲稱：在涉及俄羅斯核心利益
和重大關切問題上，中方一直表示理解和充分的支持。就像現
在的烏克蘭問題，美國和北約直接逼到俄羅斯的家門口，涉及
到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在這種情況下，俄羅
斯採取應當採取的措施，中方表示理解，而且從不同的方面給
予策應。
我們要注意到，栗戰書提到的一個關鍵詞：策應，“策應
”在字典裡最基本的含義就是指在戰鬥中與友軍相呼應，相互
配合作戰。
也就是說，栗戰書這一番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中國的立
場：中國就是俄羅斯的友軍，大家站在一條戰壕里，這是迄今
為止中國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做出的最清晰的支持性表態。在
視頻裡，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沃洛金在聽到栗戰書這番表態的
時候，下巴上揚，毫不掩飾地滿意地彈了彈自己的手指。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栗戰書這番表態呢？
首先，他絕不是信口開河，而是肯定得到最高層授權的，
因為畫面中可以清楚看到他拿著一份發言稿，他基本上是照著
稿子念的。但是，中國方面可能沒有想到俄羅斯會直接無刪減
把視頻公佈在官網上，而中國官方對栗戰書訪俄的聲明則完全
是模板化的外交辭令，對烏克蘭這些敏感問題隻字不提。這種
差異化當然說明了中國不想渲染這個話題，中國祇想偷偷地幫
俄羅斯，不想公開站隊，畢竟現在歐美國家都在製裁俄羅斯，
中國沒必要把自己搭進去。但是，俄羅斯現在被孤立，戰局又
不利，所以急於找同盟，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舉足輕重的大國如
果加入，整個世界的格局都會改變。栗戰書是 9 月 10 號訪問俄

羅斯，而 9 月 15 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中國領導人
習近平會在烏茲別克斯坦舉辦的上合組織高峰會
舉行會談。所以值此敏感的時間節點，俄羅斯疑
似“誇大”北京對其入侵烏克蘭戰爭的支持，在
普習見面前把勢造出去，想逼中國跳上俄羅斯的
戰車。但是，現在普習會已經過去好幾天了，目
前好像還沒有任何消息證明中國會直接站隊俄羅
斯，從這一點來看，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 50 年代
朝鮮戰爭時期被前蘇聯當槍使的中國了，那時候
斯大林一封信就讓中國跨過鴨綠江去幫北朝鮮堵
美國人的槍子兒。俄羅斯要想把中國牢牢地綁上
他的戰車，恐怕不是普京用外交手腕就能拿下的
了。
北京冬奧會開幕之際，俄羅斯總統普京閃電
般的降落北京，半天之內完成與中國領導人習近
平的幾次會談，簽署一系列合作協議，普京顯然
是高明的戰略家，普京幾乎是唯一參加北京冬奧會的大國領袖
，這個份量十足的面子大禮，獲得了極大的戰略利益上的回報
，他與北京簽署了十五個合作條約，總價值大約在 5000 億－
10,000 億人民幣之間，如果俄羅斯能夠快速地在幾天甚至幾個
月之內打下烏克蘭，無疑中國的 1 萬億人民幣的輸血是可以支
撐到戰爭結束的。但是，現在情況有變，俄羅斯打烏克蘭打了
半年都打不下來，最近還節節敗退，俄羅斯確實是撐不下去了
。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只好再次打起了中國的主意，畢竟中
國還是有這個重量級別的。但是，弱國無外交，現在的俄羅斯
除了一個強硬的普京還能虛張聲勢，其他方面已經沒有什麼價
值可以跟中國交換了。這也許就是 9 月 15 日普習會之後，沒有
任何最新聲明表示中國要站隊俄羅斯的原因，畢竟，沒有永遠
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中國和俄羅斯（前蘇聯）之間的關係，其實是非常詭異的
。不了解歷史細節的人，通常都會感到非常困惑，無法理解。
1950 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抗美援朝，斯大林把中國當炮
灰去擋美國人的機關槍，中國死了 50 萬志願軍，但把美國人逼
退到 38 線以外。
但是到了 1953 年，中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決定大
規模無私援助中國，提供很多絕密的技術和設備，幫助中國建
立全套工業化，兩國關係進入蜜月期。
大國關係，好像成了過家家。如果單獨看這些史實，你想
破腦袋也想不出當年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就是最開始蘇聯根本沒把中國當中平等關係的伙伴來看，而
只是把中國當成馬仔，蘇聯老大哥說了算，中國沒有發言權。
為什麼呢？因為當時的中國窮啊，窮國無外交。為什麼在朝鮮
戰爭結束之後，蘇聯對中國會改變態度，無償援助了呢？因為
我們可以說中國贏了朝鮮戰爭。有人也許要說，中國死的人比
美國還多，怎麼能說中國贏了呢？因為戰爭的輸贏不是看戰果
，而是看你有沒有達成自己的戰略目的。
北朝鮮參戰的目的，是統一朝鮮，沒有達成，所以北朝鮮
失敗了。
美國參戰的最初目的，是保護韓國，這一目的達成了，所

以從這個角度說美國贏了。
韓國參戰的目標，是避免被北朝鮮吞併，從這個角度說，
韓國贏得了戰爭。
而中國參戰的戰略目的，從頭到尾只有一個，那就是保護
朝鮮，把戰線推回 38 線。中國的戰略目的達成了，所以說中國
贏了。
在僅依靠蘇聯海軍威懾和少量空軍參戰的前提下，中國陸
軍硬生生的在戰場上逼平了美國，並成功實現了自己的戰略目
標。
這份戰果震驚了世界，也震驚了蘇聯。中國在蘇聯心中的
地位，立刻大大提升了。
二戰結束後，蘇聯始終處於有濃烈的不安全感。人口損耗
太多，工業實力也不如美國，蘇聯迫切的需要安全屏障。
這個時候，亞洲出現了一個 4.5 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中
國，這個國家敢於正面抗擊美國，並能戰而勝之。這是蘇聯夢
寐以求的盟友。這就是為什麼 1953 年蘇聯開始無條件支援中國
建設的原因。
但是 2022 年的俄羅斯已經不是原來的蘇聯，而現在的中國
也已經不是當年的中國，中俄之間的角色位置掉了一個個兒，
現在的俄羅斯的 GDP 還不如中國廣東省一個省的 GDP 高，論
經濟只能算第三世界國家。原來還能唬唬人的是他的國防能力
，比較前蘇聯是兩個超級大國中的一個，不光有核武器，而且
還有好幾艘航母，重型武器更是無數。但是，俄烏戰爭半年打
下來，俄羅斯的短板徹底暴露在世人面前，不光武器裝備比美
國落後幾十年，而且戰略思維也還是五六十年代的常規武器地
面戰爭，而美國從九十年代的海灣戰爭開始就已經是打信息戰
了，俄羅斯跟美國完全不在一個維度上了，如果說，俄烏戰爭
前的俄羅斯還能勉強算個二流國家的話，恐怕俄烏戰爭打完，
俄羅斯會淪為三流國家，說不定還要再次分裂，也許到時候是
中國收回海參崴等二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好時機。俄羅斯
在自身實力不行的情況下，想第二次把中國綁上他的戰車，應
該是不大可能的，因為俄羅斯已經沒有什麼交換價值了。
美南國際電視 15.3《梅子說》本週 9 月 19 日晚上 7 點首播
，週六 9 月 24 日晚上 7：30 重播，歡迎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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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州酒駕出事故，車險賠償嗎
在德州酒駕出事故，
車險賠償嗎？
？
德州酒駕如何界定，
德州酒駕如何界定
，後果嚴重嗎
後果嚴重嗎？
？
1. 血 液/吹 氣 測 試 測 出 酒 精 濃 度 BAC 大 於 0.08g/
100ML
一般情況下 4 罐啤酒、250 毫升葡萄酒、或者 3 小杯
烈酒在一小時內飲下，就會導致一個 160 磅的成年人
的血液酒精濃度達到 0.08。
如果是一位體重 100 磅的女士喝 1 罐啤酒、或者 140
毫升的葡萄酒(一杯)，就會導致血液酒精濃度達到
0.08，所以在喝酒之後，最好能先醒醒酒，再上路開
車。
2. 不論血液酒精濃度是多少，只要一個人不能展示
正常的精神、或者身體控制能力，那麼也會被判定
為酒駕。
一般情況下，警察會讓駕駛員嘗試走直線、單腿站
立、或者讓駕駛員看警察所指向的地點，來進行簡
單的測試，看此人的身心控制能力如何。
若是能順利通過測試，那麼警察就會放駕駛員走。
如果駕駛員不能完成測試，在德州，警察可以被直
接判定為酒駕，無需吹氣/血液測試，也可以選擇讓
駕駛員吹氣。但是，即使血液酒精濃度小於 0.08，如
果不能通過測試，警察還是可以判定為酒駕，直接
帶走駕駛員的。
所以如果您有喝酒，不是說完全不能開車，而是如
果您神智清楚，對身體的控制能力也很好，那即便
是開車也沒有太大的問題。如果你喝了一點酒，但
是有點暈，那麼您最好還是要先緩一緩，醒醒酒再
上路。

酒駕有何處罰?

(美南新聞休斯頓訊) 相信大家都知道：喝酒不開車，開車不
喝酒。但在美國，和朋友喝一兩杯酒開車回家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情了。那麼在德州，法律是如何界定酒駕的呢？讀者們或許會問
，萬一酒駕造成交通事故，保險會賠償損失嗎？休斯頓以解說車
保險著名的志鵬保險將帶大家來了解一下相關的情況。
先回答很多人都提出疑問的問題就是：如果酒駕出了事故，
撞壞了自己的車，別人的車也被我撞壞了，保險賠償嗎？
答案是：賠償
車保險並不會因為駕駛員有喝酒就拒絕賠償的，但是，如果
駕駛員在從事違法犯罪行為，那麼造成的損失，保險公司是不賠
償的。
所以如果有酒駕，不論是自己不小心把自己的車撞壞了，沒
有撞到別的車，還是造成了交通事故，或對別人的車輛和人身造
成了傷害，保險都是會賠償的，這個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德州如何定義酒駕?

那麼在德州，在法律上是如何定義酒駕的呢？同時，酒駕的
處罰又是什麼樣的？
如果一個駕駛員有以下兩種情況的任何一種，那麼就可以被
判定為酒駕：

那麼，萬一被判定為酒駕之後，法律的處罰是什麼
樣的呢？
初次犯酒駕：
• 最高$2000 的罰金
• 有 3 到 180 天的監禁
• 吊銷執照最多 1 年
第二次犯酒駕：
• 最高$4000 的罰金
• 1 個月到 1 年的監禁
• 吊銷執照最多 2 年
第三次犯酒駕：
• 最高$10000 的罰金
• 2 到 10 年的監禁
• 吊銷執照最多 2 年
所以在喝酒之後，最好還是醒醒酒，確認自己意識清楚，身
體控制能力恢復之後，再開車回家。千萬不要因為酒駕而造成額
外的損失。如果您對於德州休斯頓、奧斯汀車險、房屋保險有任
何問題，可以聯繫志鵬保險，我們的保險專員會幫您解答問題，
幫您找到最適合您的保單。

關於志鵬保險

在休斯頓，志鵬保險以服務好、專業、法規解說清晰而享有
好口碑，專業團隊友善而貼心，與志鵬保險互動過的客戶，都受

惠於志鵬保險的周到與細心，覺得更多了好幾分保障，相當受到
客戶的信賴。
為什麼選擇志鵬保險? 因為有可靠穩定的專業保險團隊，價
格更低，短信/微信方便估價、到期續約提醒、代理多家 A+保險
公司，是您身邊最專業貼心的保險經紀。
志鵬保險專精於: 汽車保險、房屋保險、奧巴馬保險、醫療
保險、商業保險、紅藍卡保險、旅遊保險。
志 鵬 保 險 電 話: 832-460-5669。 地 址: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8, Houston T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