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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h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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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週 三 週 一 月
2 wks 3 wks 1 mon

$105

$125

$160 $210

$250

$135 $240 $315

$375

2 格 (2units) $90
3 格 (3units)

CLASSIFIED AD. RATE

4 格 (4units) $180

$80

$320 $420

$500

EFFECTIVE: 從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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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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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請預付廣告費,如中途停刊者, 恕不退還費用。
●刊登一個月以下者,廣告均不得改稿,若需改稿每次酌收費用5元
●本報接受VISA及MASTER信用卡付費,
如電話(Tel)/ 微信Wechat / 傳真(Fax), 訂稿委刊請告知信用卡號碼/姓名/有效期限/CVV號/郵編/地址號.
其訂稿如有錯誤由客戶自行負責,恕不補登。
●截稿時間 : 星期一至星期五2:30pm
平時/周六日請微信: AD7133021553
截稿或之前訂稿,立即上網,其稿將在第二天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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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Restaurant
Hiring

Restaurant
Hiring

餐館服務

餐館服務

餐館服務

*米其林星級港式早茶點心

雙椒 River Oak 高薪誠聘

Tim Ho Wan ( 添好運 ) Katy 亞洲城
10 月隆重開業,現誠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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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館誠聘

9月21日 星期三

餐廳經理、企台和 前廳打雜

『高薪厚職』 餐館誠請

1915 W Gray St. Houston, TX 77019

炒鍋, 打雜, 燒臘師傅,
企台, 執碼(幫廚)

有意者短信聯系:

各幾名, 包食和住宿.

412-956-2766

有意請電 : 512-483-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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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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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鮮餐館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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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旺鋪出讓 糖城馬來餐館 急急急!餐館讓 超市壽司吧出售 西南區中餐館售

Seafood Restaurant 於休斯頓西南交通人
for Sale 休斯頓西南區 流繁忙區,毗鄰商業
2200 呎餐館出售,
與住宅區.客源穩定.
於 Fiesta Center,
堂吃外賣兩宜.
交通與人流繁忙,
租金合理,附外賣窗.
設備齊全,租金合理.
詳情請聯系:
歡迎看店議價.聯系:
832-566-0269
832-964-7982

Kroger 超市內, 4500 呎,租金便宜
因股東不和,
位於 Katy
無心、無力經營. 中日餐堂吃外賣店 近 Uptown, 附近 設備齊全,生意穩
半賣半送.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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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閒聊請繞行, 請電:
有意者請私信:
意者請電 : 陳太
意者請電:
713-291-5975 347-277-1612
832-788-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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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房分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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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on Room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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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Opportunity 713-234-7783

店
新屋地產佣金- $1000 = 買家回扣
面
休士頓,達拉斯,奧斯汀,聖安東尼奧
生
www.ModernLifeRealty.com
意
林祿壽 Johnathan Ling
租
地產經紀,地產檢查師(22277) ,土木工程師
電: 713-319-6456 713-385-1188 售

家具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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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徵通勤鐘點工
Business Opportunity Furniture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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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tor / Agent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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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兩口之家,誠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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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勤鐘點做飯阿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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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周一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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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簡單打掃,有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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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優事少,時間靈活
務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請電:Sophia
(通國台英)
意者請電或短訊: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庭服務
832-287-8233
832-614-3578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伌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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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牙科診所誠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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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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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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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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木家俱出讓

買新屋,本經紀人只收$1000 佣金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C2

Wednesday, September 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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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Rent

2022年9月21日

房屋租售

房屋租售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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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明式紅木家俱
若干件套
●美式家俱若干件.
因搬家要出售.
品質優良,價格公道.
並可送貨到府.
有意者請電: 彭
408-876-0995

*誠徵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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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女褓姆

德州奧斯汀家庭

誠招住家保姆,
610 環內,一周五天, 位 8 號和 Westheimer
簡單家務.可供宿,
孩子已上學
，以做飯、
照看 14 個月男孩
要求 60 歲以下, 周一,三,五(下午 2-6 點) 做簡單家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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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實,勤快. 薪優. 二四彈性,可選或不選 有良好生活習慣,
意者請簡訊或電 :
有愛心.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劉太
281-467-3228
512-750-7446
832-298-9331

恆益門窗,薪優 *地產公司誠聘 NOW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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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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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22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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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359-6141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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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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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Massage
Service
丌丌
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
Awesome Foot SPA

*凱 悅*

1000
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Massage
Therapy
按摩治療
按摩請人

30 年經驗, 專治: 失眠, 頸椎, 肩, 腰
哮喘過敏,膝蓋,腰部,老年性的身體疼痛.
專業技術 -治療您各方面的疼痛 $60/小時.
●足底按摩 $40/小時
營業: 早 10 點-晚 10 點, 美南新聞大樓隔壁
11140 Bellaire Bvld #B, Houston,TX 77072
歡迎來電預約: 346-800-8009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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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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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意者請英文電: 346-401-6197
HIRING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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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生
招
生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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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帝王般享受
早 10:00-晚 12:00
●誠聘服務好的按摩女孩

諮
詢
顧
問

Consultant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832-941-7212

HFE 正規專業按摩學校招生

按摩班招生

培訓班招生

*按摩店出售

Salon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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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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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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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234-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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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周六,周日

氣質白嫩甜美 girl

或有執照女按摩師
合作
意者請信息:
Massage Store
832-526-1155
SPA /Salon
按摩店,美容美甲店 另招女按摩師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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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摩
服
務

Wednesday, September 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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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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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tor

德州帶槍執照

KATY 鋼琴教師
招生

800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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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招收任何
鋼琴級別學生
課上中英文交流
Gun License
聯系電話：
申請帶槍執照 281-236-4723
832-614-6351

電腦專家



打電話或短信： 832-488-6304

休斯頓最全槍課培訓中心

可愛黃金貴賓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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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gs for sale
寵物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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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700

機
場
接
送

Transportation

*誠意裝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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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業務



浙江大余裝修

專業住宅裝修

榮盛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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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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請電(手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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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
Remodeling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832-709-8947 832-382-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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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進哥服務接送

老廣裝修

木工, 泥水, 油漆
地板,水電,間隔改建
經驗豐富,手工好!
電 話:
346-503-7037

信譽裝修

北夏接送服務

滿意裝璜公司

700



雷射除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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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偉裝飾,專精
丌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700

恆豐裝修公司

報稅服務

電腦手機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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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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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800

●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Piano 鋼琴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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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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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房翻修,浴室廚房, 內外油漆,屋頂補漏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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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間改造,內外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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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地磚, 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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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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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頂補漏,上下水管,
大小工程,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水電等...
提供商業保險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籬笆水槽,地磚地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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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量保證. 電話:
832-607-7861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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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225-6325 832-866-2876
713-371-2713 戴師傅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閩福裝修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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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櫃,大理石台面安裝,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地板人工 90￠/呎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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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浴翻新,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奧斯汀(Austin) 專業裝修,舊屋翻新 丌丌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理
丌丌
丌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地板門窗,廚衛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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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窗、玻璃門安裝,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內外牆油漆,木工等.
業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三
三
三
地板、瓷磚；車庫門,
內外油漆,水電空調
內外油漆，廚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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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木工等.. 訂制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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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玻璃、鏡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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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豐富,質量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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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470-8926 737-767-0800 713-828-5513 丌丌
( 大中華超市旁邊)
王
(國/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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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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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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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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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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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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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修車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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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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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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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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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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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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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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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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e, West brush off Russian referendum plans for occupied regions

KYIV, Sept 20 (Reuters) - Russian-installed leaders in
occupied areas of four Ukrainian regions set out plans for
referendums on joining Russia, a move Ukraine and its
allies dismissed on Tuesday as a stunt by Moscow to try to
reclaim the initiative after battlefield losses.

“The Russians can do whatever they want. It will not change
anything,” Ukraine’s Foreign Minister Dmytro Kuleba said
in response to reporters’ questions at the start of a meeting
with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Linda Thomas-Greenfield.
In a tweet, he added: “Ukraine has every right to liberate its
territories and will keep liberating them whatever Russia has
to say.”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Jake Sullivan said Washington rejected any such referendums “unequivocally”.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and Lithuanian President
Gitanas Nauseda both used the word “parody” to describe
the planned votes.
In the apparently coordinated move, pro-Russian figures
announced planned referendums for Sept. 23-27 in the
Luhansk, Donetsk, Kherson and Zaporizhzhia provinces,
representing around 15% of Ukrainian territory or an area
about the size of Hungary.
Russia already considers Luhansk and Donetsk, which together make up the Donbas region Moscow partially occupied in 2014, to be independent states. Ukraine and the West
consider all parts of Ukraine held by Russian forces to be
illegally occupied.
In a post on social media addressed to Putin, the leader
of the self-proclaimed Donetsk People’s Republic (DPR),
Denis Pushilin, wrote: “I ask you,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e
event of a positive decision in the referendum - which we
have no doubt about - to consider the DPR becoming a part
of Russia.”
MOSCOW TO ORDER MOBILISATION?
Some pro-Kremlin figures framed the referendums as an
ultimatum to the West to accept Russian territorial gains or
face an all-out war with a nuclear-armed foe.

Macron told reporters in New York, where leaders
were arriving for a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meeting likely to be dominated by the war in
Ukraine. read more
“Russia started the war, invaded this region,
bombed people, made people flee and now they are
saying in this very region it’s going to organise a
referendum,” Macron said.
Ukrainian national flag flies on an entrance to the
recently liberated town of Kupiansk
Vehicles drive past advertising boards in Luhansk
Ukrainian servicemen repair a Russian tank
captured during a counteroffensive operation in
Kharkiv region

“Encroachment onto Russian territory is a crime which allows you to use all the forces of self–defence,” Dmitry Medvedev, a former Russian president and now hawkish deputy
chairman of Putin’s Security Council said on social media.

Sullivan told reporters: “We will never recognise this territory as anything other than a part of
Ukraine. We reject Russia’s actions unequivocally.”

Margarita Simonyan, editor-in-chief of the pro-Kremlin RT
TV station, wrote: “Today a referendum, tomorrow recognition as par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day after tomorrow strikes on Russian territory become a full-fledged war
between Ukraine and NATO and Russia, untying Russia’s
hands in every respect.”

A spokesperson for Lithuania’s Nauseda quoted
him as saying: “What Russia is doing in Donetsk,
Luhansk and other occupied territories of Ukraine
is a parody of democracy, it’s an attempt to cover the true face of the totalitarian regime. These
regions are and will be Ukraine, and Russia’s sham
referendums are illegal. Lithuania will never recognize them.”

B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allies that have been
backing Ukraine with weapons and other support said such
plebiscites would be meaningless.
If the referendum plan “wasn’t so tragic it would be funny,”

Reframing fighting in occupied territory as an
attack on Russia could also give Moscow a justification to mobilise its 2 million-strong military
reserves. Moscow has so far resisted such a move
despite mounting losses in what it calls a limited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rather than a war.
Sullivan said Washington was aware of reports Putin
might be considering ordering a mobilisation, which
Sullivan said would do nothing to undermine Ukraine’s
ability to push back Russian aggression.
‘LOUD AND CLEAR’
Russia has declared capturing all of Luhansk and
Donetsk provinces to be its main aim since its invasion
forces were defeated in March on the outskirts of Kyiv.
It now holds about 60% of Donetsk and had captured
nearly all of Luhansk by July after slow advances
during months of intense fighting. But those gains are
now under threat after Russian forces were driven from
neighbouring Kharkiv province this month, losing control of their main supply lines for much of the Donetsk
and Luhansk front lines.
The referendums were announced a day after Ukraine
said its troops had recaptured a foothold in Luhansk,
the village of Bilohorivka, and were preparing to advance across the province.
Ukraine’s defence ministry taunted Moscow, which has
claimed it abandoned the front in Kharkiv to “regroup”
to fight elsewhere. “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road?” the Ukrainian ministry tweeted on Monday.
“Because it was regrouping.”
In the south, Russia controls most of Zaporizhzhia but
not its regional capital. In Kherson, where the regional
capital is the only major city Russia has so far captured
intact since the invasion, Ukraine has launched a major
counter-offensive.
Unverified
footage on
social
media
showed

Ukrainian forces in Bilohorivka, which lies just 10 km
(6 miles) west of the city of Lysychansk, which fell
to the Russians after weeks of some of the war’s most
intense fighting in July.
“There will be fighting for every centimetre,” the
Ukrainian governor of Luhansk, Serhiy Gaidai, wrote
on Telegram. “The enemy is preparing their defence.
So we will not simply march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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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Innovative Alief Community Center
Opens Soon
The more than 70,000 square-foot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that combines
three City of Houston departments (Library, Parks, & Health) will include a
library, a senior center and a clinic run by the City of Houston Health
Department will be open soon.
The 37-acre complex also will have a public swimming pool, skate park and
soccer field and tennis courts.
Richard Ella, Assistant Director of Houston’s General Service Department
said, “We hope that the center will be a model that will be replicated across
the city.”
City Councilwoman Tiffany Thomas credited the Alief Super Neighborhood Council for keeping the pressure on the city to
provide the funding, and said her first vote in the city council was to authorize the fun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uilding.
We live here in this area to enjoy unique
experiences like culture and diversity and
many of our new residents are recent
immigrants from China, Taiwan, Vietnam,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We speak over
100 dialects here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now.
We are also very proud that so many
businesses have mov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o help create and
participate in our thriving economic
prosperity.
The Alief Community Center will be a
new landmark for our area al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e Museum project
which we are so very proud to be a part
of.

Editor’s Choice
Chilean police dogs march
during the annual military parade at the Bernardo O’Higgins
park in Santiago, Chile. Ximena
Navarro/Chile Presidency

Britain’s King Charles, Britain’s Anne, Princess Royal, Prince Andrew, Duke
of York, Prince Edward, Earl of Wessex, Britain’s William, Prince of Wales,
and Britain’s Prince Harry, Duke of Sussex, attend the state funeral and burial
of Queen Elizabeth, at Windsor Castle. REUTERS/Henry Nicholls/Pool

Palestinian demonstrators protesting the arrest of two Palestinian militants clash with Palestinian security forces, in Nablus in the Israeli-occupied West Bank. REUTERS/Mohamad Torokman

Adnan Syed, whose case was chronicled in the hit podcast “Serial,” smiles and waves as he
leaves the courthouse after a judge overturned Syed’s 2000 murder conviction and ordered a
new trial during a hearing at the Baltimore City Circuit Courthouse in Baltimore, Maryland.
REUTERS/Evelyn Hockstein

A worker removes utility poles in
the aftermath of Hurricane Fiona
in Higuey, Dominican Republic.
REUTERS/Ricardo Rojas

Police uses cooking oil
to free an environment
activist of “Extinction
Rebellion” (XR) who has
locked his hand with super
glue to Berlin’s street “Unter den Linden” (Under
the Linden trees) during
climate change protests in
Berlin, Germany. Slogan
on the hand reads “attention affixed”. REUTERS/
Christian M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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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ewing Gum That Could Reduce
SARS-CoV-2 Transmission?

plant material with the DNA of target proteins, they coax plant chloroplasts to take up
the DNA and begin growing the proteins.
The plant material, freeze-dried and groundup, could be used as a means of delivering
the protein. This system has the potential to
avoid the usual obstacles to protein drug synthesis: namely, an expensive production and
Daniell’s past work on ACE2 proved fortuitou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receptor for ACE2 on human
cells also happens to bind the SARS-CoV-2
spike protein. Other research groups have
shown that injections of ACE2 can reduce
viral load in people with severe infections.
Meanwhile, another line of work by Daniell
and Penn Dental Medicine colleague Hyun
(Michel) Koo has involved research to develop a chewing gum infused with plant-grown
proteins to disrupt dental plaque. Pairing his
insights about ACE2 with this technology,
Daniell wondered if such a gum, infused
with plant-grown ACE2 proteins, could neutralize SARS-CoV-2 in the oral cavity.
Henry Daniell of
Penn’s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

Key Points

In experiments using saliva samples from COVID-19 patients, the gum, which
contains the ACE2 protein, neutralized the virus, according to research led by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 scientist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A chewing gum laced with a plant-grown protein serves as a “trap” for the SARS-CoV-2
virus, reducing viral load in saliva and potentially tamping down transmission,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The work, led by Henry Daniell at Penn’s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 and perform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scientists at the Perelman
School of Medicine and School of Veterinary
Medicine, as well as at The Wistar Institute
and Fraunhofer USA, could lead to a low-cost
tool in the arsenal against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ir study wa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Molecular Therapy.
“SARS-CoV-2 replicates in the salivary
glands, and we know that when someone who
is infected sneezes, coughs, or speaks some of
that virus can be expelled and reach others,”
says Daniell. “This gum offers an opportunity
to neutralize the virus in the saliva, giving us
a simple way to possibly cut down on a source
of disease transmission.”
Vaccinations for COVID-19 have helped
change the course of the pandemic but haven’t
stamped out transmission. Even people who
are fully vaccinated can still become infected
with SARS-CoV-2 and, according to recent research, can carry a viral load similar to those

who are unvaccinated.

Penn Dental Medicine’s Henry Daniell
and colleagues used a plant-based protein drug production platform to grow
the ACE2 protein, which was then infused
in chewing gum. By either blocking the
ACE2 receptor or binding to the SARSCoV-2 spike protein, the ACE2 in the
gum appears to be able to reduce viral
entry into cells. (Image: Courtesy of the
researchers)
Prior to the pandemic, Daniell had been
studying the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 protein in the context of treating
hypertension. His lab had grown this protein, as well as many others that may have
therapeutic potential, using a patented plantbased production system. By bombarding

reached out to
Ronald Collman
at Penn Medicine,
a virologist and
pulmonary and critical care doctor whose
team, since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pandemic, had been collecting blood, nasal swabs,
saliva, and other biospecimens from COVID
“Henry contacted me and asked if we had
samples to test his approach, what kind
of samples would be appropriate to test,
and whether we could internally validate
the level of SARS-CoV-2 virus in the saliva samples,” Collman says. “That led to a
cross-school collaboration building on our
microbiome studies.”
To test the chewing gum, the team grew
ACE2 in plants, paired with another compound that enables the protein to cross mucosal barriers and facilitates binding, and
incorporated the resulting plant material into
ing samples obtained from nasopharyngeal
swabs from COVID-positive patients with
the gum, they showed that the ACE2 present
could neutralize SARS-CoV-2 viruses.
Those initial investigations were followed
by others at The Wistar Institute and Penn
Vet, in which viruses, less-pathogenic than
SARS-CoV-2 spike protein. The scientists
observed that the gum largely prevented the
viruses or viral particles from entering cells,
either by blocking the ACE2 receptor on the

cells or by binding directly to the spike protein.

Finally, the team exposed saliva samples
from COVID-19 patients to the ACE2 gum
and found that levels of viral RNA fell so
dramatically to be almost undetectable.
The research team is currently working toward obtaining permission to conduct a clinical trial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approach
is safe and effective when tested in people
infected with SARS-CoV-2 .
“Henry’s approach of making the proteins in
plants and using them orally is inexpensive,
hopefully scalable; it really is clever,” Collman says.
Though the research is still in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if the clinical trials prove the
gum is safe and effective, it could be given to
patients whose infection status is unknown
or even for a dental check-ups when masks
must be removed, to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passing the virus to caregivers.
“We are already using masks and other physical barriers to reduce the chance of transmission,” says Daniell. “This gum could be used
https://penntoday.upenn.edu/news)
Related
COVID-19 Omicron Variant Detected
In Houston Wastewater

C7

news is an important reminder to schedule a
booster shot for the COVID-19 vaccine.
“Vaccines help protect us, our loved one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n the work environment,” Turner said. “As the holidays
approach, I encourage everyone to remain
vigilant about their health and safety.”
Facilitating omicron here in Texas: Our
abysmal vaccination rates. Only 55% 2
shots, but in Central Texas or East Texas
only 40%, many counties 30%. Booster
shots? You can imagine…Since the 2010s
Texas has been the epicenter of the antivaccine movement https://t.co/ml2mz3BCY9
— Prof Peter Hotez MD PhD (@PeterHotez) December 7, 2021
In Harris County, only 56 percent of the
county’s 4.6 million people are considered
fully vaccinated, according to the Houston
Chronicle.
sweeps of the city’s wastewater for the 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according to the
Houston Health Department. That testing
includes several variants of the virus, as traces of it can be found in feces of those who
testing wastewater outside a few elementary schools across Houston, according to
KHOU’s Ugochi Iloka.
HAPPENING NOW: Crews with @HoustonHealth are testing waste water at local
schools for Covid-19 variants like Omicron and Delta. They plan to test near
30 schools in the Houston area today @
KHOU pic.twitter.com/veKMRfPNbT
— Ugochi Iloka KHOU (@UgochiKHOU)
December 7, 2021
The consensus on the Omicron variant’s
potential impact remains unsettled. Health
authorities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re
working to determine if it is any more transmissible or lethal than other strains, according to the Houston Health Department.

‘Omicron in Houston is cause for concern
but not panic,’ Houston’s chief medical ofHouston Chronicle / Staff photographer)
The Stadler lab at Rice University’s Brown
School processes approximately 200 samples
and what amount of the COVID-19 virus is
found. Health authorities say a sample from
Houston’s wastewater system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Omicron variant of COVID-19 on
Monday, the same day a woman separately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variant in northwest
Harris County.
yet — but the positive wastewater indicates
one could crop up so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in a press release Monday said the

“Omicron in Houston is cause for concern
but not panic,” said Dr. David Persse, Housremember that vaccination is our best tool
to reduce cases, prevent serious illness and
death, and slow the emergence of new variants.”
The city of Houston provides free COVID-19
vaccines, including boosters, to anyone 5
and older. A list of vaccination sites can be
found on the city’s website. (Courtesy The
Houston Chronicle)

COMMUNITY
COVID Immunity Levels
Can Be Measured In 15 minutes

Houston Startup Develops Ground
Breaking COVID Immunity Tes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A team of researchers at Brevitest has developed a quick, finger-stick blood test to
determine immunity to COVID-19. using
a small, desktop device they invented that
conducts the test using robotic technology with proprietary testing cards used to
analyze the blood samples. Photographed
at their offices, Monday, Nov. 29, 2021, in
Houston. (Photo/Mark Mulligan, Houston Chronicle / Staff photographer)

A Houston startup has developed a revolutionary COVID-19 test that can measure immunity
levels and determine whether or when people
need a new vaccine or booster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the disease.
The instant test could be widely available soon,
if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rants the
new device fast-track approval. Knowing personal immunity levels could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e face of new variants, like
omicron, when people need to decide whether
or when they need a new vaccine or booster
shot.
The affordable, first-of-its-kind fingerstick
blood test is offered by Brevitest, a company
developed at Fannin Innovation Studios, a life
sciences incubator in River Oaks. Researchers
invented a new method for measuring antibodies, using cloud computing to process results
and delivering them in 15 minutes to determine
if an immune system needs a boost.
Doctors, companies and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can use the tests to determine the COVID immunity levels for individuals, workforces or entire communities so they can employ more targeted strategies for slowing the disease. Since
the technology is protected by patents, Brevitest
can license the unique device and potentially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startups to
emerge from Houston’s life sciences community in a decade.

Leo Linbeck III,
the CEO and
co-founder of
Brevitest, said
his company’s
technology
builds on recent
research that has determined how many antibodies per unit of blood people need to fight off
or minimize a coronavirus infection. The new
test lets people know where they stand, whether
from a vaccination or natural immunity to determine if they need a booster or difference vaccine
Brevitest can adapt the test to detect antibodies
for any variant, including omicron. Once approved, the company could begin deploying the
device across the country within a few months
to carry out millions of tests a week.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 worried about vaccines wearing off — recently authorized COVID-19 booster shots six
months after vaccination, prioritizing those over
65 years old. But individual needs vary widely
and some people lose antibodies quicker than
others.
“Everyone’s biology is different, and the data
seems to indicate that it could be anywhere
from three months to 12 months when you see
the antibody level begin to wane,” Linbeck told
me. “That’s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for older
people who tend to have less of an immune response or those who are immunosuppressed or
immunocompromised.”
Fast tests to detect
S A R S - C o V- 2
antibodies have
been on the market since early in
the pandemic, but
they only offer
positive or negative results and don’t measure
anitbodies.
Doctors who have patients with weak immune
systems have relied on a precise blood test
called an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or ELISA, that are currently done at central laboratories. But those results can take several days
to return.
“We’re trying to build a point-of-care ELISA
because the way we look at it, either you can
have accuracy that will take time or you can
have speed, and then you lose accuracy,” ex-

plained Dr. Dev Chatterjee, a co-founder and
co-inventor. “The question we asked ourselves
is, is there a way we can marry the two?”
The Brevitest device allows a technician to place
a small blood sample on a custom-designed cartridge, which is inserted into a shoebox-sized
device that produces digital diagnostic data, the
same as the precision test.
The device sends the data to the cloud, where it
is processed using proprietary software Linbeck
wrote. Patients receive an alert and can access
the results with their phones, which also allows
them to compare their result with the latest
COVID immunity data.
The new company can make a profit at the same
$43 reimbursement rate insurance companies
pay for a central lab test, Linbeck said. Brevitest
is offering tests at its lab in Houston.

Until recently, researchers were unsure how
many antibodies someone needed to fend off
the virus. But that changed in September when
the journal Nature Medicine published a new
study that use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tandard to measure antibody levels and
showed a correlation between antibody levels
and infection rates.
Healthy people can use the test to determine if
they need a booster or should wait a few months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ir vaccine or illness-induced antibodies.
“There’s some evidence that if you wait longer
and you let your antibody count drop, when
you get that vaccine (booster), you get a bigger
bump. You get more antibody production than
you would if you had taken it while you still
have active antibody response,” he added.
Linbeck, Chatterjee and co-inventor Dr. Atul
Varadhachary founded Brevitest in 2013 to
create an office-based blood testing system
that would generate precision blood test results quicker.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provided a grant during the test’s early development, and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sked Brevitest to develop an Ebola test during
the 2014 outbreak.
Aquinas Companies CEO Leo
Linbeck works
on code for a
BreviTest analyzer, BreviTest
is one of the
startup companies helped by Fannin Innovation Studio which helps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with life science product develop-

ment July 7, 2016, in Houston.
(Photo/ James Nielsen / Houston Chronicle )
Chatterjee and Varadhachary said the scientific
challenge was far more formidable than expected. Designing a new cartridge that prepared the
blood for scanning in a new way took years.
Linbeck, an engineer, worked on reliability and
durability to meet exacting medical standards.
“Once you actually get down to developing for
the real world versus creating something for the
lab, there is a whole ocean of problems that you
have to solve,” Chatterjee explained.
When the COVID-19 pandemic began, the
company refocused on measuring SARSCoV-2 antibodies.
Brevitest is one of four life science start-ups
spun out of Fannin Innovation Studio, Linbeck’s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mpany.
He is best known as the executive chairman of
the Linbeck Group, a construction company
founded by his grandfather that built many of
the structures at the Texas Medical Center.
Linbeck and Varadhachary started Fannin to
commercialize discoveries made at TMC. But
Brevitest was Fannin’s homegrown effort to
address the lengthy delay in returning accurate
blood test results, a goal of many companies.

A team at Brevitest has developed a quick,
finger-stick blood test to determine a person’s immunity to Covid-19 using a small,
desktop device they invented that conducts
the test using robotic technology with proprietary testing cards used to analyze the
blood samples. Photographed at their offices,
Monday, Nov. 29, 2021, in Houston. (Photo/
Mark Mulligan, Houston Chronicle / Staff
photographer)
The most famous attempt to develop a rapid
diagostic device is Theranos, a Silicon Valley-based company that promised a full blood
workup from a tiny vial using a handheld device. Linbeck, Chatterjee and Varadhachary
say Theranos’s claims never made any sense
to them, and the company’s founder, Elizabeth
Holmes, is in federal court this week fighting
federal fraud charges. In contrast to Theranos,
Brevitest only claims to conduct one test per
fingerstick and will release its testing data for
outside review, Chatterjee said.
Brevitest will never replace the broad tests best
done by a central lab, for things like annual
physicals, because they require a large amount

of blood and the big machines are more efficient, Linbeck said. But the team foresees
doctors and clinics using Brevitest to routinely
monitor patients with compromised immune
systems or to track specific biomarkers for cancer and other infectious diseases.
Most breakthrough research in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devices never makes it out of the lab
because investors lack the patience required to
bring a product to market.

Leo Linbeck III, left,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Fannin Innovation Studio and managing
partner Atul Varadhachary, right, develop
medical technologies along with their portfolio companies like Procyrion. Wednesday,
Nov. 12, 2014, in Houston. ( Photo/Marie D.
De Jesus, Staff / Houston Chronicle)
The company’s strategy of licensing bio-medical discoveries and gathering researchers under
the studio’s umbrella to keep administrative
overhead low until they had a commercial product. Linbeck said the investor community needs
to have more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best way
to finance life science startups.
“There’s a lot of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way
that this stuff works,” he said. “Having been
down in the weeds, I have a greater level of humility and respect around just how difficult this
is. The human body doesn’t like to be tinkered
with, which is great news for us from an evolutionary standpoint, but it’s not so great from
a med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standpoint.”
From an investor perspective, Linbeck said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llenge was finding the
right people to manage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research lab to a for-profit company. Fannin
recruits and trains people with medical and life
science skills who are interested in entrepreneurship.
“This is about making a big pile of money because that’s also what will sustain us over the
long haul,” Linbeck said. “That means that we
get involved early, and it takes longer, but when
the payoff happens, I think it’ll be really-big
multiples.”
Energy projects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s
can pay off big, too, and take less time. But
Linbeck said he doesn’t mind the wait to build a
business that saves lives.
“Anything really important and high impact
takes a decade,” he said. “It just does.” (Courtesy houstonchroni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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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休斯頓地區湖北同鄉會
2022年金秋聚會
2022
年金秋聚會！
！
（本報訊）不知不覺，
疫情之下的生活已經兩年有
餘。兩年多的疫情雖然讓人
們之間的物理距離有所間隔
和疏遠，但卻從來沒有阻斷
過情感上的紐帶和連接，反
而讓心與心更加緊密地在一
起。隨著疫情逐漸好轉，工
作和生活的節奏慢慢回歸，
大休斯頓地區的湖北同鄉們
對同鄉們聚會的期盼和呼聲
越來越高。為此，同鄉會將
在今年金秋時節舉辦疫情以
來的首次同鄉會聚會，歡迎
所有居住在大休斯頓地區的
湖北同鄉們前來歡聚，共享
金秋。
時間：2022 年 10 月 16 日
（週日） 上午 11:30 至下午 3:
30

地 點 ： Bear Creek Pioneer Park, 3535 War Memorial St, Houston, TX 77084
活動內容：野餐及遊戲
等
如果在大休斯頓湖北同
鄉會微信群，可參見群內公
告進行報名。
如不在同鄉會微信群，
請添加微信 na8322759786，
申請入群後見群內公告進行
報名，也可以登陸同鄉會網
站 haogh.org 查看。
湖北同鄉會特此鳴謝為
本次活動提供贊助的商家與
個人。
活動總冠名：方太廚具
贊助：丹妮/田方中律師
事務所

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
汽車維脩大全（
汽車維脩大全
（十七
十七）
）
56、車輛空調開啟時發動機轉速不變化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的車輛開空調時，發動機的
轉速都有所提高，這是為了滿足空調壓縮機的負
荷要求，保持發動機的怠速穩定。但是，很多新
款車輛配置的發動機，在開空調時發動機是不提
高轉速的，而是依靠增加發動機噴油器的噴油時
間來保持發動機的怠速穩定。所以，開空調時發
動機不提速不一定就是故障。
57、空調出風口風量小。
故障判定：維護類故障。
原因分析：車輛內部的出風口風量隨著車輛
的使用會出現在同一風扇轉速下風量逐漸變小的
現象，同時製冷的效果也減弱了。一般這都是因

為很多的新款車都安裝了空調濾清器，安裝的目
的是為了保持車輛內部獲得乾淨的空氣，這也使
空調蒸發器保持乾淨，獲得最佳的製冷效果。濾
清器使用一段時間後會被塵土所覆蓋造成透氣性
能減弱，隨之出風口的風量也就減小了。因此，
只要更換新的濾清器問題就解決了。
58、車輛後門從內部打不開。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目前的轎車一般都在車輛的後門
處安裝有兒童鎖，來防止乘坐在後座的孩童出於
誤操作使車門打開，出現安全事故。很多人在清
洗車輛時由於不注意，搬動了兒童鎖的手柄，出
現乘坐在後座的乘員從內側打不開門。這不是故
障，只要從車輛外側打開車門然後再把兒童鎖的

手柄搬到開的位置就可以了。
59、冬季清晨有時車門不能開啟。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冬季洗車時後，放在露天的車輛經常
出現車門沒法打開的現象，這不是故障，是由於
洗車後殘留的水分留在了門子的密封膠條上，水
結冰後造成粘連所致。如果粘連不是很嚴重，可
以採取強行拉開車門的方式打開。如果粘連的情
況非常嚴重，強行打開會損壞車門的密封膠條
。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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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11年雙十國慶杯國、台、客語演講比賽」

（本報訊）休士頓全僑慶
祝中華民國 111 年雙十國慶杯
國、台、客語演講比賽，將于
2022 年 10 月 2 日（星期日）下
午 2 點至 4 點，由休士頓客家
會在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展覽
室來舉辦，這項活動去年是由
休士頓經文處－羅復文處長別
出新裁，鼓勵僑胞推動客家母
語文化活動，而舉辦了第一屆
的雙十國慶杯國、台、客語演
講比賽，當時也得到不少僑界

熱烈回響，辦得非常圓滿成功
！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共
襄盛舉！
今年也將遵循去年比賽方
式:
分 成 華/台/客 語 三 組, 每
組以不超過 10 人為限; 演講形
式不限; 夫妻, 母子, 父女搭檔
皆可; 也可以混音.
- 比 賽 題 目: (1) 我 在
Houston (2)我的家庭 (3)我見我
行。由參賽者任選.

- 演講長度: 2-5 分鐘
- 報名費: $10
- 評比標準: 內容, 口齒清
晰度, 發音標準, 趣味性
- 獲勝者獎勵: 獎金. 第一
名: $150; 第二名: $100; 第三名
: $50; 優勝二名 $25. 參賽者皆
有獎品. 人人有獎!
報名請向休士頓客家會會
長 － 馮 啟 豐 （281） 236-4888
或 吳 筑 君 （713） 478-4134 報
名洽詢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如果中國入侵台灣美國軍隊將保衛台灣
拜登重申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並繼續致力於一個中國政策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隨著台海局勢急遽 60 分鐘採訪中，拜登重申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
升溫，中共武力犯台可能性受到國際關注。美 ，並繼續致力於一個中國政策，即華盛頓正式
國總統拜登 18 日接受美媒專訪時被問到美軍是 承認北京而不是台北。拜登的言論肯定會激怒
否會出兵協防颱灣時，拜登給出正面回應。拜 北京，北京對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 8 月
登 18 日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節 訪問台灣感到非常憤怒。那次訪問促使中國在
目《60 分鐘》專訪時，主持人佩利問到 「若中 台灣進行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軍事演習，中
共真的侵略台灣，美國是否會出兵保衛台灣」 國抗議美國立法者推動立法以加強美國對台灣
時，拜登明確回答 「是的！」專訪內容一出， 的軍事支持。
隨即引發各界熱烈討論。過去拜登在公開場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誓要把台灣置於北
明言 「美國會保衛台灣」的時間點，分別是 京的控制之下，並且不排除使用武力。今年 7
2021 年 5 月 23 日，訪問日本時與日本首相岸田 月，習近平在與拜登的電話中警告不要在台灣
文雄聯合記者會上直言美方會在中共侵台時以 問題上玩火，稱玩火者必亡。去年 10 月，當被
軍事保衛台灣；2021 年 8 月 19 日，接受美國廣 問及美國是否會來保衛台灣時，根據法律，美
播公司（ABC）專訪時強調 「美對台有《北大 國必須為台灣提供自衛手段，拜登說：是的，
西洋公約》第 5 條的共同防衛承諾」；2021 年 我們有這樣做的承諾。 《60 分鐘》是美國三大
10 月 21 日，接受《CNN》專訪時重申華府對 電視新聞網 CBS 從 1968 年就製作播出至今的節
協防颱灣有承諾。拜登這次的表態可說是美國 目，相當具有權威及指標性。拜登在這個節目
對台轉向 『戰略清晰』的另一次表現。
上第 4 次毫不猶豫地做出美軍將防衛台灣的承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如果中國入侵台灣， 諾，意義重大！
美國軍隊將保衛台灣，這是他迄今為止在這個
問題上最明確的聲明，這肯定會激
怒北京。在週日播出的哥倫比亞廣
播公司 60 分鐘採訪中，當被問及
美軍是否會保衛台灣時，他回答說
：是的，如果事實上發生了前所未
有的襲擊。當被問及是否意味著與
烏克蘭不同，美軍，美國男女，將
在中國入侵時保衛台灣，拜登回答
說：是的。這次採訪只是拜登最近
拜登總統曾表示，
，如果中國入侵台灣
如果中國入侵台灣，
，美國將在軍事上介
一次似乎超越了美國長期以來的對 拜登總統曾表示
入
，
並強調保衛台灣是比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更大的“
並強調保衛台灣是比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更大的
“負擔
台政策，但他關於派遣美軍保衛台
”。
灣的聲明比之前的聲明更清楚。在

2022年 「非洲市場研究菁英論壇」 系列講座

（本報訊）僑委會再度攜
手國立政治大學，邀請非洲研
究專家學者、僑臺商領袖及當
地投資有成業者，分析市場機
會與風險，同時分享投資及創
業實戰經驗

10 場 講 座 週 週 強 棒 不 容
錯過！
主題一：大國戰略競爭下
的非洲與商機
【演講者】徐遵慈(臺灣東南亞
國家協會研究中心主任)

【時間】9 月 21 日(星期三)臺灣
時間 15 時-17 時
【地點】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
心圖書暨會議大樓 1 樓
火 速 報 名 ︰ https://forms.
gle/Hs6a5995UbM2fsoG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