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chat :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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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日餐館,高薪
二家Galleria &1960
誠請經理,企檯,帶位
Bartender調酒師

需英文流利,懂酒水
全工/半工均可

小費極佳. 聯系電話:
281-636-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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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Kevin
6816 Ranchester
(Bellaire/Ranchester)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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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Hiring
Mikoto Ramens
and Sushi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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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菜餐館,薪優
東禾酒家請人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誠請炒鍋和企枱
抓碼、油爐、洗碗

意者請電:
713-981-8803

路州全日餐
Lake Charles
誠聘 壽司師傅，
廚房師傅、油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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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館,退休售
經營28年老店,
生意四萬以上,

四千呎, 月租2千5,
位於德州中部.
~~歡迎看店~~

254-681-6599
請留言或短訊

連鎖日餐請人
位Rosenberg地區

離中國城駕車僅20分鐘
誠請服務員(企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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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超市內
壽司吧轉讓

位置佳,生意穩定

易經營,電話詳談:

832-520-6015

日本餐館誠請
壽司師傅或學徒

企台及帶位
全工/半工均可

需工卡.請親臨或電:
713-781-6300
6345 Westheimer

Sage 400
Japanese Cuisine
近Galleria , 誠徵
壽司師傅及幫手

需英文
有意者請電留言:
281-685-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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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讓賺錢堂吃
兼外賣店

離中國城15分鐘車程
長年經營生意穩定.

意者請聯系 :
713-373-2947

非誠勿擾！

大學城中餐館
老板退休,誠心轉讓
1200尺,月租1800
人流集中,潛力大
非誠勿擾.詳情致電
510-246-6569

糖城美式餐館
誠請需英文流利
●全工半工企枱
●收銀帶位

意者請電：
281-242-7728

私立幼兒園誠聘

廚房烹飪清洗整潔

合法報稅,略懂英文

意者電詢:

909-895-2125

Cypress功夫茶
誠招店長,一周工作
5-6天,需要有團隊
意識,會英文,能報稅,
無經驗起薪$3500
有經驗$4000,

包午晚餐. 意者電:
979-739-8988

SINH SINH
位中國城,中國餐廳

誠請廚房煮粉麵

請下午3點後電:

713-459-1501

Buffet店請人
位於休士頓
Westheimer

誠招 企台、帶位.
需報稅,熟手.
聯系電話:

713-789-0845

超市壽司吧售!
位Kroger超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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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or call :
832-401-9179

●另請壽司師傅或助手

賺錢餐館出售
餐館在聖安東尼奧,

競爭極小.
生意5萬多,售5萬
外賣生意極佳
意者請電:

210-396-0650

Katy美式中餐廳
薪優！誠招

炒鍋、油鍋、企台
、Cashier

意者請電: 陳生
832-756-4898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雙椒River Oak高薪誠聘
餐廳經理、企台和 前廳打雜

1915 W Gray St. Houston, TX 77019

有意者短信聯系:

412-956-2766

美式中餐老店售
近中國城,美式中餐
快餐老店,不外送,

生意三萬,租金$1800
非誠勿擾! 機會難得

有意者請電:
281-512-0087

路州餐館請人
位路易斯安那州
誠請炒鍋一名,

提供住宿
薪優.意者請電:

832-819-8111

*中餐館誠聘
半工收銀接電話打包

有經驗,要報稅
離中國城15分鐘
4670 Beechnut

意者請電:
713-307-2882

*中餐館出售
休斯頓密蘇裡城
堂吃加送餐,
生意6萬余
意者請聯系:

917-225-6666
985-790-3195

Katy中餐館出售
生意4-5萬，
客源生意穩定，
設備齊全，
一周開六天,

價格面議.意者請電:
281-77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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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區中餐館售
4500呎,租金便宜
設備齊全,生意穩
接手即可營業
意者請電 : 陳太
281-300-0392

NOW HIRING
Sushi Helper
Lake Colony area

4724 Hwy-6
Missouri City, 77459

HEB Sushi Bar
Please call/ text:
832-643-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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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中餐館
10號Memorial的

99大華附近,
無堂吃美式中餐,

請接電話收銀兼打包
周二送餐
意者請電:

832-231-1319

超市壽司吧出售
Kroger超市內,
近Uptown, 附近
公寓多,客流量大,
生意穩賺不賠。

意者請電:
716-235-9074

急急急!餐館讓
位於Katy

中日餐堂吃外賣店
因股東糾紛急轉讓
有意者請私信:

347-277-1612
非誠勿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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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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洗店 &餐館 出售
●乾衣店要賣160,000

每個月的利潤是10,000到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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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馬來餐館
因股東不和,

無心、無力經營.
半賣半送.轉讓

閒聊請繞行, 請電:
713-291-5975
832-788-6688

*米其林星級港式早茶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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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鮮餐館出售
Seafood Restaurant
for Sale休斯頓西南區

2200呎餐館出售,
於Fiesta Center,
交通與人流繁忙,

設備齊全,租金合理.
歡迎看店議價.聯系:
832-964-7982

中餐旺鋪出讓
於休斯頓西南交通人
流繁忙區,毗鄰商業
與住宅區.客源穩定.

堂吃外賣兩宜.
租金合理,附外賣窗.

詳情請聯系:
832-566-0269

Woodlands
賺錢中餐館轉讓
富人區,1500呎

設備齊全,
客源穩, 小費高.

意者請電:
713-628-1938

中國城餐館
『薪優』 誠聘

廚房幫手

意者請電:

832-820-7888

餐館請人
糖城中餐館請
●收銀一名
●炒鍋一名
聯系電話:

832-277-2317

*餐館請人,薪優
生意好外賣店,誠聘
收銀員, 炒鍋, 打雜
全工/半工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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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薪高,小費好
位糖城,中餐館

請有經驗企檯數名
最好能報稅
意者請電:

281-980-8886
281-980-8887

Katy冰淇淋店
出 售

位Mason Rd,地段好
生意穩,1000呎,

租金2600,可做簡餐.
歡迎看店,聯系電話:
832-988-0013

請發短信

分類廣告

糖城中日堂吃
外賣餐館出售

有酒牌，6年老店，

生意穩定，旺季來臨，

即買即賺，聯系電話：

281-903-6795

梨城餐館請人
Pearland Area,誠請

全工或半工,需說英文
Full/Part time

●Server 企檯
●Delivery Driver外送
●Cashier 收銀員

Must Speak English
832-594-0540

新亞洲融合餐廳
Tangra's Daughter
現在招聘●炒鍋廚師
●油炸鍋 ●服務生
請發簡訊/打電話:
347-837-4546
4707 Highwa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請點心師傅
『高薪』 聘請

北方和南方點心師傅

各數名

有意請電:

281-755-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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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租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00

糖城港式點心店
招飲茶點心

熟手/兼職也可以,
會包點心,有經驗的

聯絡 : 呂小姐
832-638-8655

糖城翠苑中餐館
誠請 企台

全職/兼職, 小費好
~ 薪資優厚 ~
有意者請電：

346-932-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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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for sale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中國城中餐館售
位休斯頓,

因人手不足,現出讓,
位置好,有停車位,

生意穩定
意者請打電話：
646-209-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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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美式中餐館
位6號/290,誠請
全工炒鍋, 油鍋,
打雜,企檯, 外送員
各一名. 需報稅.

以上不包住宿. 請電:
713-213-0086
832-593-6688

CC11

10月5日  星期三

加我微信登廣告: AD7133021553 Email: cla@scdaily.com Text: 7133021553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1格 (1unit)

2格 (2units)

3格 (3units)

4格 (4units)

一 週

1 wk

$45

$90

$135

$180

二 週

2 wks

$80

$160

$240

$320

三 週

3 wks

$105

$210

$315

$420

一 月

1 mon

$125

$250

$375

$500

格數Size

週數Week

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Business Hours：

Monday-Friday：

8:00am-4:00pm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一通電話，萬事OK

Call(電話服務專線)：281-498-4310
Fax (傳真)： 832-399-1355
Email(電郵)：cla@scdaily.com
Wechat(微信)：AD7133021553
Click(上網)：www.scdaily.com
Stop by(登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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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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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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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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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分類廣告 公告欄公告欄 ( 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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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tor / Agent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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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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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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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辦公室助理
位中國城,地產建築公司招聘助理.

需中英文流利,熟練運用電腦辦公軟件.
細心、領悟力強，能夠獨立工作.

薪優面議
聯系電話：832-289-2279

食品公司,薪優誠聘
●機修人員

有維修和安裝工業極速冷氣設備的經驗.
●生產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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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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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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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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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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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簡歷: usa@
gnsolidscontrol.com

別猶豫別猶豫別猶豫,,, 別蹉跎別蹉跎別蹉跎歲月歲月歲月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微 信 : AD7133021553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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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健康，舉止得體，住有其所！
有緣有意請致電：
832-298-9695

美國公民,男36歲
大學學歷, 廣東人,有正職

誠徵單身女士,先友後婚.

有誠意者電或簡訊:

832-348-6640

別猶豫別猶豫別猶豫,,, 別蹉跎別蹉跎別蹉跎歲月歲月歲月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微 信 : AD7133021553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Salon Room
Beautiful Salon in
Sugar Land has a
Room for Rent,

high tips area, Ideal for
esthetician, Makeup,
Micro-Blading artist,

massage therapist, etc
713-234-7783

休士頓中藥店
誠聘抓藥/收銀員.
薪優.會中英文，
有經驗者優先.
有意請電

346-399-6493

私立幼兒園誠聘

廚房烹飪清洗整潔

合法報稅,略懂英文

意者電詢:

909-895-2125

Foot+Body足身按摩店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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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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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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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產開發公司
招聘 中英文流利,
公司助理/採購經理

有工作經驗,
男女不限,

意者請電 : 何生
281-223-9756

*近中國城, 好房出售 $273,000
百利大道/Beechnut, 近Tan Tan餐館

面積2,025呎,佔地8,160呎,(沒HOA費)
3房(另加建1房間) 2衛浴 2獨立車庫

新水管,新冷氣,新Siding,新車道,
廚房大理石檯面. 磁磚及木地板.
7911 Pella Dr. Houston, TX 77036

意者請(英文)電: 832-454-5119 Van

德州奧斯汀家庭
誠招住家保姆,

孩子已上學，以做飯、
做簡單家務為主。

要求必須會講普通話,
有良好生活習慣,

有愛心.有意者請電：
512-750-7446

家具公司招聘
會計: 中英文流利
熟悉Quickbook.

可辦H1B.
意者請Email或電:
goldenfurniture11

@yahoo.com
713-896-8877

*屋主自售,3房TOWN HOME
Memorial 區 好屋出售

StratFord 五星高中正對面
三房好價, HOA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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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測量公司誠聘
有經驗和懂英文的
土木工程繪圖員

（CAD Operator）
需會用Autocad &

Microstation
Email簡歷:Schen@
landtech-inc.com

誠聘貨倉工人
位 8號 / I-10
全工,多名,體壯
會開叉車優先
需誠實可靠
意者請電 :

832-512-0138

Dogs for sale
寵物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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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35-1742
另有黃金獵犬8星期

石油貿易公司招Accountant
要求有會計工作經驗,

有貿易物流經驗者更佳, 中英文流利,
會熟練使用Quick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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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看
護
服
務

22世紀看護公司
以愛心耐心經驗豐富專
業照顧您的家人,美國
護士執照,到府,醫院及
療養院●徵經驗看護

●提供房間看護病人●
請電:Sophia (通國台英)
832-287-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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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女褓姆
位8 號和Westheimer

照看14個月男孩
周一,三,五(下午2-6點)
周二,四 (早8:30-5:30)
二四彈性,可選或不選

意者請電: 劉太
832-298-9331

辦公室文員
貿易公司全職崗位,
要求中英文流利,

善於溝通,認真負責,
在美有工作許可.

薪資面議。發簡歷至:
rick@naturesort.com

地產公司誠聘
全職/兼職,中英文流利

熟悉辦公軟件，
公司位於中國城，

歡迎半工半讀的學生
電:281-529-5599

Email: jiangkk
@yahoo.com

恆益門窗,薪優
誠徵男性生產工人
有合法身份薪優.

意者請電:
832-629-1025
13715 Murphy Rd #D
Stafford, TX 77477

牙科診所誠聘
●牙科助手
●前台工作人員
中英文流利,誠懇,

認真,負責,熟識電腦.
有意者請聯系:

agapedentalcare
houston@gmail.com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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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旅館
長租或短租或日租
包水電網,簡單家具
惠康超市走路十分鐘

意者請電:
832-883-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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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誠 招
女按摩師多名

或有執照女按摩師
合作

意者請信息:
832-526-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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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洗店 &餐館 出售
●乾衣店要賣160,000

每個月的利潤是10,000到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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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紅木家俱出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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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通勤鐘點工
Katy兩口之家,誠請
通勤鐘點做飯阿姨,
工作: 周一至五

日常簡單打掃,有狗
薪優事少,時間靈活
意者請電或短訊:
832-614-3578

Furniture for sale
家具出售

醫療開發公司
位休斯頓,

招聘有研究基礎、
勤奮上進、英文好、
解決問題能力強的
員工. 意者請電：
346-239-0859

*門面招租
將近2000尺

黃金廣場內

意者請短信聯系

832-878-7885

Food Distributor
Account Payable /
Offices Assistant

Speak English & Chinese
No experience is acceptable
Contact: Lily & Helen
713-383-8818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公司請人
辦公室徵文書助理
誠聘中英文流利，
做事仔細負責，
有耐心文書乙名。
需會MICROSOFT，

及合法身份.
意者請寄履歷至：

HRinfoTx@gmail.com

NOW HIRING
Four Seasons Food
徵食品銷售人員

略懂英文,無經驗可.
意者洽: Lily & Helen
713-383-8818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恆益門窗,薪優
機械設備維修人員,

可培訓,
有經驗者優先.
意者請電:

281-781-5082
13715 Murphy Rd #D
Stafford, TX 77477

誠聘通週末阿姨
家住糖城，帶2歲半的
小孩。會做兒童餐優先，
搞簡單衛生，對寶寶
有愛心,愛互動,准時,

有責任心,
周六日 (或六日一)
薪優面談,聯系電話:
832-946-2664

*通勤/住家褓姆
位休斯頓, 1周4天
1天8-10小時(彈性)
負責陪5歲小女孩

(早上上課,下午回家)
做飯及簡單家務.

要求體健,善良,責任心
薪資面談可議.請電:
281-760-7078

公司請人
位290 / 8號

誠聘辦公室文員:
需中英文流利,

熟練應用office 軟件.
薪優面議.

電:832-339-5169
Email:sandypjiang
@yahoo.com

立凱電誠徵
行政專員/工程師/

業務人員
鋰電池材料公司

中英文流利 / 需有在
美工作許可.地點:糖城

簡歷發至郵箱:
Nancy_chang
@alec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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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

Home
Service

200

誠請住家阿姨
主要帶兩歲女寶寶,寶寶上Daycare,家庭環境好.
內容:寶寶餐,基本家務和做飯,送寶寶去幼兒園，
陪寶寶睡覺,誠征有帶寶寶的經驗,經常開車,

性格隨和,細心和有愛心的有緣人.
待遇:包吃住 每周休息一天或兩天,3500/4000元

時間:近期. 地點:醫療中心 赫曼公園旁
請先發信息:832-627-0909 注明征阿姨工作

裝修公司請人

熟練工裝修工

木工優先

薪優. 意者請電:

713-898-3880

For Sale 出售- 鋼琴及餐桌椅
●Weber Piano 46”$1,000
●Dinner table , 37”height with blue granite

square top 50”with 6 chairs $400
意者請英文電: 832-454-5119 Van

●46吋 韋伯鋼琴- 售$1000
●餐桌椅- 方形藍色花崗岩餐桌,

高37吋, 面寬50吋 及6把椅子, 售$400Piano鋼琴出售

*誠招職員會計
美國會計專業,具有記賬、發放薪資及報稅
經驗者優先考慮.需具有良好的中英文表達

及書寫能力,熟悉聯邦稅法,記賬原則.
工作認真,責任心強,虛心肯學並具有良好的
團隊合作精神. 瑾誠會計 Zhao CPA PC
Email: daisyzhao@zhaocpapc.com
Tel: 713-589-5875 聯系人: Daisy Zhao

誠聘通勤褓姆
能源走廊77077

一周五天,每天12-6點
要求做飯好吃,
打掃衛生等家務.
報稅佳. 聯系:

812-606-0520

休斯頓工廠
誠徵 作業員

無經驗,可訓練.

請洽 : 姚先生

713-505-2980

*誠聘牙醫助理
西南區診所,

工作環境好,待遇優,
需中英文流利,

可培訓.
簡歷請電郵:

Houstondentist77036
@gmail.com

裝修請人
誠聘裝修師傅
最好會英語

有意者請致電：
346-383-1087
713-269-9582

*公司誠聘財務人員
要求1-3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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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want36@gmail.com

誠徵前台及牙助
中國城. 需中英文
無經驗可訓練.
請電或Email:

713-773-1300
txdentist101
@gmail.com

*高薪聘請
擁有本州或外州消防
執照 ( Fire Alarm

or Sprinkler)
或擁有很多消防修理
經驗的專業人士.

有意者請電
346-239-0859

食品公司誠徵
工廠生產線

●全工操作員數名
●送貨司機
有身份.有經驗優先.

意者請電:
281-908-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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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0 Gold Tee Ct
Houston,TX 77036

意者請電:
832-853-1559

休士頓民宿出租
Houston Hostel 4 Rent

中國城百利大道上，經商、訪友、辨事
惠康超市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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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月, 獨立進出,押金$200
●套房$500起(附浴室)押金$150
●單房$475,浴室2人共用
手機 / 簡訊: 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NOW HIRING
食品公司誠聘

●推銷員 ●公司助理
Must be fluent in English
Please send resume
(English) to : John@
itcintertrade.com

*徵保姆
幫忙家務，帶寶寶

9am - 4pm

The Woodlands

626-715-0717

保險代理公司 請人
誠徵 半工助理:

有經驗及執照者有bonus,
沒經驗者可培訓。需中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郵簡歷及薪資要求及歷史到 :
jericlu@luins.com

或短信到 : 832-876-8399

誠 徵
●駕駛 ●廚房助手
●工作人員女性

每週一至週五
工作五天

意者電面洽:紀先生
713-933-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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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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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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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ch

Houston

Job Openings

Passenger Inside Sales

Cargo Reservation

Passenger Service Agent/Ramp Coordinator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超市促銷員
誠 徵

超市週末促銷人員
需具合法身份
意者請TEXT

832-231-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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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可在全美38州携帶
全課程半天完成$100
( 外州駕照可申請 )
各式槍枝買賣/交換
9896 Bellaire #G1

( 黃金廣場內 )
281-236-4723申請帶槍執照

Gun License

Registration

招
生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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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Driving School

駕
駛
學
校

房
產
經
紀
人
Realtor

房地產經紀人
Kate Zhang

●個人房屋買賣
●商業房產買賣

微信：8324886304
電/短信：832-488-6304

****** 報 稅 ******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打電話或短信：832-488-6304

W-2

報稅服務

*凱 悅*

實惠的價格

輕鬆的享受

832-359-6141

DPS指定王朝駕校路考第三考場
DPS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教練考路試,

在本校一天可完成筆試,
取得pemit後可安排路考,不用排隊等30天
●筆試班 : 每星期一至六上課，務必預約.
●路考班 : 務必預約. 考路試，務必預約.
●安全班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電話: 832-633-5555 周師傅
832-983-9509 Tom發哥

美南駕校
疫情期間有中文網絡筆試課,取消罰單課,發證書
美南駕校是官方指定考點，天天有路考。旅游簽
證等各種簽證可以考駕照。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成人筆試班: 周二，六10am-4:30pm
●取消罰單安全班 : 周六，周日有課

7001 Corporate Dr #203
832-277-7226 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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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消
交
通

罰
單

Defensive Driving

謝老師（MT 駕校）
●交通安全班（取消罰單）
●成人中文筆試:天天路考(兩天取得駕照)
●青少年駕照班

~~~十八年專業教學經驗~~~
832-863-8882 (中英粵越西語)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跌打損傷

專精: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一次治療基本痊癒，唯我獨尊。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請電: 713-772-0300

跌打傳人中醫
坐骨神經,肩周炎

順發裝修
地板人工 90￠/呎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二樓樓梯圍欄,
精優價廉.以上工程,
保修2年.(訂做按摩床)
281-323-9938王順

榮盛裝修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小修小補.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請電: Sam 劉
832-606-7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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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國/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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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商業保險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身份,薪酬優厚.
713-371-2713戴師傅

蘇揚建築裝璜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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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請裝修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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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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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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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15年經驗

承接：商業/住宅 的
翻新與改造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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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寶建築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A/C等...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專精大型倉庫,Shopping Center等大型建築
從選址,設計,請照,施工 一條龍服務.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Mario Chavez 專業油漆
承接 商業/住家. 免費估價 Free Estimate

Painting, Re-paint, Pressure Washer, Staining,
Drywalls Sheetrock & Texture, Carpenter,

Siding & Remodeling, Ceramic & Laminate Flooring
油漆,高壓清洗,染色,壁板,石膏板,木工,地板磁磚

Call 英文電 : 832-964-3030
5019 Ridgehaven Dr. Houston, TX 77053

700 專
業
油
漆

Painting Service

專做居家小活

702-888-5518

苗師傅

*** 萬福 ●裝修公司 ***
政府註冊. 承接各種大小工程,
有多年經驗豐富裝修師傅。

您的房屋改造,櫥櫃,門窗,浴室,內外油漆,地板
磁磚,冷凝氣,水電維修,水泥路面,車庫,外牆等..

有專業裝修師傅,就是您的質量保證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 免費估價.

電話 : 832-380-1166 劉師傅

誠實裝修
內外油漆,屋頂補漏
水電木工,籬笆水槽.
安裝更換熱水爐.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質量保證. 請電:
832-866-2876

浙江大余裝修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鋪草皮,修換圍欄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大小工程,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余:929-392-5818
eng: 646-925-9275

敦煌地板
地板$1.89/呎 &up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廚浴更新
832-353-6900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

老廣裝修
木工, 泥水, 油漆

地板,水電,間隔改建
經驗豐富,手工好!

電 話:
346-503-7037

惠家裝修
專業裝修,舊屋翻新
地板門窗,廚衛改造
內外油漆,水電空調
價格合理,保證質量

電 話:
713-828-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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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
詢
顧
問

Consultant

專精各類移民/專精各類福利/老人公寓申請
● 親屬移民，家屬申請，婚姻綠卡等等。
● 低收入福利，紅藍卡申請，白卡申請，糧食劵，現金補助，

租房補助，家庭能源電器費用補助。
● 可幫健康不佳，行動困難老人申請公寓。
歡迎電話咨詢：713-815-5011 / 281-888-9923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41 Houston, TX 7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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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順裝修
水電安裝,維修,

廚廁翻新,地磚地板
油漆理石,

一切房屋修補大小活
誠實+保質. 電話:
346-252-3301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按摩店,美容美甲店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碼頭,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有4人7人座服務

832-382-5645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本地美國人,資深英語家庭教師,教授日常美式
會話、商業及旅遊用語, 個人或集體均可.
*** 協助通過公民考試及移民局面談 ***

skype:david.b.browning /Wechat: Teresina1only
832-788-3383 281-587-6912布朗寧
5338 Beechnut St. Houston, TX 77096
http://www.GlobalSpanishTutor.com

德州裝修
商業店面,居家房屋
專長: 台面定制,

櫥櫃地板,後院圍欄,
瓷磚,衛生間淋浴,
屋頂瓦片,內外油漆

等.... 請電:
281-464-6291

信譽裝修
舊房翻修,浴室廚房,
房間改造,內外油漆,
地板地磚, 櫥櫃,

屋頂補漏,上下水管,
籬笆水槽,地磚地板等

質量保證. 電話:
626-225-6325

培訓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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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住宅裝修
20多年的裝修經驗
櫥櫃,檯面,油漆,木工
地板,地磚,門窗,圍欄

水電等...
質量保證,免費估價
917-214-8738

宏偉裝飾,專精
地板,瓷磚,櫃子,

室內外油漆...等等
多年經驗,品質保證

電 話 :
346-538-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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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氣質白嫩甜美girl
讓你帝王般享受

早10:00-晚12:00

●誠聘服務好的按摩女孩

832-941-7212

*誠意裝璜
承攬餐館,奶茶店
及改建工程,
家庭大小裝修
櫃櫥工程,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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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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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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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業
務

700
Remodeling

Salon Room
Beautiful Salon in
Sugar Land has a
Room for Rent,

high tips area, Ideal for
esthetician, Makeup,
Micro-Blading artist,

massage therapist, etc
713-234-7783

英文: 713-528-2097
中文: 832-231-5279
地址: 4141 Southwest Fwy #510

Houston, TX 77027

HFE正規專業按摩學校招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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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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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t+Body足身按摩店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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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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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摩
請
人

HIRING for Massage

按摩班招生

恆豐裝修公司
台灣專業,政府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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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外油漆,屋內外全部工程
832-366-7510洪(國台)

鋼琴教學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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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手機維修
Shan's Computer
20年維修經驗!

9600 Bellaire Blvd#120
王朝商場內120室
832-790-1141

各種維修服務
Computer Service

700

電 腦 專 家
電腦維修，IT技術支持

辦公室電話/網絡佈線,VoIP電話服務
商業高清監控安裝維修,數碼IP 4百萬像素起

POS軟硬件，保證最優惠價
Express Computer Solutions

Tel : 713-823-6863
www.expresscs.net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800

Dogs for sale
寵物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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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35-1742
另有黃金獵犬8星期

KATY鋼琴教師
招 生

招收任何
鋼琴級別學生

課上中英文交流
聯系電話：

832-614-6351Piano鋼琴教學

*按摩店出售
或有執照女按摩師

合作
意者請信息:

832-526-1155
另招女按摩師多名

按摩治療

Massage
Therapy

Awesome Foot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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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弟兄裝修公司
專業漏雨 屋頂翻新 水泥車道

籬笆, 涼棚, Siding, 水電
高壓槍洗瓦片,外牆,水泥地.

室內外裝修20年經驗 免費估價.
大小工程,百萬保險. 外州可去裝修.

409-597-8188 713-269-9582

福美裝修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保修二年.專業承接各種
新舊住宅,商業店鋪,

單包/全包均可.
水電,空調,磁磚,地板,
廚房/衛生間翻新

319-988-6868中文
832-903-1333英粵

*甜心寶貝*

一流服務

9 AM - 1AM

346-971-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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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上門修車
五十年經驗老師傅,
修理各種品牌大小
汽車. 上門服務,

隨叫隨到,收費低廉.
請電 :劉先生

713-518-3425Auto Repair

汽車保養修理 專收購舊車壞車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上門現金收購
二手車

現金收購舊車,碰撞車
高於Trade in 10%

請電: Paul
346-234-9893

普通話/廣東話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糖城鋼琴教師
招 生

Sugar Land
專業經驗碩士教師

聯系電話:
832-614-6351

*福州裝修公司
政府註冊 。 一條龍服務

承接住宅/新舊餐館: 精細木工,磁磚,
布菲台,酒吧台,水電,油漆,廚浴改建.
大小工程,質量保證,20年裝修經驗.

832-748-1359 713-382-6434
老江 (國,福州)

古箏教學

教古箏
20多年教學經驗
3個月包會彈琴
纏弦箏 9折
鋼弦箏 8折

免費調音. 吳老師
832-458-1740



CC44
星期三       2022年10月5日       Wednesday, October 5, 2022

分類廣告4

吉順冷暖氣公司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精修餐館及超市冷凍,冷藏設備,電機,電路
及生活電器維修,特價代理Goodman產品.
州政府保險及執照, 質量保證,歡迎比較.

832-860-3388 蒲繼忠

車房門專家
商業,住家,鐵門及鐵柵

搖控車門器更換,
彈簧維修線路安裝,
品質保證,免費估價.

通國粵英語
20 年經驗,7天日夜.
713-598-8118(C)
713-777-793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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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頂好排污
德州執照TCEQ24431

抽餐館油井,
洗衣店水井,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832-462-3832
832-462-4011

水電服務公司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水電新建和修理,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打碎機,下水道,

281-610-2068

敦煌地板
地板$1.89/呎 &up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廚浴更新
832-353-6900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Flooring Service

地板銷售安裝

700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26年經驗,價格合理
修補翻新各種屋頂
大小工程,質量保證
免費估價. Min Park
832-202-8432Claims Service

房屋理賠

萬家樂冷暖氣
政府執照TACLB95906E百萬保險

安裝、精修 : 各種品牌冷暖氣
維修保養,配件更換,水務電器,專業誠信
~ 政府認可的TOP空調專業技工 ~

832-727-8888 ( 中文 )
281-818-2990 宛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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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園
美
化

Gardening

700700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上下水管道,

漏水,堵塞及疑難雜症.
改移,換新上下水管線,
熱水器,水龍頭,浴缸,
淋浴,馬桶.●維修改裝
供電線路,換電箱,加改
供電線路及電器設施
713-480-3646

下水道專家
$65起。高科技
迅速為你解決
●地下水道堵塞
●漏水、等難題
德州大師級執照

電話832-708-8688
短信832-929-2771

陳氏專業冷氣
冷暖氣系統

保養,維修,安裝,
家電,熱水爐.

政府執照,15年經驗
請電: 陳(英粵國越)
281-236-2846

電 腦 專 家
電腦維修，IT技術支持

辦公室電話/網絡佈線,VoIP電話服務
商業高清監控安裝維修,數碼IP 4百萬像素起

POS軟硬件，保證最優惠價
Express Computer Solutions

Tel : 713-823-6863
www.expresscs.net

CLASSY 殺蟲專家
Classy Pest Control提供專業的殺蟲服務

包括住家及商業地區,
讓您擺脫蟑螂/螞蟻/蜘蛛/老鼠/白蟻等的困擾

本公司提供免費的估價.
34年專業經驗. 專業白蟻檢測及殺蟲服務.
電話(英): 281-437-4329, 713-516-1747

(中文): 346-252-9893Pest Control

殺
蟲
專
家

泰平鐵工廠
經營多年,專修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

餐館設備,爐頭,工藝鐵門.金屬構件加工
www.taipingironworks.com

281-785-9895 劉
●招焊工學徒及鐵工幫手

范 氏 鐵 工 廠
防盜門窗.自動大鐵門(保證大門不會變歪,
歡迎團購,便宜5%-10%)
開門機修理,鐵欄杆修理,換新.陽台扶手.
出售鐵欄杆,大門,柱子等..承接各種焊接,
修理工作. 保證質量.良好的售後服務.
713-598-8889 (中文) ●誠請電焊工

小潔水管公司
832-722 2099

德州Master執照40172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水表,下水道,通堵,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城市申報檢驗.

精藝冷氣水電
冷暖工程,家用電器
廚浴設備,修換水爐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漏水斷電,急修急通

請電: 蕭師傅
832-490-7988

通水管
排污

爽快水管專業
專通下水道, 儀器檢查, 漏水堵水.
修換: 全屋來水管,去水管,水錶漏水.

按裝:熱水器,水龍頭,馬桶,浴缸,打碎機.
7/24 832-600-6300 劉

通粵/ 國 / 英 / 墨西哥

PN Pro Glasses門窗公司
品質保證+安全保證+價格便宜保證

Commercial & Residential商業/住宅
Shower Door, Window Glass
Mirror Wall, Furniture Glass

浴缸,浴室落地玻璃門, 住家辦公樓大門玻璃
一般牆上及臥室大型鏡子,傢具台面玻璃

請英文/越語 : 346-561-2430

滿意水電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車庫門安裝維修
曹 832-576-6957
●招助手或學徒

籬笆Fence專
業
砍
樹
服
務700

龍運疏通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按裝. 經驗豐富,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陸先生(中文).請電：
281-818-6524

浩記冷暖氣維修
冷暖氣維修更換,

商用cooler,freezer,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請 電:
832-759-4638

Door/Window Glass

玻
璃
門
窗
專
家

專業砍樹
華人經營,專業砍樹,

修理樹枝,挖樹根,栽花,
種樹,鋪草皮.各種場地
清理,修建籬笆圍牆,

清理水槽,清垃圾,排後院
積水.搬家及雜活.

*全市最低價150元起*
832-969-5083李

聯合搬家公司
公寓住家，公司搬運
碼頭提貨，代客送貨
短長途專業搬運鋼琴
免費估價，價錢便宜
電:713-783-3789通
626-297-9888國臺英
unitedmoving.tx@gmail.com

四季搬家公司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往Austin,Dallas, San Aotonio特價優惠.
本公司有各大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廣告 )
英文電洽 : 281-903-7688 832-867-5467
或上網查詢: http://www.allseasonsmove.com

西 南 搬 家
(O)281-933-1555
(F )281-933-2953

www.swmoving.com
Email: mike.kuo@swmoving.com

●公寓，住家，辦公室，倉庫遷移。
●市區內、紐約、加州、全美長途、回國傢俱

包裝及自用車運送。
●政府合法執照,25年經驗,工作保證,誠信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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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政府註冊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26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國語

24小時服務 832-367-6090國,越南,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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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Service

搬
家
公
司

益明清洗地毯
華人主持，益明採用
大型蒸氣機,洗地毯,
沙發,淹水後清潔.

住家.辦公室.旅館.空房.
空房沒電亦可處理

請電:713-557-0074
281-565-4788Minh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鐵
工
廠

700

Iron Works

精修車庫門
開門電機及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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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陸先生
281-827-5309
832-734-6808

專精各種漏水
舊屋水管換新,
屋頂,地下漏水
修換熱水器

832-217-6958修
713-885-4818英

專收購舊車壞車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鐵
工
廠

700

Iron Works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跌打損傷

專精: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一次治療基本痊癒，唯我獨尊。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請電: 713-772-0300

跌打傳人中醫
坐骨神經,肩周炎

Long's專業修理
多年經驗Sears'專業技

師, 專門維修各種
家庭/商業:冷暖氣, 冰箱,
製冰機,大型冷凍櫃,冰櫃,
熱水爐,洗衣機,乾衣機
執照號碼:TACLA44251C
質量保證.電:通英/粵語
713-505-7534

尚美空調維修
精修更換冷暖氣系統、
熱水爐、水電、家用電器
專業安裝節能空調、
漏水斷電、緊急維修、
工作認真、政府認證、
質量保證.（24小時）

請電: Louis 劉
646-508-3311

水 水 水
解 決

家裡上下水問題

702-888-5518

苗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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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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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麥師傅空調維修
空調,車庫門,
熱水爐...

維修 更換 安裝
請 電：

832-469-4510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碼頭,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有4人7人座服務

832-382-5645

進哥服務接送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全新新款轎車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上門現金收購
二手車

現金收購舊車,碰撞車
高於Trade in 10%

請電: Paul
346-234-9893

普通話/廣東話

花園噴水系統
專業安裝和修理
執照#0019006

電 話 : 吳
832-818-3185

國語/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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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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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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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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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232-8970 Allison
微信: CHANGLEAIR

偉業冷暖電

專業修理

832-301-8984

626-822-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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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各種電器,電路問題 : 包括熱水爐,
洗衣機,烘乾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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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Y地毯清洗
使用頂級235F高溫高
壓蒸汽機，藥水深度清
潔地毯，地板地毯更換
維修拉伸，服務住家/商業,
空房/無水電亦可處理.

免費估價.
626-782-1849中文
713-562-0608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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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西832-361-8176
中文832-488-8622

開利制冷水電
快速維修 空調,
制冰機,抓碼櫃,
冷庫, 水電...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政府認可~~
請電：陳師傅

917-892-7988

通水管
排污

德州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可在全美38州携帶
全課程半天完成$100
( 外州駕照可申請 )
各式槍枝買賣/交換
9896 Bellaire #G1

( 黃金廣場內 )
281-236-4723申請帶槍執照

Gun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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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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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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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通水管
排污

雅聖冷暖氣
專業維修、安裝
冷暖氣系統,

維修更換熱水爐.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電話：陸先生
346-606-6871

威力鐵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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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鐵
工
廠

700

Iron Works

鋼琴教學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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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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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電腦手機維修
Shan's Computer
20年維修經驗!

9600 Bellaire Blvd#120
王朝商場內120室
832-790-1141

各種維修服務
Computer Service

700

水務

Plumbing
Electrical

電
器

德州執照電工
Master Electrician &
Electrical Contractor

執照號 36638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電話 :
832-662-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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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Y鋼琴教師
招 生

招收任何
鋼琴級別學生

課上中英文交流
聯系電話：

832-614-6351Piano鋼琴教學

We move - House - Apartment - Office -Storage
local and long distance,call now for free quote !

More Than 18 years Experience
best price Guaranteed.保證最好價格

Call: 832-289-6211
長短途搬運832-265-9258
超過23年專業經驗,免費估價,

Tony's Fast Movers 快速搬運
Moving and Delivery Services住家/公寓/公司

上門修車
五十年經驗老師傅,
修理各種品牌大小
汽車. 上門服務,

隨叫隨到,收費低廉.
請電 :劉先生

713-518-3425Auto Repair

汽車保養修理

糖城鋼琴教師
招 生

Sugar Land
專業經驗碩士教師

聯系電話:
832-614-6351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800

古箏教學

教古箏
20多年教學經驗
3個月包會彈琴
纏弦箏 9折
鋼弦箏 8折

免費調音. 吳老師
832-458-1740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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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s governor sends migrants to New York 
City as immigration standoff accele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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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Aug 5 (Reuters) - Texas Governor Greg Ab-
bott, a Republican, said on Friday he has started to send bus-
es carrying migrants to New York City in an effort to push 
responsibility for border crossers to Democratic mayors and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 Democrat.

The first bus arrived early on Friday at the city’s Port Au-
thority Bus Terminal in midtown Manhattan carrying around 
50 migrants from Bolivia, Colombia, Ecuador, Honduras 
and Venezuela. Volunteers were helping to steer people who 
had no relatives in town to city resources.
“Most of them don’t have anybody to help.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go, so we’re taking them to shelters,” said one vol-
unteer at the bus station, Evelin Zapata, from a group called 
Grannies Respond.

One family of four from Colombia, who ended up at a 
homeless intake center in the Bronx, were unsure of where 
they would spend the night. Byron and Leidy, both 28, said 
they left the country’s capital Bogota because they were 
having trouble finding work. They did not provide their last 
name.
Biden to set new U.S. guidelines on reproductive rights, 100 
days after Roe v Wade

Exclusive: Biden to nominate U.S. surgeon 
general to join WHO executive board, official 
says
Country music star Loretta Lynn dies at age 90
White House guidelines for AI aim to mitigate 
harm
“It’s a little easier to enter the country now, 
before it was very hard to come here with 
children,” said Leidy, who traveled with her 
kids Mariana, 7, and Nicolas, 13. She said the 
family had hoped someone they knew in New 
York would take them in, but that plan did not 
work out. “We came here because they said 
they would help us find a place to sleep to not 
have to stay in the street,” Leidy said.

Abbott, who is running for a third term as 
governor in November elections, has already 
sent more than 6,000 migrants to Washington 
since April in a broader effort to combat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call out Biden for his more 
welcoming policies. read more

Biden came into office in January 2021 pledg-
ing to reverse many of the hardline immigra-
tion policies of his Republican predecessor,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but some 
efforts have been blocked in court.

Abbott said New York City Mayor Eric Adams 
could provide services and housing for the 
new arrivals.

“I hope he follows through on his promise of 
welcoming all migrants with open arms so that 
our overrun and overwhelmed border towns 
can find relief,” Abbott said in a statement.

Arizona Governor Doug Ducey, another Re-

publican, has followed Abbott’s lead and 
bused another 1,000 to Washington.

U.S. border authorities have made record 
numbers of arrests under Biden although 
many are repeat crossers. Some migrants 
who are not able to be expelled quickly 
to Mexico or their home countries under 
a COVID-era policy are allow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ten to pursue asylum 
claims in U.S. immigration court.

‘POLITICAL PAWNS’
People enter the Prevention Assistance and 
Temporary Housing (PATH) center where 
earlier migrants who arrived from Texas 
under the order of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were sent to be processed in the 
Bronx, New York City
Adams’ office has in recent weeks criticized 
the busing efforts to Washington, saying 
some migrants were making their way 
to New York City and overwhelming its 
homeless shelter system.
On Friday the mayor’s press secretary 
Fabien Levy said Abbott was using “human 
beings as political pawns,” calling it “a 
disgusting, and an embarrassing stain on 
the state of Texas.”
Levy said New York would continue to 
“welcome asylum seekers with open arms, 
as we always have, but we are asking for 
resources to help do so,” calling for support 
from federal officials.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Karine Jean-
Pierre on Friday called the Texas initiative 
“shameful” and an unnecessary burden on 
taxpayers in that state.

Costs 
for the 
effort 

amounted to $1.6 million in April and May, 
a local NBC News affiliate reported in 
June, more than $1,400 per rider.

Texas officials declined to provide the cost 
when asked by Reuters.

Washington Mayor Muriel Bowser has 
also said her city’s shelter system has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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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Swedish geneticist Svante Paabo, who won the 2022 Nobel Prize in Physi-
ology or Medicine for discoveries that underpin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modern day humans evolved from extinct ancestors, reacts after being thrown 
into the water by co-workers, at the Max-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in Leipzig, Germany. REUTERS/Lisi Niesner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testifies during the trial of Thomas Barrack, a 
billionaire friend of Donald Trump who chaired the former president’s inaugural fund, at the 
Brooklyn Federal Courthouse in New York, in this courtroom sketch.  REUTERS/Jane Rosen-
berg

U.S. President Joe Biden delivers remarks at Port of Ponce, Puerto Rico. REUTERS/Evelyn 
Hockstein

A man runs past a burning 
street barricade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and 
rising fuel prices, in Port-au-
Prince, Haiti. REUTERS/Ralph 
Tedy Erol

Traditionally dressed 
Bavarians arrive to shoot 
salute on the stairs of the 
Bavaria statue on the last 
day of the 187th Oktober-
fest in Munich, Germany. 
REUTERS/Michaela Rehle

Two men practice boxing on Sea 
Point promenade at sunset in 
Cape Town, South Africa. REU-
TERS/Esa Alexander

1010//0303//20222022

Hurricane Ian Death Toll Still RisingHurricane Ian Death Toll Still Rising
After almost a week, the death toll from Hurricane Ian has
risen to 67 in Florida which was hit by a category 5 storm
after making landfall in southwest Florida Ian, then
traveled to the coast.

Up until now, the rescue operations are still underway.
FEMA director Deanne Criswell said the impact of the
storm has been devastating.

“While we certainly hope to find more people alive and
bring them out, we will be going ahead to support the
state in their needs as we continue to go house-by-house
and make sure every individual is accounted for, Criswell
said.”

More than 1,000 people have been rescued and
evacuated from the flooded areas since the
storm hit.

President Biden and his wife Jill will travel to
Puerto Rico today to survey damage from
Hurricane Fiona which hit a week earlier. The
president will then go to Florida on Wednesday
to assess the damage from Hurricane Ian.

We were told that many of the businesses and
homes in that area are without flood insurance.
We hope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give
them a hand to recover.

With climate change affecting countries all
around the world, here in Houston we live in a
coastal area that will be facing all kinds of
hurricanes soon. We need to be prepared again
for the challenges coming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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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Gates speaks during the Global Investment 
Summit at the Science Museum on October 19, 
2021, in London, England. (Photo/Leon Neal | 
Getty Images News | Getty Images) 
After more than two years of Covid-19, plenty of peo-
ple are lowering their guards. But the pandemic isn’t 
over yet — and, Bill Gates warns, the worst might still 
be ahead.
“We’re still at risk of this pandemic generating a vari-
ant that would be even more transmissive and even 
more fatal,” the billionaire Microsoft co-founder and 
public health advocate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on 
Sunday. “It’s not likely, I don’t want to be a voice of 
doom and gloom, but it’s way above a 5% risk that 
this pandemic, we haven’t even seen the worst of it.”
New Covid cases, powered by the BA.2 subvariant of 
Covid’s omicron strain, are currently growing across 
the U.S.: The country’s seven-day average of daily 
new U.S. cases is up to 54,429 as of Sunday, accord-
ing to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data. That’s a 9% 
increase over the week prior, with cases growing in 39 
states over that time frame.
But Covid-related deaths are declining, leading White 
House Covid czar Dr. Ashish Jha to say last month 
that he’s “not overly concerned right now” about 
BA.2. Rather, its spread is more a reminder that Covid 
is still lurking — and as Gates notes, the virus could 
potentially mutate again, resulting in a strain of greater 
concern.
For Gates, one lesson from the Covid pandemic so far 
is that preemptive planning and protective measures 
could help the world better manage future pandemics. 
It’s the core concept of his upcoming book, “How to 
Prevent the Next Pandemic,” set to publish later this 
year.

One proposal, he says, is fo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
zation to launch a global surveillance team, consisting 

of experts who can quickly spot new health threats 
around the world and rapidly coordinate with global 
governments to prevent future illnesses from growing 
into pandemics. Gates, who has labeled his proposed 
task force the “Global Epidemic Response and Mobi-
lization” (GERM) initiative,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that the idea would require significant financial invest-
ment from WHO and its member countries in order to 
create a global team of experts, including epidemiolo-
gists and virologists, and give them the tools they need 
to proactively identify and contain future outbreaks. 
It’s a plan that Gates previously floated at the 2022 
TED conference in April, where he noted that WHO 
would likely need to spend more than $1 billion per 
year on such a global response team. That’s costly, but 
the cost of another pandemic could be far greater.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has estimated that 
the Covid pandemic will cost the global economy 
over $12.5 trillion by 2024. Meanwhile, more than 6.2 
million people are believed to have died globally from 
the coronavirus, according to WHO, and Gates has 
repeatedly said in recent years that the world was not 
properly prepared for this pandemic.

“It seems wild to me that we could fail to look at this 
tragedy and not, on behalf of the citizens of the world, 
make these investments,” Gates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on Sunday. The line echoed a comment he 
made at the TED conference in April: “We need to 
spend billions in order to save trillions.”
Between the proposed GERM team and other sugges-
tions from his upcoming book — including fighting 
back against misinformation and making vaccines 
more accessible globally — Gates has said that his 
goal for 2022 is “making sure that Covid-19 is the last 
pandemic.” And, while he cautions against becoming 
complacent against Covid’s ongoing risks, the billion-
aire has also expressed optimism that the coronavirus 
will be more manageable by this summer — saying in 
January that, ideally, most Americans will eventually 
be able to treat Covid like the “seasonal flu.” (Courtesy 
https://www.cnbc.com/)

Related

In this screengrab, Bill Gates speaks during All In 
WA: A Concert For COVID-19 Relief on June 24, 
2020 in Washington. (Photo/Getty Images)
Bill Gates may not love New Year’s resolutions, but 
he’s still setting large goals for 2022 and beyond. At 
the top of his list: avoiding future pandemics. In his 
end-of-year blog post earlier this month, the billionaire 
Microsoft co-founder and healthcare philanthropist 
wrote that among the world’s biggest problems, the 
next Covid-level health scare is pressing enough to 
demand attention in 2022.
“We can’t afford to repeat the suffering of the last two 
years,” Gates wrote. “The world had a chance to in-
vest in the tools and systems that could’ve prevented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we didn’t take it.”
Gates hinted that the topic will be the subject of his 
next book, set to publish next year. In the meantime, he 
wrote, investing in med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s a smart place to start: Many of the world’s high-
est-profile medical projects, paused by Covid, could 
accelerate again in the near future.

In one example, he 
noted,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
dation helped fund a 
Phase III trial of isla-
travir, a preventative 

HIV medication, in Africa. Current pill treatments 
offer reliable protection, but they must be ingested 
in frequent or otherwise planned intervals. The new 
treatment, also a pill, would only need to be taken once 
per month — and the trial’s first results, released this 
summer, were promising, Gates noted.
Gates and ex-wife Melinda French Gates have also 
donated billions of dollars to various health organiza-
tions. In a 2019 Wall Street Journal essay, the pair said 
they’d given up to $10 billion to organizations like the 
Global Fund, the 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 
and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GAVI)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In his blog post, Gates wrote, some of this year’s 
achievements show that the world may really be able 
to end the Covid pandemic and curb the next one, 
from governments and nonprofits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together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approval of the first malaria vaccine.

But a growing global 
distrust in public insti-
tutions, he noted, rep-
resents a significant 
hurdle. According to 
the 2021 Edelman 

Trust Index, a survey of more than 33,000 people 
across 28 countries that Gates cited in his post, Amer-
icans in particular don’t trust their public officials: The 
study noted that 40% of U.S. respondents “deeply” 
distrust the country’s federal government.

“If your people don’t trust you, they’re not going to 
support major new initiatives,” Gates wrote. “And 
when a major crisis emerges, they’re less likely to fol-
low guidance necessary to weather the storm.”
It’s a timely issue: According to some experts, the next 
pandemic could be even worse, and it might not even 
be far away. “I think that as time goes forward we’re 
going to see more of them,” Richard Preston, author 
of “The Hot Zone,” a 1994 book about Ebola, told 
CNBC last year. “And they’re going to balloon faster.”

For Gates, that means political leaders and private 
citizens alike need to get on board with preventative 
actions — before Covid starts to fade from people’s 
priority lists.
“Now is the time to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and take 
steps to prevent this terrible experience from ever hap-
pening again,” Gates wrote. “I’m hopeful that we’ll 
see broad support for pandemic preparedness efforts, 
and I plan on spending a lot of time advocating for 
them.”
Related 
COVID Vaccines Saved 20M Lives In 1st Year, 
Scientists Say
Nearly 20 million lives were saved by COVID-19 
vaccines during their first year, but even more deaths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if international targets 
for the shots had been reached, researchers reported 
Thursday.
On Dec. 8, 2020, a retired shop clerk in England re-
ceived the first shot in what would become a global 
vaccination campaign.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more 
than 4.3 b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lined up for 
the vaccines. The effort, though marred by persisting 
inequities, prevented deaths on an unimaginable scale, 
said Oliver Watson of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who 
led the new modeling study.
“Catastrophic would be the first word that comes to 
mind,” Watson said of the outcome if vaccines hadn’t 
been available to fight the coronavirus. The findings 
“quantify just how much worse the pandemic could 
have been if we did not have these vaccines.”
The researchers used data from 185 countries to esti-
mate that vaccines prevented 4.2 million COVID-19 
deaths in India, 1.9 m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 mil-
lion in Brazil, 631,000 in France and 507,000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is March 2021 photo shows vials of the Pfiz-
er-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being prepared 

for packaging at the company’s facility in Puurs, 
Belgium. According to a study published Thurs-
day. June 23, 2022 in the journal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nearly 20 million lives were saved by 
COVID-19 vaccines during their first year, but 
even more deaths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if 
global targets had been reached. (Photo/Pfizer via 
AP)
An additional 600,000 deaths would have been pre-
vented i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arget of 40% 
vaccination coverage by the end of 2021 had been 
met, according to the study published Thursday in the 
journal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main finding — 19.8 million COVID-19 deaths 
were prevented — is based on estimates of how many 
more deaths than usual occurred during the time peri-
od. Using only reported COVID-19 deaths, the same 
model yielded 14.4 million deaths averted by vaccines.
The London scientists excluded China because of 
uncertainty around the pandemic’s effect on deaths 
there and its huge population. The study has other 
limitations. The researchers did not include how the 
virus might have mutated differently in the absence of 
vaccines. And they did not factor in how lockdowns or 
mask wearing might have changed if vaccines weren’t 
available.
Another modeling group used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estimate that 16.3 million COVID-19 deaths were 
averted by vaccines. That work, by the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in Seattle, has not been 
published.

In the real world, people wear masks more often when 
cases are surging, said the institute’s Ali Mokdad, 
and 2021′s delta wave without vaccines would have 
prompted a major policy response.
“We may disagree on the number as scientists, but we 
all agree that COVID vaccines saved lots of lives,” 
Mokdad said.
The findings underscore both the achievements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vaccination campaign, said 
Adam Finn of Bristol Medical School in England, 
who like Mokdad was not involved in the study.
“Although we did pretty well this time — we saved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lives — we could have done 
better and we should do better in the future,” Finn said.
Funding came from several groups including the 
WHO; the UK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and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Courtesy https://ap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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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l Gates: “I Don’t Want To Be ‘A 
Voice Of Doom And Gloom On Covid’, 
But The Worst’ Could Still Be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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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the United States struggling to deal with a dead-

ly pandemic.State and local officials enact a slate of 

social-distancing measures, gathering bans, closure or-

ders and mask mandates in an effort to stem the tide of 

cases and deaths. The public responds with widespread 

compliance mixed with more than a hint of grumbling, 

pushback and even outright defiance. As the days turn 

into weeks turn into months, the strictures become hard-

er to tolerate.

Theater and dance hall owners complain about their 

financial losses. Clergy bemoan church closures while 

offices, factories and in some cases even saloons are al-

lowed to remain open. Officials argue whether children 

are safer in classrooms or at home. Many citizens refuse 

to don face masks while in public, some complaining 

that they’re uncomfortable and others arguing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no right to infringe on their civil lib-

erties.

As familiar as it all may sound in 2021, these are real 

descriptions of the U.S. during the deadly 1918 influen-

za pandemic. In my research as a historian of medicine, 

I’ve seen again and again the many ways our current 

pandemic has mirrored the one experienced by our fore-

bears a century ago. 

No mask, no service on streetcar in 1918. (Pho-

to/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As the COVID-19 pandemic enters its second year, 

many people want to know when life will go back 

to how it was before the coronavirus. History, of 

course, isn’t an exact template for what the future 

holds. But the way Americans emerged from the ear-

lier pandemic could suggest what post-pandemic life 

will be like this time around.

Sick and tired, ready for pandemic’s end

Like COVID-19,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hit 

hard and fast, going from a handful of reported cas-

es in a few cities to a nationwide outbreak within a 

few weeks. Many communities issued several rounds 

of various closure orders – corresponding to the ebbs 

and flows of their epidemics – in an attempt to keep 

the disease in check. These social-distancing orders 

worked to reduce cases and deaths. Just as today, 

however, they often proved difficult to maintain. By 

the late autumn, just weeks after the social-distanc-

ing orders went into effect, the pandemic seemed to 

be coming to an end as the number of new infections 

declined. 

People were ready to be done with masks as soon 

as it looked like the flu was receding. (PhotoQuest/

Archive Photos via Getty Images)

People clamored to return to their normal lives. 

Businesses pressed officials to be allowed to reopen. 

Believing the pandemic was over, state and local au-

thorities began rescinding public health edicts. The 

nation turned its efforts to addressing the devastation 

influenza had wrought.

For the friends, families and co-workers of the hun-

dreds of thousands of Americans who had died, 

post-pandemic life was filled with sadness and grief. 

Many of those still recovering from their bouts with 

the malady required support and care as they recu-

perated. At a time when there was no federal or state 

safety net,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sprang into action 

to provide resources for families who had lost their 

breadwinners, or to take in the countless children left 

orphaned by the disease.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Americans, though, life after 

the pandemic seemed to be a headlong rush to nor-

malcy. Starved for weeks of their nights on the town, 

sporting events, religious services, classroom interac-

tions and family gatherings, many were eager to return 

to their old lives.

Taking their cues from officials who had – some-

what prematurely – declared an end to the pandemic, 

Americans overwhelmingly hurried to return to their 

pre-pandemic routines. They packed into movie the-

aters and dance halls, crowded in stores and shops, and 

gathered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How many extra deaths occurred                                               

in 1918-1920 pandemic? 

Excess deaths in the state of Michigan over the course 

of the influenza pandemic reflect the disease surges 

that occurred across the nation – an initial wave in 

spring 1918, a second bigger wave in fall of that year, 

another that extended into that winter and a final wave 

at the start of 1920. Excess deaths are those above the 

average amount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expect for the 

time of year, based on what’s happened normally in 

the past. 

Chart: The Conversation, CC-BY-ND Source: 

Siddharth Chandra, Julia Christensen, Madhur 

Chandra, Nigel Paneth, “Pandemic Reemergence 

and Four Waves of Excess Mortality Coinciding 

With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in Michigan: In-

sights for COVID-19”,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11, no. 3 (March 1, 2021): pp. 430-437. 

Officials had warned the nation that cases and deaths 

likely would continue for months to come. The burden 

of public health, however, now rested not on policy 

but rather on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Predictably, the pandemic wore on, stretching into 

a third deadly wave that lasted through the spring 

of 1919, with a fourth wave hitting in the winter of 

1920. Some officials blamed the resurgence on care-

less Americans. Others downplayed the new cases or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more routine public health 

matters, including other diseases, restaurant inspec-

tions and sanitation. Despite the persistence of the 

pandemic, influenza quickly became old news. Once 

a regular feature of front pages, reportage rapidly 

dwindled to small, sporadic clippings buried in the 

backs of the nation’s newspapers. The nation carried 

on, inured to the toll the pandemic had taken and the 

deaths yet to come. People were largely unwilling to 

return to socially and economically disruptive public 

health measures.

No matter the era, aspects of daily life go on even 

during a pandemic. Chicago History Museum/Ar-

chive (Photos via Getty Images )

It’s hard to hang in there

Our predecessors might be forgiven for not staying the 

course longer. First, the nation was eager to celebrate 

the recent end of World War I, an event that perhaps 

loomed larger in the lives of Americans than even the 

pandemic.

Second, death from disease was a much larger part 

of lif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scourges such as 

diphtheria, measles, tuberculosis, typhoid, whooping 

cough, scarlet fever and pneumonia each routinely 

killed tens of thousands of Americans every year. 

Moreover, neither the cause nor the epidemiology of 

influenza was well understood, and many experts re-

mained unconvinced that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had any measurable impact.

Finally, there were no effective flu vaccines to rescue 

the world from the ravages of the disease. In fact, the 

influenza virus would not be discovered for another 

15 years, and a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 was not 

available for the general population until 1945. Given 

the limited information they had and the tools at their 

disposal, Americans perhaps endured the public health 

restrictions for as long as they reasonably could.

The COVID-19 vaccine won’t end the pandemic 

right away.

A century later, and a year into the COVID-19 pan-

demic,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people now are all 

too eager to return to their old lives. The end of this 

pandemic inevitably will come, as it has with every 

previous one humankind has experienced.

If we have anything to learn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as well as our experience 

thus far with COVID-19, however, it is that a prema-

ture return to pre-pandemic life risks more cases and 

more deaths.

And today’s Americans hav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ver those of a century ago. We have a much better un-

derstanding of virology and epidemiology. We know 

that social distancing and masking work to help save 

lives. Most critically, we have multiple safe and effec-

tive vaccines that are being deployed, with the pace 

of vaccinations increasingly weekly. Sticking with 

all these coronavirus-fighting factors or easing off on 

them could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new disease 

surge and a quicker end to the pandemic. COVID-19 

is much more transmissible than influenza, and several 

troubling SARS-CoV-2 variants are already spreading 

around the globe. The deadly third wave of influenza 

in 1919 shows what can happen when people prema-

turely relax their guard. (Courtesy https://theconver-

s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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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mistice Day celebrations on Nov. 11, 1918, worried public health experts as 
people crowded together in cities across the U.S. (AP Photo)

People Got Tired Of All The Restrictions 

People Got Fed Up With Flu 
Pandemic Measures One Hundred 

Years Ago – And Paid A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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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大家好，歡迎收看梅子說
，今天跟您聊聊前不久發生的伊朗頭巾事件。 9月
13日，伊朗女性阿米尼 由於沒有正確佩戴頭巾，遭
到伊朗“道德警察”逮捕，阿米尼的頭部遭到警棍
擊打，並多次被撞擊到警車上。三天后阿米尼死亡
，但當局宣稱她的死亡屬於自然死亡。

這一事件引發了伊朗全國的強烈抗議，民眾走
上德黑蘭等大城市的街頭抗議，要求當局對阿米尼

的悲慘死亡給個說法，但遭到了伊朗
國家安全部隊的暴力打壓。伊朗的很
多女性示威者燒掉或剪毀自己的頭巾
，在警察面前不戴頭巾跳舞，表示對
暴政和頭巾法的不滿。到目前為止，
已有20多人被捕，數名女性抗議者被
殺。

這場伊朗頭巾事件引起了世界的
廣泛關注，很多西方國家和女權主義
者感到非常憤怒，伊朗總統易萊西在
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被問及這個事件
，迫於壓力他許諾會對阿米尼之死進
行調查。但是，到現在為止也沒給個
說法。

關於穆斯林女性戴頭巾這個問題
，也許有人會說，戴頭巾是伊斯蘭教
的要求，每個穆斯林都應該遵守教規
，這只是一個宗教問題。但是，其實
伊斯蘭的聖經《可蘭經》中沒有任何
一個字一句話規定伊斯蘭女教徒一定
要帶頭巾。實際上，不僅很大一部分
穆斯林婦女沒有戴頭巾遮臉的習慣，
而且《聖訓》中還曾提到，先知穆罕
默德說手和臉是可以露出來的。但是
，為什麼在我們的印象裡，好像所有
的穆斯林婦女都戴著頭巾，甚至像阿
富汗塔利班這樣的極端政權還要求女
性必須穿戴罩袍，全身上下都要遮起
來，連眼睛都要蒙上紗網呢？在現代
文明看來，像塔利班和伊朗政府這樣
的行為非常愚昧，與工業化和現代化
背道而馳。其實，1930-1970年代的
伊朗曾經實行過改革，70年代的德黑
蘭街頭女性不僅不戴頭巾，而且還穿

裙子和牛仔褲，女性燙頭髮化妝，甚至情侶在街上
公開約會牽手，大學校園裡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在接
受高等教育。但是，1979年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
原教旨主義宗教領袖霍梅尼掌權，讓伊朗重新回到
了傳統保守的時代。

說到這裡，我們有必要先來聊一聊什麼是原教
旨伊斯蘭主義，為什麼原教旨主義在伊斯蘭國家大

行其道。伊斯蘭教是
非常古老的宗教，分
為很多門派，其中教
徒最多的是什葉派和
遜尼派，還有其他各
種小門派。伊斯蘭教
主要盛行於中東地區
，中東地區不是山就
是沙漠，自古以來交
通就不方便，信息不
發達，各個派別對於
古蘭經的理解都有自
己的解讀，民風又彪
悍，誰都不聽誰的，
一言不合就乾仗，再
加上伊斯蘭教儀式太
多，每天光跪在地上
祈禱就得五次，整天啥也乾不了，導致經濟搞不上
去，越來越窮，伊斯蘭教又是鼓勵生育的，於是越
生越窮，越窮越生。而上層階級呢，基本上受過良
好的教育，比較有錢，見過世面，思想也比較西化
，伊斯蘭教的很多底層信眾既沒文化又窮，當然就
會仇恨上層階級，其實這在哪個國家都是一樣的，
幾十年前中國的底層農民無產階級就把講民主還有
先進武器裝備的國民黨趕跑到了台灣。還有，美國
的民主黨為什麼給貧困人口這麼多福利呢？因為吃
飽了喝足了生活不愁了，貧困人口就不會有想法造
反了，既不用勞動又能衣食不愁，那當然要投票給
民主黨了。

我們說回到伊朗，西方總是理解不了為什麼
1979年伊朗的宗教領袖霍梅尼領導的原教旨伊斯蘭
主義能把伊斯蘭改革派國王巴列維給趕走了，伊朗
開歷史倒車重新回到極端保守。其實，這個主要原
因就是大部分底層民眾很窮，德黑蘭那些大城市的
喝香檳開汽車的光鮮男女都是精英階層，受過高等
教育或者去西方留過學，這些有錢人本來就是少數
，絕大多數伊朗人還是住在窮鄉僻壤。每天趕著駱
駝撿牛糞，飢一頓飽一頓。精英階級過得越好，窮
人就越想不通，憑什麼呀，都是伊斯蘭教，都生活
在這個國家，你們為什麼就過得那麼舒服，我們這
麼窮呢？不如乾一票，大家都窮在一塊算了。這就

是原教旨主義在伊斯蘭地區能夠捲土重來的主要原
因，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原
教旨主義統一了對古蘭經的解讀，就是要回到最初
的原始教義，履行先知莫罕穆德的遺訓。這樣一來
，就把穆斯林都團結起來了，因為不允許你自己解
讀了，反而在思想上統一了。

原教旨主義能夠控制伊斯蘭民眾，還有很重要
的一點，就是不讓你思考了，不給你思考的自由。
因為人如果受了教育，學會了思考，凡事都會問個
為什麼，就不好統治了。伊朗一貫是政教合一的國
家，原來什葉派和遜尼派吵得不可開交，誰都說自
己是正宗，現在好了，原教旨主義把他們給統一了
，都聽原教旨的就完了。原教旨主義就是要對信眾
洗腦，不讓他們思考，只讓他們順從，比如說，要
求穆斯林女性穿罩袍或者用頭巾掩蓋得嚴嚴實實，
讓女人在潛意識裡就深深地認可女性的原罪感，是
有利於男權社會的統治的。

現在伊朗已經實行了網禁，不讓民眾看到西方
世界對阿米尼頭巾事件的反應，不讓他們受到啟發
去思考，這樣人民才不會起來造反。這就是為什麼
獨裁國家都實行網禁的原因，不開啟民智，才能夠
繼續他們的愚民統治。

好了，今天的“梅子說”就到這兒了。
本期《梅子說》首播本週一10月3日晚7點，

重播週六10月8日晚7:30，歡迎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梅子說梅子說》》
伊朗女孩因伊朗女孩因””沒戴好頭巾沒戴好頭巾””被捕後死亡被捕後死亡
原教旨伊斯蘭主義為什麼開歷史倒車原教旨伊斯蘭主義為什麼開歷史倒車？？

為慶祝中華民國111年雙十國慶，休士頓客
家會10月2日於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辦
雙十國慶杯華臺客語演講比賽。這項活動去年
由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別出新裁，鼓勵

僑胞推動客家母語文化活動首度舉辦，當時獲
得僑界熱烈回響，因此今年再接再厲繼續承辦
。活動當天由辦事處教育組組長楊淑雅代表羅
復文致詞、中心主任王盈蓉偕副主任黃依莉、

國慶籌備會主委江麗君、副主委孫
玉玟、僑務諮詢委員梁慎平及鍾桂
堂、僑務顧問劉志忠、中華公所共
同主席李迎霞及黃以法皆到場共襄
盛舉，場面熱烈溫馨。
客家會會長馮啟豐表示，今年是
第2屆賽事，參賽者有80多歲的長
者以及 11 歲的兒童，僑社老中青
三代都來參加今天的活動，象徵著
僑界的傳承，讓人感動，希望這樣
的比賽未來能繼續下去。他也分享
了客家人的小故事，表示客家人吃
苦耐勞勤儉持家，素有 「東方猶太
人」的稱譽，而桐花生命力旺盛，
正代表客家精神的象徵。
楊淑雅則談及臺美教育倡議，現
辦事處已促成德州聖湯瑪士大學與
高雄文藻外語大學推動華語文的合

作，未來也將持續推動臺語合作部分
。王盈蓉說像這樣的比賽在全球僑界
絕無僅有，活動相當有意義而且能展
現臺灣多元文化，期盼明年能增設原
住民語組別，透過語言傳承臺灣文化
。江麗君及孫玉玟皆認為客家花布相
當漂亮，體現了臺灣多元且兼容並蓄
的文化，並祝參賽者旗開得勝。

本次演講比賽形式不限，講題包
含 「我在 Houston」、 「我的家庭」、
「我見我行」，由參賽者任選，夫妻

、母子、父女搭檔皆可，參賽者也不
以單一語言為限，可適時混用華、臺
、客語以展現語言使用流暢度。當日
活動第一名由去年冠軍陳恩潔獲得，年紀雖小
卻能說出一口比旁人更為流利的臺語，輔以小
提琴伴唱，以一首《燒肉粽》榮獲殊榮；第二
名為具原住民血統的林天娜獲得，她穿著阿美
族服飾，混用華語及臺語演講，娓娓道來臺語
的 「番薯」及 「番仔」音近意遠的趣事，幽默
自嘲的內容不禁讓人莞爾；第三名則由黃以法
以華語介紹家庭成員等生活點滴獲得。其餘優

勝者為邱添昌、劉志忠、陳恩祈共3人。
活動結束後，主辦單位也發送客家美食麻

糬，馮啟豐更現場進行客語教學，像是恁仔細
（謝謝）、敗勢（對不起）、細妹按靚（小姐
你好漂亮）等，並說到客家話的女婿（婿郎）
發音聽起來像華語的 「色狼」，一陣妙語如珠
逗得全場哄堂大笑。就這樣大家度過了一個充
實愉悅的午後，在十月光輝國慶中展現臺灣的
軟實力。

休士頓華臺客語演講 老中青三代共慶雙十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11年國慶升
旗典禮將於本周六（10月8日）上午十時起，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前廣
場舉行。該活動由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11年雙十國慶籌備會
」主辦，中華公所、榮光會、休士頓北一女校友儀隊、FASCA 海外
青年文化大使、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會、華僑協會協辦。會中除了唱
美國國歌、中華民國國歌外，還有榮光會負責升旗，FASCA 負責舞
龍，由 「國慶籌備會」主委致詞、 「台北經文處」羅處長致詞、僑

教中心王主任致詞，最後由處長主持頒獎後禮成，現場派發午餐盒
。

當天上午十一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還有 「雙十國慶西畫展」
，從十月八日至十月15日，每天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時展出。而當
天上午十一時，升旗典禮結束後，在僑教中心大禮堂隨即舉行 「懷
舊金曲演唱會」。由 「中華保健中心」舉辦，歡迎僑胞踴躍參加，
國恩家慶，共襄盛舉！

國慶升旗典禮、國慶茶會及頒獎典禮
國慶西畫展、懷舊金曲演唱會本周六登場

評審與得獎者大合照評審與得獎者大合照（（左起左起：：鍾依君鍾依君、、孫玉玟孫玉玟、、陳恩潔陳恩潔、、
陳恩祈陳恩祈、、劉志忠劉志忠、、王盈蓉王盈蓉、、江麗君江麗君、、邱添昌邱添昌、、馮啟豐馮啟豐、、黃黃
以法以法、、林天娜林天娜、、楊淑雅楊淑雅、、李迎霞李迎霞、、黃依莉黃依莉））

去年冠軍陳恩潔再次以一首臺語去年冠軍陳恩潔再次以一首臺語《《燒肉粽燒肉粽》》榮獲第一名殊榮榮獲第一名殊榮

(休斯頓,TX) – 參加 2022 年 11 月 8 日
普通選舉的Harris縣選民必須在10月11日
星期二之前登記投票。要進行選民登記，
你可有多項選擇，包括：

至 HarrisVotes.com 打印表格並將其郵
寄 至 我 們 的 辦 公 室 郵 箱 P.O.Box 3527,
Houston, Texas, 77235;
親 身 到 位 於 二 樓 1001 Preston St,Ste 400
Houston,Texas,77002 選務辦公室；

至任何一間Harris縣公共圖書館領取表格;
或至本辦公室任何一分支填寫表格;
或在 10 月 11 日之前將您填妥的申請表傳
真至 713-368-2309。使用此方法，我們的
辦公室必須在傳真申請發送後在四個工作
日內收到。

如果您已登記成為選民但已搬到同一
縣內的新地址或更改了姓名，您可以在線
更新您的信息。

已填妥的選民登記申請表必須在10月
11日之前蓋上郵戳，才能被接受參加 11 月
8日的選舉。所有合資格於11月8日投票的
已登記選民都將會有整個州範圍席位的選
票，而有些人可能會根據他們的住所進行
額外的地方選舉。

Harris縣目前有二百五十萬名登記選民
。慾了解更多, 包抱樣本選票和投票中心地
點，請瀏覽 HarrisVotes.com 及於推特、面
書和Instagram跟蹤@HarrisVotes。我們有精
通英語、西班牙語、越南語及中文的雙語
電話熱線工作人員於713-755-6965解答你
的問題。

11 月 8 日選舉的選民登記截止日期將近
2022年10月11日，星期二為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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