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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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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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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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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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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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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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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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 sta ura ntH

irin g

中
日
餐
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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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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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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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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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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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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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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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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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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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城77584
尋早午餐師傅
靠新商業中心
小小快餐點

會包子油條和簡單
快餐盒飯. 短信:
617-800-7715

旺區餐館急售
位百佳超市旁,3000呎,
設備全,生意穩,有酒牌,

可做早中晚餐,
接手即可營業.

因合伴人有事,急售
歡迎看店. 請電:

626-214-6484

日本餐館請人
Katy /Richmond

誠 請
兼職/全職企檯

需要英文好,可報稅
聯系電話:

626-476-5060

金冠酒家誠聘
●廚房油爐
●打雜

有身份,可報稅.
意者請電:

281-866-5020

*米其林星級港式早茶點心
Tim Ho Wan ( 添好運 ) Katy亞洲城
本月隆重開業,現誠徵後廚點心師傅。
●大堂經理,企檯(需流利英語), 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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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館退休出售
近中國城,16年老店
1750呎,生意6萬,
售12.8萬(忍痛割讓)
意者請電:非誠勿擾
832-513-8776
832-782-0798

*越南餐廳請人
位於Katy北,誠請全職
廚房師傅,幫廚,企檯

男女均可用.出餐簡單.
合適人選,

無經驗也可培訓.
有意者請電:

832-895-1578

堂吃外賣海鮮店
位休斯頓市中心,
4100呎, 設備齊全
因缺人手出售

$78000,
詳情請電: 杜先生
714-873-7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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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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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餐請人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中日餐請人

*中餐館請人
位Woodlands區

誠 聘
●全工炒鍋
●半工油鍋
意者請電:

832-788-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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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餐館請人
糖城中餐館請
●接電話一名
●外送員一名
聯系電話 :

832-277-2317

休斯頓全日餐
誠請全職Sushi師傅
離中國城半小時,
可提供住宿，

午休一個半小時，
需有經驗,能報稅，
月薪$5000,請聯系:
912-381-5292
346-303-3218

美式中餐誠請
收銀接電話員,
全工/半工均可.

薪優面議.
位610南&Main附近
713-261-2188

糖城川菜館
誠請服務生一名

懂英文
意者請電: Andy
832-380-9603

4526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CC11

  10月16日  星期日
wechat : AD7133021553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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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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C22分類廣告2
星期日       2022年10月16日       Sunday, October 1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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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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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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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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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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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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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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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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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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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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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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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

Home
Service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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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斯頓工廠
誠徵 作業員

無經驗,可訓練.

請洽 : 姚先生

713-505-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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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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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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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診所誠聘
西南區診所誠聘

牙醫師, 助理, 前檯.
待遇優,需中英文流利
工作環境好,will train
有意者請電郵簡歷至
Houstondentist77036

@gmail.com

誠聘幼稚園老師
位糖城, 有幼兒園

經驗者優先.
有意者請電

281-242-0989
832-528-0882

繁忙汽車維修廠
誠聘前台接待人員，

些許電話答覆,和結帳,
需說中英文,

薪資依工作經驗而定
$12-$15/小時

每周5天,全職或兼職
請電或短信:安排面試
346-874-1294

*辦公室分租
6910 Bellaire, TX 77074

月租$350-$500
( 包水,電,網路費 )
請電或微信(同號)
713-518-5830

●另招半職辦公室助理
可在家工作

Katy聘愛心護理
喂飯看護.

做中午飯和晚飯.
周末協助洗澡,若不
會開車可以住家.

聯系:
713-498-0173

*聘請嬰兒保姆
照看10個月大的女
寶寶.幫助料理家務.
要求通勤,家住77581
一周二天或四天,
時間可商量.請電:
713-496-2242
如無人接請留言

Furniture for sale
家具出售

Home Care Agency
based in Houston is hiring bilingual
English-Chinese PHC Supervisor.

Will train. 2 years college degree is preferred
or 2 years of supervisory experience in
a health care setting. Full time position,

competitive pay and benefits.
Resume to: rpizzi@assist-medinc.com

家庭護理機構
位休斯頓,徵中英雙語
全職PHC主管:可培訓
有2年大專學歷或2年
的管理經驗.競爭力的
報酬及福利.意者請將
履歷Emai至: rpizzi@
assist-med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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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誠聘住家保姆
善烹飪,愛清潔,
人口簡單,住糖城
離中國城12分鐘

聯系電話：
832-887-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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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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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租售

Real
Estate

家具公司招聘
會計(出納):中英文流利

熟悉Quickbook.
可辦H1B.

意者請Email或電:
goldenfurniture11

@yahoo.com
713-896-8877

招聘女按摩師
位於糖城按摩店,

誠請一名
Part Time女按摩師,

有意者請電:
832-397-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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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

Home
Service

200
誠聘做晚飯阿姨
Memorial/Beltway 8附近
薪優.一周5天或6天,

每天下午3小時,
做晚飯和簡單打掃，
要求：已打新冠疫苗，
交通自理。意者請電:
713-306-5965

石英制造廠招聘
Hendrix Industries 是一家

專業石英石材表面,台面制造廠.
誠聘 技術員, 化學工程師,
機械工程師, 電氣工程師.
意者請Email履歷至:

HR@hendrixindustries.com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地產項目公司招聘
小型地產項目公司招聘經理助理，

要求英文流利、電腦辦公軟件熟練應用，
有無Agent執照均可，男女不限，懂

多語種或地產、建築相關知識優先。待優。
請電：832-860-1133

或 Email：Richard.qi@live.com

紐約納斯達克上市公司
Singularity Future Technology旗下公司
在HOUSTON開設有兩家企業，現招聘：

●財務人員：負責公司日常收支賬務處理,收付款
審核和監督.要求:有倉儲物流相關行業財務經
驗,熟悉會計和簿記原則及相關會計軟件，例如
Quickbooks.
●倉庫員工：限男性，主要工作為揀貨，出貨，
整理倉庫及配合主管完成相對應的工作。
以上職位要求: 有合法身份,工作認真負責,具團
隊精神,吃苦耐勞,有良好溝通能力,中英文流利.
福利：1、工作時間:8:30-16:30，周末雙休，享受
國家法定節假日。2、試用期轉正後公司提供醫
保、401K等相關福利。3、辦公條件優越，公司氣
氛活躍。4、提供有行業競爭力的薪資，並提供
廣闊的職業上升空間。
Email簡歷: gorgeoustradingtx@gmail.com
TEL : 281-310-7655（接受短信）

NOW HIRING
● Sales ● Customer Service
● Accounting ●Warehouse Cl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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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徵求行政人員2名

●具備大專以上學歷,中華民國或友邦國籍,
美國合法居留身份,中英文佳諳電腦文書,
配合值班、積極主動,

●負責僑團/商聯繫、圖書管理、文書及
出納等行政業務

●意者於2022年11月15日 前
將中英文履歷(含照片),學歷及身份證明寄至
Culture Centre of TECO in Houston,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或Email至: ocac77042@gmail.com
合者通知筆/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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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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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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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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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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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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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氣質白嫩甜美girl
讓你帝王般享受

早10:00-晚12:00

●誠聘服務好的按摩女孩

832-941-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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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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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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ING for M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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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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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射除痣

●

●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最新日本技術,一次性不流血,不留疤痕,輕鬆去除:
老人斑,色斑/紅黑痣/扁平,粒狀疣/ 鈣化突起,

肉球/紅血絲/油脂粒/猴子/突起疤痕等....所有皮
膚上的斑斑點點,99%各種衍生物均可除去。

專業執照認證,安全,奇效立見. 多有折扣
欣容皮膚修復中心713-378-1590 Cindy 孫
6100 Corporate Dr. #378 慈濟旁(王朝同一條)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維修醫生
經驗豐富,執照師傅
冷氣&室內室外維修
商業/住家大小工程
信用可靠,免費估價
請電或短訊: Billy
346-482-7512

招聘女按摩師
位於糖城按摩店,

誠請一名
Part Time女按摩師,

有意者請電:
832-397-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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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順冷暖氣公司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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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860-3388 蒲繼忠

車房門專家
商業,住家,鐵門及鐵柵

搖控車門器更換,
彈簧維修線路安裝,
品質保證,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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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700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上下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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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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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832-708-8688
短信832-929-2771

陳氏專業冷氣
冷暖氣系統

保養,維修,安裝,
家電,熱水爐.

政府執照,15年經驗
請電: 陳(英粵國越)
281-236-2846

電 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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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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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上門現金收購
二手車

現金收購舊車,碰撞車
高於Trade in 10%

請電: Paul
346-234-9893

普通話/廣東話

花園噴水系統
專業安裝和修理
執照#0019006

電 話 : 吳
832-818-3185

國語/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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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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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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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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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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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執照電工
Master Electrician &
Electrical Contractor

執照號 36638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電話 :
832-662-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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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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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射除痣

●

●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最新日本技術,一次性不流血,不留疤痕,輕鬆去除:
老人斑,色斑/紅黑痣/扁平,粒狀疣/ 鈣化突起,

肉球/紅血絲/油脂粒/猴子/突起疤痕等....所有皮
膚上的斑斑點點,99%各種衍生物均可除去。

專業執照認證,安全,奇效立見. 多有折扣
欣容皮膚修復中心713-378-1590 Cindy 孫
6100 Corporate Dr. #378 慈濟旁(王朝同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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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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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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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cdaily.com/e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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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專業焊接
鋼結構廠房制作,改建,

擴建.
鋼結構樓梯,扶手,欄杆

設計制作安裝.
不鏽鋼銅等各種維修焊接
上門服務,經驗豐富,
保證質量. 柴師傅
786-24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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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in says Ukraine mobilisation 
should be finished in two 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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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ANA, Oct 14 (Reuters) - Russia should be finished calling 
up reservists in two weeks,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said on 
Friday, promising an end to a divisive mobilisation that has see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en summoned to fight in Ukraine and 
huge numbers flee the country.

Putin also said Russia had no plans “for now” for more massive 
air strikes like those it carried out this week, in which it fired 
more than 100 long range missiles at targets across Ukraine.

Choosing an advisor that’s right for you can make all the differ-
ence. We’ve made it easier with Merrill Advisor Match.
Learn more
Report an ad
Putin ordered the mobilisation three weeks ago, responding to 
Russian defeats on the battlefield with escalation. He has also 
proclaimed the annexation of four partially occupied Ukrainian 
provinces and threatened to use nuclear weapons.

The mobilisation has led in parts of Russia to the first signs of 
public criticism of the authorities since the war began. Officials 
have acknowledged some mistakes were made in determining 
who would be called up. Memb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res-
idents of rural areas have complained of being drafted at higher 

rates than ethnic Russians and city dwellers.

NATO to kick off nuclear drills involving B-52 
bombers on Monday
Defending the mobilisation order, Putin told 
a news conference at the end of a summit in 
Kazakhstan that the front line was too long to 
defend solely with contract soldiers.

He said 222,000 out of an expected 300,000 
reservists had already been mobilised. “This 
work is coming to an end,” he said. “I think 
that in about two weeks all the mobilisation 
activities will be finished.”

Since the mobilisation order was given, Rus-
sian forces have continued to lose ground in 
eastern Ukraine and also lost a substantial area 
in the south. A Western official said that some 
of the newly mobilised Russian troops were 
already on the battlefield taking casualties, and 
that their presence was unlikely to turn the tide 
in the war in Moscow’s favour.

“It is clear that they have been fielded with 
very, very limited training and very, very poor 
equipment,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we say 
that it is really unlikely that they have any 
sort of positive impact in the near term,” the 
official said.

The official also suggested Russia did not have 
enough missiles to sustain attacks like those 
this week: “Russia is rapidly exhausting its 
supply of long-range precision munitions, in 
particular its air-launched cruise missiles, so 
this is not a campaign that it will be able to 
sustain indefinitely.”

‘INITIATIVE IN OUR HANDS’
Meeting of the Ukraine Defence Contact 
Group during a NATO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at the Alliance’s headquarters in 
Brussels
Russian missile attack in Zaporizhzhia
“Azov Regiment - Angels of Mariupol” 
exhibition during Defender of Ukraine Day 
in Kyiv

Ukraine’s top general Valeriy Zaluzhnyi 
struck an upbeat tone, meanwhile, after his 
country’s rapid advances in the northeast and 
south in recent weeks.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is in our hands, so 
the main thing is not to stop,” Zaluzhnyi said 
after speaking by phone with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Europe’s combined NATO forces, 
U.S. general Christopher Cavoli.

Ukraine’s General Staff said on Facebook 
late on Friday that Ukraine’s forces had 
destroyed large amounts of Russian arms and 
equipment in Antratsyt south of Luhansk, an 
area where Ukraine is hoping to recapture 
major towns after its successes in Kharkiv 
region.

It said Russian forces had launched more 
artillery and air strikes on towns including 
Konstantynivka southwest of Bakhmut, their 
main target in Donetsk region, and Zapor-
izhzhia city.

Reuters was not able to verify the battlefield 
reports.

Sepa-
rately, 
Belarus 
President 
Alexan-
der Lu-
kashenko 
put his 
country 
on what 
he called 
a height-
ened 
state of 
terrorism 

alert on Friday, the latest gesture from Putin’s 
closest international ally hinting at growing 
pressure to join the war.

Lukashenko has allowed Russian forces to 
use Belarus as a staging ground but has so far 
kept his own troops out of the fighting. This 
week he announced Russian troops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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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Tries To Freeze RelaU.S. Tries To Freeze Rela--
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Senator Bob Menendez urged for an immediate freeze to all U.
S. cooperation with Saudi Arabia, including arms sales. This is
in response to their slowdown in production of oil supplies due
to Russia’s war in Ukraine.

The senators are accusing the Middle East country of

supporting Russia’s war
when the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decided last week to
cut production by 2 million
barrels of oil per day.

As chairman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Menendez said, “I will not
green-light any cooperation
with Riyadh until the Kingdom
reassesses its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war in Ukraine.”

Democratic Senator Bernie
Sanders also voiced his
unhappiness, calling for all
troops to be pulled out of
Saudi Arabia. He said, “If the
country that is one of the worst
violators of human rights in the
world wants to partner with
Russia to jack up U.S. gas
prices, it can get Putin to

defend its monarchy.”

We are watching a world that is in chaos. After the Ukraine war,
there will be man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landscapes that will
change with many relationships going very bad. We can’t see
any peaceful future at all.

Editor’s Choice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work at the scene where people were found dead 
inside a trailer truck in San Antonio, Texas. REUTERS/Kaylee Greenlee Beal

The Monument to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kers’ Party in Pyongyang. REUTERS/Damir 
Sagolj

The Ryonpho Greenhouse Farm. KCNA

A view of the Sci-Tech Com-
plex in Pyongyang. KCNA via 
REUTERS

Workers clean a restored 
Roman-era mosaic after it 
was put on display at its 
original site in Lod, now 
an Israeli city where an 
archaeological centre has 
been inaugurated in Lod 
Israel. REUTERS/ Amir 
Cohen

Britain’s Andy Murray cele-
brates winning his first round 
match against Australia’s James 
Duckworth, at All England Lawn 
Tennis and Croquet Club, Lon-
don, Britain. REUTERS/Hannah 
Mc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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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ussian tank enters a region con-
trolled by Moscow-backed rebels in 
eastern Ukraine on Feb. 24, 2022. 
(Photo/Nanna Heitmann—Mag-
num Photos)
On Wednesday, February 23, 2022, Vladimir Pu-
tin declared war on Ukraine with tanks, rockets, 
and a slap to the face. The optics of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
curity Council, announcing the invasion of a 
sovereign nation during an emergency meeting 
of its members—presided over by Russia’s U.N. 
ambassador, no less—were stark: the ultimate re-
pudiation of the rules-based world order that the 
organization embodies.
U.N. Secretary-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was 
shocked enough to call it the “saddest moment 
in my tenure.” Though as the bombardment of 
Ukrainian cities escalated alongside the testiness 
of exchanges inside the chamber, feelings shifted 
to outrage at the impotence of members’ calls for 
peace and dialogue.
 “At the exact time as we were gathered in the 
council seeking peace, Putin delivered a message 
of war in total disdain fo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is council,” said U.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Linda Thomas-Greenfield. “This is a grave emer-
gency.”
It would be reductive to attribute these failings 
simply to Putin’s belligerence. It’s been an open 
secret that global governing institutions have been 
broken for a long time, spotlighted by a series of 
recent crises that have received limp attention: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return of the Taliban to power in Afghanistan, 
popular uprising in Kazakhstan, coup d’état in 
Myanmar, and now, most drastic of all, invasion 

of Ukraine.

People wave a huge Ukrainian national flag 
during an action in support of their country 
in Kramatorsk, Ukraine, Wednesday, Feb. 
23, 2022. (Andriy Andriyenko—AP)
 “It’s the biggest crisis since World War II, in the 
[heart] of Europe, and will have huge conse-
quences,” former Mongolian President Tsakh-
iagiin Elbegdorj told TIME on Thursday. “It 
will require great effort to settle this issue and 
update the world order.”
 “It seems that the old Cold War tensions never 
really went away,” former Thai Prime Minister 
Abhisit Vejjajiva tells TIME. “It’s almost as if 
we’re back to a situation of war and potential 
flash points around the world.”
On Wednesda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alled out Beijing for its role underwriting this 
shift. “Russia and [China] also want a world 
order,” U.S. 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Ned 
Price told reporters. “But this is an order that is 
and would be profoundly illiberal, an order that 
stands in contrast to the system tha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 have built in the last seven 
decades.”

But partial blame must also be placed on the 
hubris of the U.S., which never strengthen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ose 70 years when 
it was the only dominant power.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set out global economic 
rules around which we still operate, includ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others, in terms of trade, 
commerce, and sanctions for noncompliance. 
Up until recently, because of the wealth of 
America and the potency of developed Euro-
pean nations, the West largely called the shots. 
Today, however, Washington finds itself unable 
to freely exert its will as a result of Beijing’s 

swelling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clout. Tell-
ingly, Chinese officials lead four of the 15 U.N. 
specialized agencies. In January, China was the 
only U.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 to vote 
with Russia in a failed attempt to stop a U.S.-re-
quested meeting regarding Moscow’s troop 
build-up at its border with Ukraine.
Meanwhile, Russia has stunningly co-opted the 
language of the U.N. Charter 2(4) regarding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to justify its 
actions. “So it’s sort of claiming the mantelpiec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while fundamentally and 
quite dramatically undermining it,” says Les-
lie Vinjamuri, dean of the Queen Elizabeth II 
Academy for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Af-
fairs at Chatham Hous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 
says Rana Mit-
ter,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mod-

ern China at Oxford University, is that the former 
wants to influenc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o its own 
benefit from within, while the latter wants to tear it 
up entirely: “Because of the kind of state that China 
wants to be, that is globalized in terms of its trading 
capacity but able to be as self-sufficient as possi-
ble at hom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ctually suits it 
very well.”                             
That makes it arguably a larger challenge for the 
West than even the Cold War, when the West 
was up against a country that was in military 
terms a superpower, but economically weak. 
With China, “all of a sudden we’re looking at 
a country that has the economic capability to 
take us all on,” says Iain Duncan Smith, an MP 
and former leader of the U.K. Conservative 
Party. “That means the rule-based order can be 
debauched, which is what’s happening now.” 
Beijing support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agreements aligned with its goal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and the Paris climate pacts. But 
where Beijing’s interests diverge from estab-
lished norms, especially human rights, it aims 
to corrupt those values and bring in alternative 
models. In fields where standards are yet to be 
established, like internet governance, Beijing 
works with Moscow and other illiberal nations 
to push standards that align with their interests. 
It can do so because those institutions in them-
selves are weak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gathers 
for an emergency meeting at the request of 
Ukraine over the threat of a full-scale inva-
sion by Russia, in New York City on Feb. 
23, 2022. (Photo/David Dee Delgado—Getty 

Images)
China’s ambivalence on Putin’s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spotlights the new normal. 
While calling for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on 
Thursday,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effectively gave his blessing to the invasion, tell-
ing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Sergei Lavrov, on a 
call that “the Chinese side understands Russia’s 
legitimate security concerns.”
“Beijing thinks this one’s probably going to by-
pass China, as it is a war between two European 
countries,” says Mitter. “And that the role of 
NATO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lly what’s at 
the heart of the dispute.”

Firefighters work on a building fire after 
bombings on the eastern Ukraine town of 
Chuhuiv on Feb. 24, 2022. (Aris Messinis—
AFP/Getty Images)
It’s wrong to think of inaction as completely 
new, though. In truth, the exceptional moments 
in U.N. history have been when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among the P5—the officially rec-
ognized nuclear-weapons states—to stand up 
fo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hen one of them 
was involved. “It just doesn’t happen,” says 
Vinjamuri. “So this [kind of Ukraine situation] 
isn’t really out of keeping; it’s built into the 
structure of the U.N.”
Conclusion
Moscow’s Military Push Has Upended Post-
Cold War Security, United NATO Allies And 

Renewed Foreign-Policy Debates
Much will depend on whether meaningful costs 
are inflicted on Putin. The U.S., E.U., U.K., 
Australia, Canada, and Japan have unveiled 
sanctions on Russian banks and wealthy cronies 
of Putin, while Germany halted certification 
of the Nord Stream 2 gas pipeline from Rus-
sia. However, China along with other Kremlin 
friends can likely compensat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rose 33.6% year-
on-year to some $140 billion in 2021. Pakistan 
Prime Minister Imran Khan was in Moscow 
on Wednesday to discus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2.5 billion Pakistan Stream gas pipeline, 
which Moscow wants to build between Karachi 
and Kasur, expressing bewilderment at arriving 
during “so much excitement.”

A Ukrainian service member on patrol along 
the Russian border  on Wednesday. (Photo/

ANTONIO BRONIC/REUTERS)
 “The [Ukraine] situation has escalated due to 
pure mistrust,” he says. “Russia is uncomfort-
able with having NATO installed on its door-
step. Ukraine feels threatened. And the West is 
suspicious of Russian motives.” A meaningful 
discussion about the expansion of NATO and 
the sovereignty of Ukraine by a neutral party 
might have led to a more desirable outcome, he 
adds. “I don’t pretend it’s easy, but I can’t see 
that happening when it’s just being dealt with by 
the conflicting parties.”
Russia’s military incursion deeper into Ukraine 
is one of those rare events that won’t merely 
affect the world. It will change the world. By 
moving further into a sovereign state to bring 
it under his thumb,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shattered the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at 
has prevailed in Europe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no one knows what will take its 
place. The ability of the U.S. to do what three 
consecutive presidents have pledged to do—
clear away other international entanglements 
to focus on competition with China—has been 
undercut again. Military expenditures will like-
ly increase in the Wes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be set back.

Meanwhile, fissures that have been lying just 
beneath the surface in American politics, sep-
arating internationalists and neo-isolationists, 
are becoming more visible, particularly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Those are just some of the 
ripple effects. Like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the 
onset of what could become the largest ground 
warfare in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marks 
such a departure from the norm that some of its 
consequences are impossible to know for sure, 
and some figure to play out in unexpected ways 
for years to come.
The most immediate help China can give Rus-
sia is simple relief from the sanctions imposed 
on Moscow, which are now set to expand and 
deepen. More broadly, China and Russia share 
a motivation to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kind of 
paralle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part from 
the dollar-denominated, American-dominated 
one that currently exists. Dreaming of such an 
outcome and achieving it are two quite differ-
ent things, but the dream now might have new 
resonance. Still, China has other interests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and doesn’t seem in-
terested in seriously breaking ties, which could 
limit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Those compet-
ing interests might explain Beijing’s awkward 
reaction so far, in which it has refrained from en-
dorsing Moscow’s move but has talked vaguely 
about respecting “relevant countries’ legitimate 
security concerns” in Ukraine. (Courtesy time.
com) (Courtesy 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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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Changes The Global Order Forever

BUSINESS

(Editor’s Note: Because we right now in 2022 
are witnessing a full frontal military invasion 
of the country of Ukraine by Russia,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friction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has existed for several de-
cades going back to the Joseph Stalin era in Rus-
sia. In this article, we can only provide a general 
overview of what has occurred in the past to try 
and ascertain where the ongoing conflict of to-
day may be headed. Between 1932 and 1934, 
millions of Ukrainians lost their lives, while to-
day, the combined losses of the Ukrainian peo-
ple and Russian combatants is on the rise daily. 
We hope this article will better assist you in un-
derstanding this current conflict and how it will 
affect our community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John Robbins)
After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Ukraine 
was an independent state, but in 1919 the Soviet 
Union “sucked” it into the community of Soviet 
states. The Ukrainians considered themselves 
a Central European country, like Poland, and 
not an Eastern European country like Russia. 
They tried to restore Ukraine’s independence. 
Holodomor was a man-made famine that con-
vulsed the Soviet republic of Ukraine from 1932 
to 1933, peaking in the late spring of 1933. It was 
part of a broader Soviet famine (1931–34) that 
also caused mass starvation in the grain-growing 
regions of Soviet Russia and Kazakhstan.

In 1932, not wanting to lose control of Europe’s 
main source of grain, Stalin took away the 

grain-producing land from the Ukrainian peas-
ants and also all the grain, creating an artificial 
famine. The goal was to “teach Ukrainians to 
be smart” so that they would no longer oppose 
Moscow. The people who produced the most 
grain in Europe were left without a crumb of 
bread.

At the entrance to the memorial park in 
Kyiv, there is a sculpture of an extreme-
ly thin girl with a very sad look holding a 
handful of wheat in her hands. Behind her 
back  is the Candle of Remembrance. This 
monument commemorates the Holodomor.
The peak of the Holodomor was in the spring 
of 1933. In Ukraine at that time,               17 
people died of hunger every minute, more than 
1,000 every hour, and almost 24,500 every 
day! People were literally starving to death in 

the streets.
Stalin settled Russians into the emptied 
Ukrainian villages. During the next census, 
there was a huge shortage of population. 
Therefore, the Soviet government annulled the 
census, destroyed the census documents, and 
the census takers were shot or sent to the gulag, 
in order to hide the truth.
Today, 28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present 
the Holodomor as genocide against Ukrai-
nians. You couldn’t learn about in school be-
cause almost all evidence was destroyed and 
victims were covered up for decades. To this 
day mass graves are being uncovered.

The Holodomor: Total death estimates 
range from 3 million to 5 million.
The Holodomor, also known as the Ter-
ror-Famine or the Great Famine, was a fam-
ine in Soviet Ukraine from 1932 to 1933 that 
killed millions of Ukrainians. Wikipedia
Number of deaths: 3,900,000
Start date: 1932
Location: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End date: 1933

The Holodomor at that time broke the 
Ukrainian resistance, but it made the desire for 
Ukraine’s independence from Russia eternal. 
-- Author Unknown. (Courtesy Clive Leighton 
and Laura Lian 2022)
Holodomor: Stalin’s Genocidal Famine Of 
1932-1933 | Infographic
Holodomor (“death by hunger” in Ukrainian) 
refers to the starvation of at least four million 
Ukrainians in 1932–33 as a result of Soviet 
policies. The Holodomor can be seen as the 
culmination of an assault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Soviet state on the Ukrainian peas-
antry, who resisted Soviet policies. This assault 
occurred in the context of a campaign of intim-
idation and arrests of Ukrainian intellectuals, 
writers, artists, religious leaders, and political 
cadres, who were seen as a threat to Soviet 

ideological and state-building aspirations.

Joseph Stalin
The Ukrainian peasants were given impossible 
high quotas of the amount of grain to submit 
to the Soviet state. Special teams were sent in 
to search homes and confiscate all produce to 
the last grain. A particularly brutal law called 
“5 ears of grain law” was passed, following 
which starving Ukrainians were shot on the 
spot for gathering grain that remained on the 
field after the harvest.
As a result, at least four million people starved 
to death in Ukraine. At the height of the Ho-
lodomor, 28,000 people were dying per day. 
This number does not include the ethnic 
Ukrainians outside the Ukrainians SSR who 
died, the half million people deported from 
Ukraine during collectivization or the thou-
sands of religiou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leaders 
who were destroyed.
The USSR attempted to cover up the Ho-
lodomor, and Russia continues to deny or di-
minish it to this very day.

(Courtesy https://euromaidanpress.com/)
~

Ukraine Today 2022

“The desire for Ukraine’s inde-
pendence from Russia is eternal.”                                    

– Author Unknow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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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domor, Ukraine 1932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報導黃麗珊報導

駐休士頓辦事處舉辦駐休士頓辦事處舉辦111111國慶酒會國慶酒會
美南政要及各界共襄盛舉美南政要及各界共襄盛舉

駐休士頓辦事處於10月7日午間在休士頓地標Greenway Plaza大樓會議廳舉辦111年國慶酒會，計有300餘名賓客出席。包含美國國會聯邦眾議員Sheila Jackson Lee(D-TX18)、Al Green
(D-TX9)及Sylvia Garcia(D-TX29)、多名聯邦參眾議員選區主任代表、美國國務院外國使領館處(OFM)駐休士頓主任Katherine Ho、德州眾議員Gene Wu(D-TX137)及Jacey Jetton(R-TX26)、美國
駐帛琉前大使倪約翰(John Hennessey-Niland)夫婦，領事團方面，包括烏克蘭總領事Vitalii Tarasiuk、韓國總領事Anh Myung Soo、法國總領事Valérie Baraban及友邦瓜地馬拉領事María Euge-
nia Alvarez Ruiz等多名領事團成員，以及美南地區商界及學界領袖、各重要僑團負責人及其他城市僑胞均到場同慶。

駐休士頓總領事羅復文於致詞時表示，到任後足跡遍布所轄德克薩斯、奧克拉荷馬州、路易斯安納、阿肯色州及密西西比轄內5州首府及各大城市，積極推動美南地區雙邊合作及交流，堅信兩
國堅實夥伴關係有助促進人民福祉；臺灣向為美國在印太地區之堅實夥伴，共享自由、人權及民主等普世價值，臺灣將持續與美國攜手共同維護台海、印太地區及全球之穩定。

聯邦眾議員Sheila Jackson Lee致詞時表示，1995年當選聯邦眾議員時即訪問台灣，多年來均堅定支持我國；聯邦眾議員Al Green強調臺美國同盟關係之重要性，美國將持續以具體行動協助臺
灣抵禦中共威脅；聯邦眾議員Sylvia Garcia則譴責中國對臺灣霸凌之不公不義，訴說臺灣對德州及美國之重要性，稱臺美堅強夥伴關係有益雙方人民，繼感性表達伊發自內心對臺灣之真誠友誼，並
代表選區向羅總領事表示：感謝台灣、感謝有你! 德州州眾議員Gene Wu盛讚台美共享民主價值、堅實夥伴關係，以及臺灣僑界在德州及美國之卓越貢獻，尤其在疫情下更凸顯其可貴；德州州眾議
員Jacey Jetton則表示，為彰顯臺德(州)友誼，刻邀集德州參、眾議院跨黨派成員成立[臺灣連線](Taiwan Caucus)，以行動支持臺灣。

本次駐休士頓辦事處國慶酒會係自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首次舉辦，與會貴賓及僑胞無不感到歡欣鼓舞，現場嘉賓雲集，充分展現美南地區主流社會及我僑胞支持臺灣之團結氣勢。

駐休士頓辦事處羅處長與政要一同切蛋糕駐休士頓辦事處羅處長與政要一同切蛋糕。。

駐休士頓辦事處羅處長國慶致詞駐休士頓辦事處羅處長國慶致詞 美國國會聯邦眾議員美國國會聯邦眾議員Sylvia Garcia(D-TXSylvia Garcia(D-TX2929))到場同慶到場同慶 美國國會聯邦眾議員美國國會聯邦眾議員Al Green(D-TXAl Green(D-TX99))以行動支持臺灣以行動支持臺灣

駐休士頓辦事處羅處長與政要舉杯祝賀國慶快樂駐休士頓辦事處羅處長與政要舉杯祝賀國慶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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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
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
？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
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
、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
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
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
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
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
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
，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
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車
禍之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之後才

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
；也有人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
魚，兩天曬網。這些對於車禍賠償都
是不利的，對自己身體更是有害。對
於沒有傷筋動骨的小車禍，2--3個月
的推按摩康復治療之後，大多數人都
會感覺好了；對於大小手術治療後的
傷員，1--2年之後，也會慢慢好轉，
這個時候，絕大多數人都會忘記車禍
這檔子事兒，繼續開車。遺憾的是，5
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
（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
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部
、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
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腦震蕩是比較
容易查出來的，但軟組織受傷是很難
查出來的，CT、超聲波都不行，最多
是核磁共振（NMR）可能會發現一些
問題（醫學檢查稱為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
。但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生

的部位，便可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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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
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腰椎間盤發生
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
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坐
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患者
常常感覺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
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
。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
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
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
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
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
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
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運用推拿、註射、器材和
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
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
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
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
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診斷
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
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
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等，李醫生
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
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
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80%。李醫
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
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 所 地 址 ： 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至五全天，周六上
午。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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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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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癥狀包括關節疼痛、僵硬和功能減
弱。情況嚴重時，還需要手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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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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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很大程度地緩解下肢疼痛以及行走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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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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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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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的圓圈性疼痛範圍，久坐後癥狀加
劇，無力疼痛伴有膝關節屈曲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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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治療的人是打算坐輪椅過下半生？
我們的髕骨本身沒有血液和淋巴

液供應，所以一旦損傷恢復會非常的
緩慢，停止進一步的損害是十分必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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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
禍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
免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至五全天，周六上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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