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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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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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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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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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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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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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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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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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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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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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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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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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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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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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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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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水餃請人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薪優誠請廚房員工
全工. 需有身份

請 11am-9pm來電:
713-270-9996
281-881-9885

餐館請人
誠請周末企檯

距離中國城10分鐘

意者請電或短訊:

713-269-3936

鳳城海鮮酒家, 誠聘
●有經驗男女企枱
●櫃面帶位收銀員.

有身份，諳英語，越語更佳.
意者請到鳳城面洽或致電:

713-779-2288
7320 SW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

糖城面館誠請

北方煮面師傅一名

有意者請聯系電話
832-455-3059
聯系時間下午4-5點

休斯頓東南
富白人區,

12年店轉讓,
裝修雅致,生意穩定
月約10-12萬,

租約長.
請電/留言,非誠勿擾
346-251-0351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糖城餐館誠請
Part time Cashier

有經驗,薪優
無經驗,可培訓

需說英文.電/親臨:
281-277-8383
1730 Williams Trace
Sugar Land, TX 77478

新皇宮海鮮酒樓
誠聘炒鍋,抓碼,油爐

企檯,傳菜.
意者請電:

281-240-8383
New Palace

Dim Sum & Seafood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中日餐館請人
位Katy區

誠請油鍋師傅

意者請電或短訊

646-520-5775
347-277-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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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者請私信:非誠勿擾
646-520-5775
347-277-1612
●另請油鍋師傅

KATY日餐
誠請●壽司師傅
●廚房師傅
●Part time企台

無人接聽時,
請短信或留言:

832-232-1001

外賣中餐館出售
位奧斯汀,
因人手不足,
二十多年老店
生意12餘萬.
意者請聯系:

346-558-9582
512-441-9398

中國城餐館
即將營業誠聘
南北點心師傅、
炒鍋、抓碼、

前台服務員多名
意者請電：

415-812-5851

中餐館轉讓
Pearland Pkwy,

2460 sqft,設備齊全，
生意3萬以上，

房租5500，售價8萬。
請電：before 10am
832-643-8099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餐館招聘
●抓碼 ●打雜

距離休斯頓2小時
車程, 包吃住.
意者請電:

361-649-7476
361-573-6600

分類廣告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法式麵包點心咖啡館徵人,薪優
近萊斯大學.

誠徵●烤麵包師傅: 經驗不拘,待優.
工作時間: 早上4點至中午12點

無經驗者起薪$17/時, 有經驗者,待優面議
●有經驗糕點師傅 : 待遇極佳,薪水可面議

意者請電或短信: 713-550-2851
或Email: johnnyhs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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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珍寶海鮮城 誠聘
點心師傅 、點心熟籠、點心幫手
炒鍋師傅、推車、 傳餐、 帶位.
需少許英文, 全工或半工均可

請電: 281-988-8898 或親臨面談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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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日光節約時間*
11/6/2022(星期日)凌晨

2am請往回調至1am

堂吃中餐館,薪優
往I-45南,

離百利大道中國城
20分鐘車程
誠請熟手企檯

收入高,略懂英文
意者請電或短信:
832-768-1866

美式中餐,薪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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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11

10月25日  星期二
wechat :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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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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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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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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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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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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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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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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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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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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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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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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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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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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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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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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英制造廠招聘
Hendrix Industries, 位Sealy,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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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Time
SW CPA firm hiring
●Entry Level

●Accounting Clerk/
Junior Acct. Clerk
Send resume to:
taxmax0101
@yahoo.com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500

Business Opportunity

分類廣告

誠聘儀器銷售員
集醫學實驗室
和醫療儀器銷售

為一体的休市公司，
誠聘eBay和Amazon

等網路銷售人員
意者請來電：

346-239-0859

尋找保姆
West U. 兩個孩子,
兩歲和 8 個月.

周一,三,五和周六
會說普通話.
Call or text

713-865-0727

*糖城住家保姆
善烹飪,愛清潔,
人口簡單,住糖城
離中國城12分鐘

聯系電話：
281-81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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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區好房出售
Westheimer & Gessner
月收租金$5000多
售價 $425,000

意者請電:
713-502-3973

卡車公司招聘
長途A 牌司機,

待遇好.
有經驗者優先.

意者請聯系:王先生
713-703-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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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招住家保姆
德州奧斯汀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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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優,請電：
512-750-7446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徵求行政助理1名

1.具備中文及英文說、聽、讀、寫（含電腦打字）能力
2.具美國國籍或美國永久居留權(綠卡)&合法工作權
3.高中以上學歷
4.Microsoft Word、Excel(或類似電腦軟體)文書處理能力
5.美國合法駕駛執照，可駕駛Mini Van等廂型車
6.熱心開朗、積極主動. 7.具有臺灣生活經驗者尤佳
●工作內容：
1.各項活動業務聯繫及接待
2.駕車外出寄信、採購、洽公及辦理活動等公務事宜
3.一般文書、庶務行政工作
4.其他交辦事項
意者請於2022年10月31日（星期一）下午4時前,
將以下文件以電子郵件寄至kplu@mofa.gov.tw
( 標題請註明應徵行政助理+姓名 )，
符合資格者本處將另行通知面談及測試事宜。
●應徵所需文件：
1.中英文履歷(含照片). 2.學、經歷證明
3.身分證明文件. 4.駕照影本. 5.其他證明文件

*AlliedStone Houston Hiring Office Administrator
Compensation package includes:
● Health Insurance Options
● 401K Options, Paid Time Off, Holiday Pay
We welcome all fresh graduates and a perfect candidate with office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s apply.
Bilingual in Chinese and English will be a plus. Please send resume:
Randyl@alliedstoneinc.com or call 713-581-9300 Ext. 573
Address: 11502 Charles Rd, Houston, TX 7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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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韓國第一環境家電品牌Coway
誠聘銷售經理

成立於1989年的Coway是韓國
環境家電第一品牌，主營
淨水器，空氣淨化器，智能便座和軟水機
現因拓展華人市場的需要，
誠聘休斯頓地區全職和兼職銷售經理。
要求：
1. 具備合作工作身份，母語為中文
2. 熟悉當地華人市場，對銷售工作有熱情。
3. 無需經驗，公司提供完善的業務培訓。
4. 工作時間靈活，待遇優厚。
有意者請將簡歷發送至:
yuminliu@coway-usa.com
洛杉磯華人總部辦公室
電話：213-351-1488

薪優,女按摩師
糖城附近,正規床店,
招女按摩師,小費好

下班時間早,
員工相處和諧.

聯系電話:
713-820-1270

法式麵包點心咖啡館徵人,薪優
近萊斯大學.

誠徵●烤麵包師傅: 經驗不拘,待優.
工作時間: 早上4點至中午12點

無經驗者起薪$17/時, 有經驗者,待優面議
●有經驗糕點師傅 : 待遇極佳,薪水可面議

意者請電或短信: 713-550-2851
或Email: johnnyhsu@gmail.com

*高薪誠聘
休市公司高薪+提成
聘用熟悉eBay 和
Amazon 銷售人員，
要求獨立解決問題，

意者請致電：
346-239-0859

薪優 誠徵
司機及廚房幫手

位中國城

意者請電:

832-866-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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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房分租
1房 $400(無家具)

1房 $450(有床&電視)
以上包電, 水, Wifi
6510 Gold Tee Ct
Houston,TX 77036
832-853-1559
346-481-4138

*誠聘物業管理助理
德州地產公司現招聘物業管理助理。

主要負責: 安排維修、協助租售、維護客戶

關系等。要求有一定英文水平，會流利

中文，工作有責任心，認真細致，善於溝通。

意者請發簡歷至: kli@cci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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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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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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Drivi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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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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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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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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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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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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a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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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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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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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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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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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家庭
小修小補

清洗外牆,車道

請電 :

361-460-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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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請人

HIRING
for M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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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州Lake Charles賭場
每週日下午 2：30送
每週二上午 10：30接

中國城黃金廣場⇆Lake Charles 酒店
單程約兩個半小時,免自駕之勞頓,

7座舒適商務車,可代訂酒店.
三人及以上可門到門接送.

垂詢及預約電話:346-218-4568 李先生

路州賭場接送
Casino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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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For Sale

按摩店/美容院
出租或出售或合作

休斯頓東南
富白人區

12年店轉讓,
裝修雅致，生意穩定

月約10-12萬,
租約長.

請電/留言: 非誠勿擾
346-251-0351



CC44分類廣告4
星期二       2022年10月25日       Tuesday, October 2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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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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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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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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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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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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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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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專頁 美南網站路州Lake Charles賭場
每週日下午 2：30送
每週二上午 10：30接

中國城黃金廣場⇆Lake Charles 酒店
單程約兩個半小時,免自駕之勞頓,

7座舒適商務車,可代訂酒店.
三人及以上可門到門接送.

垂詢及預約電話:346-218-4568 李先生

路州賭場接送
Casino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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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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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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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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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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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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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小山東冷暖氣
專業維修為您省錢.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精修冷暖氣系統,冷暖氣維修更換,
專業安裝節能空調,保修3年,

新空調,10年質保,
維修,安裝,價袼公道,質量保證.
~政府認可～ 24小時急修急通.

電話: 626-407-9232（小侯 Jim）

水電空調
水、電、空調系統及設備的

檢測、修理、更換。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電: 王師傅
346-276-5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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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hi Sunak to become the next UK 
prime minister after months of turbu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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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Oct 24 (Reuters) - Rishi Sunak will become Britain’s 
youngest prime minister in modern times after he won the race to 
lea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tasked with steering a deeply divided 
country through an economic downturn set to leave millions of 
people poorer.

One of the wealthiest politicians in Westminster, Sunak, 42, will 
become the country’s first leader of colour - and its third prime 
minister in less than two months - as he takes over during one of 
the most turbulent eras in 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

He replaces Liz Truss, who only lasted 44 days before she re-
signed, needing to restore stability to a country reeling from year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urmoil, and seeking to lead a party that 
has fractured along ideological lines.

He told his lawmakers in parliament on Monday that they faced 
an “existential crisis” and must “unite or die”. He told the coun-
try it faced a “profound economic challenge”.

Economic stability first priority, UK’s Sunak tells lawmakers
Factbox: What is Rishi Sunak’s solution to Britain’s problems?
“We now need stability and unity, and I will make it my utmost 
priority to bring our party and our country together,” he said.

The multi-millionaire former hedge fund boss 
will be expected to launch deep spending cuts 
to try to rebuild Britain’s fiscal reputation, just 
as the country slides into one of the toughest 
downturns in decades, hit by the surging cost 
of energy and food.

A recent mini budget by Truss, which trig-
gered her downfall, pushed up borrowing costs 
and mortgage rates, and sent investors fleeing. 
British government bonds rallied aggressively 
in the run-up to Sunak’s victory, and extended 
their gains on Monday.
Sunak, likely to be appointed prime minister 
by King Charles on Tuesday or Wednesday, 
will also have to work hard to hold Britain’s 
dominant political party together after some 
accused him of treachery earlier this year 
when he resigned from the cabinet of former 
leader Boris Johnson, triggering his downfall 
too.

Other Conservatives say he is too rich to 
understand the day-to-day economic pressures 
building in Britain, and worry whether he 
could ever win an election for a party that has 
been in power for 12 years.

“I think this decision sinks us as a party for 
the next election,” one Conservative lawmaker 
told Reuters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PERMA-CRISIS
Britain has been locked in a state of per-
ma-crisis ever since it voted in 2016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unleashing a battle at 
Westminster over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that 
remains unresolved to this day.

Johnson, the face of the Brexit vote, led his 
party to a landslide victory in 2019, only to 
be driven out of office less than three years 
later after a series of scandals. His successor 
Truss lasted just over six weeks before she 
too was forced out.

Historian and political biographer Anthony 
Seldon told Reuters that Sunak had the most 
difficul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heritance of 
any British leader since World War Two, and 
would be constrained by the mistakes made 
by his predecessor Truss.
“There is no leeway on him being anything 
other than extraordinarily conservative and 
cautious,” he said.

He added that Sunak had shown composure 
when he became finance minister just as the 
COVID-19 pandemic hit Britain.

Amid the turmoil, polls show that Britons 
want an election. The Conservatives do not 
have to hold one until January 2025.

Angela Rayner, deputy leader of the oppo-
sition Labour Party, said the Conservatives 
had “crowned Rishi Sunak as prime minister 
without him saying a single word about how 
he would run the country and without anyone 
having the chance to vote.”

Labour has held record leads in opinion polls 
of more than 25 points ever since Truss’s 
budget sent shockwaves through financial 
markets.

Econ-
omists 
and 
investors 
wel-
comed 
Sunak’s 
appoint-
ment, but 
ques-
tioned 
whether 
he can 
tackle 

the country’s finances while holding the par-
ty’s warring factions together.

Many Conservative lawmakers appeared 
relieved that the party had at least selected a 
new leader quickly.

Penny Mordaunt, who lost out to Sunak,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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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alked Across TheWe Walked Across The
Rice University CampusRice University Campus

With an invitation from the Board of Trustees, we attended the
Investiture Ceremony of President Reginald DesRoches of
Rice University last Saturday morning.

Thousands of school staff and guests gathered to cheer for the
new president with so much joy.

Board Chair Robert Ladd said he hoped the new president will

lead the one-hundred-and-seven-year-old
university to the next bigger goal.

President DesRoches introduced a new
blueprint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for the
school. In his touching speech, he thanked
his family, especially his parents who came
from a poor part of Haiti and still let him
come to America, and who have now spent
many better years and allowed him to
become the president of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With the accompaniment of Rice University
music students, representatives came from
one hundred universities to praise the new
president who will inevitably continue to
make Rice shine internationally.

In its almost one hundred and seven years’
history, Rice has trained more than 60,000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university has 9,500 students with 3,000
faculty members.

After the ceremony, we enjoyed a very nice lunch, and when
we walked out from the tree-lined road of the Rice campus, a
breeze came to my face. How many people have now come to
America to pursue the American Dream? President
DesRoches, your success story is ou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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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worshipper prays during a mass in support of Brazil’s President 
and candidate for re-election Jair Bolsonaro, in Brasilia, Brazil. 
REUTERS/Ueslei Marcelino

A boy evacuated from the Russian-controlled city of Kherson looks on in a bus heading to 
Crimea, in the town of Oleshky, Kherson region, Russian-controlled Ukraine October 23, 2022. 
REUTERS/Alexander Ermochenko

Ukrainian prisoners of war (POWs) pose for a picture after a swap, amid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in an unknown location, Ukraine.  Courtesy: Head of Ukraine’s Presidential Office 
Andriy Yermak via Telegram

A local resident Dmytro stands 
in a flat in an apartment build-
ing destroyed by a Russian 
missile strike, as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continues, in Zapor-
izhzhia, Ukraine, October 21, 
2022. REUTERS/Stringer

A local resident walks past 
cars damaged by a Russian 
missile attack in Mykolaiv, 
Ukraine October 23, 2022.  
REUTERS/Valentyn 
Ogirenko

A local resident installs OSB 
plates instead of glass on balco-
ny of his apartment damaged by 
a recent Russian missile attack 
in Mykolaiv, Ukraine October 
22, 2022. REUTERS/Valentyn 
Ogire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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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BUSINESS

Though COVID-19 vaccines will 
likely render effective against the 
South African coronavirus variant 
-- according to an infectious dis-

  eht fo daeh remrof eht -- trepxe esa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said the strain may “obviate” 
other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antibody drugs. The South African 
virus variant, known as 501Y.V2, 
has sparked serious concern, and the 
strain has already been described as 
more infectious than the COVID-19 

-
demic. In South Africa, it has rapidly 
become dominant in the country’s 
coastal areas.
Dr. Scott Gottlieb, the former commis-
sioner of the FDA, told CNBC’s Shep-
ard Smith last Tuesday that the strain 
appears to escape immunity from con-

                                                                                                                                       .noitcefni roirp dna amsalp tnecselav
“The South Africa variant is very 
concerning right now because it does 
appear that may it obviate some of 
our medical countermeasures, par-
ticularly the antibody drugs,” Got-
tlieb said, pointing to evidence from 
Bloom Lab.

Bloom Lab
The variant involves mutations on the 
spike protein, including E484K, though the 
laboratory said the changes “reduce neu-
tralization activity, they don’t ablate it.” 
What do results mean for possible #SAR-
SCoV2 immune escape? Certainly muta-
tions like E484K are concerning. But they 
*reduce* neut activity, they don’t ablate 
it. Again, look at CoV-229E: takes years 
of evolution to escape serum neut of most 
people https://twitter.com/jbloom_lab/sta-
tus/1339939732529111040… (16/n)Next 
we tested how well human sera collected 
shortly after 1984 neutralized each viral 
spike. Below is serum from 26 yr old col-
lected in 1985: it neutralizes 1984 virus 
well, but 10-fold less activity against 1992 
virus & no activity against viruses after 
2008. (3/n)
Gottlieb stressed that prompt vaccination 
is crucial amid the worrying strain, which 

-

zerland, Japan, France, Zambia and the 
U.K., per a report by CNBC. 
“The vaccine can become a backstop 
against these variants really getting more 
of a footh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we 
need to quicken the pace of vaccination,” 
the former FDA head said.

Dr. Scott Gottlieb, the former commis-
sioner of the FDA.

Organization said Tuesday there’s no 
indication the virus is more or less trans-
missible than the separate mutated strain 
detected in the U.K. 
“There’s no indication that the 501Y.
V2 variant has increased transmissibil-
ity compared to the U.K. variant,” Dr. 
Maria Van Kerkhove, WHO technical 

noting many ongoing studies in South 
Africa are looking at the variant’s circu-
lation and transmissibility in modeling 
and neutralization studies. “But there’s 
no indication that it’s more or less trans-
missible than the Variant of Concern that 

That said, Britain’s health secretary on 
Monday warned that the coronavirus 

more of a risk than others.
“My concern is that it seems to be even 
[easier] to transmit than the new variant 
that we’ve seen here, and obviously it’s 
been a huge challenge controlling the 
new variant in the U.K.,” Hancock said, 
noting two cases of the South African 
variant were detected in the U.K., as of 
Monday.

South African Researchers Testing 
Current Vaccines Against Variant
South African Coronavirus 

-
lem,’ UK Health Secretary Says                                                                                                                                             

Britain’s Health Secretary Matt 
Hancock

Britain’s health secretary on Monday 

detected in South Africa is a “very signif-
icant problem” and poses more of a risk 
than others. Matt Hancock told BBC ra-
dio that he’s “incredibly worried” about 
the new variant as others questioned 
whether currently approved vaccines 
would be effective against it.  
“I’m incredibly worried about the South 
African variant,” Hancock told BBC Ra-
dio 4’s Today. “That’s why we took the 

from South Africa, and movement from 
South Africa, and to insist that anybody 
who’s been to South Africa self isolates. 

South African researchers are already 
working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vac-
cines developed to combat COVID-19 
will see the same success against the new 

“This is the most pressing question fac-

ing us right now,” Dr. Richard Lessells, 
an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who is work-
ing on the country’s genomic studies of 
the variant, told the Associated Press. 
“We are urgently doing experiments in 
the laboratory to test the variant.”
The tests, called neutralizing assays, will 
test the variant against the blood of peo-
ple with antibodies and against the blood 
of people who have already received 
vaccines, the Associated Press reported.

The variant has already been described 
as more infectious than the COVID-19 

-
demic. On Monday, Austria announced 
that it had discovered one case of the 
South African mutation in a 30-year-old 
woman who returned from a trip on Dec. 
6. The country also said it had detected 
four cases of the U.K. variant, which has 
also been detected in the U.S. Britain is 
expected to expand further lockdown 

the new variant, which was discovered 
several weeks ago. The U.K. variant is 
believed to be the driving force of a new 
wave of coronavirus cas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spread of the new variant of 
COVID-19 has led to rapidly escalat-
ing case numbers across the country,” a 
spokesperson for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said, according to Reuters. “The 
prime minister is clear that further steps 
must now be taken to arrest this rise and 
to protect the NHS and save lives. He 
will set those out this evening.”  (Courte-
sy Fox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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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Home!          Wear Mask!

South African Coronavirus Variant May
Block Antibody Drugs, Former FDA Head Says

COMMUNITY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ave been deluged 

a conspiracy theory promulgated by 
QAnon—an increasingly violent far-right 
group praised by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at is widely known for spreading disin-
formation.                                                                                                                                 
As the agency attempted to manage the 
fallout of a controversial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nnouncement that it 
had revised testing guidelines to exclude 
individuals who do not exhibit symptoms, 

inquiries about whether the CDC had lied 
about the number of Americans who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coronavirus.                                             
Over the weekend QAnon, a movement 
whose believers often push out falsities on 
a myriad of subjects, promoted a bogus 
theory that only 6 percent of people listed 
as having died from the coronavirus had 
“actually died” from COVID-19. 

requests for comment from dozens of 
local and national outlets asking to clarify 

The wave of emails and calls about the 

guard.

Fauci: “I Was Under Anesthesia When 
COVID Guidelines Changed.”
“The amount of requests we had to deal 
with on this issue was insane,” one senior 

-
imate outlets. This is all easily debunked 
by just searching our website for the 

actual statistics.”
The CDC effort to combat accusations from 
QAnon, a relatively new, increasingly un-
hinged movement that’s making inroads into 
online health communities, shows the power 
that conspiracy theorists can have during the 
pandemic—especially when boosted by the 
president. It also shows just how permeable 
the barrier between conspiracy cranks and 
established media outlets can be.
“In all my time working in the government 
I’ve never had to deal with something this 
crazy. The level of disinformation spread 
by this group has grown in recent months 
and now we’re having to actively debunk it 
through the press.”

The “six percent” claim was embraced by 
conservatives, who have been eager for ways 
to downplay the virus’ American death toll 
and have claimed for months that the CDC 
and hospitals were overcounting COVID-19 
deaths. To QAnon supporters, the claim 
purports to show that COVID-19 has killed 
only 9,000 people, with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roughly 183,000 COVID-19 casualties 
actually killed by another ailment. 
But they were wrong. In one section of an 
older data set, which relied on information 

two main ways the CDC analyzes mortality 
in the U.S.—6 percent of people were listed 
as dying from COVID-19 alone. The death 

“COVID-19” and “novel coronavirus” when 
analyzing mortality. In 94 percent of deaths 
with COVID-19, other conditions were listed 
in addition to COVID-19, such as diabetes 
or hypertension. Those conditions are often 

includes events that lead to an individual’s 
death.

“Despite the QAnon calculation 
errors, the claim has been boosted 

by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cam-
paign.”

Despite the QAnon calculation errors, the 
claim has been boosted by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campaign. Trump himself retweeted 
a post promoting the false statistic before 
Twitter deleted it for violating company 
rules, while Trump campaign senior legal 
adviser Jenna Ellis posted a link to an arti-
cle on fringe website The Gateway Pundit 

The claim has also been promoted by 

who believe that Trump is secretly engaged 
in a shadowy war against a global cabal 
of cannibal-pedophiles. The tweet Trump 
reposted, for example, came from a Twitter 
user and QAnon believer named “Mel Q,” a 
reference to QAnon. 

that QAnon believers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coronavirus disinformation. 
Social media networks of QAnon supporters 
have become powerful ways to disseminate 
bogus stories about COVID-19, with QA-
non believers promoting the viral disinfor-
mation video “Plandemic,” among others.
The debacle over QAnon’s inaccurate read 
of the mortality statistics is just the latest 
example of how the CDC has in recent 
months tried to combat efforts by Trump 
and his supporters to downplay the death 
count.
Earlier this summer, Trump and members 
of his coronavirus task force pushed for 
the CDC to change the way it counted 
COVID-19 deaths. As The Daily Beast pre-
viously reported, The White House pressed 
the agency to work with  states to change 
how they count coronavirus deaths and 
report them back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Dr. Deborah Birx, the coordinator of the 
U.S. coronavirus task force.
Deborah Birx, the coordinator of the task 

coronavirus death-count reporting some of 
those individuals who either do not have 

positive or who have the virus and may not 
have died as a direct result of it. 

claiming the move would skew mortality 
statistics. Since then, the team inside the 
CDC in charge of counting deaths has 
worked overtime to ensure the data it pub-
lishes on the agency’s website is accurate 
and as up-to-date as possible. 
The running narrative within the team is 
that the U.S. has underestimated, not over-
counted,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have 
died from the coronavirus. As of Sept. 1, the 
CDC has reported that 183,050 Americans 
have died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Courtesy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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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d by the Trump campaign and the increasingly off-centered QAnon conspi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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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武統台灣進入倒計時中國武統台灣進入倒計時！！

第三次世界大戰半年內會打起來第三次世界大戰半年內會打起來！！

（本報記者黃梅子）大家好！歡迎收看梅子說，今天給您講一講中國武統
台灣進入倒計時，中俄會互相策應，俄烏戰爭的時間窗口正在關閉，中國會抓
住這個天賜良機，武統台灣，那樣的話，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打起來了。

二十大剛剛結束，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開始了他的第三個任期。我認為他之
所以一定要連任，是為了實現他任內統一海峽兩岸的理想，青史留名。在中國
的歷史上一共出現了83個王朝，共有559個帝王，包括397個帝和162個王，
但是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能記住的也就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李世民、明
太祖朱元璋那麼幾個帝王。而在全球的版圖上，有200多個國家，但是絕大多
數人也就知道美國總統拜登、俄羅斯總統普京、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朝鮮領導
人金三胖這麼幾個人。對於習近平和普京這樣的人來說，他們都有大國沙文主
義情節，他們的夢想就是要青史留名，在自己的任內或者有生之年開疆拓土、
收復失地、再創輝煌是他們的終極目標。

二十大已經確認了習近平的第三個任期，我認為，現在他馬上會做的是把
武統台灣開始倒計時，現在一切不確定因素都已經排除，他很有可能會加快攻
打台灣的步伐。不知大家發現沒有，在這一次二十大會議上，國家副主席王岐
山竟然缺席了，他幹什麼去了呢？據中國外交部10月11日宣布，應亞洲相互
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主席國哈薩克斯坦政府邀請，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將率
團赴哈出席10月12日至13日在阿斯塔納舉行的亞信第六次峰會。亞信會是個
什麼來頭，比二十大還重要？竟然需要中國的第二號人物親自去參加？唯一的
解釋就是俄烏戰爭到了最緊張的時刻，普京等不及要扔核武器了，而這邊北京
還沒準備好，於是習近平不得不派出自己最親信的左膀右臂王岐山去哈薩克斯
坦見俄國人，去安撫一下普京，再抻一抻，千萬不能現在扔核彈，要等到北京

這邊塵埃落定以後兩國策應，同時出手，才能使得美國和北約首尾不能相顧，
快速武統台灣。也許有人要說，那為什麼王岐山不能開完二十大再去呢？可能
北京這邊也是想開完二十大再去，因為二十大確實太重要了。但是普京在玩弄
權術，因為他確實快撐不下去了，他最有力的盟友中國一直不肯入局，他不逼
一逼，中國怎麼會下場參戰呢？

我們回憶一下，就知道其實中俄應該對於俄烏戰爭是早就私下里有一個合
作的時間表的。首先，2022年2月22日普京空降北京，出現北京冬奧會開幕
式，2天以後，普京就宣布對烏克蘭實行特別軍事行動，也就是開始入侵烏克
蘭。其實2月底對於俄羅斯來說，並不是一個入侵烏克蘭的最好時機，2月初
才是最好時機。為什麼呢？因為3月份春天就來了，烏克蘭地面的凍土就會逐
漸開始融化，不利於坦克的推進。俄羅斯打烏克蘭主要還是使用坦克這種常規
性的地面武器裝備，2月24日開打的話，如果能在2週之內結束戰鬥，那對戰
局影響不大。但是，俄羅斯打烏克蘭久攻不下，三四月份的時候坦克陷在泥濘
裡無法前進，俄羅斯士兵不得不丟盔棄甲，扔下坦克逃命去。所以，從這一點
來看，普京打烏克蘭，選擇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兩天以後進行，是在國際上給足
了習近平面子的。但是，如果說普京只是因為要給習近平面子而推遲進攻烏克
蘭的時間，也不大可能，北京也是與俄羅斯簽訂了一系列的合約，給了俄羅斯
很多戰略上的利益來交換。當時，誰也沒想到戰爭會打成這個樣子，也沒想到
美國和北約我想，習近平和普京之間肯定是有一個時間表的，就是你那邊先打
烏克蘭，我這邊二十大之後打台灣。

本週一10月24日晚上7點首播本期《梅子說》，週六10月29日晚上7:30
重播。歡迎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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