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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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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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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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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 sta ura ntH

irin g

中
日
餐
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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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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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租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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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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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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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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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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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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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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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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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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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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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廉價出售
位Katy白人區,

客源穩定,
歡迎看店議價.
意者請電:

832-282-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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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中國城悅來餐館
誠請有經驗

抓碼炒鍋多名
有意者請電:

281-683-6368
832-407-8782

KATY日餐
誠請●壽司師傅
●廚房師傅
●Full time企台
無人接聽時,

請短信或留言:
832-232-1001

中餐館請人
誠請炒鍋

新人事,新作風
有意者電或親臨:
832-766-6388
6340 N. Eldridge Pkwy #K

Houston, TX 77041

誠聘中餐館經理
老美區中餐館,正在建
設中,需有餐館管理經驗

英文流利,有工卡
一周6天,薪優面談,
福利好. 請電/Email:
713-858-4786

Bellaireclinic2@yahoo.com

超市壽司吧售!
位Kroger超市內

New Caney ,TX 77357
請傳短迅或電:

832-401-9179
●另高薪聘請

壽司師傅或助手

餐館請人,薪優
糖城(Sugar Land)

六號公路家樂超市旁
龍記 潮州菜館,誠請
●幫廚(全工/半工)
●周末企台
各一位.意者請電:
832-513-5699

旺區中餐館出售
位6號北,York Town
1300呎,租金$2800
地點極佳,設備全且新
有Walk in大冰箱

因家庭因素,忍痛出讓
意者請電:

323-718-0101

中越餐館轉讓
位於聖安東尼奧,

房租便宜,
因人手不足店轉讓,

外賣生意好,
歡迎看店議價,1300呎
210-461-4151英
832-221-6851中

*外賣店,薪優
外賣店位於45北.

(Woodland 區) 誠請

長工&半工電話接線員

薪優！電話：

832-457-5542

*40年針灸所

退休轉讓或合伙

意者請電:

713-661-0346

中國城旺鋪出租
9968 Bellaire #250A
( H Mart黃金廣場 )
可做餐飲或辦公室
984 SF,特價 $2500/月
意者請電: 林太太
713-385-1188

Owner Agent

壽司吧急售
位休斯頓

Kroger超市內
Sushi Bar 急售
生意好,賺錢店
有意者聯系:

832-606-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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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美式中餐館招聘
Downtown地區,誠招

全職或兼職廚師
薪優,廚房關系簡單.

有意請電至:
832-569-1388
如未接，請短信留言

餐館請人,薪優
多年老店, 湖南餐廳, 生意穩,

位於Rosenberg. 誠請
●半工和全工企檯
●有經驗會看英文單的炒鍋

請電洽 : 王小姐 281-804-9514

Hotsome Chicken
韓國餐館,誠聘
Server企檯

10020 Long Point Rd
Houston,TX 77055
832-584-4661
832-538-1038

休士頓中國城
百佳超市附近味佳香
( 9306 Bellaire Blvd )
誠聘全職廚房女助手
會包水餃尤佳.周一休
09:00至晚上6:30
意者請洽: 許先生
832-506-3316

牙醫診所&餐館出售,辦公室出租
位Spring Branch 4000呎 (含所有設備)

要價35萬, 連地產售1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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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萬. 地產售105萬.
●中國城黃金廣場後,有辦公室出租

月租$2500, (樓上有房間可住),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R
es tau ran tH

i ring

中
日
餐
請
人

Sushi Restaurant for sale
壽司餐館出售. 2200呎 己經營1年半,位城中

區高級地段,漂亮24層公寓第一樓層
交通繁忙區,客源穩定,生意好,小費高
室內有50個座位,室外有10個座位.

很好的租金價格. 設備齊全,可立即營業.
售價: $365,000,歡迎看店議價.

意者請(英文)電或短訊:832-298-8119
Kanau Sushi- www.kanausushi.com

*貝城快餐店
招請打雜及包外賣
每天$120,包吃包住,
離休士頓4個小時車程,

灰狗巴士 從
終點站到貝城終點站,
試工包車票. 請電:
225-772-8584

中日餐館出售
休斯頓北,面積1750呎

房租4400包水,
生意近6萬.一手老店
有錢白人區,潛力巨大

老板年老退休，
故售好店。請聯系:
281-636-1673

餐館請人
炒鍋師傅2名、
切菜師傅2名、

包餃子小菜師傅1名、
打雜抓碼1名（生手可教
工資高,待遇好,包食宿

電話:（未接必回）
510-996-8239

餐館請人
炒鍋及打雜各一名,

夫婦最佳.

全工,包食宿,

薪水優. 意者請電:

832-633-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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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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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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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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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女家庭看護
近I-10 & Kirkwood
善烹飪,有耐心,勤勞者,

周一至周五
白天Full time
意者請電:

713-560-5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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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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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Food Distributor
Account Payable /
Offices As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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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seasonsfo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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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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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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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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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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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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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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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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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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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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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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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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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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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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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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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House售$20萬
3房,2衛浴,2車庫
1505尺. 地址:

12356 Newbrook Dr
Houston TX 77072

電話:
713-478-8412

*西湖食品公司聘請銷售高手
中英文流利,

周一至周五,薪優,有薪假期。
意者請將履歷寄至:

Debra@westlakewholesaler.com
或電:713-983-8822

*糖城家樂超市誠徵會計助理
中英文書寫流利,可獨立作業,

一年以上Quickbooks和Excel經驗.
有意者請將履歷寄至:

Debra@westlakewholesaler.com
或電: 281-313-8838

*40年針灸所

退休轉讓或合伙

意者請電:

713-661-0346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誠聘機器維修工
糖城食品生產工廠, 聘請

機器維修工: 需有相關機械維修知識
或經驗，略懂英文更好.

公司年假, 醫療保險, 401K
電話: 337-326-9319 Jun 中/英
來電時間 ( 周一至五, 9點到5點 )

誠徵辦公室文員
招辦公室助理

近8號公路和290
中英文流利,可報稅.
請郵件簡歷到：

sales2.mp@gmail.com
或短信

281-786-5070

產品開發公司
誠聘3D-CAD
SOLIDWORKS
操作、設計人員

Peter@
corepacificinc.net

中國城旺鋪出租
9968 Bellaire #250A
( H Mart黃金廣場 )
可做餐飲或辦公室
984 SF,特價 $2500/月
意者請電: 林太太
713-385-1188

Owner Agent

誠聘辦公室文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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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練操作QuickBooks和
All orders者優先，薪資面議。

發簡歷至: rick@naturesort.com

牙醫診所&餐館出售,辦公室出租
位Spring Branch 4000呎 (含所有設備)

要價35萬, 連地產售1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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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萬. 地產售105萬.
●中國城黃金廣場後,有辦公室出租

月租$2500, (樓上有房間可住),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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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聘做飯阿姨
糖城77459
一周五天，做

一家三口家常晚餐
會做粵菜，
薪資面議。

281-918-8020

*門面招租
將近2000尺

黃金廣場內

意者請短信聯系

832-878-7885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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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Service

200看
護
服
務

工廠招文員
(可在家上班)

文件整理,跟單,記賬
可提供培訓.需報稅

地點在休斯頓
929-253-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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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食品公司位於Pearland,現招聘
●辦公室採購一名: 男女不限,懂英文,能熟練
操作電腦,有食品蔬菜採購經驗者優先.
工作時間 7:00am-3:00pm

●財務經理一名: 需有2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財務相關專業畢業,中英文流利.
聯系電話 : 346-237-0067 周小姐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誠招通勤阿姨
照顧一歲多女孩
及簡單家務,

一周五天,薪資面議
請短訊或電話聯系:
865-283-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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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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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Service

誠招住家阿姨
做飯和家務為主,
六十歲以下,
一周上班5天,
月薪優厚.
聯系電話:

281-844-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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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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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金廣場內 )
281-236-4723申請帶槍執照

Gun License

Registration

招
生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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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Driving School

駕
駛
學
校

房
產
經
紀
人
Realtor

房地產經紀人
Kate Zhang

●個人房屋買賣
●商業房產買賣

微信：8324886304
電/短信：832-488-6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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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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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2

報稅服務

*凱 悅*

實惠的價格

輕鬆的享受

832-359-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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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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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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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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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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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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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
單

Defensive 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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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年專業教學經驗~~~
832-863-8882 (中英粵越西語)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跌打損傷

專精: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一次治療基本痊癒，唯我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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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打傳人中醫
坐骨神經,肩周炎

順發裝修
地板人工 90￠/呎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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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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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修小補.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請電: Sam 劉
832-606-7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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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國/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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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商業保險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身份,薪酬優厚.
713-371-2713戴師傅

蘇揚建築裝璜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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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請裝修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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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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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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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15年經驗

承接：商業/住宅 的
翻新與改造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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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寶建築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A/C等...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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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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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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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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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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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專
業
油
漆

Painting Service

專做居家小活

702-888-5518

苗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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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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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專業裝修師傅,就是您的質量保證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 免費估價.

電話 : 832-380-1166 劉師傅

誠實裝修
內外油漆,屋頂補漏
水電木工,籬笆水槽.
安裝更換熱水爐.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質量保證. 請電:
832-866-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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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大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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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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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

老廣裝修
木工, 泥水, 油漆

地板,水電,間隔改建
經驗豐富,手工好!

電 話:
346-503-7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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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話:
713-828-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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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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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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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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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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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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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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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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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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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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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手踱晚霞Marriage Wanted
女58歲,綠卡
活潑開朗,
性格溫和.

尋健康,真誠,
有居所的男士
共建家園.

58 years old,
lively, cheerful

nice lady,
looking for a

healthy,
sincere man

Call: 832-526-5423

姻緣一線牽
Pers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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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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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請人

HIRING
for Massage

1000 薪優,聘女按摩師
正規按摩店,位於

Rosenberg,需有執照.
電:832-468-2306
糖城附近(最好有執照)
以上能報稅,會開車.
電:713-820-1270

隨叫隨到裝修
專業漏雨
瓦片翻新

室內外裝修20年
經驗. ~免費估價~
713-269-9582
409-597-8188

*甜心寶貝*
11月 新人到

一流服务

9AM - 1AM

346-971-0078

進哥服務接送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7人座奔馳SUV
●新款Nissan 4人座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木易裝修
承接房屋大小工程
舊屋翻新,廚房浴室
地板瓷磚,水電木工
涼棚圍欄,高壓清洗
價格公道,免費估價
歡迎來電咨詢:楊
281-755-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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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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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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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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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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
園
美
化

Gardening

700700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上下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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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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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832-708-8688
短信832-929-2771

陳氏專業冷氣
冷暖氣系統

保養,維修,安裝,
家電,熱水爐.

政府執照,15年經驗
請電: 陳(英粵國越)
281-236-2846

電 腦 專 家
電腦維修，IT技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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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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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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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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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住家及商業地區,
讓您擺脫蟑螂/螞蟻/蜘蛛/老鼠/白蟻等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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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346-252-9893Pest Control

殺
蟲
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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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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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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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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a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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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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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手踱晚霞Marriage Wanted
女58歲,綠卡
活潑開朗,
性格溫和.

尋健康,真誠,
有居所的男士
共建家園.

58 years old,
lively, cheerful

nice lady,
looking for a

healthy,
sincere man

Call: 832-526-5423

姻緣一線牽
Personals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碼頭,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有4人7人座服務

832-382-5645

進哥服務接送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7人座奔馳SUV
新款Nissan 4人座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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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通水管
排污

通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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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廣告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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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job growth strong in October, but 
cracks eme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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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Nov 4 (Reuters) - U.S. job growth increased 
more than expected in October, but the pace is slowing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rose to 3.7%, suggesting some loosening in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which would allow the Federal Reserve 
to shift towards smaller interest rates increases starting in De-
cember.

The Labor Department’s closely watched unemployment report 
on Friday also showed annual wages increasing at their slow-
est pace in just over a year last month. Household employment 
decreased and the employment-to-population ratio, viewed as 
a measure of an economy’s ability to create employment, for 
prime-age workers fell by the most in 2-1/2 years.

“The foundation of the labor market strength story fades a little 
when you pull back the tarp and look more closely at the details,” 
said Christopher Rupkey, chief economist at FWDBONDS in 
New York. “The report to us looks like payroll jobs growth will 
falter in coming months as companies batten down the hatches as 
the Fed continues to take away the economy’s punch.”
The survey of establishments showed nonfarm payrolls increased 
261,000 last month, the smallest gain since December 2020. Data 
for September was revised higher to show 315,000 jobs added 
instead of 263,000 as previously reported.

Italy PM Meloni hikes govt borrowing to tack-
le energy crisis
Fed says financial system holding up through 
turbulent year
Fed officials keep rate-hike pivot on the radar 
despite strong jobs data
Still-strong U.S. jobs report may show weak-
ening in some of the details
Employment growth has averaged 407,000 
per month this year compared with 562,000 in 
2021. Economists polled by Reuters had fore-
cast 200,000 jobs, with estimates ranging from 
120,000 to 300,000. Still, the labor market 
remains tight, with 1.9 job openings per unem-
ployed person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The government said Hurricane Ian, which 
lashed Florida and the Carolinas in late 
September, “had no discernible effect on the 
national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data 
for October.”
The Fed on Wednesday delivered another 75 
basis point interest rate hike and said its fight 
against inflation would require borrowing 
costs to rise further. But the U.S. central bank 
signaled it may be nearing an inflection point 
in what has become the fastest tightening of 
monetary policy in 40 years.

Last month’s broad-based increase in hiring 
was led by healthcare, which added 53,000 
jobs.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services pay-
rolls rose by 43,000 jobs.

Employment in manufacturing rose by 32,000 
jobs, while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added 
35,000 positions.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employment remains 1.1 million jobs below 
its pre-pandemic level. The sector has the most 

job openings.

Government payrolls rebounded by 28,000 
jobs. There were moderate employment 
gains in the interest-rate sensitive sectors like 
financial activities and retail trade. Construc-
tion payrolls barely rose, while transportation 
and warehousing added 8,000 jobs.

The “birth-death” model, which the govern-
ment uses to estimate how many companies 
were created or destroyed, showed a jump 
in new business creation estimates, which 
some economists said could have artificially 
boosted payrolls.

The birth-death add-factor to the non-season-
ally adjusted level of payrolls was 455,000, 
exceeding the previous October-high of 
363,000 in 2021.

“This is well-above the 18-year average of 
140,000,” said Sarah House, a senior econ-
omist at Wells Fargo in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Technical factors related to the 
birth-death model appear to be flattering the 
nonfarm payroll numbers.”

Others were, however, were skeptical, noting 
that the large birth-death factor followed a 
172,000 drop in September.

Stocks on Wall Street were narrowly mixed. 
The dollar fell against a basket of currencies. 
U.S. Treasury prices were mixed.

Job seekers prepare for career fair to open at 
Rutgers University in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An 
employ-
ment ap-
plication 
form is 
dis-
played 
during a 
restau-
rant job 
career 
fair in 
New 
York
A “now 

hiring” sign is displayed in Somerville

[1/3] Job seekers prepare for career fair to 
open at Rutgers University in New Bruns-
wick, New Jersey, January 6, 2011. REU-
TERS/Mike Segar/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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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alute Mr. Lee CookWe Salute Mr. Lee Cook
I have known Lee Cook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He is
now 96 years old, but still works in the office with
trembling spirits every day. He always drinks honey
mixed with apple cider and warm water. This is his
secret for longevity.

The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Phonoscope Fiber
was formed 70 years ago by Mr. Cook. He is
recognized as a true telecom trailblazer.

The Phonoscope fiber optic symmetrical connections
operate at the speeds of 10 mbps to 400 mbps. They
have more than 23,000 miles of pure fiber backbone
and provide a very reliable service, including Rice
University and many school districts.

Based in Houston, they have a history of innovation
dating back to 1953 and have grown to be the largest
private metro-area 100% pure-light ethernet network in
the nation and in the world.

Two years ago our company became his customer and his system is now used by our TV station and
our telephone system.

Today coincides with the twenty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We are setting up a
special achievement award for Mr. Lee Cook.

I often find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from him. He will never retire until the last day of hi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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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Editor’s Choice

Elementary school sumo wrestlers compete in the sumo ring during the Wan-
paku sumo-wrestling tournament in Tokyo, Japan, October 29. REUTERS/
Kim Kyung-Hoon

Cattle traders and customers crowd the Al-Manashi livestock market, ahead of the Muslim 
festival of sacrifice Eid al-Adha in Embama district on the outskirts of Giza, Egypt, July 7. 
REUTERS/Amr Abdallah Dalsh

A tricycle is seen near the scene of a mass shooting at a Fourth of July parade route, in the 
Chicago suburb of Highland Park, Illinois, July 4. REUTERS/Max Herman

A cow moves past a burning car 
that, according to fire officials, 
caught fire due to an electrical 
short circuit after it was stuck 
in a water-logged road follow-
ing heavy rains in Ahmedabad, 
India, July 11. REUTERS/Amit 
Dave

Alfa Romeo’s Guanyu 
Zhou and Mercedes’ 
George Russell crash out 
at the start of the British 
Grand Prix in Silverstone, 
Britain, July 3. REUTERS/
Molly Darlington

A painted figure is seen on a wall 
of the home of the mother of 
Robert E. Crimo III, the 21-year-
old suspect facing seven counts 
of first-degree murder in an at-
tack on a Fourth of July parade, 
in Highland Park, Illinois, July 6.  
REUTERS/Cheney O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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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
A heat model released Monday by researchers from 
the  non-profit group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esti-
mates heat risks at the property level across the U.S.
Researchers found the local hottest seven days of  
any particular area are expected to become the                                 

hottest 18 days over the next 30 years.
By 2053, 1,023 counties could experience heat                                   

index temperatures above 125 degrees.
As record-high temperatures recently swept across 
several parts of the U.S. this summer, new data on 
heat risks forecast an “extreme heat belt” will emerge 
in large parts of the country by 2053. 
The heat model released Monday by researchers 
from the nonprofit group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es-
timates heat risks at the property level across the U.S. 
and how the intensity of hot days will change over the 
next three decades. The model identified the seven 
hottest days for any property this year and used that 
metric to determine how many of those days would 
occur in 30 years. 
Researchers found the local hottest seven days of any 
particular area are expected to become the hottest 18 
days over the next 30 years. Miami-Dade County 
may experience the most dramatic shift in tempera-
ture, where the region’s seven hottest days, which 
include heat index temperatures at 103 Fahrenheit 
degrees, could increase to 34 days a year at that tem-
perature by 2053. 
The states expected to see the largest increase in dan-
gerous temperatures are Texas, Arkansas, Louisiana, 
Missouri and Florida. 

According to the model, an “extreme heat belt” will 
encompass an area stretching from Texas and Loui-
siana to Illinois, Indiana and even parts of Wisconsin. 
By 2053, 1,023 counties could experience heat index 
temperatures above 125 degrees, an area home to 
more than 107 million that covers a quarter of U.S. 
land area. The model also estimates that just next 
year, 50 counties are expected to see temperatures 
beyond that figure. 
“Increasing temperatures are broadly discussed as 
averages, but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extreme tail events expected in a given year,” 
Matthew Eby, founder and CEO of First Street Foun-
dation, said in a statement.  (see below.)
“We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the inevitable, that a 
quarter of the country will soon fall inside the Ex-
treme Heat Belt with temperatures exceeding 125 
degrees Fahrenheit and the results will be dire,” Eby 
said. 
Along with the report, the nonprofit has made an on-
line tool available for users to search U.S. addresses 
and see their estimated heat risk. (https://riskfactor.

com/)
Learn How Risks Are Calculated

A property’s Flood Factor, Fire Factor, and 
Heat Factor indicate its comprehensive 
risk from flooding, wildfire, or extreme                                    

heat ranging from 1 (minimal) to 10 (extreme).

Flood Factor
Flood Factor® considers flooding from rain, riv-
ers, tidal, and storm surge to determine the risk of 
water reaching the building over a 30 year period.

Fire Factor
Fire Factor® considers the property’s building 
materials, and distance to fire risk areas, and 
burnable materials, such as vegetation, to deter-
mine the risk of being impacted by wildfire.

Heat Factor
Heat Factor™ considers the property’s 
distance to water, land use, and relative ele-
vation to determine the severity of extreme 
heat at the property and calculate the cost of 
staying cool.

Risk Factor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s featur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For too long, we have let people live in com-
munities, and even attracted them to join a 
community, while keeping them in a state of 

ignorance about the risk that they’re under.”
Source: “Here is the first-ever map showing 
wildfire risk to American home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Flood Factor enables our members to be-
come the source of the resource. It increases 
transparency. It’s really about giving them 
accurate information so they can make a 
great decision. It builds trust and confidence 
with clients. It’s a valuable tool to access in-
formation.”

Fr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model from the nonprofit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represents the first attempt to 
make property-level wildfire-risk scores 
freely available.”
Source: “Tens of millions of U.S. properties 
face wildfire risk, new study says.”                                                                                                                  
Risk Factor
Risk Factor is a free tool created by the 
nonprofit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to make 
it easy to understand risks from a changing 
environment. The online tool available for 
users to search U.S. addresses and see their 
estimated heat risk. (Go here: https://riskfac-
tor.com/)
Statement From The First Street Founda-

tion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Finds an emerging 
“Extreme Heat Belt” will Impact Over 107 

Million Americans by 2053
FOR IMMEDIATE RELEASE Brooklyn 
(NY) – (August 15, 2022) - First Street Foun-
dation today released their peer-reviewed ex-
treme heat model along with the implications 
highlighted in The Sixth National Risk Assess-
ment: Hazardous Heat. The report identifies the 
impact of increasing temperatures at a property 
level, and how the frequency, duration, and in-
tensity of extremely hot days will change over 
the next 30 years from a changing climate. The 
Foundation’s analysis combines high-resolution 
measurements of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s, 
canopy cover, impervious surfaces, land cov-
er, and proximity to water to calculate the cur-
rent heat exposure, and then adjusts for future 
forecasted emissions scenarios. This allow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number of days any 
property would be expected to experience dan-
gerous levels of heat. The model highlights the 
loc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by identifying 
the seven hottest days expected for any property 
this year, and using that metric to calculate how 
many of those days would be experienced in 30 
years. 

The most severe shift in local temperatures is 
found in Miami-Dade County where the 7 hot-
test days, currently at 103°F, will increase to 34 
days at that same temperature by 2053. Across 
the country, on average, the local hottest 7 days 
are expected to become the hottest 18 days by 
2053. In the case of extreme heat, the model 
finds 50 counties, home to 8.1 million residents, 
that are expected to experience temperatures 
above 125°F in 2023,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s’ heat index. By 
2053, 1,023 counties are expected to exceed this 
temperature, an area that is home to 107.6 mil-
lion Americans and covers a quarter of the US 
land area. This emerging area, concentrated in a 
geographic region the Foundation calls the “Ex-
treme Heat Belt,” stretches from the Northern 
Texas and Louisiana borders to Illinois, Indiana, 
and even into Wisconsin.

 

“Increasing temperatures are broadly discussed 
as averages, but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ex-
tension of the extreme tail events expected in 
a given year,” said Matthew Eby, founder and 
CEO of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We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the inevitable, that a quarter of 
the country will soon fall inside the Extreme 
Heat Belt with temperatures exceeding 125°F 
and the results will be dire.” The peer-reviewed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Extreme Heat Model 
will now be incorporated with Risk Factor for 
every property in the contiguous United States. 
Visitors to Risk Factor will find their Heat Fac-
tor alongside their Flood Factor and Fire Factor 
and can learn the specific risks to their property, 
today and up to 30 years into the future. ###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is a nonprofit 501(c)(3)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group working to define America’s growing cli-
mate risk. (Courtesyhttps://thehi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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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The Inevitable, That 
A Quarter Of The Country Will Soon Fall Inside The 
Extreme Heat Belt With Temperatures Exceeding 125 
Degrees Fahrenheit And The Results Will Be Dire.”

Study: ‘Extreme Heat Belt’ Will Soon      
Impact Over 100 Million Americans

BUSINESS

The Texas power grid will likely hit all-time en-
ergy demands in the course of the next several 
days as temperatures rise across the state. (Pho-
to/chuchart duangdaw/Getty Images)
Scores of high-temperature records were estab-
lished Friday from Texas to California’s Cen-
tral Valley as a relentless heat wave continued 
to build. The heat is poised to expand into the 
Midwest and Southeast over the coming days. 
On Friday, triple-digit highs set records in ma-
jor population centers across the Southwest, 
including Houston, San Antonio, Austin, Albu-
querque, Las Vegas and Phoenix.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in Phoenix described the heat 
as “extreme and deadly.”
Many of these areas are forecast to be equally 
hot on Saturday, as the heat begins to expand 
eastward. Nearly 60 million Americans are un-
der heat advisories or excessive heat warnings. 
A heat advisory covers almost the entirety of the 
states of Texas and Oklahoma and even extends 
into northwest Louisiana and parts of western 
Arkansas. Heat advisories and excessive heat 
warnings also cover parts of New Mexico, 
Arizona, Utah, Nevada and California. By 
Sunday, the core of the heat is forecast to shift 
from California and the Southwest toward the 
Southern Plains. By Monday, it will ooze into 
the Central Plains and Midwest before reaching 
the Ohio Valley and Southeast on Tuesday and 
Wednesday.
What has been a dry heat in the Southwest 
will evolve into a more sultry nature east of the 
Rockies, as moist air is drawn north from the 
Gulf of Mexico. This will increase the risk of 
heat-related illnesses.
Early next week, cities from St. Louis to Char-
lotte will endure punishing heat with highs from 
95 to 100 that will feel like 100 to 110 when fac-
toring in oppressive humidity.
Death Valley - home to highest temperatures 

ever observed worldwide - soared to a simmer-
ing 123 degrees Friday. That mark set a June 10 
record and was the fourth earliest the mercury 
has climbed that high on record in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Maximiliano Herrera, a cli-
matologist who tracks world weather extremes.

In addition to all of these record highs, numer-
ous locations in the region have set records for 
warm overnight lows. In Phoenix, it was still 
100 degrees at midnight Saturday.
“With heat waves, the overnight temperatures 
are the most dangerous, as your body relies on 
cooler temperatures while its sleeping to recov-

in Las Vegas in a forecast discussion. “With-
out this cooling, your body is less equipped to 
handle the scorching daytime heat, leading to 
increased incidences of heat exhaustion or heat 
stroke.”
The worst of the heat on Saturday will concen-
trate from Texas to the Desert Southwest.
“The heat the past few days has already proven 
to be a major societal impact, and possibly even 
deadly, and it is not done yet,” the Weather Ser-

Phoenix is forecast to hit 114, a record for the 
date; Las Vegas is predicted to reach 110, also a 
record. Death Valley may match Friday’s high 
of 123, setting a record for a second straight day. 
While it will be more of a dry heat in interior 
parts of Texas, humidity will increase nearer the 
Gulf Coast, making the heat even more danger-
ous.
“Heat safety will be critical this weekend- re-
maining hydrated, applying sunscreen, check-
ing in on elderly or ill family and friends, and 
avoiding strenuous activity during the hottest 
parts of the day can all combat preventable 
heat-related illnesses,” wrote the Weather Ser-

It will also remain hot in California’s Central 
Valley, but several degrees cooler than Friday. 
Sacramento hit 104 on Friday; Saturday’s fore-
cast high is 101. By Sunday, it’s a much more 
tolerable 85. While the heat gradually eases over 

California and the Southwest on Sunday and 
beyond, it will persist in Texas and the Southern 
Plains and expand eastward: Sunday’s hottest 
weather will focus from Texas to Kansas with 
widespread triple-digit highs. Phoenix could top 
110 degrees one more day, while eastern New 
Mexico and eastern Colorado will also swelter. 
Highs well into the 90s will expand across the 
Midwest, including St. Louis and Kansas City, 
and the Southeast.

Monday’s hottest weather will focus in the 
Plains and Midwest. Highs over 100 will ex-
pand from Texas to Kansas, while highs from 
at least 95 to 100 sprawl over much of the 
Midwest and Southeast. St. Louis could hit 

Ill., Charlotte, and Columbia, S.C. Factoring in 
the humidity, it will feel 5 to 10 degrees hot-
ter. Tuesday’s hottest weather will focus from 
the Midwest to the Ohio Valley and Southeast 
with widespread mid-to-upper 90s - including 
Minneapolis, Des Moines, Chicago, St. Louis, 
Nashville, Cincinnati, Roanoke and Raleigh. 
Again, oppressive humidity levels will make 
it feel up to 10 degrees hotter. Wednesday’s 
hottest weather will focus from the Midwest to 
the Ohio Valley, even expanding into the Great 
Lakes. Highs in the mid-to-upper 90s could 
reach Detroit, Ann Arbor, Mich., and Cleveland.
While some relief from the heat will arrive in 
parts of the Midwest and Ohio Valley later in 
the week, the responsible zone of high pressure 
or heat dome will return to the Southern and 
Central United States into the weekend.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no end in sight to anomalously 
high temperatures occupying considerable parts 
of the country.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is supercharging 
heat waves like this one, making them more in-
tense and long-lived. (Courtesy chron.com)
Related

Power Demand Breaks Record                   
During June Heat Wave In Texas

The state’s grid operator was able to maintain supply 
without needing to call for any conservation

A lifeguard watches people at a public pool 

in Austin in summer 2020.
(Photo/Allie Goulding/The Texas Tribune)
A heat wave caused electricity use in Texas to 
reach an all-time high on Sunday, but the state’s 
power grid appeared to hold up without major 
disruption. Power demand surpassed 75 mega-
watts at around 5:15 p.m., surpassing the previ-
ous record of 74.8 megawatts in August 2019. 
Still, the state’s capacity remained well above 
that, according to the Electric Reliability Coun-
cil of Texas. The massive demand was unusual 
for two reasons. First, it came in June, which 
tends to be slightly less hot than the state’s 
warmest late-summer months. It also came on 
the weekend, when electricity demand tends to 

empty.
But the weekend has been extremely hot even 
by Texas standards, with much of the state over 
100 degrees. On Sunday afternoon,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had issued a heat advisory for 
all but eight of the state’s 254 counties. Many 
counties were under an excessive heat warning, 
which means the heat index was expected to be 
over 105 degrees for at least two hours. Texans 
have anxiously watched the state’s ability to 
ensure power supply ever since a winter storm 
incited massive and prolonged blackouts in the 
state caused more than 200 deaths.
In May, ERCOT asked Texans to conserve 
power in May during a heat wave that coin-
cided with some power plant outages. No such 
conservation request has been necessary this 
weekend. (Courtesy chron.com)
Related

-
lantic Hurricane Season, Which Is Predicted 

To Be Yet Another Overactive One
How Bad Will The 2022 Hurricane     

Season Be? Intense, Experts Say

This NOAA satellite image shows Hurricane 
Laura moving Northwestern in the Gulf of 
Mexico towards Louisiana on Aug. 26, 2020. 
(Photo / RAMMB/NOAA/NESDIS/AFP via 
Getty Images)
With a warm and humid start to June, the 2022 
hurricane season is now in full swing. While we 
can’t know how many storms will spin up from 
the tropics this year, experts from several institu-
tions are all in agreement: This season will like-
ly produce an above-average number of hurri-
canes, and those that do form will probably be 
more intense. If their predictions hold, this will 

mark the seventh overactive Atlantic hurricane 
season in a row. 
The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
ministration, which oversees the 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 (NHC), predicts between 14 
and 21 named systems this year, both tropical 
storms and hurricanes. Forecasters predict six 
to 10 of those named storms will likely be hur-
ricanes, including three to six major hurricanes 

  .rehgih ro hpm 111 fo sdniw deniatsus htiw
AccuWeather, a private weather forecasting 
company, predicts between 16 and 20 named 

major hurricanes. And forecasters inside a hurri-
cane prediction lab at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believe there will be 19 storms, nine hurricanes 
and four major hurricanes. 
Each meteorological institution pointed to a 

characterized by cooler waters there, as one 
of many reasons this season could be more 
intense. The weather phenomenon decreases 
winds in the Atlantic, which makes atmospheric 
conditions more conducive to a storm’s forma-
tion. Warmer-than-average waters in the Atlan-
tic Ocean and Gulf of Mexico will also allow 
storms to develop more easily. 

June brings the start of the 2022 hurricane 
season in the Atlantic basin.
“Sea-surface temperatures are above normal 
over much of the Gulf of Mexico and the Carib-
bean and even off the Ea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especially the southeast coast of the Unit-
ed States,” said Dan Kottlowski, head of Accu-
Weather’s team of tropical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ritical areas for early season development.”
Already by Wednesday, the NHC is monitoring 

is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Gulf of Mexico near 
the Yucatán Peninsula, comprised of the rem-
nants from Hurricane Agatha which slammed 

least 11 people dead. It has an 80 percent chance 
of development into an organized system, al-
though NHC meteorologists predict it will 
move out of the Gulf in the coming days and 
poses no threat to Southeast Texas. 
The second disturbance is located east of the 
West Indies and has a 10 percent chance of 
development. Forecasters predict it will move 
further out into the Atlantic and doesn’t appear 
to pose a threat to land. (Courtesy chr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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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ple-Digit Highs On Friday Set Records In Major Population 
Centers Across The Southwest, Including Houston, San Antonio,  

Austin, Albuquerque, Las Vegas And Phoenix

Extreme Heat Sets New Records Across 
Texas, California And The Southwest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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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擴大培育及留用僑生座談美南擴大培育及留用僑生座談 助學子返臺求學開創人生助學子返臺求學開創人生
為推動我政府為推動我政府 「「擴大培育留用僑生人才政策擴大培育留用僑生人才政策」」 、、教教

育部育部 「「重點產業領域擴大培育及留用僑生人才計畫重點產業領域擴大培育及留用僑生人才計畫」」 及及
僑委會僑委會 「「112112至至115115年度社會發展中長程個案計畫─擴年度社會發展中長程個案計畫─擴
大培育及留用僑生人才大培育及留用僑生人才」」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於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於
1010月月2929日與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合辦日與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合辦 「「111111年美南地年美南地
區擴大培育及留用僑生人才計畫說明會及招生座談會區擴大培育及留用僑生人才計畫說明會及招生座談會」」
。。

會議由中心主任王盈蓉及教育組組長楊淑雅聯合主會議由中心主任王盈蓉及教育組組長楊淑雅聯合主
持持，，特別邀請刻在休士頓訪學之教育部傅爾布萊特學人特別邀請刻在休士頓訪學之教育部傅爾布萊特學人
劉素妙專門委員擔任講座劉素妙專門委員擔任講座，，僑務委員張世勳及僑務諮詢僑務委員張世勳及僑務諮詢
委員王敦正均與會委員王敦正均與會，，實體及線上參與者包括美南地區僑實體及線上參與者包括美南地區僑
校校長校校長、、僑校高中生僑校高中生、、海外青年文化大使海外青年文化大使(FASCA)(FASCA)學員學員
及家長及家長、、主流學校中文教師及臺裔第二代學生等約主流學校中文教師及臺裔第二代學生等約5050人人
，，活動圓滿順利活動圓滿順利。。

王盈蓉主任致詞表示王盈蓉主任致詞表示，，僑務委員會實施僑生政策至僑務委員會實施僑生政策至
今已培育全球今已培育全球1616萬名畢業僑生萬名畢業僑生，，無論在地就業或學成歸無論在地就業或學成歸
國國，，在各領域上都有傑出表現在各領域上都有傑出表現，，為鼓勵更多優秀僑生來為鼓勵更多優秀僑生來
臺升學臺升學，，僑委會近日擬訂中長程計畫僑委會近日擬訂中長程計畫，，以擴增三倍生源以擴增三倍生源
為政策目標為政策目標，，希望結合本轄僑校希望結合本轄僑校、、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生源潛力學校及主流學校中文班力量生源潛力學校及主流學校中文班力量，，擴大爭取及鼓擴大爭取及鼓
勵優秀僑生赴臺升學勵優秀僑生赴臺升學。。

楊淑雅組長則期盼透過與僑教中心的合作及此次劉楊淑雅組長則期盼透過與僑教中心的合作及此次劉
素妙專門委員專題講座素妙專門委員專題講座，，將臺灣高品質教育水準及優質將臺灣高品質教育水準及優質
大學熱門科系特色以及暢通的僑生返國升學管道大學熱門科系特色以及暢通的僑生返國升學管道，，介紹介紹
給美南地區華裔學子及家長認識給美南地區華裔學子及家長認識，，以吸引更多僑生到臺以吸引更多僑生到臺
灣求學及學成就業灣求學及學成就業。。

隨後劉素妙以隨後劉素妙以 「「重點產業領域擴大培育及留用僑生重點產業領域擴大培育及留用僑生
人才人才」」 為題為題，，以生動翔實方式說明下列重點以生動翔實方式說明下列重點：：
11..臺灣的高等教育品質佳臺灣的高等教育品質佳、、學費合理學費合理，，環境安全便利環境安全便利，，
疫情前每年在臺就讀的境外學生近疫情前每年在臺就讀的境外學生近1313萬人萬人，，僑生僑生((含港含港
澳生澳生))近近22萬萬77千人千人。。
22..政府竭誠歡迎海外僑生回臺就學政府竭誠歡迎海外僑生回臺就學，，考量僑生長久居住考量僑生長久居住
海外與臺灣本地學生所受教育制度不同海外與臺灣本地學生所受教育制度不同，，爰訂有一套獨爰訂有一套獨

有的僑生升學政策有的僑生升學政策，，僑生招生名額係外加僑生招生名額係外加，，不會排擠臺不會排擠臺
灣本地生灣本地生，，也不需和臺灣學生一起考試競爭也不需和臺灣學生一起考試競爭，，僑生返臺僑生返臺
就學只要申請就學只要申請、、不用考試不用考試。。
33..僑生入學大學管道多元化僑生入學大學管道多元化，，可以中學最後可以中學最後33年成績年成績、、
SATSAT、、學歷文件等向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報名學歷文件等向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報名，，在擬就在擬就
讀學年的前一年讀學年的前一年1111月月11日至日至1212月中提出申請月中提出申請，，免報名費免報名費
。。也可向單獨招生的大學校院依各校簡章申請入學也可向單獨招生的大學校院依各校簡章申請入學。。
44..僑生學雜費比照臺生僑生學雜費比照臺生，，同時隨著僑生人數逐年增加同時隨著僑生人數逐年增加，，
教育部與僑委會擴大提供大學部優秀僑生獎學金教育部與僑委會擴大提供大學部優秀僑生獎學金，，研究研究
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及清寒僑生助學金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及清寒僑生助學金，，每年補助大學辦每年補助大學辦
理僑生學業及生活輔導理僑生學業及生活輔導，，協助及早適應校園生活協助及早適應校園生活、、安心安心
就學就學。。
55..畢業後可申請留臺實習最長一年畢業後可申請留臺實習最長一年，，學以致用並獲得職學以致用並獲得職
場實務經驗場實務經驗，，或直接投入職場就業或直接投入職場就業，，如不打算馬上就業如不打算馬上就業
，，政府也為畢業僑生規劃政府也為畢業僑生規劃11年覓職期年覓職期。。
66..為加速臺灣產業轉型升級為加速臺灣產業轉型升級，，我政府提出我政府提出 「「智慧機械智慧機械」」
、、 「「亞洲‧矽谷亞洲‧矽谷」」 、、 「「綠能科技綠能科技」」 、、 「「生醫產業生醫產業」」 、、
「「國防產業國防產業」」 、、 「「新農業新農業」」 及及 「「循環經濟循環經濟」」 等等55++22產業產業
創新計畫創新計畫。。教育部提供彈性措施推動雙軌機制培育重點教育部提供彈性措施推動雙軌機制培育重點
產業人才產業人才，，已具英已具英//華語基礎的學生可申請於華語基礎的學生可申請於55++22領域相領域相
關系所班別修習專業課程關系所班別修習專業課程；；未具華語基礎的學生可於大未具華語基礎的學生可於大
學新設的國際專修部先修學新設的國際專修部先修11年華語年華語，，於華語檢測達於華語檢測達AA22級級
後進入製造業後進入製造業、、營造業營造業、、農業及長期照顧等農業及長期照顧等44個產業相個產業相
關領域修習專業課程關領域修習專業課程。。
Q&AQ&A時段美國主流高中學校中文教師黃燦琴時段美國主流高中學校中文教師黃燦琴、、梁甄芸及梁甄芸及
劉莉莉等分別就僑委會副學士班制度劉莉莉等分別就僑委會副學士班制度、、國際專修部華語國際專修部華語
先修班費用補助及學分認可等發問先修班費用補助及學分認可等發問，，FASCAFASCA諮詢導師邱諮詢導師邱
佩冠提出僑生赴臺升學兵役責任問題佩冠提出僑生赴臺升學兵役責任問題，，馬恩慈老師則建馬恩慈老師則建
議在地設立華語文先修班就近參加華語測驗議在地設立華語文先修班就近參加華語測驗，，現場高中現場高中
生與家長詢問如何回臺申請心儀科系等生與家長詢問如何回臺申請心儀科系等，，劉素妙一一回劉素妙一一回
復復，，並鼓勵學子們返台尋求全新人生道路並鼓勵學子們返台尋求全新人生道路，，創造精彩人創造精彩人
生生。。

王盈蓉致詞鼓勵美南地區學子回臺求學王盈蓉致詞鼓勵美南地區學子回臺求學大休士頓地區以外師生家長透過線上會議聆聽赴臺升學說明會內容大休士頓地區以外師生家長透過線上會議聆聽赴臺升學說明會內容

王盈蓉王盈蓉((前排右四前排右四))、、楊淑雅楊淑雅((前排左三前排左三))、、劉素妙劉素妙((前排左四前排左四))及與會者合影及與會者合影

劉素妙介紹政府擴大培育及留用僑生人才政策劉素妙介紹政府擴大培育及留用僑生人才政策

CC88
星期日       2022年11月6日       Sunday, November 6, 2022

休城畫頁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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