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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刊登
注意事項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每格可容中文大字(標題)6 字及小字(內容)50 字，

●分類廣告請預付廣告費，如中途停刊者，恕不退還費用。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英文字母及數字二字為中文小字一字，空格標點符號均需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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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English title : 12 letter
※English content : 120 letters
●本報接受 VISA 及 MASTER 信用卡付費，如電話(Tel)或傳真(Fax)
乍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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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內容均由委刊者提供，本報一概不負責任。
訂稿委刊，請告知信用卡號碼/姓名/有效期限/CVV 號/ZIP code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廣告涉有爭議，本報保留拒絕刊登及修改廣告或暫停刊登之權利。
Address 號，其訂稿如有錯誤由客戶自行負責，恕不補登。
●涉及法律責任廣告,需提供身份證件及當事人簽字負責,本報概不負責.
●截稿時間 : 星期一至五 3:00pm, 平時/周六日請微信:AD7133021553
●廣告刊出如有錯誤，請於二日內前來更正，如係本報排版錯誤，將予以免費補刊，但以二天為限。
截稿或之前訂稿，其稿將在第二天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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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per: www.scdaily.com 點 "分類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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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電話，萬事 OK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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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
丌丌週數
丌丌丌Week
丌丌丌一
丌丌週 二 週 三 週 一 月
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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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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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
丌丌丌Size
丌丌丌丌丌丌1 丌wk 2 wks 3 wks 1 mon
格數
全面改版新網站
www.scdaily.com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Business Hours： 三三
(電話服務專線)
Call
丌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45
丌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是最受歡迎的
招工/買賣/宣傳
最佳平台
1 格 (1unit)
Monday-Friday： 三三
$80
$105
$125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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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
Fax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8:30am-5:30pm
三三
三三三目前也推出網路促銷活動,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2 格 (2units) $90
$160 $210 $250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mail(電郵)：cla@scdaily.com Saturday：
只要您己刊登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9am.-1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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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
三的特價活動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Wechat(微信)：AD7133021553 上班時間：
即可享有刊登一次『
10
元
3 格 (3units)
$135 $240 $315 $375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週一至週五：
請微信:
AD7133021553
) www.scdaily.com 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三三
Click(上網：
三
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4 格 (4units) $180 $320 $420
$500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
或致電: 281-498-4310
Stop by(登門)：11122 Bellaire Blvd 週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EFFECTIVE: 從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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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堂吃外賣店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店請人
三三三三三三
*韓國餐館請人
Buffet
*中餐快餐店
*自助中餐廳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餐
位
Gessner/Bellair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位於
丌丌 Memorial 好區
距中國城 8 分鐘
誠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Cypress 堂吃外賣店
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徵請全工或半工
丌
近中國城,誠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Buffet 店
●有經驗炒鍋師傅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全工或半工
企抬及樓面工作人員
請
●打雜兼幫炒
誠請 全工 / 半工
誠請炒鍋師傅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男女不拘
Waiter/Waitress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2330
Gassner
熟手企台，帶位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人
略英文. 請英文電:
需有經驗兼英語.
如有意請致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意請聯系 :
意者請電:
408-568-1944
意者請
2:30 後電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
丌
Restaurant
Hiring
832-279-0867
832-382-3927
713-789-0845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832-409-6002
713-984-8488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外賣店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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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外賣中餐館

位 290/Barker Cypress 10 號@610 的宜家

NOW HIRING Dokyo Dauntaun 餐館誠聘

Lam Bo Buffet

中餐館請人

中餐館請人

珍寶海鮮城

貝城快餐店

*黃金茶寮,薪優

●樓面:

餐館 近 Puerto Rico 波多離各島,
誠聘●有經驗炒鍋 ( Cook )
●有經驗油爐 ( Deep Fry)
以上薪優. 包住宿. 有意者請電:
340-344-5656 Stephen 洽

*Zcounter 亞洲餐館請人

*糖城中餐館

杏記甜品 Katy 店即將開業

*高薪 聘請 炒鍋, 油爐

Assistant Manager 位 Corpus Christi, TX.聘經驗,負責任的廚師， 位 Corpus Christi 聘經驗 1 Chinese Wok,
1 Grill Cook: Sautee, Fry, Flat Top,
Chinese restaurant
可以烹飪亞洲食物。薪水從 3000 美元起。
located at River Oak area 我們提供住宿，靈活的假期，及任何菜單上的 Net pay after tax $3,300 or more offer if good,
Provide living space,2 meals. under 50 years old
must be fluent in English,
30%折扣。職責包括烹飪一些日本菜，
Work 6 days a week. Pay 1 week vacation every year.
knowledgeable on
主要處理我們菜單上有限的韓菜部分。
誠聘熟手中餐炒鍋,燒烤師傅: 會煎炸及抓碼.
cocktails and Web
興趣者，請先 Text 訊息: 361-222-6486 稅後淨入$3300+, 供吃住.1 周做 6 天,年假 1 周,
Advertising/sales.
或 Email 至: dokyomail@gmail.com
50 歲以下,會英文. 請電: 361-876-9634
832-828-1418

*Buffet 中餐館

誠聘店長, 企檯 (半工或全工)
廚房出餐, 備貨, 洗碗
本店提供專業培訓,
有餐飲或港式甜點經驗為佳.
有意者請電 : 832-818-7818

海底撈 Katy 店現招聘如下崗位

( 要求: 合法身份, 全額報稅 )
1. 全職庫管 1 名 : 能進行基本英文交流
2. 經理助理 : 中英文流利,有人事或財務相關經驗
3. 服務員, 門迎 : 培訓通過後有小費, 英文流利,有餐飲經驗優先
4. 後堂領班, 炒鍋, 備菜, 切肉 : 有廚房經驗優先考慮
聯繫電話: Mandy：949-520-0368 / Cathy:510-575-9777
投遞簡歷至 : Katyhaidilao@gmail.com

*西北區餐館

中餐館請人

請 周末帶位
誠請炒鍋(略懂英文), 誠請炒鍋及送外賣
Cypress 1960
誠請前台和外送員， 大機場附近布菲店
及傳餐人員
誠請熟手外送員
油鍋, 送外賣,
半工
誠請
意者請 2 點後電: ●廚房: 請 抓碼, 炒鍋.
誠請企檯
英文流利周末收銀員
需英文流利，
●點心部: 請
好小費
●全工接電話打包
近中國城. 意者請電: 713-856-7272 有經驗做點心人員
全工或半工均可 ●半工外送員
可報稅.
或親臨:
832-661-8881
意者請電:
2pm 後電或親臨舊店:
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6340
N.
Eldredge Pkwy
5714 Chimney Rock
281-495-1688
Green Garden 綠園
832-866-2625 832-993-0116 713-302-0321 713-826-2265
Houston, TX 77081
10600 Bellaire#105

糖城中餐館

餐館誠請

中國城中餐館 中國城黃金廣場 黃金水餃請人

招請打雜及包外賣
誠請●點心師傅
急聘●半工炒鍋
●企檯
誠請有經驗企檯 ～茶顏觀色～環景優
●抓碼師傅 ●企檯 每天$100,包吃包住,
雅舒服,年青人有活力,
●廚房幫 手 ●收銀帶位小姐
會越南話更佳
●點心推車 ●傳菜 離休士頓 4 個小時車程,
薪金面談. 請電話:
意者請親臨或電 : 灰狗巴士從終點站到貝 ●前台收銀:全半工可 ●外送員
312-818-8238
●另請炒鍋
11215 Bellaire Blvd 城終點站,試工包車票.
312-479-1189
意者請電洽: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Houston, TX 77072 225-772-8584
9968 Bellaire Blvd #100A
281-988-8898
225-202-1157 281-759-0775 832-466-3511 713-271-3122
Houston Tx.77036

中日餐請人
全日餐高薪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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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請●熟手炒鍋.
●廚房幫工/打雜 誠請外送員(會打包)
附近，外賣中餐館， ●廚房幫廚 ●傳菜
●司機
半工或全工均可
請熟手幫炒,
有意者請電或親臨:
可報稅. 小費好
周一到周五
不包住
，
不接送.
6159 Westheimer
意者請電或留言:
位中國城. 請電:
電話:
Houston, TX 77057
281-256-1100
281-781-9389 646-258-9818(C) 832-231-1319 713-783-6838

Restaurant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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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399-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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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Your AD

分類廣告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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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館請人

往 I-45 南,
離百利大道中國城
35 分鐘車程
誠請企檯及收銀員
熟手炒鍋
意者請電 : 張經理
832-668-6998

手抓海鮮店
位於 McAllen
手抓海鮮店,誠請
炒鍋或油鍋數名
意者請洽:鄭
631-264-9124

Sushi Bar 請人 *日餐店請人
*中日快餐店
HEB ( Super Market )
誠招小菜師傅
位休斯頓 Spring 區 有經驗的壽司師傅 Lake Charles is hiring ● Servers 位於 I-10 Memorial
hiring Sushi Chef
『高薪』 誠請
99 大華附近
( Waiter/Waitress)
有相關經驗優先，
Littler bit English
全日餐廳
●Sushi Man
壽司師傅,學徒
● Sushi Man
288 & Medical Center
不會可教。
和企枱各一名.
( 壽司幫手 )
廚房師傅,油鍋打雜,
Please call:
誠請 Sushi Man
6055 South Freeway,
要求：可報稅。
832-693-6534 ●Kitchen Helper
全工企檯.
832-808-0206
意者請電
有意請聯系 :
聯系人:Tony
( 廚房幫手 ).
HEB 超市內壽司吧,請壽
包吃包住,意者請電: 8236 Kirby Dr. #100
626-636-7835 832-373-8933 832-605-2131 Houston,TX 77054 電:832-380-0247
司師傅/助手
408-901-9571

*全日餐請人

*日本餐廳誠聘

*路州全日餐

中日餐館誠請

日本餐館請人

高級日本餐館

Japanese Rest

超市內壽司吧 日本餐館請經理

路州日餐,高薪

位西北區,Cypress, ●全工和半工企檯:
離休士頓 2 小時,包食宿.
Nasa 附近, 誠請 ●經驗經理,壽司師傅 Missouri City,Kroger 位 Missouri City 近
內壽司吧,
誠征
請 ●Sushi Man
●經驗
企檯及帶位
小費好
Sugar
Land
,
高薪聘請
炒鍋，壽司幫手，鐵板,
有經驗英文流利
●英文好企檯 ●熟手壽司包卷師傅
全/半工均可,需工卡. 壽司師傅或助手﹐ 誠請 Part Time 經理，
企台，洗碗，打雜,
全工經理及企檯
全工或半工均可
意者請親臨或電:
生手也可培訓.
和二手師傅
要求至少有三年經驗
以上無需經驗,可培訓.午休
2 小時。
可提供住宿
有意者請電:
713-781-6300
●炒鍋 或 幫炒
時間:7am-1pm 且英語流利，薪資面議.
●另請住家褓姆,帶 4 歲小女孩.
832-398-2383
6345 Westheimer,
有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聯系:
意者請電:
832-846-2345
832-653-3111 713-623-3937 979-215-2413
請電: 337-764-7736
Houston, TX 77057
912-381-5292
832-520-6015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餐館店鋪轉讓
*高級中日餐館 中國城小型餐館 美式炸蝦店
分類廣告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賺錢老店轉讓
丌
位於糖城 6 號，
中餐館位西北白人區,
位
Pasadena
區,
面積小
，
房租低
，
城中商業區,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周圍有大型老美超市
近 Katy 賺錢好店
小店生意很好，
房租 200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高級中日餐館
跟華人超市，
餐館租售
售價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25 萬, 非誠勿擾
單獨買店或連同
因店主急需回國,
人流量大，1 千多遲，
因東主退休有意出售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聯系電話 :
生意一起買均可，
現出售,
生意穩定，
利潤高.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830-3906
丌
Restaurant
非誠心買店者請繞行 意者請撥打電話:
適合家庭經營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另 『高薪』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
832-289-3112
有意者請電:
for
丌丌
丌
丌丌sal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832-828-1418 346-397-6982
非誠勿擾
713-775-3898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聘請熟手炒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餐廳出售 2
*林城賺錢中餐轉讓 2
Burger Shop For Sale
Sushi Restaurant for Sale
位於德州休斯敦
離中國城
30
分鐘
Near Downtown Houston
Location: Hwy-6 North, TX 77084
位於 Woodlands 白人好區，
位於主街上,是獨立建築,車位多, 6500 呎,
●$700,000 Annual sales
$55,000, Cheap rent
中心地段，HEB 廣場，1500 尺，
●$180,000 Sales price
全新豪華裝潢,餐廳設備齊全,有酒吧,
Includes all equipment & easy to learn
生意穩定，並有很大增值空間，
●$4,7OO Rent(plus NNN), 1,800 Sqft
適合重新開張 做 Buffet 店 或 堂吃店.
Text/call/voicemail:832-212-6049
●Lease term until 2027
店主因家庭原因轉讓.
漢堡店出售,易經營. 近休士頓市中心
餐廳出售 $6 萬.
Owner financing available, very good location
租金低,含設備,售價 5 萬 5.請傳訊息或留言
有意者請聯系：832-798-3299
意者請電: 720-883-2047 鄭
Many regular customers
Business is doing well during Covid.
超市內壽司吧出售.機會難得!!! 糖城新餐館出租,機會難得!!!
( 中國城 )賺錢餐館出售
Please text first :713-206-2048(英文)
Good opportunity to own a fairly new restaurant
一周營業額$3000, 現僅售 2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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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國城百佳超市旁
2400 呎, 房租便宜.
一年營業額 70 萬, 僅售 18 萬
地段好,生意穩,疫情期間生意極佳.
1,800 呎, 地點極佳.$ 4,700 租金(加上 NNN)
有意者請電:
租期至 2027 年,業主可貸款,
很多老客户.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生意很好 281-501-9898 718-864-8551

賺錢壽司餐館出售:機不可失$$$$$

Kroger Sushi Bar For Sale
Weekly Sales $3000
Selling for a good price of $20,000
Please call if you are interested at
832-461-3495

in SugarLand. Offer 50% down payment option
with owner finance. (No real estate involved).
4 years remaining lease plus 5 years option
to renew. 業主可提供 50%首付貸款。(不含房地
產)。剩余 4 年的租約,加上 5 年的續簽選擇。
誠意者請電 Suzie : 713-261-8255

分類廣告 2
星期二

500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Business Opportunity

*休斯敦賺錢櫥櫃石材店轉讓
因店主有其他生意無暇顧及，
便宜轉讓。1600 呎,全新裝修,
富人區，位置好，房租便宜，
接手即可賺錢。 不懂可培訓。
~~適合創業,裝修行業老闆~~
意者請電: 832-773-2913





2021年3月23日

餐館設備和用具

刊登廣告

電話 : 張先生

24 小時,微信連絡

收購,拆卸,安裝,維修

AD7133021553

346-801-5169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糖城別墅分租
*商鋪出租
*吉房出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離
99 高速 FM1464 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Fortune
丌丌 Court (金大
近 610,
碗廣場)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商鋪出租！ 90 號公路僅一分鐘
離中國城 15 分鐘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二手租鋪,
總面積 河景別墅單房分租,房間 近醫療中心及休大,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1,500 尺-1,875 尺, 裝飾典雅,木地板,家俱 安全,安靜,乾淨,方便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適合餐飲,
辦公室, 具全,拎包入住,長居者 包水電上網,房租低廉
價格優惠.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零售
丌！聯系電話
346-317-8260 屋主隨和.意者請電:
346-800-2887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沒仲介,個人住房,房源有限 832-812-2429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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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Estate

房地產租售


房地產租售

中國城辦公室租

位於福祿大廈 3 層
6100 Corporate Dr.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
包水電,免費高速上網,
有辦公家具,大停車場
300 呎,價格優惠.請電:
832-860-1133

Sale/Rent

C2

Tuesday, March 23, 2021

中國城聯合賓館

休士頓民宿租 Houston Hostel USA

6468 Corporate Dr (企業路)
中國人自建，自營，華人經理，
語言方便, 可微信訂房. 日或月租.
2 臥室 (有廚房,電飯煲,可炊) 公寓式酒店
水電,網路,炊具,寢具,安全密碼閉路監控.
電話/微信 : 832-488-8399

中國城惠康前,百利大道上,獨立屋,旅館式
套房及多間單房(房間皆附 Cable 電視及冰箱),
無限上網,傢俱水電包.拎包入住,免簽長約,
月租特優. 最少 1 個月起《感謝舊客戶推薦》
Line/微信: houstontours
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ITC 多間高雅辦公室租
環境高雅, 安全, 安靜, 包水電,
免費高速光纖上網, 辦公傢具,
近中國城 5 分鐘.有大停車場.
共多間辦公室出租,$500
( #209 #218 #233 )
281-498-4310
Lisa ( 中文 )
281-983-8152 Jennifer ( 英文 )

Office for Rent

www.Scdaily.com
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美南日報
上上上全新網站
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200上上上上
家 上
管
政
助 上
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家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理
QR 微信號: AD7133021553
Call : 281-498-4310
Email : cla@scdaily.com

分類廣告專頁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休士頓近市中心
*長期住家阿姨 *糖城住家保姆
*誠徵糖城管家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照顧男性長者
丌
郵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77007，聘有經驗 休斯頓聘請長期住家 年齡 35-55 歲之間,需
一星期三天基本居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地點在 249 旁,
育兒嫂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家裡兩個大人 阿姨,照顧 1 歲半男孩 有經驗,做飯好吃,勤快,
護
整理清潔,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郵編 77041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都在家工作.主要負責帶
丌丌
無做飯需求,簡單家務 愛乾淨有愛心的阿姨,
家庭人數單純(兩位) 丌丌
服
3
月寶寶,家裡簡單衛生
做簡單家務,與家裡老人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照顧男性長者的生活
丌丌
細心,愛心,有責任感, 丌丌
和大人兩餐
。通勤/住家 一周 5/6 天. 薪資: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輪流照看孩子及做飯.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起居,煮飯清潔...
務
會烹調佳.
$2600 起(可商議)
隨時上工
。電話/微信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住宿條件優越,一家人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Fax resume to:
意者請電 :
需有身份和經驗. 好相處,家裡有其他幫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387-1985
丌
Housekeeper
Home
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300-3106
丌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
Health
832-217-7247 丌丌
502-833-8808 電:832-221-7632
Lulu2021houston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誠聘女住家看護(家住糖城)
丌丌
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尋求有經驗的家庭護理助手,照顧老年婦女,
36 歲男, 有身份,生存能力超強,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在她的私人住所,過夜協助個人衛生,洗澡,穿衣,
丌
護
69 歲，喪偶，身高 1.74 米，
使用浴室,失禁護理,睡前緞練,服藥和友善護理,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身高 188, 基因優良, 誠尋心地善良,
服
2 年護理經驗,有照顧老人經驗者
身體健康，性格開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必需具有至少
丌
寬容大度,能力強弱皆可,
優先,或者有 Certified Nursing Assistant 證書,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積極的態度和友善的性格,8
丌
務
誠尋有意組建家庭的有緣中國女士.
小時輪班,每周 6 天,
20-30 歲基因優良女士.先友後婚.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每小時 12-15 元,提供私人房間和浴室過夜.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請留短訊或留言 : 281-650-0588
Personals 意者請電: 832-969-5083 李 非誠勿擾,請短信:281-236-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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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子徵婚

*男 士 征 婚

姻緣一線牽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公 *CPA Firm *醫生診所誠聘 *電腦維修招聘 NOW HIRING *牙科診所誠聘 *黃石公園
*Motel 招工
Sugar Land area.
●牙科助手,
Finance
Assistant
渡假酒店, 誠聘
休士頓旅館
司 looking for a full time
懂電腦基本操作, Food Distributor
●前台工作人員 全職雜工(男女均可)
必須會用 Qucikbook,
誠請前檯一名
請 staff Accountant. excel,能夠與人溝通，
looking for Full time 中英文流利，誠懇，
講英文,
Must be fluent in English.
House Keeper ) 需有工卡,會說英文
人 Familiar with Microsoft 每小時 13 一 15$. 有電腦維修經驗優先 Warehouse Packer 認真，負責，熟識電腦. (包住宿
包住宿. $85/天.
+ 底薪優

*公司招聘

*大夜班職員 *Katy 公司誠聘

打包員,機械操作員
Starting $10.50 起/小時. 誠徵男性大夜班,
+Overtime(加班費)
流利英文,懂電腦,
意者請親臨或電:
Jasmine Foods Inc
會一點維修﹒
2401 Mckinney
意者請電:
Houston, TX 77003
( 713-228-1909 ) 832-607-8788

倉庫招聘

*誠 聘

連鎖旅館誠聘

*休斯頓海外倉

林記鐵工廠

范氏鐵工廠

蔬果批發公司 大理石廚櫃公司

近 FM1960 徵夜班、日班 聘有經驗倉庫主管. 位 Houston, 聘請
誠聘●收銀員
●司機
櫃台人員、及維修人員
●倉庫人員
會計劃成本控制和 HR 辦公室助理及司機
●廚房幫工/打雜 需英文佳說寫流利。 請電或親臨面試:
需中英文流利
Warehouse helper
認真負責，有經驗，及住
意者請電或 Email:
周一到周五
旅館附近者，優先考慮。 979-422-9482 需懂廣東話,英語,
832-888-4693
請送履歷：
位中國城. 請電:
6920 Brasada Drive, 有效駕駛執照.電:
mascabinets
comfort1668
Houston, TX 77085 713-471-0168
@gmail.com
281-781-9389
@yahoo.com

*公司聘請會計 *萬家樂冷暖氣























伌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伌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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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診所請人

倉庫 Part Time 庫管
倉庫工作相關經驗,
會開叉車,懂英文.
意者請電/Email:
713-232-9956
jessie@
lumiastar.com

有意者請聯系：
Call: Helen & Lily :
有意者請電:
agapedentalcare +有福利.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周經理
832-643-9822 713-383-8818 houston@gmail.com 832-704-0596 832-613-8868
















Company Hiring

半工/全工,請送簡歷:
Office. Accounting
major preferred. Email: Bellaireclinic2
@yahoo.com
ekagency@gmail.com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一年以上經驗
招聘牙醫助理
GOEYA LLC 新建倉庫
Company
誠招打雜
『高薪』聘請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位於糖 城.
會 Quickbook.
中國城西南 5 哩 8 號旁
誠徵幫手一名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Hiring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有興趣者學習者,
有意者請連 Text: 招男性倉管: 50 歲內
請電或 Email:
電焊工一名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可教電焊技術.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有意者請電:
346-208-0013
281-782-3280
可搬重物,需報稅,
意者請電: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公司請人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意者請電:
Email: Recordsgao 試用期 1 個月,14 元/H
Mwant110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281-818-2990 281-889-1086 713-598-8889 伌伌
@gmail.com
832-248-2100
@gmail.com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is seeking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Bilingual, fluent in English & Chinese/
Cantonese/Vietnamese/Spanish
•Previous banking experience
(teller and/or new accounts) preferable
•Computer literacy •At Different branches
Email:GBNAHR@goldenbank-na.com
Or Fax: 713-596-6999 EOE

*裝修公司請人

*貿易公司請人





























*Golden Bank, N.A.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永利食品公司誠聘機修人員

●主要工作內容：每日巡回檢查機器設備
每周定時對機器進行加油
維護日常生產設備, 安裝新的生產設備
維護日常廠房設施
缺人的時候，需要幫忙生產作業。
幫助檢查工廠衛生（會提供培訓）
●要求：了解工廠生產設備的機械原理。
了解冰箱，凍庫設備及其工作原理，在指導下
維修冰箱及凍箱。
（不需要 License)
*公寓地產管理公司誠聘
公司誠請員工多名
*招聘辦公室文員
了解攪拌機，皮帶，液壓系統，劑餡機，油鍋等
休斯頓地區
●會英文,懂電腦,收銀及電腦出貨員工, 機器的工作原理。
要求：中英文流利，
粗通電路及控制電路維修。
●區域總經理 ●維修總監
一周五天 10 點至 6 點,每小時$12 元起, 動手及學習能力強。能夠通過指導改造機器設
精通 Word / Excel 等辦公軟件，
全職提供保險,帶薪假期以及 401k,
備，安裝新的設備及機器。
升值空間大,需要報稅.
2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薪優
需英語流利,認真負責 ,有經驗者優先
有銅電焊能力。
●另請打雜. 近中國城.
聯系方式：請發送英文簡歷至
意者請 Email 履歷至:
及時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
可使用電動叉車，電弧焊機器等工具。
yassiritovar2@gmail.com
hr@gpi-management.com
有意者電 : 281-306-2115
●工作環境：工作強度較高，冷熱循環。
每周工作 5 天，如果周六加班需要工作，
***** 誠 業 環 球 集 團 *****
*中國城牙科診所,高薪誠聘
每天休息半個小時，年薪稅前 45K，包住，
由於公司業務量巨增,總部及各分部現擴招,
誠聘以下全職員工:
●牙科助理
●前檯工作人員
●經理助理
1. 物流專員 （2 名） 2. 行政助理 （1-2 名） 3. 銷售助理 （2 名） 每年可以放一周帶薪假。如有需要申辦綠卡，
有經驗者優先, 無經驗者可提供培訓, 需中英文流利,
公司可以提供資料。試用期三個月。聯系方式
4. 倉庫文員 （1-2 名）
5. 倉庫工作人員 （2-3 名）
趙小姐 電話：314-489-6212
全職或半職均可, 工作穩定, 福利優,
6. Class A CDL driver : Dallas, Chicago, Oakland, Cleveland
Email: Amyzhaoyong1981@hotmail.com
公司提供帶薪年休假期. 我們期待著您 加入團隊!!
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和電腦操作水平,可辦 H1B. 總部位於 Houston 及
王先生 電話：314-600-4303
有意者請電 : 618-789-3150
分部招聘: Dallas, Chicago, Atlanta, Cleveland, Kansas city 及 Oakland. Email: Wangkaikyle@yahoo.com
簡 歷 電 郵 : zjin818@gmail.com
有意者請發送郵件或履歷至: resume@cyglobalusa.com
610 State Highway 64 W.,Henderson, TX 75652

聘請 經理助理/業務助手
誠請有經驗的裝修工人，
需要木工，牆體，瓷磚等師父及幫工， 公司位 Missouri City﹐需中英文流利﹐
合法身份報稅﹐
薪資待遇面議.
有經驗者優先，待優。
應屆畢業生優先.
聯系人：Richard
有意者請發送簡歷到郵箱﹕
聯系電話：832-778-0090
832-212-2051
dwc4501@gmail.com

*Project/Product Engineer (TelcoGreen)

Telco Green Overview : Based in Houston, TX, Telco has been bringing together the quality electric motor solutions, motion control
assemblies, components to create optimized solutions to OEM customers for over 35 years. TelcoGreen, one of Telco’s division, provides
line of Electronically Commutated Motors (ECM) to high-efficiency component needs. The target markets we serve are HVACR,
pump and commercial food equipment. TelcoGreen is rapidly expanding. We’
re seeking new talent to join our fast-growing team!
Responsibilities:
•Provide technical industrial sales support to sales team and OEM customers
•Support and expertise in assigned Core products & act as a technical bridge between factory and customers
•Function as Product Manager in the assigned core product line-clearly understand competitor products, pricing, performance, and NPI process.
•Provide in-house technical support/products training.
•Project Management – provide solutions for standard and custom products RFQ.
•Prepare and coach sales team on production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 new product initiatives.
Qualifications:
•Bachelor’
s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r related Engineering program
•Bilingual Preferred – Mandarin & English
•Excellent writte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Experiences with ERP systems ( SAP preferred )
•Project Management related experiences
•Must be self-starter with excellent time management skill
Please send cover letter and resume to twen@telcointercon.com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company

in Houston is currently seeking new talent to join our team.
Sr.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Logistics Specialist
•Bachelor's Degree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with business
or supply chain background
•1~2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ERP - SAP experiences are preferred
•Take full ownership of customer issues & show a strong
commitment to going above & beyond
•Manages logistics operations to ensur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delivery of shipments
•Positive Attitude. Dependable. Takes initiative.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spoken & written).
•Bilingual (Mandarin & English) is preferable.
Please email your resume to:
lwang@telcointercon.com, Attn: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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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E 正規專業按摩學校招生

按 *妙齡網紅,丰乳翅臀 極品 Baby! 粉嫩少女
摩
高顏值
服
務
832-380-1539
832-821-6686

*凱 悅*

** 真 愛 台 北 **

實惠的價格

舊雨新知

輕鬆的享受

歡迎預約:
832-630-3343

832-359-6141

漂亮氣質東方美女
早 9 點-晚 12 點
休斯頓中國城. 歡迎電話預約: Massage School
按摩學校招生中
832-988-7118

1000

HIRING
for Massage
按摩請人

1000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英
文
班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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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browning.trustab.org

W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報稅服務

口

房產經紀人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美南駕校
10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疫情期間有中文網絡筆試課，取消罰單課，保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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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可以考駕照。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成人筆試班: 周二，六 10am-4pm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取消罰單安全班 : 周二，六有課
三三
三三三三School
三三三三三三三7001 Corporate Dr #203 832-277-7226 王教練
Driving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2三三三三三三三 ****** 報 稅 ******

譯

口譯服務

專業口譯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各種翻譯

非誠勿擾,請短信:281-236-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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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800



汽 車
保養修理

Auto Repair

JuJu's 寵物美容

狗狗寵物美容

Pet Grooming

美國專業資格認證
手工剪毛,寵物託管$20
精心照顧,收費合理
近 Richmond/休斯頓
281-818-8809
281-496-7878
12624 Briar Forest

*為子徵婚
36 歲男, 有身份,生存能力超強,
身高 188, 基因優良, 誠尋心地善良,
寬容大度,能力強弱皆可,
20-30 歲基因優良女士.先友後婚.
意者請電: 832-969-5083 李

李氏修車行/汽車買賣
換機油$18.99 年檢$25 "鈑金部"多有折扣
專修本國車,進口車,引擎系統,剎車系統,變速器,電路
鈑金噴漆,修理 代辦一切保險理賠,24 小時拖車服務.
Lee Enterprises Complete Auto Repair
11830 Beechnut St. Houston,TX 77072 /Kirkwood
電:281-575-7221(中英越) 手機:832-622-7134

6 天營業 周一至周六: 9 點~6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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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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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蘇揚建築裝璜
誠實裝修
榮盛裝修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700
修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腰酸背疼,輾轉難眠? 夢想一覺睡到自然醒? 丌丌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內外油漆,屋頂補漏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
還好有 30 多年老字號的床墊世界,專賣各種超硬 丌丌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理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水電木工,籬笆水槽.
三三
三
實木板床墊和彈簧床墊. 美國生產,質量最優, 丌丌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業
三三
安裝更換熱水爐.
價格最平,款式最齊,市內免費送貨.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小修小補.
三三
三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另有廠家直銷各式家具及自動清洗抽油烟機. 丌丌
務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三三
請電 : 713-777-1188 (近 59,離中國城 5 分鐘)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丌
質量保證. 請電:
請電: Sam 劉
三三
張
丌丌
丌三
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607-7861
丌
6121 Hillcroft Ave, Ste M1, Houston, TX 77081
Remodeling
三三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832-606-7672 832-866-2876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誠請裝修工人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天天裝修

浙江大余裝修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鋪草皮,修換圍欄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大小工程,
提供商業保險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余:929-392-5818
身份,薪酬優厚.
713-371-2713 戴師傅 eng: 646-925-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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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隨叫隨到裝修 正翔屋頂/裝修 700
專業漏雨
瓦片翻新
室內外裝修 20 年
經驗. ~免費估價~
713-269-9582

, 別蹉跎歲月
歲月
千 別猶豫 別蹉跎
一
里
線
姻
牽
緣

800

修
理
業
務

Remodeling

700



床墊專賣

中國城軍火庫

Kate Zhang
可在全美 38 州携帶
全課程半天完成$100
●個人房屋買賣
( 外州駕照可申請 )
●商業房產買賣
各式槍枝買賣/交換
Gun License 9896 Bellaire #G1
微信：15042558967
( 黃金廣場內 )
電/短信：917-378-5316 申請帶槍執照 281-236-4723

專收購舊車壞車

床墊世界

Mattress for sale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仿真練習，讓您 100%通過
* VIP 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DPS 指定 王朝駕校 路考第三考場
10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DPS
三三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的教練考路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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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筆試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 每星期一至六上課，務必預約.
路考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 務必預約. 考路試，務必預約.
安全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School
三三三三三電話:
三三 832-633-5555 周師傅 832-983-9509 Tom 發哥
Driving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房地產經紀人
三三三三
德州帶槍執照

北夏接送服務

832-382-5645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專業翻譯各種學歷證書, 成績單, 結婚, 離婚, 出生, 死亡證書.
●各種戶籍,房產,銀行證明 ●法律,經濟,財務等專業文件及口譯,
代辦公證認證.●30 多年翻譯經驗,得到美國&中國政府機構認可接受.
價格優惠,專業迅速。 電話 : 713-414-3115
電郵:service@ustranslator.com davidwon1025@hotmail.com
Http://www.ustranslator.com
Member of the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Transportation

入籍班招生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機
場
接
送

招女按摩師，有工卡，能報稅，
大費五五分成，每天日結工資，
有執照者優先，
無車者住宿條件優越.
有意者請電: 346-247-6440

Realtor

, 別蹉跎歲月
歲月
*男 士 征 婚
千 別猶豫 別蹉跎
一
69 歲，喪偶，身高 1.74 米，
里
線
身體健康，性格開朗，
姻
牽
誠尋有意組建家庭的有緣中國女士.
緣

800

長期招聘兼職全職按摩人員
男女均可,不會的可教
只需要你有一顆願意學習的心.
意者請聯系 :
636-399-7438

美華翻譯中心 M&H Translation Services

譯

移民、醫療、商業
中英流利,收費合理
832-877-0828
（陸克）微博：
L832779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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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斯頓好區正規床腳店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打電話或短信： 917-378-5316

英文: 713-528-2097
中文: 832-231-5279
地址: 4141 Southwest Fwy #510
Houston, TX 77027
● 德州立案 500 小時按摩課程培訓(MS0098)
● 全期 5 個月課程.
● 有專業按摩執照老師,中英文授課.
● 學費有優惠,不另收額外費用.
● 聯邦按摩考試 MBLEX 衝刺班.
● 聯邦按摩考試加強班 100%通過率.
● 按摩執照更新服務.
● 免費按摩英文課程.

*海邊高端 SPA

駕駛學校

駕駛學校

Registration

Massage School
按摩學校招生中

** 高級 SPA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請女按摩師
*韓式大型 SPA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聖安東尼奧正規床腳店
休士頓，Katy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請女按摩師﹐要求
Westgreen & Kingsland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按摩經驗﹐
性格好﹐ 誠招能報稅，有執照的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有工卡
（年齡不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按摩師(男女不限).
月入 6 千﹐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五五分﹐
丌
大費高，小費好。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提供住宿﹐色免.
絕對色免.聯系電話: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意請電 :
281-743-6613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10-740-5703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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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裝修

順發裝修

●承接 : 舊房翻新,
地板人工 90￠/呎
浴室廚房改建.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承攬:商業/餐館裝修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木工活,水泥面,籬笆牆
二樓樓梯圍欄,
小修小補,保修 3 年. 精優價廉.以上工程,
~~ 百萬保險 ~~ 保修 2 年.(訂做按摩床)
電:281-787-1283 281-323-9938 王順

吳氏專業裝修

執照# LI 0019006
庭園灑水,庭園設計,籬笆
內外油漆翻新,涼棚涼檯
洗衣機,乾衣機,洗碗機,
水龍頭,地板,地磚,廁浴,
更新,水務維修,電路修換.
832-818-3185 國粵語

今第建築裝飾+設計+繪圖

各類餐館、甲店、家庭開工圖紙,
專業室內設計, 3D 效果圖. 20 年以上設計經驗,
多州建築師執照, 政府註冊,1.5 千萬保險.
專業施工團隊承接: *餐館 *甲店 *商業 *廠房
832-779-5888 劉小姐 www.jdn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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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富貴裝修公司

專做居家小活

修補牆面、油漆.
內外油漆,地板地磚,衛生間,廚房翻新,
翻新衛生間,廚房,房間改造,疏通上下水
專業籬笆 翻新與維修
更換熱水器.漏水.庭院等等....
居家小活統統都做.
我的價格包您滿意
713-429-2685
電話: 832-206-2118
702-888-5518

*房屋修理*

浴室，漏水，天花板
屋頂，廚房，內外牆
地磚，地板，高壓洗
油漆，籬笆，蓋涼廳
水電門窗，舊屋翻新
餐館改造.~好價格~
713-515-7652

兄弟建築公司 832-860-1133

General Contractor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
三三
佳寶建築公司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 萬福 裝修公司 ***
700
修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政府註冊. 承接各種大小工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
理
有多年經驗豐富裝修師傅。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 A/C 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您的房屋改造,櫥櫃,門窗,浴室,內外油漆,地板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業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磁磚,冷凝氣,水電維修,水泥路面,車庫,外牆等..
丌丌
專精大型倉庫,Shopping
Center 等大型建築
三三
三
務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專業裝修師傅就是您的質量保證.
從選址,設計,請照,施工
一條龍服務.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 免費估價.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Remodeling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電話 : 832-380-1166 李師傅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700

潮江裝修

廚廁改建,地板磁磚
內外油漆,木工水電
廚櫃理石,檯面安裝
香港師傅,專業守信
請電: 陳師傅
832-629-2688
誠聘裝修師傅

美 滿 裝 修

19 年經驗,專精商業住宅
理石廚櫃,地板,磁磚,浴室改建,內外油漆,
門窗,水電,涼棚,圍欄及屋頂翻新.
誠信+優惠+專業 特價 & 保修二年
832-419-5588 張 ●另請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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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廣告
24 小時,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分類廣告 4
星期二

玻璃門窗專家

Pest Control

Door/Window Glass

專業砍樹服務

通水管
排污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7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庭三三木水石電全能
品質保證+安全保證+價格便宜保證
執照#LI 0019006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商業/住宅
花草自動灑水系統,
園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Shower Door, Window Glass
軟水器,淨水器,籬笆,涼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美三三
Mirror Wall, Furniture Glass
亭,魚池,地板,磁磚,電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浴缸,浴室落地玻璃門, 住家辦公樓大門玻璃
餘泥
化三路,水路,招倒垃圾﹑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一般牆上及臥室大型鏡子,傢具台面玻璃
及以上各種維修.國粵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Gardening
請英文/越語 : 346-561-2430
832-818-3185 吳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專業籬笆圍牆 分類廣告專頁
專業砍樹

籬笆 Fence

Claims Service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小潔水管公司

頂好排污

832-722 2099

德州執照 TCEQ24431
德州 Master 執照 40172
抽餐館油井,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洗衣店水井,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水表,下水道,通堵,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832-462-3832
832-462-4011
城市申報檢驗.

房屋理賠

下水道專家



滿意水電

誠信專業水電

水 工

需要修換水管,
安裝水龍頭,
馬桶,浴缸,
花園噴水系統。
請電: 張生
281-236-7471



專業冷暖氣

浩記冷暖氣維修 陳氏專業冷氣

專業修理安裝:
傑克修空調.專業冷暖 住宅/商業冷暖氣,
冷暖氣系統
冷暖氣維修更換,
中央,分體,窗式空調 氣系統維修、更換. 冷凍,冷藏設備維修
保養,維修,安裝,
商用 cooler,freezer,
餐館制冷設備修理
安裝,更換.
免費檢測、估價.
家電,熱水爐.
專門解決疑難問題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政府執照,15 年經驗
質量保證,價格合理.
任何空調問題.
保證質量,價格公道
請 電:
請電: 王師傅
請聯系我：Jack
請電: 陳(英粵國越)
請電 : 黃先生
832-382-8026 346-276-5578 832-759-4638 281-236-2846
832-421-6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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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空調公司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Service

修空調●修水電
找大衛,又快又好又便宜
維修費一律 80 元 (材料費除外）
德州執照,空調技師大衛
832-923-6578 (中文)
281-866-1073 (英文)



Chang Le Service 長樂 AC
安裝維修冷暖氣,
換熱水器 change water heater
價格合理,保證質量，服務快速.
Please Contact: Jay Yu.
請電：於先生 346-232-8970
832-868-8071

700
鐵
工
廠
Iron Works

誠意鐵工廠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800
一一一

泰平鐵工廠

林記鐵工廠

合家歡冷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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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維修
Tel : 713-823-6863
www.expresscs.net
Computer Service

萬家樂冷暖氣


8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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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Service

雅聖冷暖氣

精藝冷氣水電

冷暖工程,家用電器 專業維修、安裝
廚浴設備,修換水爐
冷暖氣系統,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維修更換熱水爐.
漏水斷電,急修急通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電: 蕭師傅
電話：陸先生
832-490-7988 346-606-6871

吉順冷暖氣公司

報警監控安裝

監控系統安裝

安全監控系統

監控系統 4MP 超清
帶 4x 鏡頭, 包安裝,
一套$700 起,無月費
支持手機監控及回看
請來電話咨詢:
832-310-7499

范氏鐵工廠

美南網站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四季搬家公司
丌丌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搬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丌
往 Austin,Dallas,
San Aotonio 特價優惠.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本公司有各大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
丌丌
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 廣告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英文電洽 : 281-903-7688 832-867-5467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司丌丌
Moving
Service
或上網查詢: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http://www.allseasonsmove.com
丌丌
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
《如意》搬家
順豐搬家快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拉貨.搬家.運東西.
丌丌
丌丌
貨運公司.專業搬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居民.公司.倉庫.鋼琴.
各種 家庭 / 倉庫 /
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具拆裝,跨州長途搬運
辦公室 / 搬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只要你需要,
專線休斯敦-洛杉磯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我們一定
丌丌
“搬”
到.
電話: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司丌丌
Moving
Service
281-797-9898
832-966-6077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832-290-8770



專業安裝,維修,保養
冷暖氣系統
維修水電( 開關,電路,
電風扇,熱水爐 )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電:劉先生.●請幫手
832-552-0155

專業定制各種防門自動
專業定制各類防盜門窗
經營多年,專修
大門,專業遮光智能溫室 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 精工電焊,鋁,不銹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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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棚,2000 呎到 3500 呎
餐館設備,爐頭,
修理翻新各類鐵件
玻璃溫室連棟大棚,可
工藝鐵門.
(鐵欄,扶手,樓梯等), 開門機修理,鐵欄杆修理,換新.陽台扶手.
定制呎寸,專用鋼結構
金屬構件加工.
多年經驗,質量保證. 出售鐵欄杆,大門,柱子等..承接各種焊接,
房屋,,可訂制呎寸, 移動
www.taipingironworks.com 281-889-1086 修理工作. 保證質量.良好的售後服務.
房屋大棚專用暖風機.
713-598-8889 (中文) ●誠請電焊工
電:832-566-7888 281-785-9895 劉 832-420-4376

電腦專家

居家空調水電
洗衣烘乾,熱水爐具
冷暖空調,抽風排氣
水喉水槽,滴漏堵塞
開關插座,生活電器
住家餐館,質優價低

政府執照 TACLB95906E 百萬保險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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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修餐館及超市冷凍,冷藏設備,電機,電路
~ 政府認可的 TOP 空調專業技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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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818-2990 宛 (Wan)
832-860-3388 蒲繼忠
●薪優,誠招空調幫手一名

精準冷暖氣 & 冷凍公司

AirTuner (各種品牌)
●住家及商業 : 保養維修、更新.
●德州執照 TACLA 80788C
●高額保險 : 價格公道
**任美國最大冷暖氣公司資深技工**
P.J. 陳 : 832-367-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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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各種漏水 700

專修室內外各種漏水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專精上下水管道,
舊屋水管換新,
更換各種室內外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漏水,堵塞及疑難雜症.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改移,換新上下水管線,
屋頂,地下漏水
水零件,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熱水器,水龍頭,浴缸,
房屋整體水管更換,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淋浴,馬桶.●維修改裝
修換熱水器
修換熱水器.
車庫門安裝維修
供電線路,換電箱,加改 832-217-6958 修
Plumbing Service 713-429-2685 曹 832-576-6957 供電線路及電器設施
713-885-4818 英
702-888-5518
713-480-3646
●招助手或學徒

快速冷暖氣修理 修空調找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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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水水

Plumbing Service

爽快水管專業

通水管
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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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
電器

26 年經驗,價格合理
修補翻新各種屋頂
大小工程,質量保證
免費估價. Min Park
832-202-8432

Claims Service

$65 起。高科技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60 元起,不通不收費 346-276-5578 王
迅速為你解決
●上水管: 跑、冒、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地下水道堵塞
滴、漏,修理更換;
按裝. 經驗豐富, 漏水堵塞,洗水盆,浴缸 ●下水管: 堵塞疏通,
●漏水、等難題
馬桶,打碎機,下水道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德州大師級執照
專業更換熱水器 ●更換維修廚房,衛生間
陸先生(中文).請電： 7 天 24 小時. 請電:
設備,熱水器等..... 電話 832-708-8688
281-818-6524 832-421-6698 質量保證,價格合理. 短信 832-929-2771





專精上下水

十年豐富經驗面對各種保險公司,房屋遭受暴
風雨,冰雹損害,房屋漏雨,房屋水管爆裂漏水,
火災,我們能幫您從保險公司爭取到您應得的
賠償.拿不到賠付免任何費用,保證施工質量.
免費咨詢電話:713-732-8802 中文
832-683-8753 英文

房屋理賠

專業維修, 重建,新建,
各型籬笆,范士,圍欄,
圍牆.價格優惠,
10 年質量保證,
完工後滿意付款,
全市最低價,150 元起.
832-969-5083 李

專通下水管道

龍運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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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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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房屋理賠服務



通水管
排污

Flooring Service

益明清洗地毯

地板$1.89/呎 &up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廚浴更新
832-353-6900
地毯清潔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 Carpet cleaning

PN Pro Glasses 門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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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元起*
832-969-5083 李

700

700

敦煌地板



家



專

Classy Pest Control 提供專業的殺蟲服務
包括住家及商業地區,
讓您擺脫蟑螂/螞蟻/蜘蛛/老鼠/白蟻等的困擾
本公司提供免費的估價.
34 年專業經驗. 專業白蟻檢測及殺蟲服務.
電話(英): 281-437-4329, 713-516-1747
(中文): 346-252-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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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

地板銷售安裝

CLASSY 殺蟲專家



殺

2021年3月23日

安全監控系統

Alarm 專業安裝
$19.95 月費
監控安裝每一路$75 起
四路特價,工廠直營,
倉庫在 Harwin,有
安裝執照. B09382201
電:713-779-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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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房門專家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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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墊世界

腰酸背疼,輾轉難眠? 夢想一覺睡到自然醒?

還好有 30 多年老字號的床墊世界,專賣各種超硬實木板床墊和彈簧床墊.
美國生產,質量最優,價格最平,款式最齊,市內免費送貨.
※另有廠家直銷各式家具及自動清洗抽油烟機.
: 713-777-1188
床墊專賣 6121 Hillcroft Ave, Ste請電
M1, Houston, TX 77081 (近 59,離中國城 5 分鐘)
Mattress for sale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西 南 搬 家

(O)281-933-1555
(F )281-933-2953

I.C.C. M.C.249994

TX.D.O.T. 44648C
政府註冊 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U.S.D.O.T 461436
26 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www.swmoving.com
Email: mike.kuo@swmoving.com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公寓，住家，辦公室，倉庫遷移。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市區內、紐約、加州、全美長途、回國傢俱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 國語
包裝及自用車運送。
24 小時服務 832-367-6090 國,越南,廣東 ●政府合法執照,25 年經驗,工作保證,誠信可靠.

聯合搬家公司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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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
場
接
送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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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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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 sends envoys to Mexico, Guatemala
asking help on migrant flow

WASHINGTON/MEXICO CITY (Reuters) U.S. officials will ask authorities in Mexico
and Guatemala to help stem migrant traffic,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Jen Psaki said
on Monday, a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truggles to contain a burgeoning humanitarian challenge along the U.S. border with
Mexico.
Migrants crowd a room with walls of plastic
sheeting at the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temporary processing center in
Donna, Texas, U.S. in a recent photograph
released March 22, 2021. Office of Congressman Henry Cuellar (TX-28)/Handout
via REUTERS
President Joe Biden dispatched U.S. envoys,
including White House border coordinator
Roberta Jacobson, to the two countries on
Monday for talks on how to manage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migrants heading
for the U.S.-Mexican border.
When asked if the U.S. delegation would
seek support from local officials, Psaki told
a news briefing:
“Absolutely, part of our objective as Roberta
Jacobson,...conveyed when she was in here
just a few weeks ago, was that we need to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these countries to
address the root causes in their countries to

convey clearly and systematically that this
is not the time to travel.”
Jacobson was joined by Juan Gonzalez,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s senior director
for the Western Hemisphere, and Hondu-

the border illegally.

ment-run shelters.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migrants fleeing
violence, natural disasters and economic
hardship in Central America is testing Biden’s
commitment to a more humane immigration
policy.

Biden has resisted calling the border drama a crisis despite
Republicans’ insistence that it fits the description.

White House spokeswoman Emily Horne
said Jacobson’s goal
in Mexico is developing “an effective
and humane plan
of action to manage
migration.”

ran-born diplomat Ricardo Zuniga, just
appoint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as the
Northern Triangle special envoy.
Gonzalez will continue to Guatemala to
meet Guatemalan officials, as well as
representatives from civil society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Biden’s promise to end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hardline immigration
policies has been complicated by a recent
spike in the number of migrants crossing

The visit was also
announced by
Mexico’s foreign
ministry, which said the talks would take place
on Tuesday.
Gonzalez’ aim in Guatemala is to “address
root causes of migration in the region and
build a more hopeful future in the region,”
Horne said.
U.S. officials are struggling to house and
proces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unaccompanied children, many of whom have been stuck
in jail-like border stations for days while they
await placement in overwhelmed govern-

“Children presenting at our border, who are fleeing violence,
who are fleeing prosecution, who are fleeing terrible situations,
is not a crisis,” Psaki told reporters.
Biden and his team had a mixed message at the outset of the
border woes, saying the border was closed but that unaccompanied children would be given care.
Psaki sai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placed 17,118 radio
ads in Spanish, Portuguese and 6 indigenous languages to
discourage U.S.-bound migration from Central America and
Brazil. She said 589 digital ads have also been placed.
Mexico has beefed up law enforcement at its southern border
to stem a sharp increase in migrants entering the country to
head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in issue to discuss will be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south of Mexico, as well as
the joint efforts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Roberto Velasco, the top official at the Mexican foreign ministry
for North America, said on Twitte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ill also attend the meeting, Velasco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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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 Asian Hate Vigil &
Rally
Just last Saturday the Asian
groups in the Houston area
hosted a rally at Houston’s
Downtown Discovery Green
on the Grace Events Lawn.
My news team and I attended
this sad event with many
Asians in the Houston area in

attendance.
We heard a lot of community
leaders and politicians
making speeches and
expressing their outrage
about the murders in Atlanta,
Georgia, where six of the

eight victims were Asian
Americans. Even though
President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Harris went there to
try and comfort our
community,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is still there.

Wealee@scdaily.com

When we look back,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our race issues
are related to our leaders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many working class people
lost their jobs which created a
special poor class in the
country. The political elite and
a few of the wealthy class
were in control of our society.

Մ↛፹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LIVE

Now more and more poor
people are suffering at the
bottom of our society.
Today our community as a
minority is facing the whole
economic downturn directly.
Many radical groups use us
as a scapegoat. They are
blaming Asians as the ones
who are stealing their jobs
and brought the virus to
America.
This is a very sad time. We all
need to be united. We also
need to depend on the
wisdom of our leader to lead
us to the brighter tomorrow.

Editor’s Choice
Migrants cross the Rio Bravo river to turn
themselves in to U.S Border Patrol agents
to request for asylum in El Paso, Texas, as
seen from Ciudad Juarez, Mexico. REUTERS/Jose Luis Gonzalez

People hold placards during a “Stop Asian Hate” rally, following the deadly
shootings, in Atlanta, Georgia. REUTERS/Shannon Stapleton

Loretta Johnson prays during open prayer at the Faith Temple Church in the Fifth Ward, known
as the historic Black community, in Evanston, Illinois. In 1955, Johnson was not allowed to be
born at the local hospital in Evanston where her father worked, instead she was born at Cook
County Hospital. REUTERS/Eileen T. Meslar

Firefighters pose for a selfie as
they rest next to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Guard, during a wildfire
at the Sierra de Santiago, on the
outskirts of Monterrey, Mexico.
REUTERS/Daniel Becerril

People mourn as they attend the funeral of Thet Paing Soe, who was shot and killed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the military coup in Yangon, Myanmar. REUTERS/Stringer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first
lady Jill Biden return to the White
House after a trip to Camp David, in
Washington. REUTERS/Erin 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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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 Urges Unity Against Hate,
Racism After Meeting With
Asian American Leaders

President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Harris at a COVID-19 briefing at the headquarters for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 Atlanta on Frida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President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Harris
called for unity after attack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have surged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re are simply some core values and beliefs that should bring us together as Americans,” Biden said during a speech at Emory University in Atlanta on Friday. “One
of them is standing together against hate,
against racism, the ugly poison that has long
haunted and plagued our nation.”
Biden’s remarks came three days after a
gunman opened fire at three massage businesses in the Atlanta area, killing eight people, including six women of Asian descent.
While the suspect, 21-year-old Robert Aaron Long of Georgia, told investigators that
the shootings were not racially motivated,
physical violence and verbal harassment
against members of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have spiked over the past year.
“Whatever the motivation, we know this,
too many Asian Americans walking up and
down the streets are worried,” Biden said.

“They’ve been attacked, blamed, scapegoated, harassed, they’ve been verbally
assaulted, physically assaulted, killed.”
The president said that these incidents
are evidence that “words have consequences.”

Flowers and signs adorn Gold Spa in
Atlanta during a demonstration on
Thursday oppos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Asians following this
week’s deadly shootings in the area.
(Photo/Megan Varner/Getty Images)
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reased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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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20, according to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ate and Extremism.
That increase roughly tracks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efforts to blame
China for spreading the coronavirus,
repeatedly referring to it as the “China
virus,” “China plague” and “Kung flu.”
Harris, who joined Biden during the trip
to Atlanta, called Tuesday’s shooting
rampage a “heinous act of violence” that
has no place in Georgia or the United
States.
She also said that the uptick in anti-Asian
hate crimes is a reminder that racism, xenophobia and sexism is real in America
and “always has been.”
Biden and Harris met with local leaders
of the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community behind closed doors
during their visit to Georgia’s capital.
The president also called on Congress to
pass the COVID-19 Hate Crimes Act.
The previously planned visit to Atlanta
had initially been intended as a victory
lap for the passage of the president’s $1.9
trillion COVID-19 relief package, which
won approval in the closely divided Senate thanks to Democratic victories in two
Georgia runoff elections.
To honor the victims, Biden on Thursday
ordered the U.S. flag to be flown at halfstaff at the White House and all federal
buildings and installations.
In Atlanta, Biden and Harris also visited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here they
received an update on efforts to fight
COVID-19.

White House deputy press secretary Karine Jean-Pierre told reporters traveling
on Air Force One that Biden will offer
support for Asian Americans in the state
and across the country and talk about his

commitment to battling xenophobia and hatred. The president wants to hear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violent incident from local
elected officials, she said. (Courtesy npr.
com)
Related

Asian Americans Grieve, Organize
In Wake Of Atlanta Attacks

Asian Americans were already worn down
by a year of pandemic-fueled racist attacks
when a white gunman was charged with
killing eight people, most of them Asian
women, at three Atlanta-area massage businesses.
Hundreds of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turned to social media to air their
anger, sadness, fear and hopelessness. The
hashtag #StopAsianHate was a top trending
topic on Twitter hours after the shootings
Tuesday evening.
“I think the reason why people are feeling
so hopeless is because Asian Americans
have been ringing the bell on this issue for
so long... We’ve been raising the red flag,”
said Aisha Yaqoob Mahmoo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Atlanta-based Asian American
Advocacy Fund, which does political and
advocacy work across Georgia.

Many also were outraged that the suspect,
21-year-old Robert Aaron Long, was not
immediately charged with hate crimes. Authorities said Long told them the attack was
not racially motivated and claimed that he
targeted the spas because of a sex addiction.
Six of the seven slain women were of Asian
descent.
Mahmood said Asian American business
owners in the Atlanta area were already
fearful because of incidents like graffiti and
break-ins. The shootings will raise that worry to new heights.
“A lot of Asian American business owners
in the beauty parlor industry and food ser-

vice — these are often the most visible
front-line faces in the community,” Mahmood said.
Meanwhile, from Phoenix to Philadelphia,
Asian American organizations organized
events aimed at showing unity. Asian
Americans United, the Asian Pacific Islander Political Alliance and several other partner groups held a vigil Wednesday
afternoon in Philadelphia’s Chinatown
neighborhood.
For the past several weeks, Asian Americans have questioned how to deal with
a recent wave of assaults — many on the
elderly — that have coincided with the
pandemic. The virus was first identified
in China, and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others have used racial terms
to describe it.

Numerous Asian American organizations
say Trump’s rhetoric has emboldened
people to express anti-Asian or anti-immigrant views. Nearly 3,800 incidents have
been reported to Stop AAPI Hate, a California-based reporting center for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and its
partner groups, since March 2020. Nationally, women reported hate crimes 2.3
times more than men.
Following the release Wednesday of a report showing a surge in white supremacist
propaganda in 2020, 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 told The Associated Press tha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he propaganda included anti-immigrant rhetoric.
“The path forward for us is really just
standing together and making sure we
don’t let these types of tragedies divide
our communities.” (Courtesy apnews.
com)

COMMUNITY

Stay Home!												Wear Mask!

WHO Points To Wildlife Farms
In Southern China As Likely
Source Of Pandemic

Bamboo rats are among the wild animals farmed for food in China and other
parts of Asia. A membe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eam investiga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says its report will conclude that such animal farms
are likely the place where the pandemic began. Above, a live rat is on sale at a
food market in Myanmar. (Photo/Jerry Redfern/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A membe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vestigative team says wildlife farms
in southern China are the most likely
sour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China shut down those wildlife farms in
February 2020, saysPeter Daszak, a disease ecologist with EcoHealth Alliance
and a member of the WHO delegation that
traveled to China this year. During that
trip, Daszak says, the WHO team found
new evidence that these wildlife farms
were supplying vendors at the Huanan
Seafood Wholesale Market in Wuhan with
animals.
Daszak told NPR that the government response was a strong signal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ought those farms were the
most probable pathway for a coronavirus
in bats in southern China to reach humans
in Wuhan.

Those wildlife farms, including ones in
the Yunnan region, are part of a unique
projec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promoting for 20 years now.
“They take exotic animals, like civets,
porcupines, pangolins, raccoon dogs
and bamboo rats, and they breed them
in captivity,” says Daszak.
The agency is expected to release the
team’s investigative findings in the next
two weeks. In the meantime, Daszak
gave NPR a highlight of what the team
figured out.

WHO officials inspect seafood mar-

ket at epicentre of the original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Wuhan. A team
l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visited the Huanan seafood
market in Wuhan, China, on January 31, 2021, as part of a long-delayed
mission to trace the origins of the pandemic. 14 scientists and WHO officials
are spending a month in China as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China promoted the farming of wildlife
as a way to alleviate rural populations
out of poverty,” Daszak says. The farms
helped the government meet ambitious
goals of closing the rural-urban divide,
as NPR reported last year.
“It was very successful,” Daszak says.
“In 2016, they had 14 million people
employed in wildlife farms, and it was a
$70 billion industry.”
Then on Feb. 24, 2020, right when the
outbreak in Wuhan was winding dow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de a complete about-face about the farms.
“What China did then was very important,” Daszak says. “They put out a declaration saying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stop
the farming of wildlife for food.”
The government shut down the farms.
“They sent out instructions to the farmers about how to safely dispose of the animals — to bury, kill or burn them — in a
way that didn’t spread disease.”
Why would the government do this? Because, Daszak thinks, these farms could
be the spot of spillover, where the coronavirus jumped from a bat into another
animal and then into people. “I do think
that SARS-CoV-2 first got into people in
South China. It’s looking that way.”
First off, many farms are located in or
around a southern province, Yunnan,
where virologists found a bat virus that’s
genetically 96% similar to SARS-CoV-2,
the coronavirus that causes the disease
COVID-19. Second, the farms breed animals that are known to carry coronaviruses, such as civet cats and pangolins.
Finally, during the WHO’s mission to
China, Daszak said the team found new
evidence that these farms were supplying vendors at the Huanan Seafood
Wholesale Market in Wuhan, where an

early outbreak of COVID-19 occurred.
The market was shut down overnight on
Dec. 31, 2019, after it was linked to cases of what was then described as a mysterious pneumonia-like illness.

Members of the WHO mission to Wuhan meet Chinese officials
“There was massive transmission going
on at that market for sure,” says Linfa
Wang, a virologist who studies bat viruses at Duke-NUS Medical School in
Singapore. He’s also part of the WHO
investigative team. Wang says that after
the outbreak at the Huanan market, Chinese scientists went there and looked for
the virus.
“In the live animal section, they had
many positive samples,” Wang says.
“They even have two samples from
which they could isolate live virus.”
And so Daszak and others on the WHO
team believe that the wildlife farms provided a perfect conduit between a coronavirus-infected bat in Yunnan (or neighboring Myanmar) and a Wuhan animal
market.

Bamboo rats are prized for their ample flesh. This year was looking to be
a good year for rat breeders like Liu
Ping — consumption of the grilled
delicacy was increasingly popular and
prices were going up — until the coronavirus struck. (Photo Liu Ping)

“China closes that pathway down for a
reason,” Daszak says. “The reason was,
back in February 2020, they believed
this was the most likely pathway [for the
coronavirus to spread to Wuhan]. And
when the WHO report comes out ... we
believe it’s the most likely pathway too.”
The next step, says Daszak, is to figure
out specifically which animal carried the
virus and at which of the many wildlife
farms. (Courtesy np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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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地產 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
讓房東們能夠安心、
讓房東們能夠安心
、省心
省心、
、放心
，佣金到手了都可以做到主動退回，他怎麼會不
信任我？我也不怕麻煩，從頭再來幫他找房子，
我有這個耐心。」 正是因為這一份耐心，邵小明
的客戶常常是從他老客戶那邊聽到口碑慕名而來
的。
獨具前瞻性眼光
中年創業的邵小明多了一份成熟和穩重，豐
富的工作經驗和對行業的了解，使他對公司的發
展前景獨具前瞻性眼光，他十分看好德州的房地
產市場，相比很多地產經紀在家辦公，他早在公
司剛剛成立之初，就在顯要地段租賃了專門的辦
公區域，這樣既有利於公司的規模化發展，又增
加了公司品牌的曝光率。

(本報休斯頓報導) 買賣或是租賃房子是人生中
的大事，每個家人都會有不同的意見，而好的房
地產經紀要能充分理解和溝通，必須要有耐心，
這是三一地產總裁邵小明的看法，他以將心比心
的態度面對每個客戶，耐心地幫每個客戶找到理
想中的房子，不僅在地產界闖出名號，更交到許
多好朋友，從達拉斯起家，一路發展到休斯頓來
，在休斯頓專業出租管理，提供價廉物美的一條
龍服務， 讓房東們能夠安心、省心、放心。
休斯頓辦公室專營出租管理
邵小明表示，休斯頓的主要業務是出租房的
招租和管理，我們的強項是有專業的出租管理團
隊，豐富的招租以及管理經驗，租客申請審查快
速，嚴謹。空房期間每週查房，每週會有書面提
供招租市場信息，並有眾多價廉物美的裝修師傅
可以及時進行維修。

每個月定期出明細單、每月定期劃租金到房
東賬戶、及時收租催租、及時專業驅趕該驅趕的
租客、用微信及時有效溝通，公司有自己的註冊
會計師、保險專員、招租、管理、保險、報稅一
條龍服務，讓房東不用操心。
口碑超讚
客戶們都說邵小明超有耐心，紀錄中最長的
一次交易，曾花了他兩年多的時間，才為客戶找
到滿意的房子，也因為他的優質服務，這位客戶
最後成為他的朋友，並且為他介紹新的客戶。
邵小明於 2001 年來到美國，他是計算機科學
專業的碩士，畢業後到達拉斯，一開始在建築公
司工作，由於興趣，他考了房地產經紀執照，開
始兼職做房地產經紀，沒想到他的性格特質非常
適合做這一行，在兼職的第一年就掙得和資深地
產經紀一樣的收入，後來實在太忙，無法兼顧，
便決定成為全職經紀人，並且在第二
年成立自己的公司，就是三一地產。
曾經，邵小明幫助一位客戶購置房
產，當交易進行至尾聲，他發現客戶
出的價格並非最優，而是過高，於是
他坦誠地告訴客戶，並建議客戶放棄
購買，也將自己到手的佣金予以退回
。邵小明說: 「我認為做事要先做人，
從做人的角度換位思考，如果我是這
位客戶，我會買嗎？」、 「我不怕客
戶跑了，因為，像我這樣一個經紀人

投資房需要專業租賃管理服務
2010 年，德州剛剛推出專門針對房屋租賃管
理的職業培訓時，邵小明敏就銳地察覺到隨著德
州房地產市場的升溫，很多投資房都需要專業的
房屋租賃管理服務，尤其是華人市場。於是他很
快完成了培訓課程，開始拓展公司的房屋租賃管
理業務，同時也積極為公司儲備人才，應對公司
的發展需求。現在，房屋租賃管理已經成為 31 地
產的主要業務，旗下管理的房產達到上百套。
邵小明表示: 「屋主或地產經紀自己管理，無
事則好，一旦房子或租客有點什麼差錯，比如水
電網、冷暖器、房子裝修、建築老化、遇到刁蠻
的租客等，都是很麻煩的。甚至有被租客以歧視
之名告上法庭，官司拖了兩年的極端例子。我們
的優勢是系統化、專業化管理。我們擁有自己的
租房網絡平台、系統的房屋管理資源、和經過專
業培訓的團隊。房子交給我們，客戶省心又省力
。所以我一點都不擔心，只要我們保持好的口碑

，屋主和地產經紀們累了的時候，自然會來找我
們。」

利潤與合作夥伴共享
對於如何處理與員工的關係，他有自己獨到
的見解。 「我不把他們當做我的僱員，我把他們
當做我的合作夥伴。我賺錢，他們也賺錢，雙方
有一方吃虧，都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邵小明
說道: 「我曾經向一位成功的生意人取經，他告訴
我: 你要想把生意做大，就要把利潤降低，而不是
反過來。把你的利潤分給合作夥伴，才能幫你把
業務擴大，但你掙得還是和以前一樣多，你願意
這樣做嗎？我想我願意這樣做，我不怕多付薪水
，多投入資金，但我想自己輕鬆一點把生意做大
和做正規了。」歡迎休斯頓經紀人合作推薦房東
客戶。

三 一 地 產 休 斯 頓 辦 公 室 地 址: 9440 Bellaire
Blvd., #201, Houston, TX 77036。 手 機:
469-525-2475。 Email: sam.shao@31realty.net。 網
址：www.31real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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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仇恨亞裔
停止仇恨亞裔”
”抗議活動在休斯頓市
中心發現號綠色公園舉行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
】星期六
星期六（
（3 月 20
日 ） 下午
下午，
， 數百名休斯頓人團結在一起
數百名休斯頓人團結在一起，
， 聚集
在市中心的發現號綠色公園（
在市中心的發現號綠色公園
（Discovery Green
Park) ， 舉 行 “ 停 止 仇 恨 亞 裔 ” （Stop
（Stop Asian
Hate) 的抗議活動
的抗議活動，
，目的是譴責美國社會對亞裔
美國人帶有種族歧視的、
美國人帶有種族歧視的
、 毫無意義的人身攻擊
， 包括最近在亞特蘭大叁個溫泉浴場發生的槍
擊事件。
擊事件
。
該活動由大休斯頓社區倡導者組織（
該活動由大休斯頓社區倡導者組織
（Orga
Organization of Community Advocates-Greater HousHouston, OCA）
OCA） 和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
和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
（AAPI
） 協會主辦
協會主辦，
， 該組織致力於為亞太裔美國人提
供社會、
供社會
、政治和經濟福祉
政治和經濟福祉。
。
自新冠病毒大流行以來，
自新冠病毒大流行以來
， 據報道
據報道，
， 在某些
城市，
城市
，針對亞裔美國人的無端攻擊高達 150
150％
％。
3 月 16 日 ， 在亞特蘭大的叁個大都會溫泉
浴場發生的槍擊案造成 8 人死亡
人死亡，
，其中 6 人為亞
裔女性。
裔女性
。
當局說，
當局說
， 被告嫌疑犯
被告嫌疑犯，
， 現年 21 歲的佐治亞

州 伍 德 斯 托 克 市 的 羅 伯 特·
特·亞 倫·
倫·朗 （Robert
Aaron Long）
Long）是白人
是白人，
，他聲稱槍擊事件並非出於
種族歧視動機。
種族歧視動機
。 但是
但是，
， 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
， 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激增之際
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激增之際，
， 大規
模的恐怖主義殺戮發生了。
模的恐怖主義殺戮發生了
。
過去一年，
過去一年
， 非營利性社會組織亞裔美國人
和太平洋島民的仇恨事件的報告中說，
和太平洋島民的仇恨事件的報告中說
， 從 2020
年 3 月到 2021 年 2 月 ， 它收到了 3,795 例反對亞
洲人的仇恨事件的報告，
洲人的仇恨事件的報告
， 將近 70
70％是針對亞洲
％是針對亞洲
女性。
女性
。
調查發現，
調查發現
， 口頭騷擾佔仇恨事件的 68
68％
％，
人身攻擊佔 11
11％
％ ， 婦女舉報仇恨事件是其它事
件的 2.3 倍。
參加抗議活動的與會者感到沮喪，
參加抗議活動的與會者感到沮喪
， 他們說
已經受夠了，
已經受夠了
，但也有人說他們很擔驚受怕
但也有人說他們很擔驚受怕。
。
演講者充滿激憤地登台演講，
演講者充滿激憤地登台演講
， 分享他們在
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在這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中
針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的看法。
針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的看法
。
這些演講者得到了多位國會議員、
這些演講者得到了多位國會議員
、 德克薩

斯州和休斯頓領導人的大力支
持 ， 包括國會議員希拉·傑克
遜·李（Sheila Jackson Lee)、
Lee)、國會議員艾爾·格林
(Al Green)、
Green)、 國 會 議 員 西 爾 維 亞·
亞·加 西 亞 (Sylvia
Garcia)、
Garcia)
、 州議員吳元之
州議員吳元之(Gene
(Gene Wu) 和 Hubert Vo
、 哈裏斯郡地方檢察官金
哈裏斯郡地方檢察官金·
·奧格
奧格(Kim
(Kim Ogg)以及
Ogg) 以及
助理警察局長特洛伊·芬納
芬納(Troy
(Troy Finner)。
Finner)。
一位女士說：“
一位女士說
：“您不知道什麽時候會受到
您不知道什麽時候會受到
攻擊，
攻擊
，出門總是擔驚受怕
出門總是擔驚受怕。”
。”
另一名男子說：“
另一名男子說
：“我的女兒在紐約
我的女兒在紐約，
， 我告
訴她，
訴她
， 待在家裏吧
待在家裏吧，
， 晚上不要經常出門
晚上不要經常出門，
， 很危
險。”
黑人命貴的代表人物布萊頓·
黑人命貴的代表人物布萊頓
·邁克
邁克（
（Bran
Brandon Mack)說
Mack)說：“
：“我們都面臨著這個國家所有不
我們都面臨著這個國家所有不
受制衡的偏見的禍害。”
受制衡的偏見的禍害
。”
國會議員希拉·傑克遜·李在熱情洋溢的講
話中說：“
話中說
：“我們一起繼續戰鬥
我們一起繼續戰鬥，
， 我代表您們
我代表您們，
，
我會為您們而戰。”
我會為您們而戰
。”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說
格林說：“
：“這些在桑拿浴場
這些在桑拿浴場
服務的女士們為了生活，
服務的女士們為了生活
， 享有充分的權利和自
由 ， 她們從事的按摩職業值得尊重
她們從事的按摩職業值得尊重，
， 我們應該
保護她們，
保護她們
， 而不是屠殺她們
而不是屠殺她們。
。 這切種族歧視和
偏見來自上屆政府。”
偏見來自上屆政府
。”

與會者說，
與會者說
， 他們正在尋求改變
他們正在尋求改變，
， 並希望提
高人們對美國針對亞洲人的持續暴力行為的認
識。
支持者周六說：“
支持者周六說
：“我們希望得到幫助
我們希望得到幫助，
，美
國人應該將此問題放在首位，
國人應該將此問題放在首位
， 否則每個人都會
無視它而忽略它。”
無視它而忽略它
。”
大休斯頓項目總監黛比·陳(Debbie Chen )說
)說
：“一年多來
：“
一年多來，
， 我們的亞裔社區一直是仇恨和
偏見的目標，
偏見的目標
， 我們對公共威脅和騷擾充滿恐懼
。” “我們呼籲社區和民選官員團結一致
我們呼籲社區和民選官員團結一致，
，以
通過報告事件、
通過報告事件
、 增強旁觀者的權力並採取立法
行動來支持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社區組
織和活動。”
織和活動
。”
本週，
本週
， 隨著人們對暴力事件的回應
隨著人們對暴力事件的回應，“
，“停
停
止仇恨亞裔”
止仇恨亞裔
” 的標志在推特
的標志在推特（
（Twitter
Twitter）
） 上排名
第一。
第一
。
自從亞特蘭大發生襲擊事件以來，
自從亞特蘭大發生襲擊事件以來
， 休斯頓
警察局和福遍郡警長辦公室誓言要在亞洲社區
增加巡邏，
增加巡邏
，抵制仇恨亞裔事件發生
抵制仇恨亞裔事件發生。
。
“ 停止仇恨亞裔
停止仇恨亞裔”
” 集會活動在市區持續了
大約兩個小時後結束。
大約兩個小時後結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