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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格可容中文大字(標題)6字及小字(內容)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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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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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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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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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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內容均由委刊者提供，本報一概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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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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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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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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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傳真(Fax)
訂稿委刊，請告知信用卡號碼/姓名/有效期限/CVV號/ZIP code
Address號，其訂稿如有錯誤由客戶自行負責，恕不補登。
●截稿時間 : 星期一至五3:00pm, 平時/周六日請微信:AD7133021553
截稿或之前訂稿，其稿將在第二天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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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ing

餐館服務


*外賣店請人

*餐館招人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自助中餐廳

*中餐快餐店

位 Corpus Christi
位於 Memorial 好區
誠請
需要有身份,可以報稅
徵請全工或半工 ●有經驗炒鍋師傅
請●外送員:小費好
半工或全工均可 招 炒鍋師傅 :肯吃苦, 企抬及樓面工作人員 ●打雜兼幫炒
做事認真不拖拉.
男女不拘
●廚房幫炒兼打雜
2330 Gassner
年齡 60 歲以下.
需有經驗兼英語.
意者請電或留言:
有意請聯系 :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 2:30 後電 :
646-258-9818 626-283-9496
832-382-3927
713-984-8488

位 290/Barker Cypress

*韓國餐館請人

Dokyo Dauntaun 餐館誠聘

位 Gessner/Bellaire, 位 Corpus Christi, TX.聘經驗,負責任的廚師，
可以烹飪亞洲食物。薪水從 3000 美元起。
近中國城,誠請
我們提供住宿，靈活的假期，及任何菜單上的
●全工或半工
30%折扣。職責包括烹飪一些日本菜，
Waiter/Waitress
主要處理我們菜單上有限的韓菜部分。
略英文. 請英文電:
408-568-1944 興趣者，請先 Text 訊息: 361-222-6486
832-409-6002
或 Email 至: dokyomail@gmail.com

*堂吃外賣店

Buffet 店請人

*糖城中餐館

*中餐館請人

Bellaire/Cook Rd
位於 Tomball
誠請炒鍋及打雜
近中國城 5 分鐘 249 與 1960 附近, 位 Westheimer /
請有經驗男女企檯 聘全職外送員一名,
Dairy Ashford
全工或周末半工
小費高,需報稅.
意者請電: 周先生
有意者請電:
聯系電話：
832-293-5730 832-868-2222 281-235-3531

外賣中餐館

*Buffet 中餐館

*西北區餐館

餐館誠請

黃金水餃請人 中國城黃金廣場

中餐館請人

中餐館請人

誠請前台和外送員， 大機場附近布菲店
Cypress 1960
●企檯
半工
誠
請
●收銀帶位小姐
誠請企檯
需英文流利，
●全工接電話打包
●外送員
全工或半工均可 ●半工外送員
可報稅.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832-866-2625 832-993-0116 713-302-0321 832-466-3511

*日本餐廳誠聘

日
餐
請
人

～茶顏觀色～環景優 誠請炒鍋(略懂英文),
雅舒服,年青人有活力,
油鍋, 送外賣,
薪金面談. 請電話: 英文流利周末收銀員
312-818-8238 近中國城. 意者請電:
312-479-1189
832-661-8881
9968 Bellaire Blvd #100A 5714 Chimney Rock
Houston Tx.77036
Houston, TX 77081

*路州全日餐

Japanese R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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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餐店請人

*中日快餐店

中餐館請人

*黃金茶寮,薪優

請 周末帶位
Chinese restaurant
誠請炒鍋及送外賣 及傳餐人員
located at uptown area
意者請 2 點後電: ●廚房: 請 抓碼, 炒鍋.
needed PT/FT servers
●點心部: 請
713-856-7272
Must be fluent in English
有經驗做點心人員
或親臨:
and knowledgeable on
2pm 後電或親臨舊店:
6340 N. Eldredge Pkwy
cocktails
281-495-1688
call 832-818-1418 Green Garden 綠園
10600 Bellaire#105

珍寶海鮮城

貝城快餐店

●樓面:

中國城中餐館

往 I-45 南,
招請打雜及包外賣
誠請●點心師傅
離百利大道中國城 ●抓碼師傅 ●企檯 每天$100,包吃包住, 誠請有經驗企檯
35 分鐘車程
●點心推車 ●傳菜 離休士頓 4 個小時車程, 會越南話更佳
誠請企檯及收銀員
意者請親臨或電 : 灰狗巴士從終點站到貝
●另請炒鍋
熟手炒鍋
11215 Bellaire Blvd 城終點站,試工包車票.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 張經理 Houston, TX 77072 225-772-8584
832-668-6998 281-988-8898
225-202-1157 713-271-3122

Restaurant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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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撈 Katy 店現招聘如下崗位

Lam Bo Buffet NOW HIRING

距中國城 8 分鐘
●廚房幫工/打雜 10 號@610 的宜家 誠請●熟手炒鍋.
Cypress 堂吃外賣店
附近，外賣中餐館， ●廚房幫廚 ●傳菜
Buffet 店
●司機
誠請炒鍋師傅
請熟手幫炒,
誠請 全工 / 半工
有意者請電或親臨:
周一到周五
不包住，不接送.
熟手企台，帶位
6159 Westheimer
如有意請致電:
位中國城.
請電:
電話:
意者請電:
Houston, TX 77057
832-279-0867 713-789-0845 281-781-9389 832-231-1319 713-783-6838

有經驗,有身份
●流利英語的收銀員
●下單人員數名.
意者請電:陳太太
早 11am -晚 8 am
832-605-1898

位 Corpus Christi 聘經驗 1 Chinese Wok,
1 Grill Cook: Sautee, Fry, Flat Top,
Net pay after tax $3,300 or more offer if good,
Provide living space,2 meals. under 50 years old
Work 6 days a week. Pay 1 week vacation every year.
誠聘熟手中餐炒鍋,燒烤師傅: 會煎炸及抓碼.
稅後淨入$3300+, 供吃住.1 周做 6 天,年假 1 周,
50 歲以下,會英文. 請電: 361-876-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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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經驗企檯 ( Waiter/Waitress)
以上薪優. 包住宿. 有意者請電:
340-344-5656 Stephen 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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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餐店誠請

*Zcounter 亞洲餐館請人

*高薪 聘請 炒鍋, 油爐, 企檯

杏記甜品 Katy 店即將開業

誠 聘

*中式快餐店

*堂吃外賣店

*超市內壽司吧 *日本餐館誠請

*全日餐請人

鐵板師傅,
誠請 Part time
位休斯頓 Spring 區
經理,服務員,
女性幫手一名,
全日餐廳
Sushi Chef,
無經驗亦可
誠請 Sushi Man
位 610/290,在 43 街上 Sushi Helper.
有意請聯系 :
意者請 5 點後電: 位西北區.意者請電:
832-660-2521 713-966-9991 626-636-7835

日本餐館請人

路州日餐,高薪

Lake Charles is hiring ● Servers 位於 I-10 Memorial
誠招小菜師傅
Nasa 附近, 誠請
離休士頓 2 小時,包食宿.
有經驗的壽司師傅
( Waiter/Waitress)
『高薪』 誠請
99 大華附近
有相關經驗優先， 有經驗英文流利
高薪聘請 炒鍋，壽司幫手，鐵板,
● Sushi Man
壽司師傅,學徒
●Sushi Man
不會可教
。
和企枱各一名.
全工經理及企檯
企台，洗碗，打雜,
Please call:
廚房師傅,油鍋打雜,
( 壽司幫手 )
要求
：
可報稅
。
以上無需經驗,可培訓.午休 2 小時。
可提供住宿
832-693-6534 ●Kitchen Helper
全工企檯.
意者請電
聯系人:Tony
●另請住家褓姆,帶 4 歲小女孩.
8236
Kirby
Dr.
#100
有意者請電:
(
廚房幫手
).
包吃包住,意者請電:
832-373-8933 832-605-2131 Houston,TX 77054 電:832-380-0247 408-901-9571 979-215-2413
請電: 337-764-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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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oger 壽司吧 *賺錢老店轉讓 *高級中日餐館 中國城小型餐館

美式炸蝦店

轉讓, 近中國城 中餐館位西北白人區,
位 Pasadena 區,
面積小，房租低，
城中商業區,
易經營,收入穩定,
小店生意很好
，
房租 2000.
近 Katy 賺錢好店
高級中日餐館
年收入四萬以上 售價 25 萬, 非誠勿擾
單獨買店或連同
因店主急需回國,
因東主退休有意出售
售價 :$25000
生意一起買均可，
聯系電話 :
現出售,
利潤高.
位 11565 Hwy-6 S.
832-830-3906
非誠心買店者請繞行 意者請撥打電話:
有意者請電:
●另 『高薪』
意者請電 :
Sugar Land, TX 77498
832-289-3112
聘請熟手炒鍋
電:832-664-1410
832-828-1418 346-397-6982
非誠勿擾

Sushi Restaurant for Sale

Location: Hwy-6 North, TX 77084
●$700,000 Annual sales
●$180,000 Sales price
●$4,7OO Rent(plus NNN), 1,800 Sqft
●Lease term until 2027
Owner financing available, very good location
Many regular customers
Business is doing well during Covid.
Please text first :713-206-2048(英文)

*林城賺錢中餐轉讓 2
位於 Woodlands 白人好區，
中心地段，HEB 廣場，1500 尺，
生意穩定，並有很大增值空間，
店主因家庭原因轉讓.
有意者請聯系：832-798-3299

( 中國城 )賺錢餐館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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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店鋪轉讓 *壽司吧 收入好,價格好,容易經營

位於糖城 6 號，
周圍有大型老美超市
跟華人超市，
人流量大，1 千多遲，
生意穩定，
適合家庭經營，
有意者請電:
713-775-3898

*餐廳出售 2

Kroger 超市內壽司吧! 機會難得.

每周收入$2700-$3000
Kroger Sushi Bar for Sale
Spring, TX 77386. Easy To Manage!
Good area, Good Price, Good Income!
Selling at a decent price!
Please call: 936-828-9110
936-521-9698 936-525-8387

Burger Shop For Sale

位於德州休斯敦 離中國城 30 分鐘
Near Downtown Houston
位於主街上,是獨立建築,車位多, 6500 呎,
$55,000, Cheap rent
Includes
all
equipment & easy to learn
全新豪華裝潢,餐廳設備齊全,有酒吧,
Text/call/voicemail:832-212-6049
適合重新開張 做 Buffet 店 或 堂吃店.
漢堡店出售,易經營. 近休士頓市中心
餐廳出售 $6 萬.
租金低,含設備,售價
5 萬 5.請傳訊息或留言
意者請電: 720-883-2047 鄭

超市內壽司吧出售.機會難得!!!
一周營業額$3000, 現僅售 2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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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新餐館出租,機會難得!!!
Good opportunity to own a fairly new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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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600

Real Estate

房地產租售



*糖城別墅分租

*雅房出租



Townhouse 自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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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房出租

中國城聯合賓館

離 99 高速 FM1464 和
位 8 號邊的 Richmond
中國城 House.
近 610,
6468 Corporate Dr (企業路)
離中國城 7 分鐘,院子有 每月租金 400 元，
90 號公路僅一分鐘
離中國城 15 分鐘
中國人自建，自營，華人經理，
安全鐵門,小區有泳池,
河景別墅單房分租,房間 近醫療中心及休大,
包水電，
語言方便,
可微信訂房. 日或月租.
網球場,坐北朝南,二樓
可免費拎包入住幾天 裝飾典雅,木地板,家俱 安全,安靜,乾淨,方便
挑高,2 房 2 衛,1058 呎
具全,拎包入住,長居者
2 臥室 (有廚房,電飯煲,可炊) 公寓式酒店
送全套家電,售 12 萬 2 試住。僅限女性.
價格優惠.意者請電: 包水電上網,房租低廉 水電,網路,炊具,寢具,安全密碼閉路監控.
聯系電話:
屋主隨和.意者請電:
電: 346-319-9697
346-317-8260
電話/微信 : 832-488-8399
微信號: Tmmt0066 832-948-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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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聘通勤阿姨
丌
*誠聘住家阿姨
休士頓民宿租 Houston Hostel USA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Katy77450,身體健康,有
丌丌
家住 Katy 西區，帶兩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中國城惠康前,百利大道上,獨立屋,旅館式 丌丌
經驗,愛心,南方人優先.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歲半的小女生。需身
套房及多間單房(房間皆附 Cable 電視及冰箱),
買菜做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2～3 人飯，主要 體健康，有文化，注重
無限上網,傢俱水電包.拎包入住,免簽長約, 丌丌
工作在廚房
，適時搞地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干淨,有耐心,有愛心,
板清潔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月薪 2800 元,
月租特優. 最少 1 個月起《感謝舊客戶推薦》 丌丌
責任心,一周 7 天.
每周六天(家中無老人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Line/微信: houstontours
薪優面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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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隨時上班。電話：
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626-410-3891
吳 832-260-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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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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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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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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服務

*聘住家育兒嫂 *糖城住家保姆 休士頓近市中心 *長期住家阿姨

年齡 35-55 歲之間,需 郵編 77007，聘有經驗 休斯頓聘請長期住家
家住 Memorial,
誠聘有經驗的阿姨. 有經驗,做飯好吃,勤快, 育兒嫂。.家裡兩個大人 阿姨,照顧 1 歲半男孩
都在家工作.主要負責帶
主要照顧一歲半女孩, 愛乾淨有愛心的阿姨, 3 月寶寶,家裡簡單衛生 無做飯需求,簡單家務
做簡單家務,與家裡老人
一周 5/6 天. 薪資:
兼做簡單家務.
輪流照看孩子及做飯. 和大人兩餐。通勤/住家
$2600 起(可商議)
近期上崗。薪資詳談。 住宿條件優越,一家人 隨時上工。電話/微信
需有身份和經驗.
電話或短信聯系： 好相處,家裡有其他幫手. 832-387-1985
502-833-8808
Lulu2021houston
213-309-9869 電:832-221-7632

*招聘女司機

接送孩子上學, 訓練比賽.
一周六天, 需自己有車.
薪水面議. 有意請來電: 陳小姐
917-558-5196































家 管
政
助 家
理
Housekeeper

*誠徵糖城管家

一星期三天基本居家
整理清潔,
家庭人數單純(兩位)
細心,愛心,有責任感,
會烹調佳.
意者請電 :
832-217-7247

*男 士 征 婚
69 歲，喪偶，身高 1.74 米，
身體健康，性格開朗，
誠尋有意組建家庭的有緣中國女士.
非誠勿擾,請短信:281-236-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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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子徵婚
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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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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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歲男, 有身份,生存能力超強,
護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使用浴室,失禁護理,睡前緞練,服藥和友善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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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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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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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優先,或者有 Certified Nursing
務
小時輪班,每周 6 天, 姻緣一線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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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
丌
丌伌
丌
丌伌丌
丌
丌伌
丌丌
丌
丌伌
丌
丌伌
丌
丌伌
丌
丌伌丌
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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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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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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伌伌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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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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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arch 28, 2021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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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tune
Court (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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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碗廣場)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二手租鋪,
丌
總面積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尺-1,875 尺,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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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
辦公室,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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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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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

*休斯敦賺錢櫥櫃石材店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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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Business Opportunity

2021年3月28日

NOW HIRING *Office 助理 中國城牙醫診所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旅館請人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全工/半工,可培訓
Office Clerk
招人,大學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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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伌
維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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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一定要流利,
Value
windows
&
doors
中英文流利，
2.清潔房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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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715 Murphy Rd# D) 有責任心,反應靈敏
週六需要工作。
男女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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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 resume to : 和勤勞.大學畢業歡迎
寄 Res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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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櫃檯: 日班或夜班
accounting@ Eamil: blamgmpinc hiringmanage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意者請電: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valuewindows
@gmail.com
ment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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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orshouston.com
Fax:713-952-3605
@gmail.com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832-660-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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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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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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Hiring

公司請人

300

Company
Hiring

公司請人






















































聘有經驗倉庫工人
誠請裝修工人
有家具倉庫經驗者優先
請電或 Email:
打雜工,體力工
832-475-9026
意者請電:
bryan.bian
@rigmore.com 281-787-1283

*CPA Firm

Sugar Land area.
looking for a full time
staff Accountant.
Must be fluent in English.
Familiar with Microsoft
Office. Accounting
major preferred. Email:
ekagency@gmail.com

*醫生診所誠聘 *電腦維修招聘 NOW HIRING *牙科診所誠聘

Finance Assistant

懂電腦基本操作,

Bellaireclinic2
@yahoo.com

Call: Helen & Lily :
有意者請電:
832-643-9822 713-383-8818

*大夜班職員 *Katy 公司誠聘 連鎖旅館誠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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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家樂冷暖氣

林記鐵工廠

*誠 聘

蔬果批發公司 大理石廚櫃公司

渡假酒店, 誠聘
全職雜工(男女均可)
( House Keeper )
包住宿 + 底薪優
+有福利. 意者請電:
832-704-0596

倉庫招聘

近 FM1960 徵夜班、日班
誠聘●收銀員
GOEYA LLC 新建倉庫
位 Houston, 聘請
櫃台人員、及維修人員
●倉庫人員
中國城西南
5 哩 8 號旁
需英文佳說寫流利。 辦公室助理及司機
需中英文流利
招男性倉管: 50 歲內
認真負責，有經驗，及住 Warehouse helper
意者請電或 Email:
旅館附近者，優先考慮。 需懂廣東話,英語,
可搬重物,需報稅,
832-888-4693
請送履歷：
有效駕駛執照.電:
mascabinets 試用期 1 個月,14 元/H
comfort1668
832-248-2100
713-471-0168
@yahoo.com
@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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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伌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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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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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招聘

*黃石公園

300

300
















打包員,機械操作員
休士頓旅館
Starting $10.50 起/小時. 誠徵男性大夜班,
誠請前檯一名
+Overtime(加班費)
流利英文,懂電腦,
意者請親臨或電:
需有工卡,會說英文
會一點維修﹒
Jasmine Foods Inc
包住宿. $85/天.
2401 Mckinney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周經理 Houston, TX 77003
832-613-8868 ( 713-228-1909 ) 832-607-8788
















*Motel 招工

范氏鐵工廠

Food Distributor

必須會用 Qucikbook,
looking for Full time
講英文,
excel,能夠與人溝通，
每小時 13 一 15$. 有電腦維修經驗優先 Warehouse Packer
半工/全工,請送簡歷:

●牙科助手,
●前台工作人員
中英文流利，誠懇，
認真，負責，熟識電腦.
有意者請聯系：
agapedentalcare
houston@gmail.com
















*休斯頓海外倉 *誠意裝修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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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纖維/木工廠

公司請人

*Golden Bank, N.A.

●General Labor ●Forklift Operators
●Warehouse Manager
Taking Application for night shift(3pm-12am)
and day shift(7am-4pm).
10980 Stancliff Rd. Houston,TX77099
Drugs&Background checks. Email resume :
732applications@gmail.com

誠徵工廠幫工 : 會訓練,待優,穩定,
年休 3 週假 & 9 日帶薪假期.
M-F 6:30am-3pm, 可加班.
近 Hobby 機場
713-487-5821
tjou@solomat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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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公司請人

*招聘辦公室文員

*公寓地產管理公司誠聘

聘請 經理助理/業務助手
公司位 Missouri City﹐
需中英文流利﹐
合法身份報稅﹐
薪資待遇面議.
應屆畢業生優先.
有意者請發送簡歷到郵箱﹕
dwc4501@gmail.com

要求：中英文流利，
精通 Word / Excel 等辦公軟件，
2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薪優
聯系方式：請發送英文簡歷至
yassiritovar2@gmail.com

SPI Subject Matter Specialist

*中國城牙科診所,高薪誠聘

***** 誠 業 環 球 集 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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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物流專員 （2 名） 2. 行政助理 （1-2 名） 3. 銷售助理 （2 名）
4. 倉庫文員 （1-2 名）
5. 倉庫工作人員 （2-3 名）
6. Class A CDL driver : Dallas, Chicago, Oakland, Cleveland
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和電腦操作水平,可辦 H1B. 總部位於 Houston 及
分部招聘: Dallas, Chicago, Atlanta, Cleveland, Kansas city 及 Oakland.
有意者請發送郵件或履歷至: resume@cyglobalusa.com

公司請人

*裝修公司請人

誠請有經驗的裝修工人，
需要木工，牆體，瓷磚等師父及幫工，
有經驗者優先，待優。
聯系人：Richard
聯系電話：832-778-0090
832-212-2051

公司誠請員工多名

休斯頓地區
●會英文,懂電腦,收銀及電腦出貨員工,
●區域總經理 ●維修總監
一周五天 10 點至 6 點,每小時$12 元起,
全職提供保險,帶薪假期以及 401k,
升值空間大,需要報稅.
需英語流利,認真負責 ,有經驗者優先
●另請打雜. 近中國城.
意者請 Email 履歷至:
hr@gpi-management.com
有意者電 : 281-306-2115

Utilize knowledge of SPI modules to test, modify, re-design and administer the existing electrical control systems &
engineering data; perform troubleshooting database tables and database hosting (Watcom, oracle, and MS-SQL);
execute SPI trainings; create custom reports, data sheets & interfaces; solve issues within SPI; implement knowledge of
short cuts and workarounds in SPI in order to complete tasks; perform managements of SPI proposals & projects. Master
degree in Elec. Engineering/Control & Instrumentation + 1 yr experience in the job offered or as an engineer in control &
instrumentation; alternatively, Bachelor degree in elec. Engineering/control & instrumentation + at least 5 yr experience
in the job offered or as an engineer in control & instrumentation. Job is in Sugar Land, TX.
Mail to M. Hammond at Mangan Inc., 3901 Via Oro Avenue, Long Beach, CA 90810, Job Code: JS2020.

●牙科助理
●前檯工作人員
●經理助理
有經驗者優先, 無經驗者可提供培訓, 需中英文流利,
全職或半職均可, 工作穩定, 福利優,
公司提供帶薪年休假期. 我們期待著您 加入團隊!!
有意者請電 : 618-789-3150
簡 歷 電 郵 : zjin818@gmail.com

Company
Hiring























































NOW HIRING

Company
Hiring

公 *永利食品公司誠聘機修人員
：每日巡回檢查機器設備
司 ●主要工作內容
每周定時對機器進行加油
請 維護日常生產設備, 安裝新的生產設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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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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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cense)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company 了解攪拌機，皮帶（不需要
，液壓系統，劑餡機，油鍋等
in Houston is currently seeking new talent to join our team. 機器的工作原理。
Sr.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Logistics Specialist 粗通電路及控制電路維修。
。能夠通過指導改造機器設
•Bachelor's Degree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with business 動手及學習能力強
備，安裝新的設備及機器。
or supply chain background
有銅電焊能力。
•1~2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及時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
•ERP - SAP experiences are preferred
可使用電動叉車，電弧焊機器等工具。
•Take full ownership of customer issues & show a strong
●工作環境：工作強度較高，冷熱循環。
commitment to going above & beyond
每周工作 5 天，如果周六加班需要工作，
每天休息半個小時，年薪稅前 45K，包住，
•Manages logistics operations to ensure efficient and
每年可以放一周帶薪假。如有需要申辦綠卡，
accurate delivery of shipments
公司可以提供資料。試用期三個月。聯系方式
•Positive Attitude. Dependable. Takes initiative.
趙小姐 電話：314-489-6212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spoken & written).
Email: Amyzhaoyong1981@hotmail.com
•Bilingual (Mandarin & English) is preferable.
王先生 電話：314-600-4303
Please email your resume to:
Email: Wangkaikyle@yahoo.com
lwang@telcointercon.com, Attn: HR
610 State Highway 64 W.,Henderson, TX 7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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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Massage
Servic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按
摩
服
務

2021年3月28日

HFE 正規專業按摩學校招生

1000 極品 Baby! 粉嫩少女
Massage
高顏值
Service
按摩服務
832-380-1539

*凱 悅*

*妙齡網紅,丰乳翅臀

實惠的價格
輕鬆的享受

832-821-6686

832-359-6141

Massage School
按摩學校招生中

** 高級 S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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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日本 AV 女優+高端洋妹

C3

Sunday, March 2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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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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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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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請女按摩師 韓式大型 SPA 海邊高端 SPA 休斯頓好區
*正規按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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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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南
36
出口
，
正規床腳店
聖安東尼奧正規床腳店
長期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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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糖城附近,招
招女按摩師，有工卡，
請女按摩師﹐
要求
年正規床店請人，
Westgreen
&
Kingsland
兼職全職按摩人員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6丌
全職女按摩師一名, 有按摩經驗﹐性格好﹐
全職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6 天,兼職 3-5 天
誠招能報稅，有執照的 男女均可,不會的可教 能報稅，大費五五分
成，每天日結工資，
有執照優先,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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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住店,能做大力,
丌
按摩師(男女不限).
只需要你有一顆
有執照者優先，
五五分﹐
月入
6
千﹐
員工和諧
、
老板事少.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有萊森經驗者優先.
丌
大費高，小費好。
願意學習的心.
無車者住宿條件優越.
提供住宿﹐
色免.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417-4410
丌
下班時間靈活.電話:
絕對色免.聯系電話:
意者請聯系 :
有意者請電:
誠意請電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281-743-6613
713-820-1270
( 做黃勿擾 )
636-399-7438
346-247-6440
210-740-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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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HIRING
for Massage
按摩請人

1000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英
文
班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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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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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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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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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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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Transportation

專收購舊車壞車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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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382-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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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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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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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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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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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理
業
務

Remodeling

700



床墊專賣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8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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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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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墊世界

Mattress for sale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北夏接送服務



機
場
接
送

非誠勿擾,請短信:281-236-2626

, 別蹉跎歲月
歲月
千 別猶豫 別蹉跎
一
里
線
姻
牽
緣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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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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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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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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打電話或短信： 917-378-5316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駕駛學校

駕駛學校

Registration

入籍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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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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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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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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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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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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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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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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家歡冷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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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家樂冷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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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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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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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四季搬家公司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搬丌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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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往 Austin,Dallas,
San Aotonio 特價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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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暖
電
氣

吉順冷暖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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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290-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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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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

地板銷售安裝

CLASSY 殺蟲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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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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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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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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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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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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南 搬 家
I.C.C. M.C.24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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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D.O.T. 44648C
U.S.D.O.T 46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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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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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f information with our readers, please
send the unique stories, business

news organization events, and school
news to us includinig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in case more information is needed.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ation, please send to
News@scdaily.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281-965-6390
Jun Gai
281-498-4310

Publisher: Wea H. Lee
President: Catherine Lee
Editor: John Robbins

Southern Daily News is publish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Daily

Address: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News@scdaily.com

Inside C2

Sunday, March 28, 2021|

U.S. voting tech company sues Fox News for $1.6
billion over election-fraud claims
WILMINGTON, Del. (Reuters) -Dominion Voting Systems Corp said it
filed a $1.6 billion defamation lawsuit
against Fox News on Friday, accusing it of trying to boost its ratings by
falsely claiming the company rigged
the 2020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gainst Donald Trump.
Fox hosts and guests gave life to a
false claim that Dominion committed
election fraud to help elect President
Joe Biden, “taking a small flame and
turning it into a raging fire,” Dominion lawyer Stephen Shackelford told
reporters.
The lawsuit follows similar cases
against Trump campaign lawyer Sidney Powell and the Republican former
president’s personal lawyer Rudy
Giuliani, according to Shackelford.
Dominion, which describes itself as
the leading supplier of U.S. election
technology, said it filed the lawsuit in
Delaware state court.
Trump lost the November 2020 election to Biden, a Democrat, but continued to make false claims of widespread voter fraud, which Dominion
said was amplified by Fox.

News channel sign is seen on
a television vehicle outside the
News Corporation building in
New York City, in New York,
U.S. November 8, 2017. REUTERS/Shannon Stapleton/
His supporters stormed the U.S.
“Fox News Media is proud of our
Capitol on Jan. 6 as Congress moved 2020 election coverage, which
to certify the election results, leaving stands in the highest tradition of
five dead.
American journalism, and will
vigorously defend against this
The repeated claims that the election baseless lawsuit in court,” said
was marred by fraud sunk in with Re- a statement from the company,
publican voters, though, and Repub- which is owned by Fox Corp.
lican lawmakers now cite those false
beliefs among voters as justifying new The lawsuit alleges top Fox
restrictions on voting.
personalities hosted guests such
as Powell to spread lies about
On Thursday, Georgia’s Republican Dominion and then repeated and
governor signed into law restrictions amplified those false claims.
that activists said was focused on
reducing the influence of Black voters Shackelford said Dominion may
who helped Democrats win the White sue individuals. “I don’t think
House and attain narrow control of the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last lawU.S. Senate.
suit,” he said.
In its lawsuit, Dominion said Fox
News tried to draw viewers loyal
to Trump by amplifying those false
claims, including assertions that
Dominion’s systems changed votes
despite efforts by the voting systems
company to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FILE PHOTO: FILE PHOTO: A Fox

The company projects the “radioactive falsehoods” spread by
Fox will cost it $600 million over
the next eight years, according to
the lawsuit. Further damage was
done to the value of the business,
according to the lawsuit.

Dominion’s lawsuit adds to the growing
list of defamation cases stemming from the
election.
Eric Coomer, a senior Dominion employee, sued Trump’s re-election campaign and
the owners of pro-Trump news outlets One
America News Network and Newsmax
Media in December. Last month, Dominion asked social media outlets to preserve
posts from the networks as well as from
Fox News, Trump and others.
Smartmatic, which makes voting machines, made similar claims in a defamation lawsuit that alleged Lou Dobbs and
two other Fox News hosts falsely accused
the company of helping to rig the election
against Trump. The day after Smartmatic
sued on Feb. 4, Fox canceled the weekday
program “Lou Dobbs Tonight.”
Fox News filed a motion to dismiss the
Smartmatic lawsuit.
In apparent response to the growing number of defamation cases, conservative U.S.
news outlets have begun to rely on prepared disclaimers or additional prerecorded programming to repudiate pro-Trump
conspiracy theories spouted by guests and
hosts.

Suez ship rescuers weigh
time and tide with risk of
tip or tear
AMSTERDAM (Reuters) - The Dutch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hired to free the vast ship
blocking the Suez canal has pulled off some
dramatic recoveries, including lifting Russia’s
Kursk nuclear submarine from the Barents Sea
floor, but says this is one of the trickiest.
Weighing 200,000 tonnes without cargo, the
Ever Given is the heaviest vessel that Smit Salvage, a subsidiary of the Dutch marine services
company Boskalis contracted in the rescue, has
faced in its nearly 180-year history.
With real-time emergency response crews
across the globe, Smit Salvage has helped
recover or salvage dozens of wrecks and free
stranded cargo ships, ferries and tankers.
While lives are not at stake this time, the vast
economic interests in one of the world’s busiest
shipping lanes make the urgency of the situation 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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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reate A Chronicle Of World Culture
Southern News Group Teams Up With
Amazon In Publishing Project
Everybody in their lifetime all
has memorable events that
include your family activities,
your memories, your family
photos and your family’s
roots. Through all your life
there are up and down
stories.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record for your
family’s next generation to
remember and to be reviewed
by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Today, Southern News Group

has teamed up with Amazon
to create a personalized
historical chronicle about your
family in either Chinese,
English or Spanish and we
will help you publish a book
about your family’s history
to be handed down to future
generations to tell your story.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we
as a news media company
have record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aily news
stories through our new

Wealee@scdaily.com

media TV and daily
newspaper. This is a record
of our community we want to
archive all into a permanent
database to become part of
history.

Մ↛፹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LIVE

we are working for all of you
to publish a book about the
story of your lifetime and we
will team up with you to
create a chronicle of world
culture together.

We are here to announce that

Editor’s Choice
Francisco, 34, an asylum
seeking migrant from Honduras, cradles his nine month old
daughter Megan from the early
morning cold and wind, as they
await for transport to a processing centre after crossing the Rio
Grande river in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Mexico on a raft
in La Joya, Texas. REUTERS/
Adrees Latif
Farmers play cricket on a deserted highway road during a 12-hour strike, as
part of protests against farm laws, at the Delhi-Uttar Pradesh border in Ghaziabad, India. REUTERS/Adnan Abidi

Reporters ask questions as U.S. President Joe Biden holds his first formal news conference in

Medical staff members carry a patient suffering from the coronavirus on a stretcher after
the East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REUTERS/Leah Millis
arriving on a plane at Vannes airport during a transfer operation from Lille to Vannes hospital,
France. REUTERS/Stephane Mahe

Health care
workers place
flowers on
top a coffin to
representing
dead colleagues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Brazil’s
President Jair
Bolsonaro and
his handling of
the coronavirus

A house is left
missing a roof after
a tornado passed
through the Eagle
Point subdivision in
Hoover, Alabama.
REUTERS/Marvin
G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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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 COVID Variant Doubles
Every Ten Days In The U.S.

Key Point
COVID-19 Mutations Demand Immediate Action
WebMD’s Chief Medical Officer, John Whyte, MD, speaks with Ashish K. Jha, MD,
De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Brown University, about immediate actions needed
to confront the COVID-19 mutation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b. 8, 2021 -- The coronavirus variant first
detec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is rapidly
becoming the dominant strain in several
countries and is doubling every 10 days in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new data.
The findings by Nicole L. Washington,
PhD, associate director of research at the
genomics company Helix, and colleagues
were posted Sunday on the preprint
server medRxiv. The paper hasn’t been
peer-reviewed in a scientific journal. The
researchers also found that the transmission
r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variant,
labeled B.1.1.7, is 30% to 40% higher than
that of more common lineages.
The findings lend credence to modelling
predictions the CDC released in January.
The agency said at the time that the new
strain could cause more than half of new
infections in this country by March, even
as the U.S. races to deploy vaccines.
In the new study, while clinical outcomes

initially were thought to be similar to
those of other coronavirus variants,
early reports suggest that infection with
the B.1.1.7 variant may increase death
risk by about 30%.
A coauthor of the current work, Kristian
Andersen,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Nothing in this paper is surprising, but
people need to see it.”

Andersen, a virologist at 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in La Jolla, CA, said,
“We should probably prepare for this
being the predominant lineage in most
pla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March.”

What Is A ‘Vaccine Passport’?
Will You Need One The
Next Time You Travel?

In the future, a vaccine passport--or an e-vaccination certificate--could be
required .
Key Points
A “vaccine passport” or “e-vaccination certification of compliance for border
crossing regulations” could be required to enable seamless border-crossing.
•
Any framework that comes into place will need to be approved by a
normative body – such as the WHO – to ensure that its use is ethical and fair.
•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es a Digital Green Certificate for the EU.

2021年3月28日

BUSINESS
“Our study shows that the US is on a
similar trajectory as other countries
where B.1.1.7 rapidly became the dominant SARS-CoV-2 variant, requiring immediate and decisive action to minimize
COVID-19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the researchers write.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the B.1.1.7
variant became the dominant SARSCoV-2 strain in the United Kingdom
within a couple of months of its detection.
“Since then, the variant has been
increasingly observed across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including Portugal and
Ireland, which, like the UK, observed
devastating waves of COVID-19 after
B.1.1.7 became dominant,” the authors
write.
The B.1.1.7 variant has likely been
spreading between US states since at
least December 2020, they write.
As of Sunday, there were 690 confirmed
cases of the B.1.1.7 variant in the US in
33 states, according to the CDC. But,
the true number of cases is certainly
higher. Normal coronavirus tests do not
detect if an infection comes from one
of the variants. Only genomic sequencing can do that, and the U.S. has only
recently begun to ramp up that type of
testing.

ceived a negative test result or recovered from the disease. It will be available free of charge in digital or paper
format and will include a QR code to
ensure the security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certificate.

There are important questions to be
asked, however, around whether vaccinations prevent transmiss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vidence of inoculation and evidence of immunity, and
the rights of those people who may be
unable to have the vaccine for health or
other reasons.
With this in mind, the World Health

ifornia and about 4.5% of cases in Florida.
The authors acknowledge that their data is
less robust outside of those two states.
While those percentages are still low, “our
estimates show that its growth rate is at
least 35-45% increased and doubling every
week and a half,” the authors write.
“Because laboratories in the US are
only sequencing a small subset of
SARS-CoV-2 samples, the true sequence diversity of SARS-CoV-2 in this
country is still unknown,” they note.

Michael Osterholm,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nd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aid the
U.S. is facing a “Category 5” storm with
the spread of the B.1.1.7 variant as well as
the variants first identified in South Africa
and Brazil.
“We are going to see something like we
have not seen yet in this country,” Osterholm said recently on NBC’s Meet the
Press. (Courtesy webmd.com)
Related

Overall coronavirus cases declined in
February after reaching an all-time high
in January, but there are signs the decline
is slowing or reversing. The majority
of states on Sunday reported rising case
counts for the past week for the first time
in more than a month.
Both the variants and the trends come as
the U.S. continues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Over the weekend,
Johnson & Johnson began distribution of
its shot after it received emergency-use
authorization and became the third available vaccine.
The White House has said Johnson &
Johnson will have its shots at distribution
sites as early as Tuesday and distribute
millions of the single-shot vaccine across
the country during the next week along
with the existing Pfizer and Moderna
vaccines. CDC data indicates just under
50 million Americans have received at
least one dosage of the vaccine.

U.S. Reports Record Number
Of Variant Coronavirus Cases

Washington and colleagues examined
more than 500,000 coronavirus test samples from cas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ere tested at San Mateo, CA-based
Helix facilities since July 2020.
In the study, they findings of the variant
varied across states. By the last week in
January, the researchers estimated the
proportion of B.1.1.7 in the U.S. population to be about 2.1% of all COVID-19
cases, though they found it made up
about 2% of all COVID-19 cases in Cal-

The U.S. on Sunday reported an all-time
high of 306 cases of coronavirus variants,
with the majority concentrated in Florida,
Michigan and Texas, USA Today reported.
The new cases included 104 new infections
in Florida, for a total of 605 in that state;
85 in Michigan, for a total of 421; and 41
in Texas, for a total of 102. Although various new strains are known to be circulating
in the U.S., the majority of the new and
existing variant cases are the B.1.1.7. strain
that origina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has said the British strain may
become the most common in the country
over the next month.

Anthony Fauci, the nation’s top infectious
diseases expert, has said the vaccines
will be largely effective against emerging
mutations.
“When you get a variant that diminishes the capability of the vaccine, when
you get a good vaccine ... you cannot
necessarily get the get the best possible
response, but it’s still within the cushion
of effectiveness,” Fauci said on CNN’s
“State of the Union” Sunday. (Courtesy
the hill.com)

COMMUNITY
Organization (WHO) is looking into
the use of technology in the COVID-19
response, and how it can work with
member states toward an e-vaccination certificate. At the present time, it is
WHO’s position that “national authorities and conveyance operators should
not introduce requirements of proof of
COVID-19 vaccination for international travel as a condition for departure or
entry, given that there are still critical
unknowns regarding the efficacy of vaccination in reducing transmission”.
Importantly, the framework will need to
be harmonized, when it comes to standards and the use cases for the certificate,
by a normative body like the WHO to ensure that it upholds ethical and equitable
principles.
There are also separate initiatives among
the private sector, such as the Vaccine
Credentials Initiative, which are feeding
into this work by offering authentication
tools.
Is the idea of a vaccine passport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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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some countries, access to vaccines
is increasingly a reality, and millions of
vaccines have been purchased and administered, with the hope that in time
the world’s populations could become
COVID-19 immune.
The expectation is that with a vaccine,
some aspects of life will return to normal
–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ravel –
which has been particularly hard-hit. This
is where a “vaccine passport” or “e-vaccination certification of compliance for border crossing regulations” might become a
required travel document, to enable seamless border-crossing and the harmonization of varying national laws.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example,
is proposing a Digital Green Certificate to
facilitate safe free movement inside the EU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Digital Green
Certificate will be proof that a person has
been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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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a passport to allow for
cross border travel is something that
we’ve been working on with the Common Trust Network for many months.
The focus has been first on diagnostics.
That’s where we worked with an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Commons Project”
to develop the “Common Trust Framework”. This is a set of registries of trusted
data sources, a registry of labs accredited
to run tests and a registry of up-to-date
border crossing regulations.
The set of registries can be used to generate certificates of compliance to prevailing border-crossing regulations as
defined by governments. There are different tools to generate the certificates,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ir authentication
solutions and the way they protect data
privacy is quite remarkable.
We at the Forum have no preference

when it comes to who is running the
certification algorithm, we simply want
to promote a unique set of registries to
avoid unnecessary replication efforts.
This is where we support the Common
Trust Framework.

For instance, the Common Pass is one
authentication solution – but there are
others, for example developed by Abbott, AOK, SICPA (Certus), IBM and
others.
How does the system work and how
could it be applied to vaccines?
The Common Trust Network, supported by the Forum, is combining the set
of registries that are going to enrol all
participating labs. Separately from that,
it provides an up-to-date database of all
prevailing border entry rules (which fluctuate and differ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Combining these two datasets provides
a QR code that border entry authorities
can trust. It doesn’t reveal any personal
health data – it tells you about compliance of results versus border entry requirements for a particular country. So,
if your border control rules say that you
need to take a test of a certain nature
within 72 hours prior to arrival, the tool
will confirm whether the traveller has
taken that corresponding test in a trusted laboratory, and the test was indeed
performed less than three days prior to
landing.
The purpose is to create a common good
that many authentication providers can
use and to provide anyone, in a very agnostic fashion, with access to those registries.

Photo by Daniel Schludi on Unsplash
What is the WHO’s role?

There is currently an effort at the WHO to
create standards that would process data
on the types of vaccinations, how these
are channelled into health and healthcare systems registries, the use cases –
beyond the management of vaccination
campaigns – include border control but
also possibly in the future access to stadia or large events. By establishing, in a
truly ethical fashion, harmonized standards, we can avoid a scenario whereby
you create two classes of citizens – those
who have been vaccinated and those who
have not.
So rather than building a set of rules
that would be left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mber states or private-sector operators like cruises, airlines or conveners of
gatherings, we support the WHO’s effort
to create a standard for member states
for requesting vaccinations and how it
would permit the various kinds of use
cases.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rely on the normative body (the WHO) to create the vaccine credential requirements. The Forum
is involved in the WHO taskforce to reflect on those standards and think about
how they would be used.
What about the private sector and
separate initiatives?
When registry frameworks are being
developed for authentication tools providers, they should at a minimum feed
as experiments into the standardization
efforts being driven by the WHO, knowing that the final guidance from the only
normative body with an official UN
mandate may in turn force those providers to revise their own frameworks. We
certainly support this type of interaction,
as public- and private-sector collaboration is key to overcoming the global
challenge posed by COVID-19. (Courtesy we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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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舊金山休士頓
亞特蘭大舊金山休士頓 紐約亞裔群眾要求停止對亞裔的仇恨與攻擊
紐約亞裔群眾要求停止對亞裔的仇恨與攻擊
拜登跟賀錦麗
拜登跟賀錦麗 19
19 日在喬治亞州會見了亞裔美國人社區領袖
日在喬治亞州會見了亞裔美國人社區領袖
討論仇恨亞裔犯罪的問題也懇請美國人團結反對仇恨與分裂
討論仇恨亞裔犯罪的問題也懇請美國人團結反對仇恨與分裂

自從 CovidCovid-19
19 大流行以來
大流行以來，
， 針對亞
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報導有所增加，
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報導有所增加
，
橙縣社區的志願者們發出了“
橙縣社區的志願者們發出了
“停止亞
洲仇恨”
洲仇恨
”的信息
的信息。
。

美國總統拜登跟副手賀錦麗，19 日在
美國總統拜登跟副手賀錦麗，
喬治亞州議會會見了亞裔美國人社區
領袖，
領袖
，討論仇恨犯罪增加的問題
討論仇恨犯罪增加的問題，
，也
懇請美國人團結反對仇恨與分裂。
懇請美國人團結反對仇恨與分裂
。

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發生白人男子持槍攻擊三間亞
裔按摩院，
裔按摩院
， 造成八死的慘案
造成八死的慘案，
， 從亞特蘭大到舊金山
、休士頓
休士頓、
、 紐約等各大城市
紐約等各大城市，
，亞裔群眾與支持者再
次要求停止對亞裔的仇恨與攻擊。
次要求停止對亞裔的仇恨與攻擊
。

大休斯頓舉行的“發現亞洲仇恨
大休斯頓舉行的“
發現亞洲仇恨”
”活動在 Discovery
Green 舉行
舉行，
，以紀念亞特蘭大槍擊事件受害者
以紀念亞特蘭大槍擊事件受害者。
。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3 月 29 日開始德州成年人都可以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疫苗提供者安排接種預約時優先考慮 80 歲以上的人
德州 600 萬人接種一劑疫苗 300 萬人接種了完全疫苗

休斯頓市長特納正在和來注射疫苗的人討論支持疫苗注射。
休斯頓市長特納正在和來注射疫苗的人討論支持疫苗注射
。

休斯頓市長特納（
休斯頓市長特納
（Sylvester Turner）
Turner）是該市的最高領導人之一
是該市的最高領導人之一，
，他樹立了榜樣
他樹立了榜樣，
，
接種首次劑量的 Moderna 冠狀病毒疫苗
冠狀病毒疫苗。
。

休斯頓市長特納（Sylvestor Turner）
休斯頓市長特納（
Turner）最信任
的醫生之一 Peter Hotez，
Hotez，記錄了他接種冠
狀病毒疫苗的那一刻。
狀病毒疫苗的那一刻
。

德州衛生服務部 (DSHS) 指示疫苗提供者在
安排接種預約時優先考慮 80 歲或 80 歲以上的
人，無論他們是否有接種預約
無論他們是否有接種預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