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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食餐館
位於Victoria

誠請炒鍋, 打雜
可提供住宿
有意者請電:

361-573-6600
361-649-7476

新點心海鮮酒樓 (原ChinaBear)
『薪優』 全方位誠聘:

經理, 企枱, 收銀, 帶位, 廚房師傅,
點心師傅, 炒鍋, 抓碼, 油鍋, 打雜等等...

意者請電或親臨面談:
832-310-5232 713-303-8998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糖城美式餐館
請全工和半工
收銀帶位、企枱

和外送員
需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

281-242-7728

中餐館請人
位290 & Fairbanks
招全職/兼職 炒鍋
油鍋,打雜和送外賣

意者請電:
832-623-4949
832-773-2913

餐館誠請
有經驗收銀帶位,

企枱,外送員.

意者請電:

832-466-3511

Mall 內快餐
Houston and Dallas
誠請以下職位
1. 前台服務人員
2.經理助理

55 歲以下. 能搬遷更好
意者請電:

832-726 2629

金冠酒家誠聘

●點心幫工

713-474-7979

●廚房幫工,油爐

281-866-5020

路州全日餐
Lake Charles
『高薪』 誠請
壽司師傅,學徒

廚房師傅,油鍋打雜,
全工企檯.

包吃包住,意者請電:
832-605-2131

糖城中餐館
誠請前台和外送員，
全工或半工均可,

需英文流利,可報稅.
有意者請電:

832-866-2625

中餐館請人
誠聘半工外送員
有經驗,可報稅

離中國城15分鐘
4670 Beechnut

意者請電:
713-307-2882

SINH SINH
位中國城,中國餐廳
誠請炒鍋、打雜
抓碼, 粉麵 及企檯
請下午3點後電:
713-459-1501

中國城中餐館

誠請廣東炒煱

意者請電:

281-210-8392

黃師傅

餐館招收
打台, 打雜,送外賣

位Spring,
249與99交界
聯系人：林先生

832-310-0739

賺錢餐館退休售
位610東, Pasadena

外賣店,生意好
1800呎, 獨立建築
附近工廠林立,
價格面議. 請電:

281-476-5598(W)
469-789-6628(C)

中餐快餐店出售
1700呎,獨立建築
有Drive-Thru,

租金$3200(加NNN)
或生意和地產一起賣

價錢面議,離休斯頓1個
半小時 Bay City

意者請電: 非誠勿擾
713-569-2628

黃金水餃請人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薪優誠請廚房員工
全工. 需有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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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餐館請人
堂吃外賣店
誠請●企台
●廚房抓碼
意者請電:

281-313-3300

日本餐館誠請
位Missouri City 近糖城

誠請 Part Time
Sushi Helper、Cashier

Server. 要求至少
做事認真負責,能報稅,
薪資面議.意者請聯系:
912-381-5292
346-303-3218

NOW HIRING
●Sushi Chef
●Sushi Helper
full time, part time
Sugar Land area
Hwy6 & Hwy90

inside HEB. Contact
713-419-0980

*奶茶冰淇淋店
出售 (含設備)

簡單易做,不會可以培訓
Dairy Ashford/Briar Forest

歡迎看店議價
意者請電:

347-580-9341
來電如未接可發短信

日本餐館請人
誠請企台及帶位
全工/半工均可

需工卡.
意者請親臨或電:
713-781-6300
6345 Westheimer

超市內壽司吧
『待優』 誠請
女性人員一名
必需有經驗

意者請5點後電：
832-660-2521

黃金茶寮,薪優
●樓面: 請 周末帶位
及傳餐人員

●廚房: 請 抓碼, 炒鍋.
●點心部: 請
有經驗做點心人員
2pm後電或親臨舊店:
281-495-1688
10600 Bellaire#105

中餐館請人

位於中國城

請熟手點心幫工

聯系電話:

832-387-1085

中日餐館急招
中餐師傅及洗碗打雜

各一名
有身份,可報稅.

地址:7039 FM1464
Richmond, TX 77407

有意者請電:
702-286-8363

KATY日餐
『薪優』 誠請全工

有經驗Sushi Man
全工/半工企檯,帶位

有意者請電:
281-301-1998

珍寶海鮮城 誠聘
點心師傅 、點心熟籠、點心幫手

推車、 企檯、傳餐.
需少許英文, 全工或半工均可

做滿三個月後,公司提供Bonus獎勵金
請電:281-988-8898 或親臨面談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餐館誠請
油鍋, 打雜, 洗碗工

打包,Sushi包卷師傅
各一名

位45南,近明湖區
意者請電:

409-539-1548
832-206-1789

*中餐出讓
離中國城20分鐘
中餐外賣老店
生意月均7萬5，

缺人手售。
意者請短信聯系 :
912-381-6945
832-776-5953

中日餐飯店出售
Galveston方向

25號出口
生意好,富人區.

聯系電話:
832-498-9988

*創業良機
在高銷售額的超市內

Sushi Bar出售
13年老店,月銷3萬5

東主退休
有意者請電或簡訊:
832-858-3378

中餐館,薪優
誠請炒鍋,油爐,打雜

提供吃住
離中國城1小時
有意者請電:

972-989-8396

日餐鐵板店
『薪優』 招聘
●鐵板師傅
●廚房師傅
●壽司師傅

以上全工/半工均可
832-289-1003

Buffet店請人
距中國城8分鐘

Buffet店
誠請 全工 / 半工
熟手企台，帶位
意者請電:

713-789-0845

*糖城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價格合理,剩3年半租約,
加上5年續簽選擇.

Remaining lease is 3.5
years with 5 year option

to renew. 機不可失
誠意者電: Suzie
713-261-8255

餐館招人
位Corpus Christi

Chinese wok中餐炒鍋
Grill cook燒烤師傅
月淨入$3800及假期
提供食宿.50歲以下.
需英文. 英文電/短訊:
361-876-9634

快餐+奶茶店
●全職或半職

收銀+ 做飲料小姐.
●全職或半職

廚房炸油爐,有經驗.
意者請電: Jackie
832-668-0501

Pearland餐廳
誠聘 點心師傅.炒鍋和
廚房幫手,要有經驗,

懂說少少英語,高薪聘請
請英語電或短訊:
Mai Thai pho & grill

3145 Silverlake village #112
Pearland, TX 77584
832-232-8892

粵菜餐館,薪優
東禾酒家請人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誠請炒鍋和企枱

抓碼和油爐
意者請電:

713-981-8803

餐館請人
多年老店, 湖南餐廳

位於 糖城 及Katy 之間. 誠請
●有經驗會看英文單的炒鍋
●半工和全工企檯

生意穩,收入佳. 請電洽 : 王小姐
281-804-9514

冰淇淋店轉讓
Austin附近,獨立建築,
十多年老店,可改中餐外賣
1300呎+2個Drive Thru
位多間中學高校旁

地點佳,生意穩,易經營
可教會.可轉做其它生意

歡迎看店,價面談.
請電:512-966-1165

*餐館出售
3500呎中日餐.
位休士頓西北方.

一周開六天.生意穩定.
房租低(包水),
位置佳,評價好.

近期有超市入住為鄰.
電:832-606-2784

壽司吧 收入好,價格好,容易經營
Kroger超市內壽司吧! 機會難得.

每周收入$3200-$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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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中餐館

招全工炒鍋

薪優, 需報稅.

意者請電:

281-665-9299

NOW HIRING - SERVER
Woodlands Japanese Restaurant

is hiring for full time/part time Server,
must speak English , have 1+ year experience,

have own transportation to work,
have TABC & Texas food handler certificate,

if interested please contact Trevor at
281-789-4445 / 281-919-7295

餐館請人
位於休士頓中國城,

百佳超市附近
味佳香Tainan Bistro
聘廚房助手:男女不拘
意者請洽: 許先生
832-506-3316

餐館請人
路州Shreveport

中餐堂吃店
誠請炒鍋和企台
無人接聽可短信:
832- 819-8111

Napa Udon
House 位敦煌廣場,
現在招廚師,學徒:
壽司, 烏冬麵, 廚房.
不需要日本的烹飪經
驗。將提供培訓。
薪資：$13 起 /小時

www.napaudon.com
短信:832-687-5223

中餐館,薪優
收銀兼接電話員一名

外送員一名.
環境好,小費好.

要求熟手,能報稅.
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
聯系電話: 劉先生
832-898-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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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鮮餐廳轉讓
位Westheimer.
Target門口,

生意穩定,人流量大
設備齊全,有酒牌,

意者請電:
646-341-7189

*路州日餐,高薪
離休士頓2小時,包食宿
高薪 聘炒鍋,壽司幫手
鐵板,企台,洗碗,打雜,
以上無需經驗,可培訓.

午休2小時。
●另請住家褓姆,帶4歲
小女孩. 意者請電:
337-764-7736

*KATY日餐
誠請●洗碗

●Sushi Man
●兼職企檯
意者請電或

短訊(無人接聽時)
713-820-7402
832-232-1001

薪優,餐館請人
外賣店

誠聘 打雜,收銀員
909 Southmore Ave
Pasadena, TX 77502

有意者請電:
713-818-0335

忍痛割愛出售
餐館位於糖城,

每周六天,周二公休
生意五萬,疫情期間影
響甚微,最終因管理不
善,忍痛出讓.意請電:
713-291-5975
713-922-0137

中餐廳招聘
位置Spring區

招 聘
全工前場經理一位,
有經驗，能報稅。

聯繫方式:Laurence
832-493-9598

美式中餐館
招收銀接電話

需熟手,有經驗
底薪100+小費

意者請電:
832-782-8237

*糖城中日餐館
誠請●全職炒鍋

●Sushi師傅
●企台

聯系電話：
832-350-9107

*日式快餐請人
位於1-10 Memorial
99大華附近,聘請

●壽司師傅
●廚房幫手(可培訓)
薪優,待遇好.男女不限

意者請電:
832-380-0247

外賣中餐館
Conroe,45號公路北
88出口, 請一名熟手
前台接電話或打包

薪優, 不包住
一周工作5-6天都可

電話: 楊
832-291-1499

*超市內壽司吧
位610北,近290

『待優』 誠請
女性人員一名
需有些經驗,
能周六日上班

意者請5 pm後電:
832-660-2521

中餐館請人
位Woodlands區

誠 請
●有經驗炒鍋
●收銀兼接電話
有意者請電:

832-788-1283

奧斯汀日式餐館
聘●企台, part time,
學生，全工都可以，
●油鍋 3500-4000，
●壽司一手師傅
4000-4500加小費,
夫妻工也可,需報稅.
電:832-863-8504

招聘炒鍋
工資面議，
包吃包住，

離休斯頓2小時車程
聯系電話：

210-380-2645

快餐店,薪優
位Humble區
『薪優』 誠請

全工炒鍋、炒麵
可以提供住宿
意者請電:

917-291-5895

西北區餐館

誠 請

全工炒鍋和企枱

意者請聯系:

281-966-5342

誠聘(中國城)
●護士
●廚房幫工/打雜
●司機
周一到周五.請電:
281-781-9389
未接請短信稍後再覆

*中餐館請人
位於中國城,誠請
●點心師傅
●熟手點心幫工

聯系電話:
832-387-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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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w Wok
中式快餐店

位於2575 B South Dairy Ashford Rd
誠請 ●炒鍋 ●油爐
意者請電 : 周先生
281-235-3531

Pearland餐館
和順圓堂吃外賣店

誠 聘
全工&半工收銀和企枱
半工或全工外送員

電832-768-9888
微信weijiang7788

*糖城中餐館
急聘●半工炒鍋

●半工廚房幫手
●前台收銀:周一至五
11am-4pm歡迎學生

意者請電洽:
281-759-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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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100 Restaurant
Hiring

中餐冷飲店售
休士頓南邊East

Pearland ,六年老店,生
意穩，競爭少易經營，適
合家庭，房東好租金便宜
2000呎租3200元（含
水，垃圾費）售11萬，
因副業太忙無法兼顧。
346-677-1692 李

星期六外送員
位I-10/Gessner
請外送員一名

9443 Katy Freeway

意者請洽 :
713-894-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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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服務

100 Restaurant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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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100 Restaurant
Hiring

*美日餐館,高薪
二家Galleria &1960
誠請經理、企檯 及
Bartender調酒師

需英文流利,懂酒水
全工/半工均可

小費極佳. 聯系電話:
281-636-8808

*金山餐館請人
位Downtown誠請
●企檯, 拋鍋, 抓碼

~以上薪水好~
意者請電: 阿泰

916-529-7337
2001 Jefferson

Houston, TX 77003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HEB超市內壽司吧請人
HEB, Kroger Sushi Roll Available People Priority

Training Available
Medical Center/ Hwy-288 / Rice Universty
Address: 6055 South Freeway, Houston,TX

Please call: 832-808-0206
誠請全工/半工壽司師傅及廚房幫手,

懂少許英文即可,近醫學中心及Rice大學

Kroger壽司吧
轉讓, 近中國城
易經營,收入穩定,
年收入五萬以上
售價 :$25,000

位 11565 Hwy-6 S.
Sugar Land, TX 77498
電:832-664-1410

分類廣告專頁: www.scdaily.com/cla/ClaAD.pdf 黃頁專頁: www. scdaily.com/yellow_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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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民宿租Houston Hostel USA
中國城惠康前,百利大道上,獨立屋,旅館式

套房,(房內附-書桌,餐桌,Cable電視及冰箱),
無限快速上網,包水電.拎包入住,免簽長約,
月租最少1個月起.16年來感謝舊客戶推薦

Line/微信: houstontours
電/簡訊: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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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寓地產管理公司誠聘
休斯頓地區

公寓經理 ,維修經理,出租前檯,經理助理
全職提供保險,帶薪假期以及401k

需英語流利,認真負責,有經驗者優先.
意者請Email 履歷至：

hr@gpi-management.com

賺 錢 旅 館
蓋文斯頓25房年營$55萬
地1.8畝,售225萬.
休士頓76房年收60餘萬,
地1.67畝, 售290萬.
布希機場,117房,七層
年收120萬, 售550萬.
路州88房,年收70萬,
2.9畝,售229萬. 黃經紀
832-348-7824

Auto Fit is looking for Accounting Clerk!!
Seeking Bilingual English and Spanish Accounting Clerk with experience
and proficient in Microsoft Office applications such as Excel and Word,
and knowledge of QuickBooks and Payroll.
Job Type: Full-time
Pay: $15.00 - $20.00 per hour
Experience:•Accounting: 5 years (Preferred)•quickbooks: 5 years (Preferred)
Education: •Bachelor's (Preferred)
Location: •Houston, TX (Preferred)
Additional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Bonuses •Store Discounts
Work Location: •One location
Benefits: •Health insurance •Dental insurance •Paid time off
Schedule: •Monday to Friday •Weekends required

Please send the resume to : adis@autofit.bz

Auto Fit is looking for Warehouse Associates!!
Job Responsibilities:•work as a team member with co-workers and Management•Receiving shipments arriving to dock and inspecting for damages•loading and unloading trucks with forklift or pallet jack•Staging shipments & labeling as needed & keeping warehouse in order•performing dock checks to assure accuracy of inventory on dock and

matching data•receiving and scanning items into inventory•Must be Bilingual
Job Type : Full-time
Experience: •Pallet Jack: 1 year (Preferred)•forklift operator: 2 years (Preferred) •warehouse: 2 years (Preferred)
Language: •Spanish (Preferred)
Benefits: •Health insurance •Dental insurance •Vision insurance•Paid time off
Please send the resume to : adis@autofit.bz

旅館請人
1. 維修人員
2.清潔房間人員
男女均可

3.櫃檯: 日班或夜班
意者請電:

832-660-7063

商業地產租售
近Westhimer/ 距離中國城10分鐘！
4500呎辦公室。倉庫占地5000呎,

20 呎高。水泥牆面。商住兩用
租價:$0.65USD/每月NNN 售價$1.5M

意者請電屋主：832-867-7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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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HIRING
Food Distributor Co.

looking for
Loading & Unloading

Staff (FT)
Call: Lily & Helen
713-383-8818
or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NOW HIRING(近中國城)
Looking for a Sales Person to distribute
our amazing products to Beauty Salons,

& SPAs in Texas. Guaranteed pay,
Commission, & Flexible hours

Call: 713-703-2662
聘普通話流利(母語),英文好,銷售人員: 把產品

銷售各美容院及SPA.工作時間靈活.

休斯頓 牙科診所,高薪誠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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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褓姆
照顧嬰兒&簡單家務,
周一至五, 擅烹飪

要求有經驗，可靠，需
提供打新冠疫苗證明
交通自理.工資面談.

有意請聯系 :
281-310-1828

*牙科診所誠聘
●牙科助手,
●前台工作人員
中英文流利，誠懇，

認真，負責，熟識電腦.
有意者請聯系：

agapedentalcare
houston@gmail.com

NOW HIRING
Food Distributor Co.

looking for
A/R & Salesperson
Speak Chinese & English
Call: Lily & Helen
713-383-8818
or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恆益門窗,薪優
誠徵男性生產工人
$13起薪,有合法身份
薪優. 意者請電:
832-629-1025
13715 Murphy Rd #D
Stafford, TX 77477

Experience Accountant
/ Manager Assistant Needed
Location: Stafford, TX 77477

College degree in Accounting, At least 3 years
Accounting experience (QuickBook, AP/AR, Bank
Recon, Monthly Closing, GL , Financial Statement,

Payroll ) Flu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Shipping Experience prefer.

Pls send Resume : Info@truemarkus.com

*CACUQ USA
電子烟批發公司 (中國城附近)
『高薪』招聘 全職銷售專員:

英文流利, 自備車,
電子烟愛好者優先

底薪+佣金
綜合薪酬月可達$5000 以上
意者請電: 281-409-1488
或電郵至: peter@cacuq.com

www.cacuq.com

NOW HIRING
Food Distributor Co.
Looking for an

Office Assistant
call: Lily & Helen
713-383-8818
or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International/Import/Export Co.
is looking for Inside Sales Clerk
Seeking Bilingual English and Chinese
Inside Sales Clerk with experience and
proficient in Microsoft Office applications

such as Excel and Word.
Please send resume: jluo@pannext.com

石油貿易公司招Accountant
要求有會計工作經驗,

有貿易物流經驗者更佳, 中英文流利,
會熟練使用Quickbook,

在美有工作許可,薪優面談,
工作地點Katy, TX. 簡歷發至郵箱:
alanz@hectomind.com

徵住家女看護
Gessner/Westheimer
照顧行動不便女長者
日夜陪伴,有耐心,
有經驗,薪水面談.

意者請電:
832-606-5619

卡車公司誠聘
A牌長途駕駛員:一年以
上駕照,無不良記錄.
記賬員:熟練使用辦公
軟件,有會計經驗.

食品銷售員:擅長溝通,
有相關工作經驗,

會廣東話,越南話優先.
電: 281-299-9688

招聘辦公室文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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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vo Medical
( 80mil revenue )

●Admin Asst : Purchases, data-entry
Process daily orders

●Creative Exec: Video & photo creation/edit
Social media content

Email: jean@beyondmedshop.com

誠聘保姆
家住糖城，保姆需要
會開車接送孩子，

做飯好吃及收拾家務
一周五天.

工作8月中旬開始
意者請致電:

832-330-3334

包袋制造公司
誠聘縫紉工:男女均可

無需英語. 需有
●工廠縫紉機經驗

半/全工均可,薪資面議
視效率質量而定. 位

Stafford,近中國城/糖城
請電/短信：何女士
281-739-8326

*全職牙科前台
中國城牙科,

需中英文.可訓練
請電或Email:

713-773-1300
txdentist101
@gmail.com

Hiring Sourcing Specialist
A Sugar Land based U.S.company looking for full time sourcing specialist.

3+ year related work experience and work permit required.
Ability in reading mechanical drawing and electrial blueprints a plus.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and fluency in both Chinese & English

are essential. We offer competitive salary & benefits.
Email: itihiring2021-ss1@yahoo.com

No phone call or in-person visit please.

E SIGNS LED
招牌公司,聘工人數名
主要工作是組裝招牌.
男女均可.有駕照,

會用基本工具,有力氣,
無經驗可. 請來電:
832-696-3015

*公司誠聘
Office Assistant
有倉庫物流經驗者

優先﹒
Email: bryan.bian
@rigmore.com

電:832-475-9026

CPA Firm Hiring
●Junior Accountant :

knowledge of payroll and bookkeeping
●Full Charge Accountant :

solid accounting with 1 year tax experience.
Fluent English & Chinese

Send resume to: taxprovider@gmail.com

*誠徵超市員工,薪優
糖城最大華人超市

誠徵收銀員及雜貨部員工
意者請親臨或電:
281-313-8838

家樂超市Welfresh Market

*注塑工廠經理
Houston近市中心區,新開注塑工廠

現需有經驗管理者。
有意者請把履歷和希望薪酬電郵：

New injection molding factory needs a
Factory Manager.

Please send resume & expected salary to:
hr.hou@outlook.com

房
地
產
租
售
Sale/Rent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其
它
租
售

老牌財務公司出讓
田納西州曼菲斯市,

40多年唯一華人老牌財務公司出讓,
經營退休金,保險,理財,地產,房屋貨款,

利潤豐厚. 東主退休出讓, 歡迎有
保險投資地產牌照專業人士全部或分購均可

請電: KC 901-338-9111

誠聘做晚飯阿姨
Memorial/Beltway 8附近
薪優.一周5天或6天,
每天下午3-4小時,
做晚飯和簡單打掃，
要求：已打新冠疫苗，
交通自理。意者請電:
713-306-5965

水務工程公司
Plumbing Co.
誠徵有經驗的

師父及助手多名
工讀生( Part time
Office Helpers )
公司靠近中國城.
832-755-9156

聯禾地產集團菁英招募
●行銷儲備幹部:善溝通與表達,具平面設計能力
市場調研與分析熱情,具行銷及企劃經歷佳
●商業&住宅地產業務幹部:相關學歷及經驗,地
具學習精神,敏銳市場洞察力,地產執照佳,
●辦公室行政秘書:表達能力強,具責任心,團隊感
以上全職/半職,具合法工作身份,中英文流利.

簡訊至: hr9889@gmail.com
公司地點:Houston中國城, Katy亞洲城

*海隆石油工業集團
（海隆控股有限公司（01623.HK）美國TIPC公司 人員招聘

海隆石油工業集團是一家為石油天然氣開發提供高端油田裝備及綜合
油田技術服務的大型上市實體企業集團，集科研、生產和服務於一體，
在全球建立了數十個生產基地及業務分支機構。沿著石油天然氣開發
的鑽、采、輸的橫向擴展和產業鏈的縱向延伸，海隆形成了油田裝備、
油田服務、管道技術與服務、海洋工程、新材料五個核心業務板塊，

建立石油管材研究所、石油化工研究所等專業研發機構。
實現了油田裝備產品與綜合技術服務的一體化發展。

招聘人員要求： 生產線崗位工人
基本工資在3000美金/月起薪，獎金根據個人表現可達3000美金/月

左右，提供吃住，支付醫療保險等所有社會保障。
要求高中以上文化水平，能吃苦耐勞，有工卡，有一定的生產制造業經

驗優先。工作地址在休斯頓北部100英裡左右,Madisonville。
聯繫人:阮先生 電話：936-245-9107 Email: bansheng@txipc.com

地址：8463 Hwy 75 S, Madisonville. Texas Internal Pipe coating LLC

*門窗廠生產部
誠請 全工熟手工人 ( 生手可培訓 )

工作時間 : 每周40小時.
~~人工高, 福利好~~

有意者請發簡歷(中英文皆可) 至:
surewin.re@gmail.com

家務助理,薪優
糖城附近 59/99
高級住宅區,

健康,誠實,愛乾淨
一周5天,薪水$2000
會開車者優先.請電:
832-630-4683

貿易公司請人
誠請貨車司機,

有經驗開24呎手排檔
一周五天,

送貨到倉庫.
意者請電:

832-863-8876

誠聘住家保姆
Katy西區,一家四口,
兩個孩子上學. 主要:
做三餐和家務,需身體
健康,性格好,會做飯,
注重干淨,有責任心,
打過疫苗,1周6-7天
薪優面談.聯系電話:
832-260-8771

電子維修公司

誠聘維修人員兩名

(性別和經驗不限)

意者請短信或電

281-650-6136

*公司誠聘
辦公室助理

英文流利,熟悉電腦
操作. 工作時間:
9:00am-5:30pm

位中國城附近.請電:
832-623-6719
346-970-7928

石油設備公司
誠招倉庫管理,
會叉車優先，
能用英文溝通,
外地薪優包住.

電話: HR
346-241-0822

*鐵工廠招助手
有無經驗均可
有經驗薪優

無經驗者可培訓
有意者請電:

713-598-8889

誠聘(中國城)
●護士
●廚房幫工/打雜
●司機
周一到周五.請電:
281-781-9389
未接請短信稍後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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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ervice

網紅連鎖髮廊
達拉斯,唯一 網紅華人

連鎖髮廊新張,
招聘 髮型師數名,
有執照,會英文優先.
底薪120 加提成

$4000-$8000 一個月
電話:917-385-5672

請短信聯系Derek

看顧女性老人家
周一至日,能做3-7天
每天24小時,夜晚需幫忙
烹調,輕微家務,開車

有愛心,耐心.
住家近610/Bellaire

請電或短訊:
425-233-9079

倉庫出租
290和610交叉口

距中國城20分鐘車程

包括冷藏庫和干貨庫及辦公室

地理位置方便,倉庫寬敞適用.

聯系電話 :

832-282-6487

誠 徵
1.辦公室文員:通英文
2.麵包車司機.
待優, 認真負責,
有愛心.聯系電話:
832-866-8801

房
地
產
租
售
Sale/Rent

房屋買賣出租
位於中國城

有空房可隨時入住
長短期,價格合適,

交通便利.
意者請洽 :

832-317-6315

*誠請通勤保姆
TX, 77077

打掃衛生,做飯,
接孩子.一天六小時.

要求會開車,
能報稅最好.聯系:
812-606-0520

Condo出售
黃金花園. 方便,

中囯城內.
H-Mart附近,清靜,
樓下,三房二衛,

$269K. 電:陳小姐
713-823-8963

*公司誠聘
●辦公室文員 一人
●銷售人員Sales
需身份英文,有經驗優先
地點Houston TX77055
請電或Email: Jimmy
626-255-8323

gaic@gaicusa.com

外科診所聘前檯
前檯工作人員一名
沒經驗可培訓

需中英.越南語流利
工作認真負責,熟識電腦

全工/半工均可
意者請電:

713-935-9758

長期倉庫工人
勤奮,守時,安全.

需有合法身份. 每周
工作5天, 7:00-4:00.
會開叉車和懂英語者
優先考慮.上班地點在
Bissonnet @ Beltway 8
電: 713-856-0003
Linda@smart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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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中心
旅館請人

1. 維修人員
2. 房間清理人員
（男女均可）
聯系電話:

413-297-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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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分銷公司（77099）
誠聘 辦公室助理

中英文流利, 工作態度認真,負責,細心.
主要負責物流,行政,接待及文件審核等工作

公司提供培訓,保險福利,晉升機會.
有意者請寄個人履歷(中英文)到 :

linda@smartintl.com

*公司誠聘
●辦公室文員二名

需英文流利
●大卡車司機 :
有A class駕照

意者請電或Email:
713-864-8500

itcadmin@
itcintertrade.com

Katy住家阿姨
照顧兩歲半男孩
和簡單家務。

要求打過新冠疫苗
聯系方式:

832-867-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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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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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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發裝修
地板人工 90￠/呎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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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滿 裝 修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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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盛裝修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小修小補.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請電: Sam 劉

832-606-7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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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國/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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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商業保險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身份,薪酬優厚.
713-371-2713戴師傅

蘇揚建築裝璜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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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請裝修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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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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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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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15年經驗

承接：商業/住宅 的
翻新與改造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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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odeling

裝
修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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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l Contractor

JuJu's寵物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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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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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金廣場內 )
281-236-4723申請帶槍執照

Gun License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本地美國人,資深英語家庭教師,教授日常美式
會話、商業及旅遊用語, 個人或集體均可.
*** 協助通過公民考試及移民局面談 ***

skype:david.b.browning /Wechat: Teresina1only
832-788-3383 281-587-6912 布朗寧
5338 Beechnut St. Houston, TX 77096

http://davidbrowning.trustab.orgRegistration

英
文
班
招
生

1000

狗狗寵物美容
Pet Grooming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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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School

駕
駛
學
校

專收購舊車壞車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入籍班招生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 有4人7人座服務

832-382-5645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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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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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電 : 713-777-1188 (近59,離中國城5分鐘)

6121 Hillcroft Ave, Ste M1, Houston, TX 77081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床墊專賣
Mattress for sale

房
產
經
紀
人
Real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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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打電話或短信：917-378-5316

W-2

報稅服務

*凱 悅*

實惠的價格

輕鬆的享受

832-359-6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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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988-7118

誠意裝修
●承接 : 舊房翻新,
浴室廚房改建.

●承攬:商業/餐館裝修
木工活,水泥面,籬笆牆
小修小補,保修3年.
~~ 百萬保險 ~~

電:281-787-1283

房地產經紀人
Kate Zhang

●個人房屋買賣
●商業房產買賣

微信：15042558967
電/短信：917-378-5316

佳寶建築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A/C等...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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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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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 設計 裝修 繪圖

誠實裝修
內外油漆,屋頂補漏
水電木工,籬笆水槽.
安裝更換熱水爐.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質量保證. 請電:
832-866-2876
361-460-4530

萬達裝修公司
20多年經驗,

專業舊房屋翻新,
鋪設地板地磚,

水電維修,涼棚花棚
搭建.價格合理

626-757-5201

隨叫隨到裝修
專業漏雨 瓦片翻新
室內外裝修20年
經驗. 免費估價

大小工程,百萬保險
346-383-1087
713-269-9582

謝老師交通安全班罰單

駕照中文筆試路考二天取駕照

青少年駕照班

832-863-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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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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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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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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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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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1 Corporate Dr #203
832-277-7226 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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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ive Driving

專業住宅裝修
20多年的裝修經驗
櫥櫃,檯面,油漆,木工
地板,地磚,門窗,圍欄

水電等...
質量保證,免費估價
917-214-8738

混 血 火辣 甜 心

留學生 台灣辣妹

832-434-9370

木易裝修
承接房屋大小工程
舊屋翻新,廚房浴室
地板瓷磚,水電木工
涼棚圍欄,高壓清洗
價格公道,免費估價
歡迎來電咨詢:楊
909-800-8876

**真愛台北**

舊雨新知

歡迎預約:

832-630-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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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 Chavez 專業油漆
承接 商業/住家. 免費估價 Free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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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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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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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專
業
油
漆

Painting Service

*正規按摩店出售
45 號北, 五個房, 一個搓澡房.

1500呎, 地點好, 生意穩,
白人客源,小費好. 歡迎看店議價.

Location Tomball, TX 77375
請電: 669-342-9089

按
摩
店

美
容
院

租售

按
摩
店

美
容
院

租售

平價裝修
舊屋翻新,浴室廚房
後院改造,內外油漆
高壓清洗外牆,水泥,
木工,冷熱水喉更換,

其它大修小補,
保證質量,價廉.

713-855-3288浩哥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靈媒和塔羅牌算命
Fortune-T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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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er靈媒和塔羅牌算命
擁有35 年上天付予的能力-問事業,問愛情,問未來
婚姻挽回,解惑,事業起色,工作投資,心靈淨化及治癒.

一切都會保密到家。僅限預約。
Psychic and tarot Card reading by Amber.Advice given on
love Business. Marriage. Career. Reuniting love ones cleansing

&Spiritual healing. 35 years of of born gift experience -
all readings are private and confidential .

by appointment only. Call (English) : 281-606-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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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新新新
全新小姐, 全新手法,
全新服務, 全新享受.

時間 : 早9點 ~ 晚10點
電話 : 832-812-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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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58歲男士徵婚友
男,美國公民,穩定工作及經濟基礎

想找一個45-55歲的女友，
會說廣東話更好,

美國公民, 工作穩定.
請電 : 832-488-7878 陳生

別猶豫別猶豫別猶豫,,, 別蹉跎別蹉跎別蹉跎歲月歲月歲月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Tiffany SPA會所
快樂無限 激情有約

美女如雲 技術一流 環境舒適
私屬空間 水床服務 星級享受

越南城 TX 77072
聯系電話 : 832-941-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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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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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700
Remodeling

信用貸款

誠信高效
聯系電話：

832-876-8646

832-876-9070

分類廣告專頁

購車專業諮詢
全美最大車行資深銷售
專業提供車輛買賣、

貸款 Title等咨詢服務,
遠離事故和泡水車.

並現金高價收購 寶馬
奔馳 奧迪 保時捷.

電:832-620-0006

Consultant
購車專業諮詢

分類廣告專頁

美南網站

沙龍按摩店售

Salon 1 Body Massage賺錢店出讓
13250 FM 529 E. Houston, TX 77041

Body Massage, Hair, Nail, Eyelash extension, Facial
地點佳, 生意極佳, 小費極好. 白人及墨裔多, 1200呎,租金 $1400
( $50-$60/身體按摩) 2個按摩房, 5張剪髮座, 1張美甲桌,2修甲座

這是極佳的機會,接手開一個賺錢的按摩店
意者請英文電 : 832-748-3484 Tiffany

Piano鋼琴教學

～鋼琴教學～
林老師MTNA&HMTA音樂教師會員

超過三十年教琴經驗.
學生參加各種比賽,檢定等級考試,

成績皆優異.
學費低廉！歡迎比較.

電話 : 832-235-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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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順冷暖氣公司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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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860-3388 蒲繼忠

車房門專家
商業,住家,鐵門及鐵柵

搖控車門器更換,
彈簧維修線路安裝,
品質保證,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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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排污
德州執照TCEQ24431

抽餐館油井,
洗衣店水井,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832-462-3832
832-462-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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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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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290-8770

水電服務公司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水電新建和修理,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打碎機,下水道,

281-610-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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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26年經驗,價格合理
修補翻新各種屋頂
大小工程,質量保證
免費估價. Min Park
832-202-8432Claims Service

房屋理賠

萬家樂冷暖氣
政府執照TACLB95906E百萬保險

安裝、精修 : 各種品牌冷暖氣
維修保養,配件更換,水務電器,專業誠信
~ 政府認可的TOP空調專業技工 ~

832-727-8888 ( 中文 )
281-818-2990 宛 (Wan)

林記鐵工廠
專業定制各類防盜門窗
精工電焊,鋁,不銹鋼
修理翻新各類鐵件
(鐵欄,扶手,樓梯等),
多年經驗,質量保證.
281-889-1086
●招電焊工及打雜

木水石電全能
執照#LI 0019006
花草自動灑水系統,

軟水器,淨水器,籬笆,涼
亭,魚池,地板,磁磚,電
路,水路,招倒垃圾﹑餘泥
及以上各種維修.國粵
832-818-3185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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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園
美
化

Gardening

700700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上下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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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oring Service

地板銷售安裝

700

通水管
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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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832-708-8688
短信832-929-2771

陳氏專業冷氣
冷暖氣系統

保養,維修,安裝,
家電,熱水爐.

政府執照,15年經驗
請電: 陳(英粵國越)
281-236-2846

監控系統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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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800 電 腦 專 家
電腦維修，IT技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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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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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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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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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住家及商業地區,
讓您擺脫蟑螂/螞蟻/蜘蛛/老鼠/白蟻等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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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346-252-9893Pest Control

殺
蟲
專
家

泰平鐵工廠
經營多年,專修

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
餐館設備,爐頭,

工藝鐵門.
金屬構件加工.

www.taipingironworks.com
281-785-9895劉

范 氏 鐵 工 廠
防盜門窗.自動大鐵門(保證大門不會變歪,
歡迎團購,便宜5%-10%)
開門機修理,鐵欄杆修理,換新.陽台扶手.
出售鐵欄杆,大門,柱子等..承接各種焊接,
修理工作. 保證質量.良好的售後服務.
713-598-8889 (中文) ●誠請電焊工

小潔水管公司
832-722 2099

德州Master執照40172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水表,下水道,通堵,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城市申報檢驗.

精藝冷氣水電
冷暖工程,家用電器
廚浴設備,修換水爐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漏水斷電,急修急通

請電: 蕭師傅
832-490-7988

通水管
排污

爽快水管專業
專通下水道, 儀器檢查, 漏水堵水.
修換: 全屋來水管,去水管,水錶漏水.

按裝:熱水器,水龍頭,馬桶,浴缸,打碎機.
7/24 832-600-6300 劉

通粵/ 國 / 英 / 墨西哥

PN Pro Glasses門窗公司
品質保證+安全保證+價格便宜保證

Commercial & Residential商業/住宅
Shower Door, Window Glass
Mirror Wall, Furniture Glass

浴缸,浴室落地玻璃門, 住家辦公樓大門玻璃
一般牆上及臥室大型鏡子,傢具台面玻璃

請英文/越語 : 346-561-2430

滿意水電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車庫門安裝維修
曹 832-576-6957
●招助手或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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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籬笆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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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籬笆Fence專
業
砍
樹
服
務700

安全監控系統

龍運疏通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按裝. 經驗豐富,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陸先生(中文).請電：
281-818-6524

浩記冷暖氣維修
冷暖氣維修更換,

商用cooler,freezer,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請 電:
832-759-4638

Door/Window Glass

玻
璃
門
窗
專
家

大衛空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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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砍樹
華人經營,專業砍樹,

修理樹枝,挖樹根,栽花,
種樹,鋪草皮.各種場地
清理,修建籬笆圍牆,

清理水槽,清垃圾,排後院
積水.搬家及雜活.

*全市最低價100元起*
832-969-5083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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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報警監控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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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監控系統

聯合搬家公司
公寓住家，公司搬運
碼頭提貨，代客送貨
短長途專業搬運鋼琴
免費估價，價錢便宜
電:713-783-3789通
626-297-9888國臺英
unitedmoving.tx@gmail.com

四季搬家公司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往Austin,Dallas, San Aotonio特價優惠.
本公司有各大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廣告 )
英文電洽 : 281-903-7688 832-867-5467
或上網查詢: http://www.allseasonsmove.com

西 南 搬 家
(O)281-933-1555
(F )281-933-2953

www.swmoving.com
Email: mike.kuo@swmoving.com

●公寓，住家，辦公室，倉庫遷移。
●市區內、紐約、加州、全美長途、回國傢俱

包裝及自用車運送。
●政府合法執照,25年經驗,工作保證,誠信可靠.

I.C.C. M.C.249994
TX.D.O.T. 44648C
U.S.D.O.T 461436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政府註冊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26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國語

24小時服務 832-367-6090國,越南,廣東

順豐搬家快運
拉貨.搬家.運東西.

居民.公司.倉庫.鋼琴.
家具拆裝,跨州長途搬運

只要你需要,
我們一定“搬”到.
832-966-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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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Service

搬
家
公
司

《如意》搬家
貨運公司.專業搬家
各種 家庭 / 倉庫 /
辦公室 / 搬家。

專線休斯敦-洛杉磯
電話:

281-797-9898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 有4人7人座服務

832-382-5645

益明清洗地毯
華人主持，益明採用
大型蒸氣機,洗地毯,
沙發,淹水後清潔.

住家.辦公室.旅館.空房.
空房沒電亦可處理

請電:713-557-0074
281-565-4788Minh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修空調找杰克
杰克修空調.

專業冷暖氣系統
維修、更換、加氟.

免費空調檢測、估價.
請聯系：高師傅

832-382-8026

分類廣告專頁

We move - House - Apartment - Office -Storage
local and long distance,call now for free quote !

More Than 18 years Experience
best price Guaranteed.保證最好價格

Call: 832-289-6211
長短途搬運832-265-9258
超過23年專業經驗,免費估價,

Tony's Fast Movers 快速搬運
Moving and Delivery Services住家/公寓/公司

誠實專業冷氣
政府執照,20年經驗
專業安裝,修理,維護

冷暖氣系統.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 電:
832-685-8888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鐵
工
廠

700

Iron Works

精修車庫門
開門電機及傳動,

彈簧更換及線路故障.
整門及部分更換.自動
鐵門維修及故障排除.
20年經驗，最低收費。

電：陸先生
281-827-5309
832-734-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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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Claims Service
房屋理賠

美國房屋理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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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各種漏水
舊屋水管換新,
屋頂,地下漏水
修換熱水器

832-217-6958修
713-885-4818英

CC冷暖氣專家
美國政府執照,經驗富豐
承接:餐館家庭&各行業
冷暖氣維修,保養,檢測

加氟大小業務.
價格優惠,免費估價
24小時電: 陳先生
929-366-6995

床墊專賣
Mattress for sale

靈媒和塔羅牌算命
Fortune-Teller

Amber靈媒和塔羅牌算命
擁有35 年上天付予的能力-問事業,問愛情,問未來
婚姻挽回,解惑,事業起色,工作投資,心靈淨化及治癒.

一切都會保密到家。僅限預約。
Psychic and tarot Card reading by Amber.Advice given on
love Business. Marriage. Career. Reuniting love ones cleansing

&Spiritual healing. 35 years of of born gift experience -
all readings are private and confidential .

by appointment only. Call (English) : 281-606-9032

商業大樓,免費置換新屋頂
免費太陽能

聯邦稅務 Credit
2021年-26% 2022年- 22%

太陽能設備總額85%
5年內全額稅務折舊共抵扣111% 5年內

電話: 832-888-2299
省 電 節 能

Energy Company

聯合冷暖氣公司
●維修,保養,安裝: 家用,商業,冷暖氣設備.
包括餐館,超市,辦公樓 及冷凍,冷藏設備.

●解決各種電器,電路問題 : 包括熱水爐,
洗衣機,烘乾機等.....

●專業執照,23年電器服務經驗
保證質量,信譽,絕對價優:夏季高峰期任何
維修免收服務費 請電:713-858-8528

中英文網站
設計制作推廣

專業制作商務,貿易,
批發,零售,地產,餐飲,

旅行社,等..
各類專業中英文網站,
並 精通網路運營,
和推廣快捷、高效.

電:832-620-0006

設計制作推廣
Design Service

網站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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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電 : 713-777-1188 (近59,離中國城5分鐘)

6121 Hillcroft Ave, Ste M1, Houston, TX 77081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信用貸款

誠信高效
聯系電話：

832-876-8646

832-876-9070

信用貸款

明亮電工公司
德州執照,百萬保險,
專業電工工程公司,
承接各種 工業,商業,
廠房,學校,酒店,
餐館的電氣工程!

質量最高，保證工期！
832-260-8678

貴先生(中/英)

雅聖冷暖氣
專業維修、安裝
冷暖氣系統,

維修更換熱水爐.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電話：陸先生
346-606-6871

Piano鋼琴教學

～鋼琴教學～
林老師MTNA&HMTA

音樂教師會員,
超過三十年教琴經驗.
學生參加各種比賽,

檢定等級考試,
成績皆優異.

學費低廉！歡迎比較.
電話832-235-4374

專收購舊車壞車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購車專業諮詢
全美最大車行資深銷售
專業提供車輛買賣、

貸款 Title等咨詢服務,
遠離事故和泡水車.

並現金高價收購 寶馬
奔馳 奧迪 保時捷.

電:832-620-0006

Consultant
購車專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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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firefighters use break in 
weather to attack wildf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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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CY, Calif., Aug 6 (Reuters) - 
California firefighting crews sought 
to take advantage of cooler, moister 
air and diminished winds on Friday 
to make headway against a massive 
wildfire that has already destroyed a 
historic gold-rush town.

The so-called Dixie Fire, which 
broke out on July 14 in the Sierra 
Nevada mountains some 160 miles 
(257.5 km) north of Sacramento, 
had burned across 432,813 acres 
(175,153 hectares) as of Friday 
afternoon, becoming one of the 
largest wildfires in state history.

The flames roared through the 
historic mining town of Greenville 
in on Wednesday, leaving its main 
street in smoldering ruins.

Greenville, with a population 
800, was founded more than 150 
years ago when nearby gold mines 
attracted settlers and merchants to 
the picturesque town in the Indian 
Valley.

“My defiantly quirky, beautiful ad-
opted hometown turned into a ghost 
town last night,” wrote Meg Upton, 
a reporter for the Plumas News, in 
an online article.

Firefighter David Molter monitors 
the progress of flames that were 
burning along a roadway at the Dix-
ie Fire, a wildfire near the town of 
Greenville, California, U.S. August 
5, 2021. REUTERS/Fred Greaves

California, which typically experi-
ences peak fire season later in the 
year, was on pace to suffer more 
burnt acreage this year than last, the 
worst fire season on record. Rough-
ly 16,000 people were evacuated 
this week from blazes burning 
across five countie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state.

California’s five largest wildfires in 
history have all occurred in the last 
three seasons, burning more than 
2.5 million acres and destroying 
3,700 structures.

Firefighters, aided by a thick inver-

sion layer blowing inland from the 
Pacific Ocean, were working to stop 
the advance of the flames as they 
moved toward the community of 
Quincy in Plumas County.

The Dixie Fire is the largest of more 
than a dozen major conflagrations 
burning across California this week, 
spurred by high temperatures and 
brush left bone dry by years of 
drought.

The River Fire -- which started on 
Wednesday and has charred 2,600 
acres (1,050 hectares) in Nevada and 
Placer Counties, destroyed 88 homes 
or other structures -- was 30 percent 
contained on Friday morning, said 
Captain Robert Foxworthy of 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Fire Protection.

He said three people had been 
injured, including two civilians and 
one firefighter.

Firefighter David Molter monitors the progress of flames that were 
burning along a roadway at the Dixie Fire, a wildfire near the town of 
Greenville, California, U.S. August 5, 2021. REUTERS/Fred Greaves



Editor’s Choice

Allyson Felix of the United States celebrates after winning gold during the 
women’s 4 X 400m relay. REUTERS/Lucy Nicholson

A man on crutches moves away from tear gas thrown by police during a protest to demand the 
impeachment of Brazil’s President Jair Bolsonaro and against his handling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t Consolacao street in Sao Paulo, Brazil. REUTERS/Amanda Perobelli

Team Japan in action with clubs 
and hoops during the group 
all-around qualification. REU-
TERS/Mike Blake

People form the foundation 
of a human tower during 
the first performance of 
Colla Joves Xiquets de 
Valls and Colla Vella Dels 
Xiquets de Valls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lt, 
at Blat square in Valls, 
Spain. REUTERS/ Albert 
Gea

People pray as screens show devotees gathering via Zoom application during a ceremo-
ny to commemorate the Buddhist Lent Day at the Wat Phra Dhammakaya temple in 
Pathum Thani province, Thailand. REUTERS/Chalinee Thirasupa

Relatives and the mother of Pales-
tinian Mohammed Al-Tamimi, who 
was killed by Israeli forces during 
clash on Friday, according to officials, 
mourn during his funeral in Deir 
Nidham in the Israeli-occupied West 
Bank. REUTERS/Mohamad Torok-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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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NEWS

MEXICO CITY, Aug 6 (Reuters) - The flow of high-caliber 
arms smuggled across the porous U.S. border has alarmed Mex-
ican officials and few weapons are as powerful as the U.S.-made 
M82 semi-automatic rifle increasingly favored by the powerful 
drug cartels.

The M82 can easily penetrate bulletproof vests, concrete walls 
and even tanks, says its manufacturer Barrett Firearms. It is also 
one of the weapons of choice for drug cartels, according to the 
Mexican government, which this week filed a lawsuit in the U.S. 
District Court in Massachusetts against the company and 10 
other gun manufacturers.

Weapons such as the M82 are part of a “torrent” of illegal arms 
flowing south, Mexico alleges, partly due to the manufacturers’ 
negligent business practices that had encouraged illegal arms 
trafficking. read more

None of the manufacturers, including Barrett, responded to 
Reuters’ requests for comment.

First manufactured in the 1980s, the M82 rose to prominence 
during the first Gulf War when it was adopted by the U.S. mili-
tary. Now it’s used by more than 70 security agencies across the 
world, according to Barrett.

In Mexico, the weapon has disrupted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crim-
inal groups and poorly equipped police forces, according to Romain Le 
Cour Grandmaison, Program Director at the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Office of Noria, a think tank.

“If you have a Barrett, it means that any non-special forces such as the local 
police and the municipal police cannot fight you,” Grandmaison said.

“That leaves the military as the only ones able to battle the cartels.”

The M82 guns, often fitted with a scope to act as sniper’s weapon, can fire 
70 rounds per minute with a maximum range of 2,500 meters.

Between 2009 and 2020, authorities seized 358 M82 rifles, according to 
official figures cited by the Milenio newspaper. In 2019, a record 68 such 
weapons were captured.

‘Weapon of war’: the U.S. rifle loved by drug 
cartels and feared by Mexican police 

The raw power of the rifle, which weighs about 14 
kilograms (31 lb) and is 1.5 meters long, was on 
show in mid-2020 during a military-style assassina-
tion attempt on Mexico City’s police chief that was 
captured by surveillance cameras.

Gunmen who left behind at least one M82 rifle were 
seen spraying the armor-plated car of police chief 
Omar Garcia Harfuch with high-velocity rounds. 
He was badly wounded, while two bodyguards and 
an innocent bystander were killed.

In 2016, members of the “Knights Templar” cartel in 
Michoacan state allegedly downed a helicopter with 
an M82 rifle, the Mexican lawsuit said.The Barrett 
M82 was a “serious problem” for security forces 
because its armor-piercing bullets can knock out 

the motors of reconnaissance vehicles and endanger 
helicopters, said a Mexican official, who spoke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The gun should not be in the hands of civilians, the 
official said.

“It’s a weapon of war,” added the official.

For the cartels, the M82 has also become a status 
symbol.

Criminal gangs that wish to project power often post 
photos on social media of their members toting M82 
guns and latest military gadgets, mimicking the style 
of special forces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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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things that could prolong the 
COVID-19 pandemic — that could make 
this virus a part of our lives longer than any-
one wants — are playing out right in front 
of our eyes.
The big picture: Right now, the U.S. is still 
making fantastic progress on vaccinations. 
But as variants of the virus cause new out-
breaks and infect more children, the U.S. 
is also getting a preview of what the future 
could hold if our vaccination push loses 
steam — as experts fear it soon might.
Driving the news: The British variant is 
driving another surge in cases in Michigan, 
and Gov. Gretchen Whitmer has resisted re-
imposing any of the lockdown measures she 
embraced earlier in the pandemic.
• Variants are beginning to infect more kids, 
even as schools are on the fast track back to 
reopening, making the pandemic “a brand 
new ball game,” a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epidemiologist Michael Osterholm recently 
put it.

vaccines don’t work as well against the 
South African variant.

Between the lines: This is a preview of 
the longer, darker coronavirus future the 

-
nations — one that many experts see as 
pretty likely.
• Although the pace of vaccinations is 
still strong, there’s a growing fear that 
it’s about to slow down. In some parts of 
the country, particularly the South, de-
mand for shots has already slowed down 
enough to create a surplus of available 
doses.
How it works: The more widely a vi-
rus can spread, the more opportunities it 

has to mutate. If the U.S. and ultimate-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we’ll be 
setting ourselves up to let the virus keep 
spreading, and keep mutating, continu-
ing to give us new variants that will con-
tinue to pose new threats.
The concern isn’t necessarily that the 
facts on the ground today could end up 
being disastrous. The vaccines work 
against the British variant; the South Af-
rican variant is not, at this point, a dom-
inant strain within the U.S.; and we will 
eventually be able to vaccinate at least 
some children, helping the U.S.’s prog-
ress toward herd immunity.

• But if we don’t control the virus well 
enough, then even years into the future, 
we could be living through more new 
variants — some of which might be more 
deadly, some of which might be more re-
sistant to vaccines, some of which might 

populations.
• That would translate into an ongoing 
risk of illness or potentially death for 
unvaccinated people and new races to re-
formulate vaccines as new variants keep 
emerging.
• And it would lead to a world in which 
today’s vaccine-eager population would 
have to stay on top of those emerging 
risks, get booster shots when they’re 
available, and perhaps revive some of the 
pandemic’s social-distancing measures, 
in order to stay safe.
The bottom line: This darker future is 
preventable, and our abundant supply of 
highly effective vaccines is the way to 
prevent it. The more people get vaccinat-
ed now, the smaller the role COVID-19 
is likely to play in the rest of our lives.

Related

Former FDA Chief Offers Reality 
Check On Vaccine Passports

Illustration: Sarah Grillo/Axios
There’s a clear use case for some sort of 
trusted, digital proof of vaccination, but it 
probably wouldn’t be an all-encompassing 
“passport,” necessary for any number of 
everyday activities, former FDA commis-
sioner Scott Gottlieb argues in a WSJ op-ed.
What they’re saying: “Some have panned 
this as a way of denying Americans ac-
cess to restaurants or other businesses,” he 
writes. “It’s more likely to allow Americans 
to visit places they otherwise can’t, such as 
nursing homes or hospitals that aren’t al-
lowing family members.”
Why it matters: Vaccination data isn’t 
easily accessible — some of it belongs to 
insurers, some to state databases, and those 
systems don’t always communicate well 
with each other.
Making matters worse, the inevitable 
forgeries of paper vaccine cards are now 
a widespread reality. Scores of fraudulent 
vaccine cards are available for sale on Etsy, 
eBay, Facebook and Twitter,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s:

Former FDA commissioner Scott Gottlieb.
• One Etsy seller, who declined to be iden-

-
cine cards for $20 each recently. She justi-

people evade a ‘tyrannical government.’ 
She added that she did not plan to get in-

oculated.”
Related
Fauci: Federal government won’t re-
quire COVID vaccine passport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not mandate 
the use of vaccine passports for travelers 
or businesses post-pandemic, President 
Biden’s chief medical adviser, Dr. Antho-
ny Fauci, told the Politico Dispatch pod-
cast Monday
Why it matters: Passports showing proof 
of vaccination could speed up interna-
tional travel re-openings, but the idea of 
requiring immunization credentials has 
become a point of contention, particularly 

• Florida Gov. Ron DeSantis (R) banned 
the use of vaccine passports in his state on 
Friday.
What they’re saying: “I doubt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be the main mov-
er of a vaccine passport concept,” said 
Fauci.

Anthony Fauci. Photo: Susan Walsh/
AP/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 “They may be involved in making sure 
things are done fairly and equitably, but I 
doubt i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going to 
be the leading element of that.”
Fauci noted that he believes that busi-
nesses or schools could require vaccine 
passports to enter their buildings.
• “I’m not saying that they should or that 
they would, but I’m saying you could 
foresee how an independent entity might 
say, ‘well, we can’t be dealing with you 
unless we know you’re vaccinated,’ but 
it’s not going to be mandated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big picture: The E.U. unveiled its 
proposal for vaccine passports in March, 
which would allow citizens who can cer-
tify that they have been vaccinated or re-
cently tested negative for COVID-19 to 
cross borders without quarantine require-
ments.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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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arning Signs Of
A Longer Pandemic

Illustration: Sarah Grillo/Axios

COMMUNITY

Look around the space where you are sitting. How many 

of the things you see were not available to you as a 

child? Perhaps you note a laptop, smart phone or Wi-Fi 

connection? Now imagine these things vanished. What 

would your life be like? Think back to when you were a 

child. Could you have imagined the items you now can’t 

live without? This same dynamic may soon be on the 

horizon for jobs on Mars—we may one day wonder how 

we ever confined our human activities to Earth.

Advancing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create more unique 

and interesting jobs—for now, all of them based on plan-

et Earth. But change may be upon us.

If the human race is to continue for another million 

years, we will have to boldly go where no one has 

gone before,” the late Stephen Hawking argued.

As Elon Musk, Jeff Bezos, NASA scientists and others 

continue to bring the possibility of living on another 

planet into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reality of an inter-

planetary economy and job market could be just around 

the corner.

By 2024, Musk’s SpaceX aims to send the first astro-

nauts to Mars. President Trump’s 2020 budget includes 

funding for a manned Mars mission to launch as soon as 

2026, with a goal of bringing back samples of the Red 

Planet. Such studies of rock, soil and atmosphere sam-

ples could bring new insights into the sphere’s geology 

and water presence, and may even locate evidence of 

past or current life.

In fact, multiplanet settlements maybe crucial for 

the long-term survival of humans. Amazon’s found-

er and CEO Jeff Bezos believes that expanding our 

living options in our solar system “is not some-

thing that we may choose to do; this is something 

we must do.”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natural 

resource constraints,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potentially deadly asteroids or other natural di-

sasters could leave Mother Earth with a limited 

capacity to sustain our continued growth. Colo-

nizing another planet could lift the barriers Earth 

may present to the continued expansion of humani-

ty.                                                                                                                                                                                                                                                             

Why Mars?

While planets in our 

solar system are subject 

to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the dangerous el-

ements of space, Mars 

has some similarities to 

Earth. It is also in what 

is called the Habitable 

Zone, an area where 

conditions might poten-

tially support life. While its air is too thin to breathe 

and its surface temperature too cold for unsheltered 

life, Mars—unlike other planets in our solar system—

has the benefit of a 24-hour day, four seasons, can-

yons, volcanoes, polar ice caps, river beds, dried lakes 

and even some liquid water. Based on our current ex-

plo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our solar system, there 

is no planet better suited to interplanetary migration 

than Mars.

What Jobs Will Be Available On Mars?

Initially, a strong background in science and mathe-

matics will be most desirable. However, as a yearn-

ing to see more of Mars accelerates, films, television 

programs, and reality shows marketed on Earth will 

attract talent of all kinds to the Red Planet.

The opportunity to be highly innovative on Mars will 

be another aspect of work on the planet and a strong 

additional talent attractor. An early Mars colony could 

generate a lot of income by being an inventors colony. 

Isolated from the distractions of Earth and challenged 

to come up with solutions to problems on the planet, 

Mars will be a pressure cooker for innovation with 

inhabitants being free to innovate without the bureau-

cracy on Earth,” explains Dr. Robert Zubrin, founder 

of the Mars Society and author of the new book The 

Case for Space.

How Do I Apply For Interplanetary Work?

Interplanetary job seekers can apply for desired op-

portunities on the career web pages of organizations 

such as SpaceX, Bezos’s Blue Origin and NASA. 

Also helpful will be specialized industry job sites like 

Space Individuals and Space Careers. NASA has even 

released poste advertising jobs on Mars for surveyors, 

farmers, teachers and technicians. While most jobs 

working in space are currently based on Earth, space 

exploration companies require people in every career 

discipline. Opportunities in engineering, design, soft-

ware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human resources, 

finance, IT, legal, marketing, sales and many other 

jobs that exist on our planet will be available.  

How Will I Get To My New Job?

To make Mars a viable option for a new economy, 

affordable, safe, reliable and frequent transportation 

must be availa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Reusable rock-

et technology like Musk’s will be essential to creating 

the equivalent of an airline industry in space. Initial 

passenger rockets could potentially carry up to 100 

people or more and 450 tons of cargo. 

Will It Be Safe To Live And Work On Mars?

If terraforming, or any other transformative process, 

is used in an attempt to alter the environment to make 

Mars habitable, there is no guarantee of a positive out-

come. Warming the planet could awaken previous or 

current Martian life forms, with unknown consequenc-

es. A lower gravitational pull could weaken our bones 

and muscles, and increased radiation may heighten 

our chances of cancer. In all cases, safety is a concern 

and the loss of life is a distinct possibility for early 

settlers. Initial isolation from larger groups of people 

or a sustained dramatic change to social, living and 

dietary conditions, along with sleep disorders due to 

slightly longer days, could present a challenge to the 

mental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of those living and 

working on Mars. 

How Will I Communicate With Those On Earth?

Eventually, near-real-time holoportation capable of 

virtually placing people in the same room, even if they 

are on different planets, will make communicating 

with family, friends and co-workers on Earth a natural 

and seamless experience. As image and personal bot 

technologies advance, your physical location may not 

matter all that much.     

Are Earth Visits An Option?

With the doubling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bout every 12 to 18 months, return visits to Earth will 

certainly be in the cards someday. Until then, holo-

gram room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could provide vir-

tual reality visits that come fairly close to feeling like 

you are back on Earth. If you decide to break up your 

travels and live on the moon first, as Bezos advises, the 

chances of an Earth holiday are pretty good.

Where Will I Live, Eat and Shop?

Initially, all living, eating and shopping spaces will be 

indoors to insulate humans from unbreathable air and 

cold temperatures. If the planet behaves favorably in 

our attempts to inhabit it, future communities could 

mirror those on Earth, and familiar activities could 

even include grabbing lunch at McDonalds.  But con-

sidering the likely cost of raising cattle on Mars or de-

veloping and producing lab-grown meat, you should 

expect to pay a lot more for your Big Mac. Vegetables 

will most likely be the first crops grown on Mars, so 

a salad may be the best choice for your budget. As for 

shopping, Amazon could still be your desired option: 

Bezos is already planning deliveries to the moon.

Healthcare On Mars?

Recruitment decisions will need to be thoughtful and 

measured, and contingencies must be in place for re-

deploying skills and talents to other meaningful work 

when a person no longer fulfills his or her job respon-

sibilities or the position isn’t needed. This will also 

lead to considerations of disability and retirement. To 

ensure a high quality of life for all Mars citizens, pro-

grams must be in place to house and care for those 

who can no longer do these things for themselves, and 

a universal health care and universal basic income 

model could guarantee health care and a minimum liv-

able income to everyone, regardless of circumstance. 

However, the social-economic dynamic on the Red 

Planet could change as a space airline industry devel-

ops, as noted earlier.

Will I Feel Like I Belong On Mars?

Once a homogenous Martian population evolves, will 

those from Earth be welcome on Mars? Will an inde-

pendent Mars economy evolve, or will Earth be fiscal-

ly strengthened and positioned as the central economic 

hub of our solar system?                                 

If Mars does develop an independent economy with 

little to no reliance on an import/export market, will 

it become sovereign from Earth? Will such sovereign-

ty create political and power struggles, divided ideals 

and, ultimately, lead to a scenario like that in H.G. 

Wells’ War of the Worlds? Education and understand-

ing will be key as humans seek to inhabit other planets 

in our solar system and, perhaps someday, beyond. 

Organizations like the National Space Society, a non-

profit group dedicated to the creation of a spacefaring 

civilization, has been leading the charge in this area 

since 1974 and is a good source for research, articles, 

publications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how those 

on Earth can leverage “the vast resources of space 

for the dramatic betterment of humanity.” The Mars 

Society, founded in 1998, is another helpful source of 

information specifically related to human settlement 

on the Red Planet.

On Mars, humans will discover unique ways to con-

tribute meaningfully to our cosmos and perhaps even 

sustain the human race. (Courtesy forb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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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推薦前期推薦，，電影電影《《逃出摩加迪休逃出摩加迪休》》88月月66日上日上
映映。。

這次重磅宣布這次重磅宣布，，北美北美《《怒火怒火》》(Rging Fire(Rging Fire））將將
於於88月月1313日重磅開畫日重磅開畫！！

為北美為北美20212021的熱鬧暑期檔再添強片上映的熱鬧暑期檔再添強片上映！！甄甄
子丹謝霆鋒戲中師徒反目子丹謝霆鋒戲中師徒反目，，上演香港街頭飛車追上演香港街頭飛車追
擊擊，，二人以致命武器廝殺二人以致命武器廝殺！！

WELL GO USAWELL GO USA 北美獨家發行北美獨家發行，，院線電影院線電影
《《怒火怒火》》由陳木勝由陳木勝（（BennyBenny））執導及監製執導及監製，，甄子丹甄子丹
身兼監製身兼監製、、動作導演及領銜主演動作導演及領銜主演，，謝霆鋒領銜主謝霆鋒領銜主
演演，，全城註目全城註目、、雷霆萬鈞的矚目動作巨製雷霆萬鈞的矚目動作巨製，，北美北美
萬眾期待定檔萬眾期待定檔88月月1313日於全美同步上映日於全美同步上映，，稍早在稍早在
北京舉行盛大首映禮北京舉行盛大首映禮，，身在德國拍攝好萊塢動作身在德國拍攝好萊塢動作
猛片猛片《《殺神殺神John WickJohn Wick》》第四集的甄子丹第四集的甄子丹，，雖未能雖未能
親自亮相親自亮相，，但仍抽空現場聯機答謝觀眾支持但仍抽空現場聯機答謝觀眾支持，，謝謝
霆鋒霆鋒、、秦嵐秦嵐、、呂良偉呂良偉、、何佩瑜何佩瑜（（JeanaJeana））四位演員四位演員
整齊列陣整齊列陣，，作為陳木勝導演生前的親密戰友作為陳木勝導演生前的親密戰友，，成成
龍特別聯同林超賢龍特別聯同林超賢、、李惠民李惠民、、王晶王晶、、劉浩良劉浩良、、李李
少紅少紅、、俞白眉俞白眉、、張欒張欒、、宋灝霖八位著名導演為宋灝霖八位著名導演為

《《怒火怒火》》站臺站臺，，向一代動作片殿堂級大導演向一代動作片殿堂級大導演
陳木勝作出致敬陳木勝作出致敬！！
甄子丹與陳木勝惺惺相惜謝霆鋒以生命作賭甄子丹與陳木勝惺惺相惜謝霆鋒以生命作賭
註註

公認為公認為20212021年最矚目年最矚目、、最受期待的華語最受期待的華語
動作大片動作大片，《，《怒火怒火》》甫於內地曝光立即引起甫於內地曝光立即引起
哄動哄動，，叫好之聲不絕叫好之聲不絕，，貓眼評分高達貓眼評分高達99..55分分
、、淘票票評分淘票票評分99..33分分、、豆瓣豆瓣77..77，，今年華語動今年華語動
作片最高分頭銜作片最高分頭銜；；國內上映至今第五天票房國內上映至今第五天票房
已經到達已經到達33..2626億人民幣億人民幣，，並且收獲人氣口碑並且收獲人氣口碑
，，兩位主演甄子丹兩位主演甄子丹、、謝霆鋒演技炸裂人氣持謝霆鋒演技炸裂人氣持
續爆棚續爆棚，，讓還沒看過電影的粉絲有著更多的讓還沒看過電影的粉絲有著更多的
期待期待。。

影片影片《《怒火怒火》（》（Raging FireRaging Fire））北京首映北京首映
禮上禮上，，正於德國拍攝好萊塢動作猛片正於德國拍攝好萊塢動作猛片《《殺神殺神
John WickJohn Wick》》第四集的甄子丹第四集的甄子丹，，抽空透過聯抽空透過聯
機答謝現場觀眾支持機答謝現場觀眾支持，，並感恩能與陳木勝導並感恩能與陳木勝導
演有這次難得的合作演有這次難得的合作：： 「「我瘋狂的愛電影我瘋狂的愛電影，，
也喜歡跟一些瘋狂愛電影也喜歡跟一些瘋狂愛電影、、誌同道合的人一誌同道合的人一
起打造電影起打造電影，，陳木勝導演就是這一種人陳木勝導演就是這一種人，，他他
不只在香港地區不只在香港地區，，同時也是整個華語電影同時也是整個華語電影，，

對動作片貢獻最多的導演之一對動作片貢獻最多的導演之一，，我希望所有愛看我希望所有愛看
電影的人電影的人，，會好好珍惜陳導演最後的作品會好好珍惜陳導演最後的作品！！」」 觀觀
影後影後，，觀眾不禁盛贊觀眾不禁盛贊《《怒火怒火》》(Raging Fire)(Raging Fire) 從頭從頭
到尾都打得過癮到尾都打得過癮，，像被激活了看動作片的細胞像被激活了看動作片的細胞，，
更譽為甄子丹又一巔峰之作更譽為甄子丹又一巔峰之作！！

經過多年精挑細選經過多年精挑細選，，謝霆鋒終以謝霆鋒終以《《怒火怒火》》回回
歸大銀幕歸大銀幕，，足以顯示他對香港動作電影的情意結足以顯示他對香港動作電影的情意結
：： 「「我不希望大家一聽到動作片這三個字我不希望大家一聽到動作片這三個字，，就會就會
覺得沒有情節覺得沒有情節、、沒有人物沒有人物、、高低起伏高低起伏，《，《怒火怒火》》
的每個人物的每個人物、、每個劇情每個劇情，，跟打戲是一樣的精彩跟打戲是一樣的精彩，，
甚至我這個角色甚至我這個角色，，也是好久沒有演得這麼爽也是好久沒有演得這麼爽、、打打
得這麼爽得這麼爽，，希望大家都會看得出來希望大家都會看得出來！！」」 首批有幸首批有幸
欣賞欣賞《《怒火怒火》》的觀眾的觀眾，，皆興奮表示激動贊賞皆興奮表示激動贊賞，，有有
人自白看戲時暗暗連說六十次人自白看戲時暗暗連說六十次 「「謝霆鋒好帥謝霆鋒好帥」」 ，，
亦有觀眾欣賞霆鋒表演出色亦有觀眾欣賞霆鋒表演出色，，希望他以後多拍好希望他以後多拍好
戲戲，， 「「白天做菜白天做菜，，晚上演戲晚上演戲」」 ，，霆鋒笑著回應霆鋒笑著回應：：
「「做什麼都沒關系做什麼都沒關系，，要嘛別做要嘛別做，，要做就要做得極要做就要做得極
致致！！」」

1919歲的霆鋒已跟陳木勝導演合作歲的霆鋒已跟陳木勝導演合作《《特警新人特警新人

類類》，》，此後霆鋒決心往動作路線方向發展此後霆鋒決心往動作路線方向發展：： 「「我我
不是武打出身不是武打出身，，沒有接受正規訓練沒有接受正規訓練，，但是我願意但是我願意
用我的生命用我的生命、、用我的膽量去做一個賭註用我的膽量去做一個賭註，，我跟導我跟導
演經歷過很多非常深刻的生死關頭演經歷過很多非常深刻的生死關頭，，好像從會展好像從會展
要我滾下來要我滾下來、、從四十一層大廈把我丟下去從四十一層大廈把我丟下去，，我記我記
得被扔了十幾次得被扔了十幾次！！」」 陳導演的離去陳導演的離去，，自然令霆鋒自然令霆鋒
感觸良多感觸良多：： 「「沒有了他沒有了他，，就好像沒有一只右手一就好像沒有一只右手一
樣樣！！因為他對我來說因為他對我來說，，是香港動作電影的一個專是香港動作電影的一個專
科科，，當然整個影壇有好多好出色的動作導演當然整個影壇有好多好出色的動作導演，，但但
他那一科是沒有的他那一科是沒有的！！」」

秦嵐畢生難忘的拍攝經驗呂良偉拍打戲捱足秦嵐畢生難忘的拍攝經驗呂良偉拍打戲捱足
苦頭苦頭

秦嵐首次來港拍戲秦嵐首次來港拍戲，，就能與陳木勝導演合作就能與陳木勝導演合作
，，並跟甄子丹合演夫妻並跟甄子丹合演夫妻，，她坦言她坦言《《怒火怒火》》是自己是自己
畢生難忘的一次拍攝經驗畢生難忘的一次拍攝經驗，，尤其是那幕爆炸場面尤其是那幕爆炸場面
：： 「「這是我第一次拍爆破場面這是我第一次拍爆破場面，，幸好有子丹大哥幸好有子丹大哥
，，他很有經驗他很有經驗，，告訴我怎麼跑告訴我怎麼跑，，雖然我不是第一雖然我不是第一
次演孕婦次演孕婦，，但那陣子香港有點熱但那陣子香港有點熱，，我戴的假肚子我戴的假肚子
有點重有點重，，感謝子丹大哥與導演對我非常照顧感謝子丹大哥與導演對我非常照顧，，導導
演那時候已經生病了演那時候已經生病了，，但是在拍攝期間但是在拍攝期間，，他沒有他沒有
讓我們感受到一點生病的狀態讓我們感受到一點生病的狀態，，我現在回想我現在回想，，總總
會覺得莫名的震撼與感動會覺得莫名的震撼與感動，，他居然能在那樣的情他居然能在那樣的情
況下況下，，堅持拍好最後一部電影堅持拍好最後一部電影！！」」

成龍懷念摯友的笑容林超賢為香港動作力量成龍懷念摯友的笑容林超賢為香港動作力量
動容動容

陳導演生前廣結人緣陳導演生前廣結人緣，，在在《《怒火怒火
》》北京首映禮上出現難得一見的場面北京首映禮上出現難得一見的場面
，，成龍大哥特別聯同林超賢成龍大哥特別聯同林超賢、、李惠民李惠民
、、王晶王晶、、劉浩良劉浩良、、李少紅李少紅、、俞白眉俞白眉、、
張欒張欒、、宋灝霖八位著名導演一同站臺宋灝霖八位著名導演一同站臺
，，向陳導演作出致敬向陳導演作出致敬，，成龍表示成龍表示：：
「「大家也知道大家也知道，，我跟木勝合作過很多我跟木勝合作過很多
部電影部電影，，就算我不跟他合作就算我不跟他合作，，他的每他的每
一個首映禮我都會到一個首映禮我都會到，，今天可能是他今天可能是他
唯一一個沒有到的唯一一個沒有到的，，所以他不到所以他不到，，我我
就代表他來站臺就代表他來站臺！！」」 在陳導演離世前在陳導演離世前
的一段日子的一段日子，，成龍大哥還在他籌備成龍大哥還在他籌備
《《寶貝計劃寶貝計劃22》、《》、《新警察故事新警察故事22》》
及及《《醉拳醉拳33》，》，只可惜電影還未拍成只可惜電影還未拍成
，，陳導演已先行一步陳導演已先行一步，，大哥黯然道大哥黯然道：：

「「他的整個他的整個（（患病患病））過程我都知道過程我都知道，，包括幫他安包括幫他安
排醫院排醫院，，到他走的那一天……所以很深刻到他走的那一天……所以很深刻，，真的真的
非常非常懷念他的笑容非常非常懷念他的笑容，，他的做人他的做人，，他在現場不他在現場不
發脾氣發脾氣，，但是全場人都怕但是全場人都怕，，他是一個好先生他是一個好先生、、好好
老公老公、、好導演好導演、、好兄弟好兄弟！！」」

身在北京的林超賢導演身在北京的林超賢導演，，亦親來支持亦親來支持《《怒火怒火
》，》，他透露與陳導演的一段淵源他透露與陳導演的一段淵源：： 「「他拍第一部他拍第一部
戲的時候戲的時候，，我是他的助理製片我是他的助理製片，，我現在也是拍動我現在也是拍動
作片作片，，他當然是我一個喜歡的動作片導演他當然是我一個喜歡的動作片導演，，我經我經
常看他的電影去學習常看他的電影去學習、、去偷師去偷師，，剛看完剛看完《《怒火怒火》》
，，能在香港拍出這一種能量的動作能在香港拍出這一種能量的動作，，我覺得他真我覺得他真
是非常厲害的導演是非常厲害的導演，，看到滿滿的香港動作力量看到滿滿的香港動作力量，，
我非常感動我非常感動！！」」 王晶也是在陳導演的首出作品王晶也是在陳導演的首出作品
《《天若有情天若有情》，》，曾一起合作過曾一起合作過，，跟已故林嶺東導跟已故林嶺東導
演一起當策劃演一起當策劃，，王晶說王晶說：： 「「如果可以多給陳導演如果可以多給陳導演
一點時間一點時間，，多拍幾部像多拍幾部像《《怒火怒火》》這麼好的電影就這麼好的電影就
好了好了，，香港電影也會更多一份力量香港電影也會更多一份力量！！」」 劉浩良導劉浩良導
演則以後輩身份演則以後輩身份，，懷念陳導演懷念陳導演：： 「「我跟大家一樣我跟大家一樣
也是陳木勝導演的粉絲也是陳木勝導演的粉絲，，非常感謝他留下很多作非常感謝他留下很多作
品品，，讓我們後輩繼續學習讓我們後輩繼續學習！！」」

如箭在弦如箭在弦，，萬眾期待的萬眾期待的《《怒火怒火》，》，已定已定88月月
1313日於北美隆重開畫日於北美隆重開畫，，勢必轟動勢必轟動！！

上映影院上映影院：：AMC Loews FountainsAMC Loews Fountains 1818 1122511225
Fountain Lake Drive, Stafford TXFountain Lake Drive, Stafford TX 7747777477

88月月1313日上映日上映II《《怒火怒火》》(Raging Fire(Raging Fire））北美鉅獻北美鉅獻！！
香港警匪動作片飆巔峰香港警匪動作片飆巔峰，，有血有淚極致爽片有血有淚極致爽片！！

美國女將羅斯和克萊曼獲東京奧運會沙灘排球金牌美國女將羅斯和克萊曼獲東京奧運會沙灘排球金牌
【泉深】美國時間星期四晚上，美國沙灘排球“A隊”

（A Team）的四月·羅斯（April Ross）和阿利克斯·克萊
曼（Alix Klineman）在東京奧運會沙灘排球決賽中直落兩
盤擊敗澳大利亞的瑪麗亞菲·阿爾塔喬·德爾索拉（Mariafe
Artacho del Solar）和塔利誇·克蘭西（Taliqua Clancy），
奪得奧 羅斯和克萊曼以 2-0（21-15、21-16）獲勝。她
們在第一局中以 5-0 領先，然後以 7-2 領先，而澳大利亞
在 20 分鍾的上場時間中始終無法領先。美國隊在第二局從
落後兩分開始，羅斯和克萊曼以 10-0 的比分重新領先，
澳大利亞的德爾索拉和克蘭西試圖反超，將差距縮小到
16-13，但美國隊佔了上風。羅斯貢獻了 9 個進攻點，而
克萊曼則以 10 個進攻點和 2 個蓋帽結束了比賽。

羅斯參加了三屆奧運會，這是她獲得的第一枚奧運金

牌，她還獲得兩枚奧運會獎牌——2012 倫敦奧運會與詹妮
弗·凱西 (Jennifer Kessy) 獲得銀牌，2016 裏約奧運會與凱
麗·沃爾什·詹甯斯 (Kerri Walsh Jennings)獲得銅牌。

首次參加奧運會的克萊曼和羅斯在 2018 年初開始聯手
，進入東京奧運會時他們排名世界第二。

2019 年，兩人聯合被美國排球隊評為 2019 年度最佳
女子球員。進入奧運會後，羅斯和克萊曼在 2021 年的世界
巡迴賽中獲得了一次冠軍，兩次獲得第三名。她們總共贏
得了六場國際排聯冠軍。

羅斯和克萊曼兩人在東京奧運會預選賽中僅丟一盤，
並在16強、四分之一決賽、半決賽和決賽中保持不敗。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美南新聞泉深】紐約州議會週四宣布，於 3 月開始的對紐約州州長安德魯·
庫莫性騷擾的調查已接近尾聲，彈劾程序即將開始。

州議會司法委員會讓 Davis Polk & Wardwell 律師事務所進行了獨立調查，他
們已要求庫莫在調查結束時提供他願意代表自己提交的任何材料。

紐約州民主黨主席傑伊·雅各布斯稱彈劾庫莫是“不可避免的”，並警告州長
不要“拖延”局勢。

該司法委員會對庫莫說：“我們寫信通知您，委員會的調查即將完成，委員會正考慮盡快提
供給您進行彈劾的潛在條款。” “因此，我們邀請您提供您希望委員會在其工作結束前考慮的任
何其他證據或書面意見。”

議會還表示，他們的律師已向庫莫發出傳票，要求提供與他們的調查有關的材料。
他們說：“委員會繼續期待州長完全遵守法律。”
福克斯新聞詢問庫莫的辦公室，他是否打算提供司法委員會所要求的文件或為自己的辯護提

交證據，但他們沒有立即回應。

司法委員會將於下週一開會。一旦調查結束，由150名成員組成的議會必須以76票的簡單多
數通過彈劾決議，才能將此事提交州參議院進行彈劾。迄今為止，已有80名議員表示支持彈劾，
交送參議院不是問題。

通常這樣的彈劾將由參議員、紐約上訴法院的七名法官和副州長審理。在州長被彈劾的情況
下，副州長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安德裏亞·斯圖爾特-考辛斯將被排除在外，因為他們處於州長繼
任名單中。最終彈劾需要三分之二的參議員和上述法院成員同意。紐約州參議員共63名，加上7
名法官，彈刻需要 46 票。

迄今為止，已有37名參議員公開支持彈劾程序的進展，即使加上7名法官，還達不到46票，
彈劾州長庫莫還需要更多的州參議員支持。

對紐約州長庫莫性騷擾的調查對紐約州長庫莫性騷擾的調查““接近完成接近完成””
彈劾程序即將開始彈劾程序即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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