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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per: www.scdaily.com 點 "分類廣告"

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公告欄
主頁 scdaily.com下方美南廣告AD
是最受歡迎的 招工/買賣/宣傳 最佳平台

www.scdaily.com/cla/ClaAD.pdf

只要您己刊登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即可享有刊登一次『 10元 』 的特價活動

請微信: AD7133021553
或致電: 281-498-4310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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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 (1unit)

2格 (2units)

3格 (3units)

4格 (4units)

一 週

1 wk

$45

$90

$135

$180

二 週

2 wks

$80

$160

$240

$320

三 週

3 wks

$105

$210

$315

$420

一 月

1 mon

$125

$250

$375

$500

格數Size

週數Week

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Business Hours：

Monday-Friday：

8:00am-4:00pm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一通電話，萬事OK

Call(電話服務專線)：281-498-4310
Fax (傳真)： 832-399-1355
Email(電郵)：cla@scdaily.com
Wechat(微信)：AD7133021553
Click(上網)：www.scdaily.com
Stop by(登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Place Your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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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HIRING
North China Restaurant

I-10 & KATY
Now is hiring

Waiter/Waitress
Full time or Part time
Must speak English
713-470-8118

*餐館出售
糖城Sugar Land

面食店出售
~~詳情面談~~

聯系方式:
713-922-7104
626-348-9980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賺錢餐館退休售
近8號,Westheimer
16年老店,1750呎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業主退休,有意出售.

意者請電:
832-513-8776

密蘇裡城賺錢中餐館出售
堂吃加外送. 2500呎, 生意穩定

房租平,含設備. 包水+垃圾費用,

生意6萬餘. 意者請聯系:

985-790-3195 非誠勿擾

*Sushi Chef ( 壽司師傅)
( No experience needed )
Sushiya inside HEB

19529 Northpark Dr. Kingwood, TX 77339
Please text or apply in person

請傳簡訊或親臨: 713-309-5236
誠聘壽司師傅: 有無經驗均可
位Kingwood, HEB超市內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中餐館誠請
企枱, 外送員, 炒鍋
全工或半工均可

6340 N. Eldridgr Pkwy #K
Houston, TX 77041

有意者請電:
832-768-1383

糖城美式餐館

誠請全工企枱

需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

281-242-7728

日餐店請人
誠招廚房師傅

有相關經驗優先，
不會可教。

聯系人: Vincent
408-901-9571

糖城翠苑中餐館

誠請 點心助理.

全職/兼職

有意者請電：

832-606-3731

日餐(近糖城店)

誠聘 有經驗

壽司師傅一名

意者請電或短信:

832-373-8933

堂吃外賣店
位290,請熟手接電話

有意者請聯系:
713-382-2982
另有一家外賣店出售
生意月均36,000左右

星期二關門共休

拉面館請企台
誠 招

全職有經驗女企台
包吃住,地址位於
Corpus Christi,
聯系人: Amber,
510-396-9483

金冠酒家誠聘

廚房油爐,打雜,炒鍋

有身份,可報稅.

意者請電:

281-866-5020

堂吃外賣店轉讓
位西北高尚白人區
因人手不足轉讓

生意穩定,租金便宜
有意者請電:

281-813-6809
非誠勿擾

Timmy Chan
餐館 『急徵』

收銀員及食物打包

略懂英文,年齡不限
洽Juile:

832-782-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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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100 Restaurant
Hiring

路州餐館請人

位路易斯安那州

誠請炒鍋一名,

需報稅. 請電:

832-819-8111

成長最快速區中餐館售
Chinese Restaurant For Sale

in McAllen,TX
Established family-friendly restaurant in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regions in Texas.
www.lelaieastern.com/ForSale
Call for more info: 956-923-1477

位成長最快的地區McAllen,適家庭經營

路州日餐請人
高級日本餐館,誠請
有經驗、有身份的

壽司師傅.
包住,高薪,分紅.
有意者請聯系:

337-660-8831

獲獎越南餐廳售
超過3000呎,附有涼台
營業額高,位交通繁忙地段
售80萬.請簡訊/電話:
832-830-3213

Award winning Vietnamese
restaurant for sale 800K
Over 3000 sqft with patio
with high volume in sales

Cajun海鮮店售
位 11229 Fuqua St.
45南, 33號出口

約2000呎,附Patio
老外客源,生意穩,

設備全.歡迎看店議價
832-373-2572

小鎮唯一家中餐
堂吃外賣店出售，
獨立建築1500呎,

生意很穩定,4.3-4.8萬
離糖城20分鐘左右，
可做工看店，價格面議

非誠勿擾. 請電:
626-592-5535

R
es tau ran tH

i ring

中
日
餐
請
人

轉讓賺錢堂吃
兼外賣店

離中國城15分鐘車程
長年經營生意穩定.

意者請聯系 :
713-373-2947

非誠勿擾！

糖城老牌美式
中餐館生意出售,

地段中心，客源穩定
面向主流，周邊沒有

同業競爭。
業主退休,誠意售出.
詳情請電:糯米地產
281-919-7286

*賺錢餐館轉讓
位Galleria區

1000呎賺錢外賣店
房租2500,生意5萬

有意者請電:
832-661-5840

賺錢堂食外賣
中餐館售,位99/249

Spring好區,
繁忙地段,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有意者請聯絡詳聊
832-493-9598

River Stone
堂吃外賣中餐

出 售
歡迎看店面談
聯系方式 :

920-858-6894

餐館請人,薪優
生意好外賣店,誠聘
收銀員,打雜,炒鍋
全工/半工均可

909 Southmore Ave
Pasadena, TX 77502
713-818-0335

賺錢餐館轉讓
醫療中心黃金地段
5000呎餐館轉讓
新裝修,新設備

383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25
聯系電話：班女士
346-801-5176

*超市內壽司吧
610北,近290

誠徵女性人員一名
需有些經驗

能周六&周日上班
全工或半工,待優
意者請5點後電:
832-660-2521

糖城賺錢餐館售
位糖城家樂超市旁
1000多呎,租金便宜
客源穩,生意好,設備新
因東主退休轉讓.

歡迎看店.意者請電:
832-766-9586
832-798-3039

賺錢餐館轉讓
位中國城敦煌廣場

1800呎,設備齊全

無需裝修,接手即可

營業. 有意請電：

859-327-1939

好好餐廳,薪優
位於Bellaire/Cook Rd
誠聘全工有經驗
炒鍋 及 企檯. 會

廣東話及越南話更好
意者請電:

832-866-0368
12320 Bellaire Blvd.

美式中餐誠聘
●收銀接電話
底薪+小費

●半工外賣員
離中國城15分鐘

請電:
832-782-8237

*堂吃外賣兼
小Buffet轉讓

設備齊全 lunch buffet
生意上升中,
詳情請致電：

210-380-2645
無能力者勿擾！

Timmy Chan
Restaurant
Looking for

Manager Assistant
Can speak simple

English
Please call:Julie
832-782-2088

貝城快餐店
招請打雜及包外賣
每天$110,包吃包住,

離休士頓4個小時車程,
灰狗巴士從終點站到貝
城終點站,試工包車票.
225-772-8584
225-202-1157

餐館招聘

洗碗打雜和炒鍋,

工資電聊.

有意者請致電：

210-380-2645

日本餐館請經理
位Missouri City 近
Sugar Land ,誠請

full time/part time 經理
需有經驗 說英語，

做事認真負責能報稅，
薪資面議,意者請聯系:
912-381-5292
346-303-3218

Kroger超市內壽司吧售! 機會難得
每周收入6000 - 6500美元. 易於管理!

Richmond, TX 77407好面積，好價格，好收入!
Sushi bar in Kroger supermarket!

A rare opportunity. Weekly income $6000-$6500
Kroger Sushi Bar for Sale

Richmond, TX 77407. Easy To Manage!
Good area, Good Price, Good Income!

English only! Text / call: 213-276-8585

*餐館誠請
懂英文快手企台

距離中國城10分鐘
路程. 區好.

意者請電/短訊:
713-269-3936

*中餐館請人
位610/290交界,
離中國城20分鐘,
誠請有經驗炒鍋
全工或半工均可
有意者請電:

713-577-9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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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餐館,薪優
聘請油鍋

位Katy地區
提供住宿

有意者請電:
713-623-3937

*糖城中餐館

誠請外送員一名

聯系電話:

832-277-2317












餐館租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00

生意好,辦公樓內快餐熟食店售
絕佳機會!! 售價 $49,000
位於59公路及610西交界

Office Deli for Sale (Great Opportunity)
Currently in Business Asking Price $49,000

SW Freeway and 610W.
(English Speaking Only)

請英文電: 713-985-9829

穩賺中餐館出售
穩賺又有好口碑中餐館
位德州南部,近邊界約
4000呎,因老闆退休,月
生意7萬以上,半價出售.
隨時歡迎看店. 電:蘇
956-792-4730
956-778-2176

*中餐館請人
哈比機場附近,

誠 徵
包外賣兼送外賣.

請 電 :
832-643-8183

*日本餐館誠請
Richmond 近59
日本餐,誠請

油鍋, Sushi師傅
~可提供住宿~

意者請電:
626-373-7744

Cypress中餐館

誠 聘

熟手炒鍋師傅.

意者請聯系:

985-790-3195

*日光節約時間* 3/13星期日2:00AM (時間調前1小時)
星期日凌晨2:00am調前至3:00am

Daylight Saving Time starts on Sunday, March 13 and ends on Sunday, November 6
- When local standard time is about to reach
●Sunday, March 13, 2022 at 2:00 AM clocks are turned forward 1 hour to →
Sunday, March 13, 2022 at 3:00 AM local daylight time instead

Mar 13

Forward 1 hour

分類廣告

美式中餐館轉讓
近Katy 6號公路

美式中餐堂吃外賣店
誠意轉讓、裝修新穎店

面積約 1750呎
生意穩定有上升空間

電話: 非誠勿擾
346-235-6769

美南新聞電子報

*中餐館誠聘
●半工外送員

●半工收銀接電話打包
有經驗,要報稅

離中國城15分鐘
4670 Beechnut
713-307-2882

*超市內壽司吧
『 薪 優 』

誠徵幫手一名
男女均可

請5點後電或簡訊
832-660-2521

*創業良機
在高銷售額的超市內

Sushi Bar出售
13年老店,東主退休
~月銷3萬以上~

有意者請電或簡訊:
832-858-3378

壽司鐵板店招工
位Downtown

誠 招
收銀及廚房幫工
周一到周五
電話詳談:

832-520-6015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新皇宮點心海鮮酒樓 (ChinaBear)
『高薪』 誠聘: 企枱, 收銀, 帶位, 點心,

煎炸, 蒸籠, 腸粉, 廚房炒鍋, 抓碼, 油爐

意者請電New Palace或親臨面談:
281-240-8383 713-303-8998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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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100 Restaurant
Hiring

*KATY日餐
『薪優』 誠聘

●壽司師傅
●廚房打雜兼洗碗
全工或半工均可

意者請電:
( 無人接聽,請簡訊 )
832-232-1001

R
e sta ura nt H

irin g

中
日
餐
請
人

*中餐館請人
● 290/ 8號附近
招炒鍋,送外賣,
中午半天企檯

●Midland TX 中式快餐
招經理,炒鍋,油鍋,收銀
以上包吃包住. 請電:
832-623-4949
832-773-2913



CC22分類廣告2
星期二       2022年3月8日       Tuesday, March 8,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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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289-2279

公司聘請
辦公室財務經理和財務人員 各一名

●財務經理 : 要求3-5年經驗
●財務人員 : 要求1-3年經驗
會Quickbook, 中英文流利.
電話: 281-782-3280

Email: hrwant36@gmail.com

*別墅平房出租
四臥二衛,大房間,
大花園,干淨整潔.
在Stafford 77477
近糖城 .整棟出租.

$1600/月.
832-997-7117

Realtor / Agent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電腦公司招聘
技術人員或業務員 2-3名

職責: 電腦維護維修,庫存管理,產品物流.
公司也可以sponsor 身份。

有意者請將求職信及簡歷發至
info@zeeknox.com

誠徵電腦繪圖員
Civil CAD Operator

Experienced in utility plan and profile for
roadway and site improvement work. Skill in
AutoCAD, Civil 3D Pipeline Network & Microstation.

Houston Company. e-mail:
kim.khong@kuoassociates.com

Food Distributor
A/R, Offices Assistant
Sales & Warehouse
speaking Chinese &

simple English.
713-383-8818
or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石油公司,聘設備維修鉗工
需熟悉軸承、鍵條、聯軸器，
減速機拆卸、安裝、維護。

醫療保險，牙醫、眼科保險，401K，
免費住宿，午餐，晚餐補助，

三個月轉正後有獎金，年底有年終獎。
應聘者需要有合法工作許可。

公司地址:
8463 TX-75, Madisonville, TX 77864

有意者請短信/ 電話 :
936-245-9589
或投簡歷至：

CHUNSHENG@TXIPC.COM

窗簾廠招人
縫紉工、安裝工，

木工，
有一定經驗，
可培訓，薪優。
請電: 張先生

281-793-1768

*房屋買賣出租
位中國城惠康超市對面公寓,有空房

一房 &二房&三房, 可隨時入住
長短期,價格合適,交通便利.

意者請洽:
832-317-6315

誠聘長期保姆
照顧嬰兒,簡單家務
彈性時間，通勤，

北610內
薪優面議，請電 :
832-755-7171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民
宿
出
租

Sale/Rent

賺錢美甲店出售
位Katy Mill對面,
富人區,1300呎,

房租便宜,生意穩定,
小費高. 意者請電:
713-502-3973
512-284-1211

Pharmacy
Technician CPhT
負責勤快,有耐心,客服好

Cantonese and/or
Spanish preferred.

Tel : 713-541-1234
Fax :713-541-1101
evgrxhou@gmail.com

*誠聘長期保姆
預產期6月底

糖城.主要照顧嬰兒
簡單家務和午飯

通勤,周1-5 白天.
薪資面議. 請電:
713-376-6861

醫療公司,高薪
聘請大樓維修工，
會簡單英語、
中文流利。

有興趣高薪者，請致電
346-239-0859

NOW HIRING
●倉庫員工 (會開叉車).
●Sales: Sales Experience, Must be
Fluent English, MS Office, Self-motivate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Detailed Oriented, team player,
Salary +benefit.

Resm: jobs91706@gmail.com

房地產開發公司
位休斯頓, 誠徵會計,
需英文流利,大學學歷

工作4年以上,
需做報表。請Email:

orianao@
lovettcommercial.

com

誠聘通勤阿姨
家住西南區,

8號/Westheimer交界,
需有經驗+愛心+責任心
照顧2個月大女嬰兒,
及簡單家務.周一至五,
7:30am-6:30pm請電:
281-248-3025

誠聘機器維修工
食品生產工廠,聘請機械維修工

需有相關機械維修知識
及經驗且略懂英文

公司年假, 醫療保險, 401K
有意者請電 : 832-366-1280

找Helen

Hiring
電子廠誠請組裝工人

Purchasing,
Supervisor,

Project Manager
意者請電或送簡歷至:
713-349-4559
GI-HR@gicircuits.com

西南區餐具公司
誠請收銀、收發貨員:

需懂英語，
會基本電腦操作。

另請修理員、機械工:
需具有基本電路常識

意者請電: Lisa
713-539-8179

公寓管理助理
有無經驗均可,可培訓

英文流利,懂電腦
誠實可靠.

請Email履歷:
Lingw@msn.com

或電話:
713-385-1188

房地產投資公司
誠聘全職職員 : 懂中英文

薪酬高,福利好.
有意者請致電 : 832-286-5367

或Email簡歷至：
surewinjune@gmail.com

*Auto Fit is looking for Accounting Clerk!!
Se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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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for Rent-Galleria Area
CONVENIENTLY LOCATED

Feel at home in this
comfortable spacious Patio Home

Located next to the
Mandarin Immersion Magnet School

and the Galleria
at 5335 Fayette Street, Houston TX 77056

5 Bedrooms, 4-1/2 Baths for LEASE
$4950 per month

Visit this stunning property at
HAR.com, MLS 646 120 26

For a private visit, contact
Albert Schneuwly, Realtor at Evan Howell Inc.

at imswiss@sbcglobal.net
or 713-542-0070 (Mobile)

Galleria高級地段,方便+舒適+寬敞,
5臥室，4個半衛浴, 月租 $4950

石油貿易公司誠聘
Logistic Coordinator

要求有物流進出口經驗,有會計經驗者更佳
中英文流利，會使用Quickbook, Excel,

在美有工作許可，薪資面談
工作地點: Katy Texas.

簡歷發至郵箱：alanz@hectomind.com

招聘辦公室文員
地板批發公司招聘:

中英文流利,熟練操作
QuickBooks和All orders
者優先，薪資面議。

意者請發簡歷至郵箱:
rick@naturesort.com
Fax:713-734-1924

家具公司招聘
會計: 中英文流利
熟悉Quickbook.

可辦H1B.
意者請Email或電:
goldenfurniture11

@yahoo.com
713-896-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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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

Home
Service

200

公司招聘
●全職辦公室助理
●全職或兼職銷售員
中英文流利,善於溝通,
熟練使用電腦及辦公
軟件,時間周一到周五,
需報稅.待遇好,工作環
境佳. 請致電:王先生
281-299-9688

冷氣公司,高薪
誠請冷氣助手(長工)

需能吃苦耐勞
有興趣者請電:

713-857-1492
832-552-0155

聘請會計
需懂操作Quickbook,
有經驗,懂Excel, Word
能英文說寫,工作認真

Email: susan@
impressionbridal.com
請電:281-804-2027

832-423-1234

Now HIRING
誠請打包員

Packing Operator
11.25/hr + Overtime
JASMINE FOODS at

Call:713-228-1909
2401 McKinney St
Houston, TX 77003

誠聘注塑機工程人員
位Houston近市中心區新注塑廠.

可以代申請H-1B,如果有機械經驗者優先考慮.
請把希望薪酬和履歷電郵：

Close to downtown Houston new Injection
factory needs a Entry Level Engineer.

Can apply for H1B.
Please send resume & expected salary to:

hr.hou@outlook.com

*石山地產公司誠徵
AP(Accounts payable)&PO(Purchase Order)

辦公室全職或兼職職員一名. 公司提供帶薪休假，醫療保險，401K，FSA
等福利.公司地點在能源走廊南側，比鄰Westheimer and Dairy Ashford。
需工作細致認真，有條理，善於歸納總結。本職位對學歷及專業沒有硬

性要求。以會計本科專業為佳，其他專業或者學歷也會考慮。
有興趣的朋友請把簡歷及薪資要求投至：

Hattie.Meng@Stonemtn.com

誠聘(中國城)
Driver司機
周一至周五
有意者請電:

832-282-9836
未接請短信稍後再覆

*吉屋出租
街角單邊屋,

步行五分鐘到中國城
美南銀行,新裝修,
三房兩廳兩衛浴,開
放式廚房,雙車房,地方
光猛潔淨，電:駱先生
281-889-1886

牙醫診所退休售
10分鐘至中國城

黃金地段,容易經營.
設備齊全,客源穩定

接受各種保險.
意者請電:

713-805-8023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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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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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租售

Real
Estate

買新屋,送最多建商佣金回扣
休士頓,達拉斯,奧斯汀,聖安東尼奧

現代地產公司
林祿壽 Johnathan Ling

地產經紀,地產檢查師(22277) ,土木工程師
請電: 713-319-6456

713-385-1188
40年信譽地產公司,信用第一

*誠聘HR/行政人員
中英文流利

在相關領域有2年以上經驗
大學學歷

請發送簡歷至：
jennifer@topspeedenergy.com

ITC多間高雅辦公室租 Office for 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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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租,$600起
281-498-4310 陳鐵梅 ( 中文 )
281-983-8152 Jennifer ( 英文 )

*Sales石油設備
高薪聘機械經驗銷售,
提供健保,月獎和年獎
中英流利,良好TX駕照
電: 713-320-2103

或簡歷: usa@
gnsolidscontrol.com

高薪聘倉庫管理
石油設備公司招倉庫
經驗全職,會開叉車,

日常收發貨,會操作電腦
基本英文,提供健保和月獎
電: 713-320-2103

或簡歷：usa@
gnsolidscontrol.com

塑膠編織袋工廠
位休斯頓近中國城,
誠徵具身份操作工

懂修機電、針車佳.
意者請電:

713-978-7888

*鐵工廠急招

●焊工學徒

●鐵工幫手

意者請電:

281-785-9895

建材公司誠請
門店經理，辦公助理

無年齡限制，可報稅，熱情善於人際溝通，
學習能力強，會應用基本辦公軟件，

中英雙語，會西班牙語優先，
可協辦身份，薪水面議
意者請發簡歷至：

yixing2022@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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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PT程序員
* 全棧工程師 /

Full Stack Software Developer

* 熟練 PHP Laravel * 熟練 React

Email: accounting@scdaily.com

能源化工類
國際貿易公司,
誠徵 西語翻譯,
兼職時薪$25起
或全職待遇面議.

電: 832-847-0887
Email:sagevacancies

@gmail.com

*Part Time
SW CPA firm hiring

Entry Level
Accounting Clerk
Computer knowledge,
fluent in Chinese/
English. Resume to:

e4015cpa
@yahoo.com

分類廣告專頁

*照顧女長者
愛心照顧起居飲食,
煮飯家務,需有身份,

已打疫苗
周一至五8am-7:30pm

請電 :楊太
713-898-8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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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寓誠聘
有經驗空調，水電維修人員一名，
必須有美國工作許可，薪金面議，
若試用期通過，可享有薪假期
和 申請住宿，醫保，401K福利。
聯絡電話 : 713-777-0212

M-F 9:00am-6:00pm

*Fortune Fish & Gourmet
Seafood Distributor & Processor

誠聘 ●Account Receivable
需中英文，有工卡。
電 話 : 713-224-3474

Fax履歷至 : 713-673-3121
8751 Flagship Dr. Houston, TX 77029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徵 採購助理
• 需有貨代或採購部門相關經驗
•工作地點: 德州休士頓

提供:年休 年終獎金,醫療保險,退休計畫
意者請Email 履歷及自傳至:
hr@usasports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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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文書處理人員
中國城牙科

無經驗可訓練
請電或email

713-773-1300
txdentist101
@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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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聘幼稚園老師
位糖城, 有幼兒園

經驗者優先.
可辦理身份.
有意者請電

281-242-0989
832-528-0882

房
地
產
租
售
Sale/Rent

美南新聞電子報 分類廣告

Computer Tech and Repair
( 電腦電器維修技師）

3 years' experiences in computer and electric
products repairing, test and welding skill,

interested in bitcoin miner prefer.
Houston Company,

Good Pay with Insurance, Benefit.
Resume Email:Michael@onestopmining.com

Tel: 832-768-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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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33分類廣告3
星期二       2022年3月8日       Tuesday, March 8,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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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生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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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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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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488-6304

W-2

報稅服務

*凱 悅*

實惠的價格

輕鬆的享受

832-359-6141

房地產經紀人
Kate Zhang

●個人房屋買賣
●商業房產買賣

微信：8324886304
電/短信：832-488-6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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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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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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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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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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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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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
單

Defensive 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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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年專業教學經驗~~~
832-863-8882

*7年正規床店請人
45公路往南方向,36出口,

離中國城40分鐘。
全職6天，兼職3～5天，

提供住宿有廚房，
能做大力有執照者優先。

832-417-4410 ( 做黃勿擾 )

極品Baby!新新新
新人,高顏值

210-985-5717
832-434-9370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跌打損傷

專精: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一次治療基本痊癒，唯我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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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打傳人中醫
坐骨神經,肩周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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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Katy老美區
誠聘女按摩師，全工或半工均可，

大費高、小費好，生意穩平均6-8個工，
會簡單英文，做工好年齡55歲以下，
誠實守信，有工卡能報稅，可住家，

有德州執照優先。小黃手、非誠勿擾！
意者電: 832-807-3106 未接必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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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Remodeling

裝
修
設
計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15年經驗

承接：商業/住宅 的
翻新與改造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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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寶建築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A/C等...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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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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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460-4530
832-866-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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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和記裝修
大小工程,油漆間隔,
泥水木工,地板門窗,
天面地台,廚房浴室,
水電修理, 通 坑 渠.
免費估價,價廉保質.
832-909-3658粵
832-909-3686國

永發裝修公司
政府註冊,百萬保險.
30年經驗,一條龍服務
承接:商業/餐館/住宅,

精通土木,地板,水電,油漆
保修一年,價格公道,
經驗豐富,保證質量.
646-713-4928吳
832-207-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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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大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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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做居家小活
修補牆面、油漆.

翻新衛生間,廚房,房間改造,疏通上下水
更換熱水器.漏水.庭院等等....

居家小活統統都做.
713-429-2685
702-888-5518

盛家裝修
住宅/餐館: 廚房台面,
地磚,地板,樓梯,內外
油漆,水電木工維修,

衛生間改造,軟水機安裝
噴泉涼棚,籬笆水槽,
質量第一和保證誠信
832-282-8746李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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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地板
地板$1.89/呎 &up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廚浴更新
832-353-6900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Flooring Service

地板銷售安裝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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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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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專業裝修師傅,就是您的質量保證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 免費估價.

電話 : 832-380-1166 劉師傅

福美裝修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保修二年.專業承接各種
新舊住宅,商業店鋪,

單包/全包均可.
水電,空調,磁磚,地板,
廚房/衛生間翻新

319-988-6868中文
832-903-1333英粵

老廣裝修
木工, 泥水, 油漆

地板,水電,間隔改建
經驗豐富,手工好!

電 話:
346-503-7037

京華貸款
個人&公司信用貸款
15-30 萬,無抵押,
無擔保,無需身份,

秒到賬.
合法回國資金支持

詳情請電:
917-434-2072

信
用
貸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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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話:
713-828-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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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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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裝修*
大小工程幾十年經驗
蓋小房蓋涼棚修圍欄
漏水屋頂內外牆隔間
油漆換門窗水電木工
地板地磚浴室加廚房
舊房翻新，好質好價
713-515-7652

美南網站

傳統中醫傳統中醫
經系治療經系治療

傳統中醫療法
自閉症,抑郁症
帕金森,老年痴呆
腦梗中風後遺症

徒手解印,安全康復
電話或短信:

832-488-2925

徒手整形
面部精雕,妊娠紋
修復,產後耻骨聯合
分離導致尷尬漏尿
全程徒手,安全輕柔

電話或短信:
832-488-2925

鼎佳裝潢裝修
舊屋翻新，地板瓷磚
內外油漆，廚房浴室
籬笆車道，高壓衝洗
水電屋頂，小修小補

熱 線：
281-840-7987

雷射除痣

●

●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最新日本技術,一次性不流血,不留疤痕,輕鬆去除:
老人斑,色斑/紅黑痣/扁平,粒狀疣/ 鈣化突起,

肉球/紅血絲/油脂粒/猴子/突起疤痕等....所有皮
膚上的斑斑點點,99%各種衍生物均可除去。

專業執照認證,安全,奇效立見. 多有折扣
欣容皮膚修復中心713-378-1590 Cindy 孫
6100 Corporate Dr. #378 慈濟旁(王朝同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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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ant

專精各類移民/專精各類福利/老人公寓申請
● 親屬移民，家屬申請，婚姻綠卡等等。
● 低收入福利，紅藍卡申請，白卡申請，糧食劵，現金補助，

租房補助，家庭能源電器費用補助。
● 可幫健康不佳，行動困難老人申請公寓。
歡迎電話咨詢：713-815-5011 / 281-888-9923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41 Houston, TX 77042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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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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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運
代
理

貨運代理
Cargoworld Express
商業,出口,進口,報關
Full Logistics Service
25年經驗,誠實,可靠

華人專線:
832-229-9293

幸運裝修
20年經驗, 承接
公司 / 住宅 / 店面
地板瓷磚,內外油漆,

廚浴改建.
手藝好,速度快,價格美
346-397-3808李
另有7座商務機場接送

隨叫隨到 (裝修團隊)
專業漏雨 屋頂翻新 水泥車道

籬笆, 涼棚, Siding, 水電
室內外裝修20年經驗 免費估價.

大小工程,百萬保險. 外州可去裝修.
346-383-1087 713-269-9582

生物化學教室
貝勒醫學院名師

專業授課網路教學
AP考前衝刺班
暑期先修班招生
713-857-3360
Dr. Chang張博士

生物化學教室

暑期先修班招生

*誠聘, 薪優
誠請男女按摩師
薪優+小費好

意者請英文/中文電:
281-575-6500英
832-670-4769中
親臨 11210 Bellaire #117

木易裝修
承接房屋大小工程
舊屋翻新,廚房浴室
地板瓷磚,水電木工
涼棚圍欄,高壓清洗
價格公道,免費估價
歡迎來電咨詢:楊
281-755-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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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HIRING
for Massage

傳統中醫傳統中醫
經系治療經系治療

沙龍按摩店售

*全身+足底按摩SPA店轉讓
Body & foot massage spa for sale in KATY.

5 year established spa.
White/Caucasian residential area.

SPA店位Katy高尚白人區, 5年老店,
生意好,小費高. 現要轉讓,歡迎看店.

意者請電: 832-786-8638

*誠招女按摩師
白人區,客人高素質

正規,有執照, 43歲以下.
日入$200-$500

意者請電:832-526-1155
●另有多家按摩店合作/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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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沙龍按摩店售

*賺錢按摩好店出售
位Richmond, 近中國城10分鐘

約900呎,有3個按摩房,
新裝修,環境優雅,客源穩定,

意者請電:
832-488-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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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順冷暖氣公司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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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860-3388 蒲繼忠

車房門專家
商業,住家,鐵門及鐵柵

搖控車門器更換,
彈簧維修線路安裝,
品質保證,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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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排污
德州執照TCEQ24431

抽餐館油井,
洗衣店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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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服務公司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水電新建和修理,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打碎機,下水道,

281-610-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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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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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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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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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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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832-708-8688
短信832-929-2771

陳氏專業冷氣
冷暖氣系統

保養,維修,安裝,
家電,熱水爐.

政府執照,15年經驗
請電: 陳(英粵國越)
281-236-2846

電腦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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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焊工學徒及鐵工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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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起.
832-969-5083李

籬笆Fence專
業
砍
樹
服
務700

龍運疏通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按裝. 經驗豐富,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陸先生(中文).請電：
281-818-6524

浩記冷暖氣維修
冷暖氣維修更換,

商用cooler,freezer,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請 電:
832-759-4638

Door/Window Glass

玻
璃
門
窗
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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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元起*
832-969-5083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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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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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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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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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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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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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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ZY鐵工廠
多年經營,專修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精工電焊，
修理翻新各類鐵件，

鐵欄,大閘,扶手樓梯等
多年經驗，技術保證。
346-228-3738
832-869-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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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
工
廠

700

Iron Works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跌打損傷

專精: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一次治療基本痊癒，唯我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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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打傳人中醫
坐骨神經,肩周炎

Long's專業修理
多年經驗Sears'專業技

師, 專門維修各種
家庭/商業:冷暖氣, 冰箱,
製冰機,大型冷凍櫃,冰櫃,
熱水爐,洗衣機,乾衣機
執照號碼:TACLA44251C
質量保證.電:通英/粵語
713-505-7534

Legend Temp Mechanical
恆風冷暖氣公司政府執照TACLA 115482C
安裝/維修: 家庭、商業冷暖氣、商用冰箱,

冷凍冷藏設備、制冰機. 百萬保險.
~~~多年經驗,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請電: 713-357-8868 (國/粵語)
企鵝牌制冰機500磅9成新,抓碼箱出售

明亮電工公司
德州執照TECL34634

專業電工團隊,
百萬保險

商業民宅,大小工程
質量保證

832-260-8678
貴先生（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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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美空調維修
精修更換冷暖氣系統、
熱水爐、水電、家用電器
專業安裝節能空調、
漏水斷電、緊急維修、
工作認真、政府認證、
質量保證.（24小時）

請電: Louis 劉
646-508-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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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水 水 水
專修室內外各種漏水
更換各種室內外

水零件,
房屋整體水管更換,

修換熱水器.
713-429-2685
702-888-5518

分類廣告專頁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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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專業住宅櫥櫃
櫥櫃，台面，地板
有二十多年經驗
聯系人：陳先生

電話 :
917-214-8738Granit & Cabinet

櫥櫃/台面/地板

水務

Plumbing
Electrical

電
器

京華貸款
個人&公司信用貸款 15-30 萬,

無抵押, 無擔保,無需身份, 秒到賬.

合法回國資金支持

詳情請電: 917-434-2072

信
用
貸
款

傳統中醫傳統中醫
經系治療經系治療

傳統中醫療法
自閉症,抑郁症

帕金森,老年痴呆
腦梗中風後遺症

徒手解印,安全康復
電話或短信:

832-488-2925

徒手整形
面部精雕,妊娠紋
修復,產後耻骨聯合
分離導致尷尬漏尿
全程徒手,安全輕柔

電話或短信:
832-488-2925

雷射除痣

●

●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最新日本技術,一次性不流血,不留疤痕,輕鬆去除:
老人斑,色斑/紅黑痣/扁平,粒狀疣/ 鈣化突起,

肉球/紅血絲/油脂粒/猴子/突起疤痕等....所有皮
膚上的斑斑點點,99%各種衍生物均可除去。

專業執照認證,安全,奇效立見. 多有折扣
欣容皮膚修復中心713-378-1590 Cindy 孫
6100 Corporate Dr. #378 慈濟旁(王朝同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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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ge Service

Transporation

貨
運
代
理

貨運代理
Cargoworld Express
商業,出口,進口,報關
Full Logistics Service
25年經驗,誠實,可靠

華人專線:
832-229-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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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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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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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 warns West over oil import ban as 
Ukraine talks make little head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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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C2

LVIV/IRPIN, Ukraine, March 7 (Reu-
ters) - Russia warned that oil prices could 
surge to $300 a barrel and it might close 
the main gas pipeline to Germany if the 
West halts oil imports over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as peace talks on Monday made 
little progress.

The incursion, the biggest attack on a 
European state since World War Two, has 
prompted 1.7 million people to flee, a raft 
of sanctions on Moscow, an exodus of 
foreign firms, and fears of wider conflict 
in the West unthought-of for decades.

Sieges and the bombing of Ukrainian 
cities continued.

A Russian strike on a bread factory killed 
13 in the town of Makariv in the Kyiv 
region, Ukrainian officials said. Reuters 
could not verify the details. Russia denies 
targeting civilians.

Seeking to ratchet up the pressure on Rus-
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the United 
States said Washington and its European 
allies were considering banning Russian 
oil imports. Oil prices spiked to their high-
est levels since 2008.

“A rejection of Russian oil would lead to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global 
market,” said Russian Deputy Prime Min-
ister Alexander Novak, saying the price 
could more than double to over $300 per 
barrel. read more

U.S. President Joe Biden held a video 
conference call with the leaders of France, 
Germany and Britain as he pushed for 
their support on the ban.

But if need be the United States is willing 
to move ahead without allies in Europe, 
tw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told 
Reuters. Many countries on the continent 
are heavily reliant on Russian energy. read 
more

Germany last month froze the certification 
of the Nord Stream 2 gas pipeline.

“We have every right to take a matching 
decision and impose an embargo on gas 
pumping through the Nord Stream 1 gas 
pipeline,” said Novak.

Who buys Russia’s oil and gas? Who buys 
Russia’s oil and gas?
Reuters Graphics Reuters Graphics
TALKS ‘NOT EASY’

More than 1.7 million Ukrainians have 

fled to Central Europe since the conflict 
began on Feb. 24, the United Nations 
refugee agency said on Monday, with over 
1 million arriving in neighbouring Poland. 
read more

Russia calls its actions in Ukraine a “spe-
cial operation” that it says is not designed 
to occupy territory but to destroy its 
southern neighbour’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capture what it regards as dangerous 
nationalists.

After the third attempt to ease the blood-
shed at talks in Belarus, a Ukrainian ne-
gotiator said that although small progress 
on agreeing logistics for the evacuation of 
civilians had been made, things remained 
largely unchanged.

“As of now, there are no results that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ituation,” Mykhailo 
Podolyak said.

Russian negotiator Vladimir Medinsky 
told journalists the talks were “not easy”.

“We hope that from tomorrow these corri-
dors will finally work,” he said.

A fourth round of talks will take place 
very soon, Russian negotiator Leonid 
Slutsky told Russian state television.

Refugees arrive in a train from Poland at 
Berlin’s central station

Local residents cross a destroyed 
bridge as they evacuate from the town 
of Irpin, after days of heavy shell-
ing on the only escape route used by 
locals, while Russian troops advance 
towards the capital, in Irpin, near Kyiv
Smoke rises as a service member of 
the Ukrainian armed forces stands by 
the only escape route used by locals to 
evacuate from the town of Irpin, after 
days of heavy shelling, while Russian 
troops advance towards the capital, in 
Irpin, near Kyi

“Our president is not scared of any-
thing, including a direct meeting with 
Putin,” said Ukraine’s foreign minister 
Dmytro Kuleba late on Monday. “If 
Putin is also not scared, let him come 
to the meeting, let them sit down and 
talk.”

Kremlin spokesman Dmitry Peskov 
told Reuters Moscow would halt 
operations if Ukraine ceased fighting, 
amended its constitution to declare 
neutrality, and recognised Russia’s 
annexation of Crimea and the inde-
pendence of regions held by Rus-
sian-backed separatists.

Peskov told Reuters in a telephone in-
terview that Ukraine was aware of the 
conditions. “And they were told that 
all this can be stopped in a moment.”

Russia had offered Ukrainians escape 

routes to Russia and Belarus, its close ally, 
early on Monday after weekend evacuation 
ceasefire attempts failed. A spokesperson 
for Zelenskiy said the Russian proposal 
was “completely immoral”.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who 
spoke with Putin multiple times last month 
in the run-up to the invasion, said he saw 
no impeding breakthrough.

“I don’t think that in the coming days and 
weeks, there will be a real negotiated solu-
tion”, he said.

FAILED EVACUATIONS

In the encircled southern port city of 
Mariupol,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remained trapped without food and water 
under regular bombardments.

Deputy mayor Sergei Orlov told CNN 
that authorities were ready to evacuate 
6,000 people on Saturday but Russians had 
bombed buses that were to transport them. 
Moscow has accused the Ukrainians of 
blocking the planned evacuations.

The general staff of Ukraine’s armed forces 
said Russian forces were “beginning to 
accumulate resources for the storming of 
Kyiv”, a city of more than 3 million, after 
days of slow progress in their main ad-
vance south from Belarus.

In the 
eastern 
city of 
Kharkiv, 
police 
said a 
further 
10 people 
had been 
killed 
over the 
past day, 
taking the 

total death toll there from Russian bom-
bardment to 143 since the start of the inva-
sion. It was not possible to verify the toll.

In Irpin, people picked their way over the 
twisted ruins of a large bridge, with river 
water rushing just beneath them.

“It’s like a disaster. The city is almost 
ruined and the district where I’m living 
(there are) no houses which were not 
bombed,” a young woman leaving with her 
children told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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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fter hard work on
weekends, our big
LED screen of
Houston International
Studio was fully
installed and will be
opened immediately.

My colleagues
sacrificed their holiday
and rolled up their
sleeves and
completed the project.
I am deeply grateful
for their hard work.

“The City of Rome
was not built in one
day.” Although our
media business
cannot be exactly
compared to the
building of Rome, we

still believe we have
the confidence to
build our version by
piling it all up brick by
brick every day.

Over the last more
than two years now,
the Covid -19
pandemic has brought
us great challenges
and pressures. I often
said to our colleagues
that we need to have
the spirit of, “When
you face the water,
we need to build a
bridge. When we face
the mountain, we
need to open the road.
”

Today this new idea

of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Studio is
the major turning
point for our media
transformation.

Before I left the
building it was almost
midnight. Our printing
crew had just arrived
to print our daily
newspaper. I wanted

to say thanks to them.
They are working 365
days a year to print
our daily newspaper
so we can deliver it to
our readers.

Our operation is
highly interlocked.
Over the years, we
firmly believe this
sacred mission of

social service is our
greatest motivation.

The use of the new
LED screen will once
again change and
create a new journey
for our company.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rving you better.

0303//0707//20222022

Our Large LED Screen IsOur Large LED Screen Is
Officially LaunchedOfficially Launched

Editor’s Choice

A Muslim woman wearing a veil stands in queue to cast her vote at a polling 
station during the last phase of state assembly election in Varanasi in Uttar 
Pradesh, India, March 7. REUTERS/Adnan Abidi

A man helps an elderly woman to run for cover after heavy shelling on the only escape route 
used by locals, while Russian troops advance towards the capital, in Irpin, near Kyiv, Ukraine 
March 6. REUTERS/Carlos Barria

People gather around livestock during a transhumance on the Champs Elysees Avenue as 
part of the 58th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Fair in Paris, France, March 6. REUTERS/Johanna 
Geron

A demonstrator scuffles with 
riot police during a rally ahead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in Ankara, Turkey, March 6, 
2022. REUTERS/Cagla Gur-
dogan

People take a selfie in front 
of the Grogu “Baby Yoda” 
balloon as it is inflated 
the day before the Macy’s 
Thanksgiving Day Parade 
in Manhattan, New York, 
November 24.  REUTERS/
Carlo Allegri

French NGO Pompiers Humani-
taires Francais (French Humani-
tarian Firefighters) give medical 
assistance to an elderly woman 
fleeing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at the border checkpoint 
in Medyka, Poland, March 6. 
REUTERS/Fabrizio Ben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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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6/Military Time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on Sunday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approve of NATO allies sending 
fighter jets to Ukraine.
“That gets the green light,” said Blinken on 
CBS’ “Face the Nation.”
“In fact, we’re talking with our Polish friends 
right now about what we might be able to do 
to backfill their needs if in fact they choose to 
provide these fighter jets to the Ukrainians,” 
Blinken said.
@SecBlinken
: The U.S. has given the “green light” to NATO 
countries if they choose to provide fighter jets 
to Ukraine, one day after President Zelensky 
made a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plea to members of Congress to provide them 
during a Saturday Zoom call. https://cbsn.
ws/3hGpnoG
Blinken said the countries are in close con-
tact about the proposal for the U.S. to provide 
fighter jets to Poland if Poland sends jets to 
Ukraine, confirming a Wall Street Journal re-
port released earlier Sunday.
Earlier Sunday, Poland’s prime minister’s of-
fice tweeted Poland would not send fighter jets 
to Ukraine.

On Saturday,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
myr Zelenskyy asked U.S. lawmakers to 
help provide more warplanes for his military. 
(Courtesy militarytimes.com)
Related

Ukraine Receives More Armed                                         
Drones Amid Russian Invasion

The Bayraktar TB2 is a medium-altitude, 
long-range tactical UAV drone system. 
(PhotoBayhaluk via Wikimedia Com-
mons)
Ukraine received a fresh shipment of Turk-
ish-made Bakar Bayraktar TB2 armed 
drones earlier this week, according to a Face-
book post from Ukraine’s defense minister.
“New [drones] have already arrived in 
Ukraine and are on combat duty,” said Olek-
siy Reznikov on Wednesday.
Janes, a defense intelligence and analysis 
firm, reported that rumors of the delivery had 
previously circulated after Turkish Air Force 
transports were spotted flying from Ankara 
to an airport in southeast Poland near the 
Ukraine border.
The drones have been a significant mo-
rale-booster for Ukraine throughout the early 
days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in addition to 
their limited tactical successes, explained 
drone warfare expert Samuel Bendett in a 
Tuesday interview with Military Times.

Before the invasion, Ukraine officials said 
they had approximately 20 Bayraktar TB2s. 
The country also had entered deals with Tur-

key to purchase more and ultimately produce 
key components for a new, larger Bayraktar 
drone on Ukrainian soil.
According to Stijn Mitzer, an open-source 
intelligence analyst tracking equipment de-
struction in the war, the TB2s have account-
ed for 33 Russian vehicle losses, including 
two logistics trains. That’s less than 10% 
of Russia’s total estimated vehicle losses to 
date, though, per Mitzer.
It’s impossible to independently verify the 
extent of losses, and officials from each side 
have wildly varying statistics, but Mitzer 
documents a unique photo for each vehicle 
loss, meaning that his totals are likely an un-
dercount.
Yet what Bendett calls the “mythology of the 
Bayraktar” has persisted because Russia has 
thus far failed to properly use its air defense 
systems as designed in their force structure, 
in addition to the Russian air force’s apparent 
failure to neutralize Ukraine’s own air force 
and air defense.
“[In Ukraine], Russia doesn’t seem to dis-
play the very 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
dures that it’s practiced for years and sought 
to perfect in Syria...[to provide] adequate 
cover to its ground forces,” Bendett said.
“The fact that there may be surviving 
[Bayraktars] somewhere is an embarrass-
ment [to Russia],” the CNA think tank ana-
lyst added. “Clearly.”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
skyy and members of his staff.
The delivery is also a potential signifier of 
a shift in support from Turkey to Ukraine, 
despite President Recep Tayyip Erdogan’s 
silence on the invasion. Turkey has also 
blocked Russian warships from entering the 
Black Sea to join the fight, in line with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allowing Turkey to do so 
during times of war.
Erdogan’s son-in-law and one of Baykar’s 
top executives, Selçuk Bayraktar, denounced 
Russia’s “unlawful invasion” in a Feb. 25 
tweet.
And Selçuk’s brother Haluk Bayraktar, the 
company’s CEO, posted an old photo of him 
with Ukraine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 
on Thursday. He expressed his support for 
the defenders, saying, “May the victory go 
to the brave people who passionately defend 

their homeland from invaders.”
It’s not clear, though, how many drones came 
in the new delivery, nor is it clear whether 
such deliveries will continue as the war drags 
on. (Courtesy militarytimes.com)
Related
Ukraine’s Drone Strikes Reveal Russian                               

Planning Failures, Expert Says

Ukraine’s military took receipt of Bayrak-
tar TB2 drones and more than 420 addi-
tional items of materiel in March 2019. 
(Ministry of Defense of Ukraine)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a 
small portion of the defenders’ arsenal has 
had a disproportionate effect — Ukraine’s 
handful of Bayraktar TB2 armed drones.
Videos of their exploits have millions of 
views. They’ve destroyed surface-to-air mis-
sile launchers and logistics trains. They’ve 
inspired songs and are a common refrain in 
videos taunting the Russian invaders.
Despite their small number — around 20, 
according to pre-war comments made to 
Al-Monitor — the drones have been heavi-
ly utilized, according to Ukrainian officials. 
Russia, on the other hand, claims it has shot 
down some of the drones.
According to Stijin Mitzer, an open-source 
intelligence analyst, the small Turkish-made 
drones have destroyed at least 32 Russian ve-
hicles since war broke out last week, though 
it’s impossible to independently confirm the 
total number of vehicles they’ve destroyed.
An expert on Russian drone warfare, Samuel 
Bendett of the CNA think tank, explained to 
Military Times that even the drones’ limited 
successes show that Russia is failing to im-
plement its own air defense strategies. He 
added that Russia studied the lessons learned 
by Armenia in last year’s war with Azerbai-
jan, which saw the latter nation decimate Ar-
menian positions and vehicles with Bayrak-
tar drones and loitering munitions.

Perhaps the “biggest lesson” of that con-
flict, Bendett said, was that slow, low fly-

ing drones like the Bayraktar are effective 
against outdated air defense systems. Rus-
sian planners were confident that their force 
structure, which prioritizes modernized, lay-
ered air defense, would be able to prevent 
such a massacre — but “we’re not seeing...
what Russians have advertised,” Bendett 
said.
Russian units are usually arrayed in battalion 
tactical groups, BTGs, with layered air de-
fense and anti-drone capacity, said Bendett. 
But the forward elements of Russian forces 
have failed to operate as BTGs in Ukraine, 
frequently leaving behind their air defense 
assets “in inexplicable fashion,” he added.
“[In Ukraine], Russia doesn’t seem to dis-
play the very 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
dures that it’s practiced for years and sought 
to perfect in Syria...[to provide] adequate 
cover to its ground forces,” he said.
Bendett also pointed towards “the mythol-
ogy of the Bayraktar” and how “Ukraine is 
winning the information war.”
“For all the Russian military talk about win-
ning information war, they seem to be losing, 
and the videos of Bayraktars striking what 
appears to be Russian targets is feeding into 
that [Ukrainian] information campaign,” he 
said.

Bendett believes that the days of Bayraktar 
strikes are limited, though, should Russia re-
organize its advance.
“If the Russian military reorganizes — if it 
sends in the BTGs, if it sends in adequate air 
defense capability, if it sends in its [electron-
ic warfare] forces...it would become increas-
ingly more difficult for Bayraktars to operate 
in an uncontested fashion,” said the drone 
expert. “They were definitely aware of the 
threat. They definitely practiced against the 
threat.”
And even should the Russians recover and 
counter the drone threat, he noted, “they were 
supposed to eliminate a lot of Ukrainian air 
defense capability from the...first hours of the 
campaign.” That includes the air bases where 
the drones are stored, fueled and equipped.
A portion of that responsibility, according to 
other experts and U.S. officials who spoke 
with Reuters, lies with the conspicuous ab-
sence of the Russian Air Force over the skies 
of Ukraine.
“The fact that there may be surviving 
[Bayraktars] somewhere is an embarrass-
ment [to Russia],” said Bendett. “Clearly.” 
(Courtesy military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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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休斯頓報導) 清明節是中國傳
統四大節日之一，萬物此時生長萌發，
清潔而明淨，故稱清明。這也是紀念祖
先的節日，家人一同去掃墓祭祖，緬懷
先人，同時踏青。日昇日落，人生也是
如此，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死亡是每個
人必須面臨的大課題，有上車也有下車
的時候，不同站有不同的風景。無論貧
富貴賤、種族、職業，上至總統下至庶
民，都有不得不面對之時。如何面對終
點做好生前計畫、以及該怎麼準備身後
之事，似乎變得更正面、也更需要趁早
計畫。

以豁達的心態面對
以往，華人對於生死大事比較忌諱

，然而，隨著時代演變，更多人會以豁
達的心態面對，去年的疫情，更改變了
許多人對生死的態度。疫情的肆虐下，
美國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超過94
萬人，所謂的 「身後事」，並不意味著
應該等到年紀大了才考慮，其實，現在
就可以開始部署 「生前計畫」。

Dignity Memorial(尊嚴紀念館)是休
士頓最具規模的殯儀館兼紀念墓園，我
們請到其中的陳專員來為民眾談談，為
什麼 「生前計畫」如此重要? 可以幫助
我們降低哪些方面的負擔？

對生死越想得開，會越沒有壓力
陳先生表示，傳統觀念中， 「身後

事」對於華人來說相當重要，許多人都
希望找到一個風水寶地安葬，並且庇佑
後代子孫，這種觀念深植人心。

以往 「生死大事」對於中國人來說

是個禁忌話題，但對於殯葬業而言是每
天都在面對的，死亡也天天都在不同地
方上演著，民眾對死亡抱持越想得開的
態度，自己會越沒有壓力，在生前就做
好身後的規畫，會幫自己以及家人帶來
安寧與平和。對墓地和葬禮進行預先計
劃極為重要，這樣的生前預先計畫將可
以幫助到家庭，以下將為大家分析說明
。

生前預先計畫減輕親人的負擔
當選擇生前預先計劃時，不僅可以

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規畫，還可以減輕家
人的情感壓力與經濟負擔。

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可以仔
細考慮自己喜歡的選擇，確保是自己想
要的方式。有些人有宗教信仰，但與子
孫之間有差異，即使告訴家人自己的臨

終願望，家人也有可能不記得或不同意
。要確定葬禮是自己所希望的，唯一方
法是提前計劃。

一位民眾林先生表示，自己的父母
多年前做生前預先計劃，購買了預付的
喪葬費。經過這些年來，當父母親去世
，去使用這些服務時，才知道省下許多
費用，減輕很大的負擔。

父母親的生前預先計劃，使子孫在
遭受喪親之痛時，幫助他們不必同時擔
心喪葬費的金錢來源。一般來說，在人
死後的幾天裡，他的資產可能無法使用
，人壽保險可能需要六至八週的時間才
能支付。如果沒有適當的預付計劃，則
家人將被要求在葬儀服務之前支付所有

的費用。預先計劃和預付款意味著減輕
了家人的巨大負擔。

生前計畫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
生前預先計劃葬禮的一個實際好處

之一是省錢，隨著生活成本的上升，喪
葬費的成本也不斷上升。當您計劃並提
前付款時，實際上就是鎖定了價格保證
。例如，如果今天計劃並選擇一個價格
為 2,000 美元的棺材，即使未來價格上
漲了許多，也不必為再多付錢。以當前
價格購買商品，可以保護您和子孫免受
通貨膨脹的影響。

休斯頓的劉女士表示，“我的父母
在多年購買了預付的喪葬計畫，到使用
時已經有很大的差額，這為我們節省大
筆金錢。”

生前規劃讓家人不用擔心會出錯

若是突然遭逢意外，子
女往往會面臨很多意想不到
的抉擇，例如像:爸爸會想要
手工雕刻的堅固紅木棺材嗎
？媽媽會希望她教會的朋友
都參加葬禮嗎？如果事先沒
有準備好計劃，親人會有很
多猜測，擔心會不會弄錯了
。通過生前預先計劃，使家
人免於產生疑問和焦慮。

家人不必面對倉促的決
定

在需要時，葬禮安排通
常在幾天之內進行。即使在
遺囑中表達自己的意願，您
的孩子也有可能會爭執不休，因為葬禮
通常是在遺囑確定或宣讀之前舉行的。
為了保護您的親人在困難的時期內避免
匆忙做出決定，提前計劃自己的葬禮，
以書面形式寫下詳細內容，不僅可以確
保自己的意願得到遵守，而且可以使家
人不必代你做出判斷。

親人可以專注於回憶和康復
親人死亡後的一段日子中，家人會

經歷情感上的困難階段。生前預先計劃
自己的葬禮，無論是土葬或是火葬，葬
禮應如何安排，都能記錄您的意願，並
支付安排費用，這可為您的親人提供他
們所需要的情感與精神恢復時間，而不
用做出一個又一個的葬禮細節決定。家
人們可把時間用在與親友間共度中，回
憶過世親人的點點滴滴，並逐漸恢復難
受的心情。

清明節VIP新墓產發布會，優惠僅

在開放日有效
在休斯頓，許多家庭給予橡林紀念

園殯儀館和墓園(Memorial Oaks) 很高評
價，是最受華裔人士中意的風水寶地，
也是既有墓地、又有殯儀館的複合型服
務，能包辦追悼會到葬禮一條龍式服務
。

Memorial Oaks 在 清明節前對大眾
推出優惠，歡迎參加在 3 月 13 日(星期
天) 舉辦的清明節 VIP 新墓產發布會，
對公眾開放參觀(可預約網上視頻約會或
現場參觀)。包括高達 18% OFF 生前計
劃墓產優惠，60 個月 0%利率，無需信
用評估，還有身前契約高達 12% Off 的
優惠。

這是今年最好的優惠折扣，僅在開
放 日 有 效 ， 請 立 即 致 電 ： 吳 玉 玲
832-494-6710。 Memorial Oaks 地 址: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舉辦清明節舉辦清明節VIPVIP新墓產發布會新墓產發布會
今年最好的優惠折扣今年最好的優惠折扣 只在只在33//1313發布日有效發布日有效

「佛光山2022年信徒香會- 金剛經修持法會」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風雅集周日舉辦
「俄烏戰爭及對台灣未來的影響」 座談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在俄烏戰事正如火如荼掌控全世界
的關注之際，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風雅集 」於周日（3月
6日 ）下午三時召開線上會議，邀請白先慎教授主持，德州山姆
休士頓州立大學政治系翁履中教授主講 「俄烏戰爭及對台灣未來

的影響」。
翁教授在演講一開場即談到：俄羅斯與烏克蘭怎麼了？為何

不能有話好說？他談到俄烏關係從2004年橙色革命到全面對抗
，到2014年親歐盟示威，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下台，到2014年
選舉後烏東分離，2014年亞速營事件及2014-15 明斯克協議的種
種歷程中烏克蘭變化：親俄VS. 親歐。他也提到西方觀點，介紹
美國的柯林頓總統、小布希、歐巴馬、川普、拜登等總統是怎麼
片斷解讀普丁的- 侵略和非侵略者的角色。他也從俄羅斯觀點看
他與歐美的關係— 是朋友還是騙子？
翁教授談到目前局勢- 和平談判進展：
2月28日第一輪談判
俄方：
1，烏克蘭和西方需承認克里米亞主權
2，烏克蘭去軍事化，去納粹化
3，烏克蘭保持中立
烏方：
1，停火
3月3日第二輪談判（法國介入 ）
俄方：
1，烏克蘭和西方需承認克里米亞主權
2，烏克蘭去軍事化，去納粹化
3，烏克蘭保持中立
烏方：
1， 停火
2，人道走廊
3月7日第三輪談判（以色列介入 ）
俄方：
1，烏克蘭和西方需承認克里米亞主權
2，烏克蘭去軍事化，去納粹化
3，烏克蘭保持中立
4，向美國傳話：要求書面保證，經濟制裁不會影響未來俄國與
伊朗合作
烏方：
1，停火
2，人道走廊
翁教授在演講中也談到 「侵略與反侵略的迷失」：

從經濟層面看：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打擊，能讓能源和大宗
物資價格短期出現波動，市場上狙擊者有機會大有斬獲。未來的
關鍵產業恐會跟政治決策進一步掛鉤， 「國家安全」將成為經濟
政策的考量因素。美元在戰爭中大幅升值，軍火工業帶動的美式
經濟壓力，有機會讓美國得利，但美國國內政治分歧，導致其他
國家也有機會分得好處。

從價值體系看：自由主義國際合作遇到瓶頸，現實主義更進
一步扮演主導地位。國家追求利益，民主價值和政治正確將與國
家實力有關，而不全然是 「是非」判斷。文化衝突恐怕會更常發
生 !
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 美中台的互動將會有變？

對台灣的啟示：自我防衛，外援恐有限。
對北京當局：戰爭成本高，西方制裁不只是為了民主價值，

而是為了經濟掠奪— 俄羅斯聯邦儲備銀行 Sberbank— 99.99%價
值被西方等國掠奪。

而對美中台關係： 支持台灣，有機會讓北京感受更大壓力
，但美中易緊密互賴，尤其在稀土供應不可能與中國切割，因此
，一中政策的框架不會改變！

翁教授同時也提到近日訪台的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呼籲美台
復交，稱台灣已“事實獨立”。正在台灣訪問的美國前國務卿蓬
佩奧發表演講，要求美國政府立刻正式外交承認台灣。他還盛讚
台灣站在了“自由與暴政之爭”的最前綫。此前一天，他在和台
灣總統蔡英文會晤時說：不能讓台灣遭受烏克蘭同樣的命運。
阿富汗的故事- 美國的支援，提升台灣“ 自我”防衛能力：1，
持續軍購 ，2，強化後備，3，增加兵員

翁教授也談到軍事行動是否有勝算：他以2018的圖表展示
美國自1996年至2017的軍事優勢。至於美國是不是盟友？當然
是，但是交往需要智慧。
最後，翁教授提到這次俄烏戰爭台灣學到什麼？

軍事自主，不對稱國防戰力。
經濟上需要找到更多優勢產業，下一座護國神山在哪裡？另

外，能源自主，不能過分依賴輸入。
外交上：除了美國還有其他朋友。
兩岸：國際氛圍將給台灣創造出空間，不過，這個空間恐怕

不是希望兩岸對抗，而是希望兩岸談判。
而這次世界學到什麼？

現實主義將再次主導國際體系。
大國體認到逆風的成本，將會更進一步互相競合。
不同價值體系的衝撞恐怕增加，跳脫本位主義思考，是解方

，但多少人能學會？

（（本報訊本報訊））由於由於33月月33日日((四四))
上午上午99點點1818分全台大跳電分全台大跳電，，
造成人間衛視電視造成人間衛視電視、、網路等網路等
頻道正進行頻道正進行《《佛光山佛光山20222022年年
信徒香會－金剛經修持法會信徒香會－金剛經修持法會
》》直播訊號中斷直播訊號中斷，，造成收視造成收視
不便不便，，敬請見諒敬請見諒！！

人間衛視已重新製作人間衛視已重新製作
《《佛光山佛光山20222022年信徒香會－年信徒香會－
金剛經修持法會金剛經修持法會》》影片影片，，並並
刊登於刊登於YouTubeYouTube官方頻道官方頻道，，
連 結 為連 結 為 https://youtu.be/https://youtu.be/
zVQUGJVoQbUzVQUGJVoQbU
敬請大家再次收看敬請大家再次收看！！

圖為美國德州山姆休士頓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周日在大專圖為美國德州山姆休士頓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周日在大專
校聯會風雅集講座中主講校聯會風雅集講座中主講：： 「「俄烏戰爭及對台灣未來的影響俄烏戰爭及對台灣未來的影響」」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大電腦休大電腦、、電機工程教授白先慎主持座談會的開電機工程教授白先慎主持座談會的開
場及最後的問答部份場及最後的問答部份。（。（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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