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11

4月19日  星期二
wechat : AD7133021553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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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格 (2units)

3格 (3units)

4格 (4units)

一 週

1 wk

$45

$90

$135

$180

二 週

2 wks

$80

$160

$240

$320

三 週

3 wks

$105

$210

$315

$420

一 月

1 mon

$125

$250

$375

$500

格數Size

週數Week

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Business Hours：

Monday-Friday：

8:00am-4:00pm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一通電話，萬事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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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X 77072

Place Your AD 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公告欄 (定稿規則定稿規則)
---------------------------------------
●分類廣告請預付廣告費,如中途停刊者, 恕不退還費用。

●刊登一個月以下者,廣告均不得改稿,若需改稿每次酌收費用5元
●本報接受VISA及MASTER信用卡付費,

如電話(Tel)/ 微信Wechat / 傳真(Fax), 訂稿委刊-
請告知信用卡號碼/姓名/有效期限/CVV號/郵編/地址號.
其訂稿如有錯誤由客戶自行負責,恕不補登。

●截稿時間 : 星期一至五2:30pm,
平時/周六日請微信: AD7133021553
截稿或之前訂稿,立即上網,其稿將在第二天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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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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中餐館急售
近8號,Westheimer
16年老店,1750呎
生意6萬,設備齊全
因廚房缺人手,急售

意者請電:
832-513-8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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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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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好餐館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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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市內壽司吧
急徵工作人員一名
男女 / 年齡不拘
需有些經驗

待遇 $$優優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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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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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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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房: 煎炸, 蒸籠, 腸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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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式中餐館
位6號/290,

誠請 全工炒鍋, 油鍋，
接電話打包，

外送員&半工周末外送員
各一名. 需報稅。
以上不包住宿.

電: 713-213-0086
832-593-6688

餐館請人
靠近249

『高薪』 誠聘
炒鍋, 打雜, 外送員
企枱, 聽接電話.
意者請電聯:

281-966-5342

中餐堂吃外賣店
出 售

離中國城20分鐘,
設備齊全,客源穩定,

接手即賺錢,
發展空間大,

歡迎看店,聯系電話:
917-775-2976

餐館Hiring
位於Pearland
誠請 全工或半工

企檯,收銀員及外送員
Full/Part Time

●Waiter/Waitress
●Cashiers
●Delivery Drivers

Call:832-594-0540

餐館請人
位45號南,近Nasa
誠請 炒鍋、打雜,
打包、Sushi.

以上半工全工均可
包吃包住. 請電:
832-206-1789

糖城餐館誠請
全工半工 Cashier
無需經驗,可培訓
需說英文.電/親臨:
281-277-8383
1730 Williams Trace
Sugar Land, TX 77478

外賣快餐店,薪優
誠請●廚房打雜
●收銀兼接電話

需英文流利.$15/時
半工/全工均可
位59號北.請電:
713-732-8729

美式中餐急需
全職外送員,兼職企台
餐館人事簡單好相處，
可報稅，位於77469，
靠近糖城59號方向，
離中國城25分鐘，

有興趣請短信或致電:
832-812-7612

HEB超市內壽司吧請人
HEB, Kroger Sushi Roll Available People Priority
( Training Available ) 10 mins from Pea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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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中餐館
『高薪』

聘請廣東炒煱,
每周工作50個小時,

每周休息2天
意者請電：黃師傅
281-210-8392

金冠酒家誠聘
點心幫工

有身份，可報稅

意者請電:

713-474-7979

西南區日餐
鐵板店『高薪』 招聘

●Hibachi鐵板師傅
●日餐廚房師傅
●企檯(Water/Waitress)

全職/半職均可
提供住宿.意者請電:
832-289-1003

Japanese Rest
is hiring ● Servers
( Waiter/Waitress)

● Sushi Help
Please call:

832-693-6534
8236 Kirby Dr. #200
Houston,TX 77054

中國城奶茶店
『薪優』 聘男女員工
需有工卡,可報稅.
全工/半工均可.

薪優面談,意者請電:
713-772-7888
312-479-1189

餐館招聘
廚師, 抓碼, 打雜,
距離休斯頓2小時
車程, 包吃住.
意者請電:

361-649-7476

中餐館出售
位Bissonnet外賣店
2000呎, 房租便宜

(包水,垃圾費,管理費)
公休兩天,價格面議.

有意者請電:
281-562-9567

餐館誠請
打雜, 油爐, 炒鍋

企檯, 收銀.
有住宿

意者請電:
707-848-0625

餐館轉讓
位 FountainView Dr
450呎,租金$1000
適合家庭經營

設備齊全,業主退休
意者請來電:

408-601-9239
346-319-4769

日本餐館誠請
壽司師傅或學徒

企台及帶位
全工/半工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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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吃外賣店
出 售

生意好, 地點佳.

意者請電 :

713-307-2540

德州手抓海鮮店
●前檯:需要英文佳
●後廚:夫妻工也可

工資1萬以上.
長期合作有機會入股!

意者洽: 鄭
631-264-9124

Timmy Chan
Restaurant
Looking for
PT Cook

Can speak simple
English

Please call:Julie
832-782-2088

外賣店,薪優
位45號北

Woodlands區,誠請
全工或半工收銀員

聯系電話:
832-457-5542

中日餐館誠聘

●炒鍋師傅

●油爐師傅

意者請電:

832-766-1986

中餐館誠聘
●半工外送員
●半工收銀接電話打包
●全工炒鍋

有經驗,要報稅
離中國城15分鐘
4670 Beechnut
713-307-2882

餐館招人
位Corpus Christi

Kitchen Cook Helper
( 廚房廚師幫手 )
月薪$4000及假期
提供食宿.50歲以下.
少許英文.英文電/短訊:
361-876-9634

珍寶海鮮城 誠聘
點心師傅 、點心熟籠、點心幫手

推車、 傳餐、 帶位.
需少許英文, 全工或半工均可

請電: 281-988-8898 或親臨面談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日本餐館誠聘
全職壽司及鐵板師傅
位Missouri City 近糖
城,需有經驗,做事認真
負責能報稅,薪資面議

有意向請聯系
912-381-5292
346-303-3218

Buffet店請人
距中國城8分鐘
Buffet店, 誠請

兼職帶位, 兼職經理
意者請電:

713-789-0845

*休斯頓高級日餐
位Galleria旁邊, 誠聘
●全工壽司師傅
●全工及半工幫手

以上需有經驗,略懂英文,可協辦綠卡.
有意者請電 : Teddy
713-961-9566

(手機) 281-685-4272 留言

餐館招聘炒鍋

距離休斯頓2小時

車程，包吃包住，

有意者請致電：

210-380-2645

堂吃外賣店
誠聘

有經驗炒鍋師傅一名
可報稅。位KATY.

意者請電
832-282-3492
另外餐館低價出售,

客源穩.

糖城美式餐館
誠請全工和半工
需英文流利

收銀, 帶位, 企枱
意者請電：

281-242-7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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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轉讓
休斯頓610 Loop裡面中餐館轉讓, 地理
位置絕佳,周圍環繞辦公室及富人住宅區.
面積2200SF,大小適中,適合各類餐廳,

生意8萬+. 廚房設備齊全,
有walk in cooler 和walk in freezer.
因為忙接不到電話, 意者請發短信:
713-898-4332 (非誠勿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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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年老店轉讓
近 Memorial 公園

610 / I-10
美式中餐堂吃外賣店
誠意轉讓,生意穩定

電話: 非誠勿擾
713-880-1690

餐館請人
中餐堂吃外賣店

請 炒鍋一名

聯系電話:

281-265-0302

美式中餐請人
位糖城99-59之間
請半工「廚房師傅」
無經驗可訓練,

需工卡.意者請電:
281-759-0775

亞洲餐館(中越韓式)出售
將最好的中國/亞洲美食集中在一起，供鑒賞家
品嘗。能源走廊休斯頓地區。1800平方英尺。
售價僅為$85,000美元。餐廳按原樣出售。
The best of a Chinese / Asian Cuisine

Energy Corridor Houston area.
1800 sqft. Selling price $85000 only .

Landlord give back $20,000 for remodel restaurant.
Please call : 281-725-4664

餐館誠聘
●送外賣(全工半工)
●洗碗打雜

位Spring,
249與99交界
聯系人：林先生

832-31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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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100 Restaurant
Hiring

堂吃外賣店
離中國城30分鐘靠近

糖城6號. 誠請
熟手全工半工接電話
熟手炒鍋、幫炒、外送員
需要報稅.有意者電:
832-380-0129
沒接到發短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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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100 Restaurant
Hiring

外賣店出售
近中國城,交通方便

墨西哥旺區
1600呎, 設備齊全,

租金低 (包水)
目前無營業.
請電: 非誠勿擾

832-661-8881

*糖城餐館出售
地點極佳, 營業6天

面積1600呎, 適合家庭生意,
易管理, 因人手不足轉讓.

有意者請電:
832-788-6688

中日餐館誠聘
1960/249,聘:油鍋,炒鍋
Sushi 師傅,Sushi學徒,
工資面議.聘男女企台:
人事簡單,有午休,有經
驗優先,無經驗可培訓,
也歡迎在讀學生.電話﹕
346-404-7082
電話不接可短信

誠 徵
男性駕駛,廚房助手

地點位休斯頓
近中國城

週一至週五上班
意者請電:

713-933-5288

老美中餐館
誠請●企檯Server

●壽司學徒
需懂英文,全工/半工
位45南,25出口
意者請電或短信:
832-225-2948

*糖城超市內
壽司吧轉讓

位置佳,生意穩定,
易經營.電話詳談:
832-520-6015
832-846-2345

壽司店招工
位糖城&Downtown

誠 招
壽司師傅及幫廚

意者請電:
832-520-6015












餐館租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00 出售賺錢中餐館
位於西北休斯頓,離中
國城15分鐘,八號邊.
一周開6天,1500尺,
生意4萬3.不送外賣,
人手不足售.適家庭經營
歡迎看店議價.請信息:
917-951-8859

快餐店休大附近
餐館 『急徵』

收銀員及食物打包
略懂英文.
請洽Juile :

832-782-2088

*科州餐館請人,薪優
丹佛科州中日餐, 誠請

壽司師傅, 打包外賣員, 企檯 各一名
以上需懂英文,全工半工均可.
包吃住,待遇好, 工資電議.

意者請電 : 562-508-1964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糖城中日堂吃
外賣餐館出售

有酒牌，6年老店，

生意穩定，旺季來臨，

即買即賺，聯系電話：

281-903-7695

*餐館急徵
Waiters:略懂英文

免費供吃住
地點:Texas City

請洽 : Kim
409-500-3300

*永華餐館誠請
炒鍋, 油鍋,
打雜, 企檯.

9600 Bellaire #126
Houston, TX 77036

意者請電:
713-271-3122

Pearl Dynasty
位糖城 Sugar Land, 請
全工半工Part/Full Time
Cook & Fryer炒鍋&油鍋
Cashier收銀員
Delivery Driver外送員

意者請電: Lisa
832-594-0540

*HEB內壽司吧
Tomball Woodland

誠招壽司助手
有無經驗均可
意者請電:

713-865-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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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100 Restaurant
Hiring

中日餐請人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CC22分類廣告2
星期二       2022年4月19日       Tuesday, April 19,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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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tor / Agent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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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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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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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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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蒂豪華宅出租
Katy七湖好學區

豪華獨棟4室兩個半衛
Rent Seven Lakes

Single Family
4 beds, 2 1/2 baths

Luxury House
281-624-7229

公司誠聘: 財務人員
要求1-3年經驗

會Quickbook, 中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或Email:
281-782-3280

hrwant36@gmail.com

敦煌店面出租

敦煌2樓,1350呎

店面出租

聯系電話:

713-269-3058

生物公司招聘
醫學中心生物公司

招聘技術工人(須女性)
有身份,無學歷要求,

上崗可培訓
意者請將簡歷發至:
yingtan101110
@yahoo.com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旅館出售
位德州南部海邊,距離休士頓2小時車程,

附近有大化工廠
假日遊客多,客源穩定,

旅館各項設備全部新裝修
有意者請電: 832-660-7063

Food Distributor
looking for

Sales & Warehouse
Speak Chinese &
Simple English
Call: Lily & Helen
713-383-8818
or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第一商業銀行休士頓分行徵才
(First Commercial Bank Houston Br. Job Vacancy)

首家台資跨國銀行 歡迎各界菁英加入
(The first multi-international Taiwanese bank in
the state of Texas invites you to join our team.)

● Clerk (銀行業務專員)
● Accounting Officer(會計專員）

誠徵中英文雙語；會計、商業、經濟與金融等..
相關科系畢業。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ajor in Accounting, Business, Economics,
Finance, or related fields)

工作地點位於休士頓市區，意者E-mail:

i927a@firstbank.com.tw

招聘助理/分租辦公室
中國城繁忙房地產/貸款公司
需要助理一名,全職兼職皆可.
●另外，分租辦公室 $800/月
歡迎貸款公司或保險公司業務。

詳情請電: 王女士832-858-4838

中國城奶茶店
『薪優』 聘男女員工
需有工卡,可報稅.
全工/半工均可.

薪優面談,意者請電:
713-772-7888
312-479-1189

Drilling Software Company
looking for Business Analyst.•B.S or M.S in Petroleum 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Basic knowledge of VB.net & Web Applications.•Good or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Bilingual (English and Mandarin)
Send resume to: hr@pvisoftware.com

立即賺錢$$$
大好機會

自動販賣機生意
已有販賣地點和

仍有(現貨)多台機器
有意者請洽:

281-827-0205自動販賣機生意

買新屋,本經紀人只收$1000佣金
新屋地產佣金- $1000 = 買家回扣
休士頓,達拉斯,奧斯汀,聖安東尼奧
www.ModernLifeRealty.com

林祿壽 Johnathan Ling
地產經紀,地產檢查師(22277) ,土木工程師

電: 713-319-6456 713-385-1188
15年地產經紀人,信用第一

牙科診所請人
前臺及牙科助理
位於中國城附近,

需懂中英文,懂電腦,
有責任心.

無經驗者可給培訓.
意者請電:

713-828-3951

食品公司誠聘
機修人員和管理人員，薪資從優.
如有需要公司可提供資料申辦綠卡.

趙小姐 電話: 314-489-6212
Email: Amyzhaoyong1981@hotmail.com
王先生 電話: 314-600-4303
Email: Wangkaikyle@yahoo.com
公司地址: 610 State Highway 64 W.,

Henderson, TX-75652

Daycare日托中心, 誠聘
會說中文的嬰兒護理員 Infant Caregiver
需有愛心和耐心, 我們提供的福利有:

節假日休(有薪)，員工折扣，4周有薪年假等
工作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工資是每小時12-15美元
英文電: 713-239-2900

or Email: Admin@lippschools.com

Drilling Software Company
Multimedia Designer Position
Skilled with Adobe Creative Suite.
Knowledge of animation, film, or
video editing. Coding skill is a plus.
E-mail : HR@pvisoftware.com

HR/Payroll Coordinator
Seeking HR/PAYROLL Coordinator
with experience in Microsoft Office
applications such as Excel and Word.
and knowledge of Quickbooks and ADP.

Pay: $20-$25 per hour

Experience: ADP, PAYROLL, QUICKBOOKS

Education: Bachelor's

Work Location:

6969 North Freeway Houston TX 77076
Please send the resume to :

adis@autofit.bz

和樂公司,薪優誠徵
貨倉工作人員,

具揀貨,下貨櫃,推高機經驗優先錄用
待優,享醫療保險,有薪假期及401K退休計畫

工作地點: Houston, TX
意者請將履歷表傳真至832-912-8999
or Email :RECRUIT@WELLUCK.COM

中國城獨立商場
出 售

共計8000呎, 價錢可議

$$$ 機會難得 $$$

意者請電: ( 晚上7點前)

832-788-0806
~~ 無誠勿擾 ~~

Gorgeous Trading Ltd
是紐約納斯達克上市公司 (股票代號:SGLY)

Singularity Future Technology 旗下全資子公司.
現因業務發展招聘: 海運物流船(貨)代業務代表

（Shipping Agency Representative）
●崗位說明：
1. 熟悉船(貨運)代理相關業務流程、運營模式

獨立處理日常工作。
2.具備良好的表達、溝通、交流能力,能帶團隊.
●職位要求: 1.合法身份，中英文流利;
2. 3-5年船(貨)代經驗，有客戶和行業資源者優先
3.為人誠實、積極上進、愛崗敬業，有團隊協調能力:
4.有較強的市場開拓能力，人際交往與溝通能力，
以及商務處理能力:

●薪資福利:
1.時間:8:30-16:30，周末雙休,享受國家法定節假日;
2.試用2個月，轉正後提供401K等福利;
3.辦公條件優越，公司氣氛活躍;
4.提供行業競爭力的薪資，提供廣闊職業上升空間.
簡歷Email: gorgeoustradingtx@gmail.com

TEL: 281-310-7655

『薪優』誠徵建築師助理繪圖員
熟悉AutoCad制圖,並有基本建築設計理念,
需中英文,半工或全工均可. 在校建築本科或

畢業,學習能力強或有經驗者優先.
待遇面議, 工作環境好,近中國城,

電郵: eita@edwardtsaoarchitects.com
或電: 281-460-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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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修請人
誠聘裝修師傅
最好會英語

有意者請致電：
346-383-1087
713-269-9582

船公司徵會計
需英文流利,有工卡.
有一定Bookkeeping

基礎優先考慮。
長期工作，待遇好。

意者請Email:
jjusa@

centransusa.com

電腦維修招聘
懂電腦基本操作,

講英文,
有電腦維修經驗優先

有意者請電:
832-643-9822

【招聘管家】1-2名男/女(全職)
糖城,工作簡單,負責幫雇主處理日常瑣碎事物.
如:開車,加油,送取乾洗衣物,居家物品分類,拆閱
雇主的私人信函,察看私人電子郵件,接聽雇主的
私人電話,做簡單家務等瑣碎事物.需會簡單英
文,有責任心和主動性,細致周密; 較強溝通能力

吃苦耐勞,勤奮. 工作時間可以調整.
月入: $2000-$3000, 無需工卡 可支付現金

電話:281-845-1338 微信:wx_zhaopin99

【招聘客服】2名男士（全職）
邏輯思維清晰，溝通能力強，熟悉電腦基本操作

流程，電腦打字速度快；
服務意識強，積極主動，工作熱情高；

需會中/英文.
早班或夜班,工作時間可以調整,可在家工作
月入：$2500-$4500, 無需工卡 可支付現金

電話:281-845-1338 微信:wx_zhaopin99

老人公寓誠聘
兼職維修工,

懂相關大廈維修
知識及經驗，

薪高及時間可面談.
請在辦公室時間電

找何小姐
713-995-4538

安利保險 ALLRISC INSURANCE AGENCY
30+ years Insurance Agency in Houston seeking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Account Executive who is:
-Fluent in English/Mandarin or Vietnamese
- Proficient with computer and Microsoft software
- Prior experience not required though preferred
- Salary + Bonus + Medical Insurance + Retirement Plan
Please send resume to : info@allrisc.com

律師事務所
hiring Full Time

Case Manager
中英文流利.

13155 Westheimer Rd
意者請電:

832-290-1200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300

誠 徵
男性駕駛,廚房助手

地點位休斯頓
近中國城

週一至週五上班
意者請電:

713-933-5288

美國味全公司誠徵
1.銷售業務員一位,具相關學歷或工作經驗,
中英文雙語能力,粵語,越語更佳.

2. A牌大貨車架駛一位
請傳簡歷：Jerryl@weichuanusa.com

傳 真：713-690-3678
電 話：713-690-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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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宿
出
租

Sale/Rent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徵求行政助理1名

1. 具備中文及英文說聽讀寫(含電腦打字)能力
2. 具美國國籍或美國永久居留權及合法工作權
3. 高中以上學歷
4. Microsoft Word,Excel(或類似軟體)文書處理能力
5. 美國合法駕駛執照,可駕駛Mini Van等廂型車
6. 熱心開朗,積極主動 7. 具有臺灣生活經驗者佳
●工作內容: 1. 各項活動業務聯繫及接待
2.駕車外出寄信,採購,洽公及辦理活動等公務事宜
3.一般文書、庶務行政工作 4.其他交辦事項
意者請於2022年4月18日 ( 星期一) 4PM前
將以下文件Email寄至sachen@mofa.gov.tw,
符合資格者本處將另行通知面談及測試事宜
●應徵所需文件：
1.中英文履歷(含照片) 2.學、經歷證明
3.身分證明文件 4.駕照影本 5.其他證明文件

*三房吉屋出讓

金城銀行後面

意者請電:

713-661-0346

*40年老針灸所
出讓或合作

租金低

意者請電:

713-661-0346

*公司誠徵會計一名

需具會計本科文憑,

中英文筆流利

有工作經驗,勤奮及具責任心

意者請電郵履歷至:

racheltse7@gmail.com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誠徵牙科前台
中國城. 需英文
無經驗可訓練.
請電或Email:

713-773-1300
txdentist101
@gmail.com

$$高薪聘機械銷售
石油設備公司招銷售,
經驗全職，高提成，
有健保,月獎和年獎,
中英流利,良好TX駕照
電:713-320-2103

或簡歷: usa@
gnsolidscontrol.com

活動中心誠聘
司機一名, 薪優.

工時短,
需認真負責

意者請電: 廖先生
832-866-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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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CUTTER誠招會計一名
●工作類型：全職

●薪資：USD 20 - USD 28 每小時

●工作要求：

中英文流利,
會計本科學歷, 熟練掌握QuickBooks
一年以上會計工作經驗
具體工作內容面議

●工作地點: 14915 E Hampton Cir,
.Houston, TX 77071

●時間: Monday-Friday 9:00am-5:00pm

感興趣者,發簡歷到：
info@bescut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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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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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院請人
中國城惠康超市旁

誠 聘
Part time美髮師
9266 Bellaire Blvd
意者請電或親臨:
713-774-6400
832-729-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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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Service

*家住能源走廊
77077聘通勤阿姨,
一周五天或者6 天,
需要能開車, 工作時
間10-7 點, 弄孩子,
做飯,打掃衛生等家務

薪優. 請聯系:
832-449-1221

德信行中醫診所
誠聘住診中醫師

位中國城
( 星期三休息 )

請電:下午1-5點
713-995-8530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Co
in Houston is seeking new talent to join our team.
Operation/Accounting Specialist (On-Site)
The Operation/Accounting Specialist will be Performs
a wide variety of duties deemed necessary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established for accounting
and operation area
•1-2 years experience in an office operation or
related role
•Bachelor's degree in a related field preferred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spoken & written)
•Experience using Microsoft Office Programs,

Outlook & ERP system (such as SAP) preferred
•Reliable, organized, detail oriented & trustworthy
•Demonstrates a professional positive attitude

Please email your resume to
lwang@telcointercon.com Attn: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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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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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金廣場內 )
281-236-4723申請帶槍執照

Gun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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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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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
消
交
通

罰
單

Defensive 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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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年專業教學經驗~~~
832-863-8882 (中英粵越西語)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跌打損傷

專精: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一次治療基本痊癒，唯我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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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打傳人中醫
坐骨神經,肩周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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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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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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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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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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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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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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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ING
for M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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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ING
for M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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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按摩好店出售
位Richmond A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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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電: 832-488-8622

●另誠聘女按摩師

閩福裝修
房屋翻新,廚衛改造,
地板,瓷磚,內外油漆
大理石台面,軟水系統
淋浴房玻璃安裝,

木工,水電,車庫地面
經驗豐富,質量保證
713-470-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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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 Service

** 真愛台北 **

舊雨新知

歡迎預約:

832-630-3343

*10年正規床腳店,薪優急聘
位10號 99大華超市附近

高級床腳店, 誠徵女按摩師: 大費高,

收入穩定,下班早.自駕車,可報稅

意者請電 : 713-468-3799
色
免

●分類廣告請預付廣告費，如中途停刊者，恕不退還費用。
●刊登一個月以下者，廣告均不得改稿，若需改稿每次酌收費用5元
●本報接受VISA及MASTER信用卡付費，如電話(Tel)或傳真(Fax)

訂稿委刊，請告知信用卡號碼/姓名/有效期限/CVV號/ZIP code / Address號，
其訂稿如有錯誤由客戶自行負責，恕不補登。

●截稿時間 : 星期一至五2:30pm, 平時/周六日請微信:AD7133021553
截稿或之前訂稿，立即上網,其稿將在第二天刊登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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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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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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
詢
顧
問

Consultant

極品Baby!新新新
新人,高顏值

832-380-1539
●誠聘女按摩師

風順裝修
水電安裝,維修,

廚廁翻新,地磚地板
油漆理石,

一切房屋修補大小活
誠實+保質. 電話:
346-252-3301

分類廣告專頁 上門現金收購
二手車

現金收購舊車,碰撞車
高於Trade in 10%

請電: Paul
346-234-9893
普通話/廣東話

二手車買賣
Car for sale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For Sale

按摩店/美容院
出租或出售或合作

*按摩店出租
3個單人房,1個雙人房

總面積 2100呎
月 租 $1800

23736 Hwy59 #B
Porter, TX 77365
意者請電或親臨:
832-613-7659

Cloud 9 專業床腳店,聘按摩師
月收入7-9千，位醫療中心 West U，

小費高，一流正規品牌，環境最優，專業管理
母公司連續6年被評海邊城市最佳Spa.
需德州執照. ●有高爾夫球場, 低價租房.
有意請電或短訊: 832-280-5508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單身的你(妳), 何不主動出擊, 為自己創造更多的機會 !!!!
在有限的生命中, 尋找自己的未來及幸福!! Call/Email to Nicole
廣告專線:281-498-4310或Email cla@scdaily.com 美夢就會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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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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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房
門
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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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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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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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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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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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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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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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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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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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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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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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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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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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房
門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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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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師傅空調維修
空調,車庫門,
熱水爐...

維修 更換 安裝
請 電：

832-469-4510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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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Service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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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網站 上門現金收購
二手車

現金收購舊車,碰撞車
高於Trade in 10%

請電: Paul
346-234-9893
普通話/廣東話

二手車買賣
Car for sale

花園噴水系統
專業安裝和修理
執照#0019006

電 話 : 吳
832-818-3185

國語/粵語

專業籬笆圍牆
專業建造、維修各型籬
笆範士,價格優惠,10年
質量保證。柱頭保證
30年不倒。完工前分
文不收，完工後滿意付款
(全市最低價250元起)
832-969-5083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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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widens COVID testing as other 
Chinese cities impose cu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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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April 8 (Reuters) - Shanghai on 
Friday announced a record 21,000 new cases and 
a third consecutive day of COVID testing as a 
lockdown of its 26 million people showed no sign 
of easing and other Chinese cities tightened curbs 
- even in places with no recent infections.

Beijing authorities intervened in Shanghai after 
its failure to isolate COVID by locking the city 
down in stages, and insists that the country stick 
to its zero-tolerance policy to prevent its medical 
system from breaking down.

Authorities across China, which have mostly man-
aged to keep COVID at bay for the last two years, 
are stepping up coronavirus control measures, 
including movement restrictions, mass testing and 
new quarantine centres.

Cities that sprang into action this week include 
Zhengzhou, in central Henan province, which on 
Thursday said it would test all 12.6 million resi-
dents after finding a few asymptomatic cases.

Beijing has strengthened regular screening for 
employees in the city’s key sectors, requiring all 
staff at elderly care agencies, schools and institu-
tions handling imported goods to take tests at least 
once a week.

In Shizong county in southwest China’s Yunnan 
province, shops were shut, transport suspended 
and residents barred from leaving their towns or 
villages.

Nomura this week estimated that 23 Chinese cities 
have implemented either full or partial lockdowns. 
The cities collectively are home to an estimated 
193 million people and contribute 22% of China’s 
GDP. These include Changchun, a major manu-
facturing hub that has been locked down for 28 
days.

Ernan Cui, an analyst at Gavekal Dragonomics 
who studied COVID policies announced by Chi-
na’s 100 largest cities, said most were choosing to 
keep restrictions in place even after case numbers 
returned to zero.

The curbs “suggest that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various lockdowns will not ease in a matter of 
days or even weeks”, she said in a note.

If Shanghai’s lockdown continues throughout 
April the city will suffer a 6% loss in GDP, 
amounting to a 2% GDP loss for China as a 
whole, ING Chief Economist for Greater China 
Iris Pang said in a note.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Jen Psaki said in a 
briefing on Friday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as closely monitoring the lockdown 
in Shanghai, noting that it could cause 
delays for air cargo. W1N2VE032

‘THUNDEROUS’ ACTION

Shanghai’s outbreak has surpassed 
130,000 
cases in 
total, far 
exceed-
ing the 
approx-
imately 
50,000 
symp-
tomatic 
cases 
recorded 
in the 
original 
outbreak 
in the 
central 
city of 
Wuhan, 
where 
the virus 
was first 
detected in late 2019, although Chinese 
authorities did not start reporting asymp-
tomatic cases until after Wuhan’s peak.

Stories of crowded and unsanitary central 
quarantine centres and fears of family 
separation have driven calls for home 
quarantine in Shanghai.

The Shanghai government has started 
allowing some close contacts to isolate at 
home and on Wednesday eased its policy 
of separating infected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However, food supply remains a con-

cern with residents, due to a shortage of 
couriers.

On Friday afternoon results for hashtag 
“Shanghai buy food” were blocked on the 
Twitter-like social media site Weibo.

Weibo did not immediately re-
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Shanghai has not indicated when 
it may lift its lockdown.

Late on Thursday, Wu Zunyou, 
chief epidemiologist at the China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aid on its Weibo ac-
count that action taken in Shang-
hai had to be “thunderous” to cut 
off the chain of transmission.

In theory, he said, if multiple 
rounds of PCR testing were 
conducted in mega-cities with 
populations as large as 27 million 
within 2-3 days, they could reach 
zero cases “on the community 
level” within 10 days to two 
weeks.

Of Shanghai’s cases, just one is 
suffering severe symptoms and is 
under treatment, a health official 
said on Frida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More than fifty-five
Chinese cities with a
combined population of
400 million people are
now living under
implementation of
zero-tolerance isolation (
“lockdown”). The world
’s second largest
economic body is facing a
great challenge.

Experts said that due to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we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all the other problems

currently facing the world.
In fact, we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major
difficulties for decades.

Shanghai, with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25 million and China’s
largest city, has been
closed down for nearly a
month. Last year 20% of
China’s exports were
exported by Shanghai.
Presently, Shanghai lacks
food and medicine. The
whole city’s population
is restricted and staying at

home. The whole city is
on edge and the
government already has
sent an emergency team
to assist in the reopening
of industr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actory
shutdown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aid in a
report that because of the
war in Ukraine, the world
’s GDP will be reduced
by 5% and globalization
will gradually disappear.

China also has recently
lost at least $460 billion in
output value per month
due to the impact of
epidemic control. It was
originally estimated that
5% would be a difficult
target to achieve.

Today the two major

powers, the U.S. and
China, are still locked into
a trade war status.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is still uncertain
and we are not seeing
any bright spot for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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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Economy FacesThe World Economy 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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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Mechelle Meyer, dressed in a Handmaid’s Tale costume, takes part in a 
pro-abortion rights protest outside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building in 
Washington, October 4, 2021. REUTERS/Leah Millis

Greece’s Stefanos Tsitsipas celebrates, kissing the trophy after winning the final Monte Carlo 
Masters match against Spain’s Alejandro Davidovich Fokina, at Monte-Carlo Country Club, 
Roquebrune-Cap-Martin, France. REUTERS/Denis Balibouse

A figure with images of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Venezuelan President Nicolas Mad-
uro, Mayor of Caracas Carmen Melendez and Venezuelan Minister of Electric Power Nestor 
Reverol is prepared to be burned during the traditional burning of Judas as part of the Holy 
Week celebrations in Caracas, Venezuela. REUTERS/Leonardo Fernandez Viloria

A reveller participates in the 
annual block party known as 
“Cordao de Boitata”, ahead of 
carnival festivities in Rio de 
Janeiro, Brazil April 17, 2022. 
REUTERS/Pilar Olivares

People take belongings out 
of a residential building, 
which was destroyed 
during Ukraine-Russia 
conflict in the southern 
port city of Mariupol, 
Ukraine. REUTERS/Alex-
ander Ermochenko

Real Madrid’s Karim Benzema 
celebrates scoring their third goal 
with teammates during Sevilla 
v Real Madrid LaLiga match, 
Ramon Sanchez Pizjuan, Seville, 
Spain. REUTERS/Marcelo Del 
Po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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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nited Nations gauge of world food costs 
climbed for a 12th straight month in May, 
its longest stretch in a decade. The relentless 
advance risks accelerating broader inflation, 
complicating central banks efforts to pro-
vide more stimulus.
Drought in South America has withered 
crops from corn and soybeans to coffee and 
sugar. Record purchases by China are wors-
ening the supply crunch in grains and boost-
ing costs for global livestock producers. 
Cooking oils have soared too on demand for 
biofuel. The surge in food costs has revived 
memories of 2008 and 2011, when spikes 
led to riots in more than 30 nations.
“We have very little room for any produc-
tion shock. We have very little room for 
any unexpected surge in demand in any 
country,” Abdolreza Abbassian, senior 
economist at the UN’s Food and Agricul-
ture Organization, said by phone. “Any of 
those things could push prices up further 
than they are now, and then we could start 
getting worried.”

The prolonged gains across the staple 
commodities are trickling through to 
store shelves, with countries from Kenya 
to Mexico reporting higher costs for food 
items. The pain could be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some of the poorest im-
port-dependent nations, which have lim-
ited purchasing power and social safety 
nets, at a time when they are grappling 
with the ongoing pandemic 

Breakdown of last month’s food costs: The FAO’s food 
price index rose 2.1% from February. Vegetable oil prices 
jumped 8% to the highest since June 2011. Meat and dairy 
costs rose, boosted by Asian demand. Grains and sugar 
prices fell. Grains prices recently climbed to multiyear 
highs as China imports massive amounts to feed its hog 
herds that are recovering from a deadly virus.
“We are not in the situation we were back in 2008-10 
when inventories were really low and a lot of things were 
going on,” Abbassian said. “However, we are in sort of 
a borderline. It’s a borderline that needs to be monitored 
very closely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because weather 
is either going to really make it or create really big prob-
lems.” 
The UN index has reached its highest since September 
2011, climbing almost 5% last month. All five compo-
nents of the index rose during the month, with gains led 
by vegetable oils, grains and sugar. The Bloomberg Agri-
culture Spot Index, measuring prices from grains to sugar 
and coffee, is up 70% in the past year. 

There were other elements that exacerbat-
ed skyrocketing food costs a decade ago. 
For example, oil prices neared $150 a bar-
rel -- double current levels -- and there was 
a wave of trade restrictions by major grain 
shippers. Meanwhile, the cost of rice, one 
of the world’s food staples,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subdued this time round amidst 
the surge in other agricultural prices.
Gains in the past year have been fueled by 
China’s “unpredictably huge” purchases 
of foreign grain, and world reserves may 
hold relatively flat in the coming season, 
Abbassian said. Summer weather across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will be crucial in determining if 
U.S. and European harvests can make up for crop short-
falls elsewhere. 
Across the Board

All food categories tracked by FAO 
climbed in the past 12 months

Price Gains in the past year
Meat                                 10%
Dairy                                            28%

Cereals                                         37%
Overall food index                       40%
Sugar                                            57%
Vegetable oil                               124%

(Source: UN’s FAO )
(Courtesy https://www.bloomberg.com/)  

 Related                                                                                                                                       

Food Fears Are Rising
Global food prices aren’t leaving any wiggle room for the realities of 
today’s bad harvests or demand spikes.
The state of play: A UN index of food prices “has reached its highest 
since September 2011, climbing almost 5% last month,” reports 
Bloomberg. Another tracker of “prices from grains to sugar and coffee 
is up 70% in the past year.”
Why it matters: The real threat comes in countries where large por-
tions of the population live close to the edge of hunger, Axios’ Bryan 
Walsh wrote.
•Even in the U.S., rising prices hit the poorest Americans, who spend 
more than one-third of their income on food.

A sales assistant arranges fruit in a supermarket in the Philip-
pines. (Photo/Veejay Villafranca/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The pain could be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some of the poorest 
import-dependent nations,” Bloomberg reports.
The big picture: COVID-related labor disruptions probably aren’t 
helping, but climate change-related shifts in precipitation and tem-
peratures are expected to lead to more volatile food production in the 
coming years, Axios’ Andrew Freedman tells me.
•That volatility can destabilize fragile countries. This already played 
out, studies show, with the Syrian Civil War, which began during a 
severe drought.
•A study found that rising temperatures in countries of origin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people seeking asylum in the EU, Axios Science editor 
Alison Snyder noted. (Courtesy axios.com)
(Article Continues On Page C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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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ought Parches Crops
Global Food Costs

Surge To Decade High 

Global food prices have extended their rally to the highest in almost a decade, 
heightening concerns over bulging grocery bills at a time when economies are still 

struggling to overcome the Covid-19 crisis.

COMMUNITY

Countries Feel Food Price 
Squeeze - A Closer Look

The world is racing to vaccinate its way 
out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ut an-
other challenge has already emerged for 
some more vulnerable governments and 
economies. Global food prices are at the 
highest in more than six years, driven 
by a jump in the cost of everything from 
soybeans to palm oil because of the large 
demand from China, vulnerable supply 
chains and adverse weather. Some banks 
warn the world is heading into a commod-
ities “supercycle.” Inflation is putting an-
other squeeze on consumers hurting from 
pandemic-induced recession and—in 
some places—falling currencies.

Russia: History Lesson
Memories of soaring prices and emp-
ty shelv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oviet 
Union’s collapse are still vivid for many 
Russians. With his popularity barely back 
from nadirs and protests demanding the 

release of jailed opposition leader Alex-
ei Navalny,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s wary of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food 
costs. 
“Russia may see some real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round food prices,” said 
Hendrix.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tend to be somewhat more permissive 
of these types of “kitchen table issue” 
protests than they are of more general 
campaigns against corruption and au-
thoritarian rule. 

In recent weeks, the world’s No. 1 
wheat exporter imposed tariffs and 
quotas designed to curb sales abroad 
and drive domestic prices lower. Rus-
sia’s largest retailers were also ordered 
to freeze some food prices, with pota-
toes and carrots up by more than a third 

from last year. 
Though, as the Arab Spring demonstrat-
ed, the former can become the latter—
sometimes very quickly.” Russia and 
Argentina have restricted crop shipments 
to suppress prices at home.  
Nigeria: Perfect Storm 
Food prices in Africa’s biggest economy 
make up for more than half the country’s 
inflation index and rose at the fastest 
pace in more than 12 years in January. 

An average Nigerian household spends 
more than 50% of its budget on food. 
The costs are adding to a perfect storm of 
food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have haunt-
ed Nigeria throughout the pandemic.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needed to im-
port goods dried up after a plunge in oil 
prices. Supply bottlenecks and attacks 
on farmers have also weighed on supply 
of agricultural goods. There were also 
shortages of staples such as rice after the 
authorities restricted imports and closed 
land borders for 16 months. They re-
opened in December, but that has done 
little to ease inflation. 

Turkey: Angry Leader
Turkey: Angry Leader As the world’s 
biggest per-capita consumer of bread 
and its top flour exporter, Turkey is par-
ticularly exposed to a rally in commodity 
markets. Food prices rose 18% in Janu-
ary from a year earlier, with sharp jumps 
in staples from grains to vegetables. 
Turkey has grappled with a double-digit 

food inflation for years, but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for President Recep Tayy-
ip Erdogan are increasing as food costs 
hit his core support base along with the 
plunge in the value of the lira.

Erdogan order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crease in food prices. He said oil, 
pulses, vegetables and fruits were the 
“primary concern.” The Trade Ministry 
may impose fines on businesses that sell 
food products at high prices, the presi-
dent warned in January. The trouble is 
that government threats and financial 
penalties in 2019 barely moved the nee-
dle.
India: Balancing Act                                                                                                                                  
Home to the most arable land after the 
U.S., India is the world’s biggest export-
er of rice and the second-largest produc-
er of wheat. At the same time millions 
of people cannot access affordable food 
and the country has some of highest 
rates of child malnutrition.

While costs for staples rose more slowly 
in recent weeks, food remains at the cen-
ter of political tensions that have been 
dominating India. Protests by farmers 
escalated over a move by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s government to liber-
alize the market for crops. Growers are 
concerned the new law will push down 
prices. 
Modi is pushing with reforms that many 

believe are designed ultimately to cut In-
dia’s food subsidy bill,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The government said in January 
it was becoming “unmanageably” large. 
Cuts to food and fuel subsidies have 
often translated into unrest and projec-
tions aren’t looking good in the next two 
years, according to Verisk Maplecroft.
Brazil: Populist Pressure
Populist Pressure Latin America’s big-
gest economy stands out among emerg-
ing markets for having the fastest in-
crease in food prices in the past year 
relative to overall inflation because 
of a sustained decline in the currency, 
according to Oxford Economics Ltd. 
Meanwhile, President Jair Bolsonaro’s 
popularity is falling to near record lows 
and he’s trying to find new ways to mol-
lify the electorate.
 On Feb. 19, he abruptly removed the 
head of the state-controlled oil company 
after a row over fuel prices. He also has 
been pushing for a new round of corona-
virus aid to the poor after cash handouts 
ended in December.

The trouble is that the money served to 
push up food prices, according to Maria 
Andreia Lameiras, a researcher at the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 Ipea. Rice 
jumped 76% last year, while milk and 
beef soared by more than 20%. “The 
government dispensed money to the 
population with the highest expenditures 
on food,” Lameiras said.  
The cost of securing vital nutrition threat-
ens to widen inequality in a country with 
the biggest income gap in the region, a 
situation that’s only been exacerbated by 
the pandemic. Even if the aid returns, the 
monthly payment would be lower and 
reach fewer people, limiting its scope 
to mitigate extreme poverty.  (Courtesy 
bloomber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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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food prices have extended their rally to the highest in almost a decade, 
heightening concerns over bulging grocery bills at a time when economies are 
still struggling to overcome the Covid-19 crisis.

Global Food Costs Surge To Decade High 
 (Article Continues From C7-1)



《第四屆品牌金舶獎海外僑臺商組徵件記者會》

（（本報訊本報訊 ））講座來賓講座來賓：：韓良誠｜台南韓內兒科診所負責醫師韓良誠｜台南韓內兒科診所負責醫師
、、成大醫學院臨床醫學教授成大醫學院臨床醫學教授
韓良俊｜台大醫院牙科部口腔顎面外科醫師韓良俊｜台大醫院牙科部口腔顎面外科醫師、、台灣月的大學名譽台灣月的大學名譽
教授教授
郭珠美｜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大學榮休教授郭珠美｜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大學榮休教授
簡義明｜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簡義明｜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講座摘要講座摘要：：
台灣台南古都人文歷史知多少台灣台南古都人文歷史知多少？？
您知道上古時代的台南歷史嗎您知道上古時代的台南歷史嗎？？
您知道明清日治時代及近代台南的人文光點嗎您知道明清日治時代及近代台南的人文光點嗎？？

本次講座將帶領聽眾認識不一樣的台南本次講座將帶領聽眾認識不一樣的台南。。
第一部份從歷史的縱深交織古蹟地景賦予這座城市更多文化第一部份從歷史的縱深交織古蹟地景賦予這座城市更多文化

的厚度的厚度。。進入進入 「「史前時期史前時期、、荷蘭時期荷蘭時期、、明鄭時期明鄭時期、、清領時期清領時期、、日日
治時期治時期、、台灣民主國時期台灣民主國時期、、戰後時期戰後時期」」等不同階段的時光隧道中等不同階段的時光隧道中
，，可看見古都豐富多樣的紋理可看見古都豐富多樣的紋理，，更深刻的明瞭台南為何可以自許更深刻的明瞭台南為何可以自許

為為 「「古蹟之都古蹟之都」」、、 「「眾神之都眾神之都」」、、 「「節慶之都節慶之都」」、、 「「美食之都美食之都」」
、、 「「生態之都生態之都」」、、 「「農業之都農業之都」」、、 「「科技新城科技新城」」的意義的意義。。

第二部分擬從台南名紳韓石泉醫師的生命史說起第二部分擬從台南名紳韓石泉醫師的生命史說起，，韓醫師從韓醫師從
日治時期開始日治時期開始，，在府城四代從醫在府城四代從醫，，韓家不僅醫人無數韓家不僅醫人無數，，並熱心參並熱心參
與文化事務與文化事務，，投入地方公益投入地方公益，，興辦學校教育英才興辦學校教育英才，，醫德風範增添醫德風範增添
古都底蘊古都底蘊；；並有郭雪湖先生的台南古城畫作並有郭雪湖先生的台南古城畫作。。本次講座非常難得本次講座非常難得
邀請到韓良誠邀請到韓良誠、、韓良俊兩位醫師親自分享這段醫學人文的故事韓良俊兩位醫師親自分享這段醫學人文的故事，，
必定精彩可期必定精彩可期。。
時間時間：：
美西時間美西時間：：44//2323//2222（（週六週六））66::0000--88::0000 pmpm
台北亞洲區時間台北亞洲區時間：：44//2424//2222（（週日週日））上午上午99::0000--1111::0000amam
Topic: Tainan's Past and present- Humanities, History and ArtTopic: Tainan's Past and present- Humanities, History and Art
Time: AprTime: Apr 2323,, 20222022 0606::0000 PM Pacific Time (US and Canada)PM Pacific Time (US and Canada)
報名報名：：
https://conta.cc/https://conta.cc/33jQjQ77ii88II（（可收到提醒及講座相關資訊可收到提醒及講座相關資訊））

孤星學院創建在線校園以滿足虛擬學習需求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雖然新冠病毒的威脅似乎正在減少
，至少在休斯頓地區，對在線學習的需求仍在繼續增長。為滿足
虛擬學習的需求，孤星學院(LSC，Lone Star College)宣布推出
其8個100%在線的官方學院。校園 LSC-Online 將由其首席執

行官兼執行副校長Keshvala博士獨立管理。Keshvala博士說，
除了提供30多個在線課程外，這所第8所學院還將提供全面的
100%在線學生支持服務，例如諮詢、輔導、圖書館服務和24/7
技術支持，以及專門從事在線教學和學習。

LSC校長Stephen Head博士說，目前，很少有學生能完全
在線完成學位。我們計劃通過這所新學院提供有保證的時間表，
使學生們能夠在兩年內完全在線獲得學位。Lone Star表示，超

過一半的學生在2021年秋季學期註冊了在線課程，另有10%的
學生參加了混合課程，而只有約30%的學生參加了面對面的課
程。在新冠病毒之前，孤星學院被認為是全國社區學院中在線學
生人數最多的學院。LSC-Online只是一個開始，因為LSC計劃
隨著項目的發展擴大項目範圍和在城市和州以外的學生範圍。

20222022 美華文藝季春季講座美華文藝季春季講座（（77））
講題講題：：古都台南古都台南———歷史景觀與醫學人文—歷史景觀與醫學人文

LSCLSC校長校長Stephen HeadStephen Head博士說博士說，，目前目前，，很少有學生能完全在很少有學生能完全在
線完成學位線完成學位。。我們計劃通過這所新學院提供有保證的時間表我們計劃通過這所新學院提供有保證的時間表
，，使學生們能夠在兩年內完全在線獲得學位使學生們能夠在兩年內完全在線獲得學位

休斯頓孤星學院休斯頓孤星學院LSCLSC被被《《多元化多元化：：高等教育問題高等教育問題》》雜誌評雜誌評
為向少數族裔學生授予副學士學位的機構中的頂級學位製為向少數族裔學生授予副學士學位的機構中的頂級學位製
作機構作機構

為滿足虛擬學習的需求為滿足虛擬學習的需求，，孤星學院孤星學院(LSC(LSC，，LoneStarCollege)LoneStarCollege)宣布推宣布推
出其出其88個個100100%%在線的官方學院在線的官方學院

（本報訊）僑委會與全國商業總會聯手
新增品牌金舶獎首屆海外僑臺商組品牌選拔
讓全球六大洲的僑臺商都能共襄盛舉、蓄勢待發
以優良服務業品牌為對象的品牌金舶獎
本年首度增設海外僑臺商組，得獎企業除獲頒獎表揚

全國商業總會(商總)也提供許多獎勵輔導措施
報名期限至5月11日下午5點(臺灣時間)截止
有興趣的僑臺商朋友們千萬別錯過
想瞭解更多報名資訊，請收看徵件記者會精彩直播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02417371375727/?t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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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如果說，調整一
個簡單的習慣，可以提高您的腦力並幫
助您精神煥發、甚至能控制體重，您願
意做嗎?休斯頓的養生達人劉博士表示
，攝取富含蛋白質食物的營養早餐，可
以優化大腦功能、獲得必需的維生素和
營養素，讓您有更高的能量，對全身都
有益處，甚至能減少患第 2 型糖尿病或
心血管病等慢性疾病的機會。

優質蛋白質能穩定血糖
根 據 密 蘇 里 大 學 （University of

Missouri）一項研究說明，若民眾能在
早餐的時候，攝取富含高蛋白質的早餐
食物，不但能降低身體脂肪合成的機會
，同時有助於減少當日的總飲食攝取量
、提升飽足感，且有穩定血糖的作用，
優點可真不少。

劉博士表示，早餐不僅要吃，而且
要吃得營養，吃的均衡。華裔民眾早餐
常常吃燒餅油條、清粥小菜、包子，或
以麵包、三明治等裹腹，蛋白質攝取上

容易比較缺乏，食用種類也不夠豐富。
劉博士建議，攝取蛋白質不要偏重於某
一餐，而要均衡的在三餐中攝取，既有
利於身體消化吸收，也不會白白浪費掉
。

吃蛋白質食物可以讓身體緩慢地釋
放血糖，這有助於保持能量平衡，並減
少兩餐之間的飢餓感。吃優質蛋白質早
餐的好處將會持續一整天，讓您活力飽
滿，精神奕奕。

蛋白質讓早餐更豐盛

吃富含蛋白質的早餐，可以讓人開
始美好的一天，這樣吃可能會逐漸調整
你的健康。哪些食物是好的蛋白質來源
呢? 試試以下這些食物: 各種豆類、雞蛋
、瘦肉、魚、優格、堅果和種子、藜麥
、花椰菜、奶類等，都是富含蛋白質的
食物，可以通過不同方式自由搭配出美
味的一餐。

幾種多樣化的早餐搭配
在準備早餐時，有些食材可以前一

晚先準備好，這樣早晨起來稍微加工一
下，就能有快速美味的一餐，您可以嘗
試以下幾種搭配，有中式有西式，每天
都能吃不同的早餐：

一、 水煮蛋、瘦火腿、花生醬吐司
、水果、蔬菜沙拉(可前一晚準備好)

二、 早餐捲餅：手抓餅中加入2個
蛋、生菜、優格，配牛奶或豆漿。

三、 稀飯配肉片、肉醬或是魚(前
一晚準備好)、水煮蛋、花椰菜炒混合蔬
菜

四、 營養粥: 紅豆、黃豆、黑豆、
綠豆選擇二種，加上小米、大米、黃耆
、薏仁，前一晚準備好，泡上水，放入

電鍋，第二天一醒來就按下開關，讓電
鍋煮，自己可以忙別的事，等到事情處
理好，粥也煮好了，加上枸杞再燜一會
就可開吃了，不加也行。

五、 杏仁醬加全麥吐司：全麥吐司
加上杏仁醬、切片香蕉，可搭配鮮奶或
豆漿，加上一些草莓或是藍莓。

六、 水果奶昔: 草莓或木瓜、優格
、生燕麥、半杯鮮奶(不吃牛奶者可用豆
漿替代)，依照個人喜好添加椰棗、楓糖
漿、或是蜂蜜，將全部食材加適量溫熱
水，在果汁機中打至滑順即可。

七、 藍
莓腰果奶: 藍
莓、腰果(前
一晚先洗好
泡水)、椰棗
、燕麥、亞
麻子、楓糖
漿，將全部
食材加適量
溫熱水，在
果汁機中打
至滑順即可

，非常美味。食量大者可另增加一個水
煮蛋。

八、 彩虹三明治：全麥吐司、番茄
片、生菜、自己喜歡的乳酪、杏仁片、
美奶滋、水煮蛋或鷹嘴豆泥((前一晚準
備好)。另加一根香蕉。

九、 火腿蛋三明治、豆漿或柳橙汁
、木瓜或香蕉

十、 水果堅果燕麥粥：燕麥、牛奶
、碎堅果、葡萄乾或是桑葚乾，將全部
食材置於鍋中燒煮，約幾分鐘即可，最
後加上水果切片、楓糖漿。

改善早餐的食物可提高腦力改善早餐的食物可提高腦力
優質蛋白質讓您精神一整天優質蛋白質讓您精神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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