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

wechat : AD7133021553

分類廣告價目表
丌丌
丌丌週數
丌丌丌Week
丌丌丌一
丌丌週
丌丌
丌丌丌Size
丌丌丌丌丌丌1 丌wk
格數
丌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45
丌
1 格 (1unit)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CLASSIFIED AD. RATE
二 週 三 週 一 月
2 wks 3 wks 1 mon

$80

$105

$125

2 格 (2units)

$90

$160

$210

$250

3 格 (3units)

$135

$240

$315

$375

4 格 (4units)

$180

$320

$420

$500

EFFECTIVE: 從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

Place Your AD

一通電話，萬事 OK 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公告欄 (定稿規則
定稿規則)
分類廣告 公告欄 ( 訂稿規則
)
訂稿規則
訂稿規則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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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ww.scdaily.com
Click(上網：
Stop by(登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Business Hours：
Monday-Friday：
8:00am-4:00pm
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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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永華餐館誠請
*龍記潮州餐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炒鍋, 油鍋,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糖城 (Sugar Land)
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打雜, 企檯.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六號公路旁,誠請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請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9600
丌丌 Bellaire #126 廣東炒鍋(抓碼,幫廚)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
人
一位. 薪優,
Houston,
TX 77036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Restaurant
Hiring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832-513-5699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713-271-3122
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estaurant
Hiring

Restaurant
Hiring

餐館服務

餐館服務

Subway 三明治店招工

* 『高薪厚職』 餐館誠請

新皇宮點心海鮮酒樓 (ChinaBear)

地址: 9105 W Sam Houston Pkwy N 500
『高薪』 誠聘: 經理,企枱,收銀,帶位,傳菜
Houston TX 77064
13050 Louetta Rd 2208, Cypress TX 77429 廚房: 煎炸, 蒸籠, 腸粉, 炒鍋, 抓碼, 油爐
全職或者兼職都可以,英文基本交流,
意者請電 New Palace 或親臨面談:
其他可以教,正常工資加上小費,收入可觀.
281-240-8383 713-303-8998
請短訊(為佳): 832-274-2581
或電郵:subwayxy@outlook.com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炒鍋, 打雜, 燒臘師傅,
企台, 執碼(幫廚)
各幾名, 包食和住宿.
有意請電 : 512-483-1284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美南新聞電子報
丌丌
西北區中餐館 糖城翠苑中餐館 餐館請服務員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
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薪水優, 誠聘
Full Time / Part Time
誠請油爐
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炒鍋及打雜
需報稅.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請
全工半工均可
~ 薪資優厚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中國城上班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意者請電:
人
有意者請電
：
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832-782-9884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Restaurant
Hiring
832-782-8001 832-606-3731 713-981-8818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堂吃外賣店
丌
美國中餐館請人

*餐館請人

5月24日 星期二

美式中餐館

活動中心誠聘

1.麵包車司機:
駕技良好,有愛心
2.廚房幫廚: 周一至五
3.兼職打掃: 一周一次
(周二或周三)
薪資優.請電: 廖先生
832-866-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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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冠酒家誠聘

金冠酒家誠聘

富仔記請人

糖城中餐館

糖城餐館誠請

糖城美式餐館

位 Tomball 地區,
點心幫工
( 99 和 249 附近) 廚房油爐,打雜,炒鍋
誠請炒鍋
有身份，可報稅
有身份,可報稅.
全職/兼職皆可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待遇優. 意者請電:
832-773-2913 281-866-5020 713-474-7979

餐館招聘

餐館誠聘

餐館請人,薪優

金山餐館請人

路州餐館請人

貝城快餐店

離中國城 30 分鐘靠近 位於糖城 59-99 之間
誠請一名
廚師, 抓碼, 打雜, 外賣員(全工半工) 生意好外賣店,誠聘 誠徵有經驗企檯
誠請油鍋或炒鍋
廚房師傅，油鍋打雜
糖城 6 號. 誠請
收銀帶位兼接電話,
收銀員,
炒鍋
位 Spring,
全工或半工均可 熟手全工半工接電話 半工時間 4pm-打烊 距離休斯頓 2 小時
有身份
收銀打包適學生,主婦
全工或半工均可,
全工/半工均可
車程, 包吃住.
249 與 99 交界
位 Spring 地區 熟手炒鍋、幫炒、外送員 半工兩班制 11-4pm
需英文流利,可報稅
909
Southmore
Ave
需要報稅.有意者電:
有意者請電:
晚班 4-8pm 薪水好
意者請電:
聯系人：林先生 Pasadena, TX 77502
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832-380-0129 外加小費,需工卡可報稅
713-775-2148 沒接到發短信,謝謝 電:281-759-0775 361-649-7476 832-310-0739 713-818-0335 713-988-7288 832-866-2625

美式中餐館

餐館請人

外賣店,薪優

●Part time 有經驗

位 6 號/290,誠請
招請打雜及包外賣
靠近 249, 誠請
外賣店位於 45 北. 位 Downtown 誠請
Waiter/Waitress
位路易斯安那州
全工炒鍋, 油鍋,
每天$110,包吃包住,
企檯,
收銀,帶位,
全工或半工送外員,
●Part
time Cashier
(Woodland
區)
誠請
打雜，外送員 各一名
離休士頓 4 個小時車程,
拋鍋,抓碼.全工半工
企枱, 炒鍋
誠請炒鍋一名,
無需經驗,可培訓
需報稅.
灰狗巴士 從
長工&半工電話接線員 薪水好. 電: 阿泰
需說英文.電/親臨:
終點站到貝城終點站,
以上不包住宿. 請電: 前台熟手接電話
916-529-7337
需報稅.
請電:
281-277-8383
薪優
！電話
：
意者請電:
試工包車票. 請電:
713-213-0086
2001 Jefferson
1730 Williams Trace
832-593-6688 281-966-5342 832-457-5542 Houston, TX 77003 832-819-8111 225-772-8584
Sugar Land, TX 77478

餐館急徵

Pearl Dynasty *糖城餐館招工 快餐店休大附近 永華餐館誠請

位糖城 Sugar Land, 請
Waiters: 略懂英文 全工半工 Part/Full Time
麵店誠招廚房工
免費供吃住
Cook & Fryer 炒鍋&油鍋
地點:Texas City Cashier 收銀員
有意者請電:
Delivery Driver 外送員
請洽 : Kim
意者請電: Lisa

*餐館請人

中餐外賣店

HEB 內壽司吧

超市內壽司吧

薪優,誠請全職
炒鍋, 油鍋,
餐館 『急徵』
中餐堂吃外賣店
熟手炒鍋 或 抓碼
打雜, 企檯.
收銀員及食物打包
9600 Bellaire #126 誠請外送員一名
在 Rosenberg
略懂英文.
Houston, TX 77036
離唐人街 20 分鐘
聯系電話 :
請洽 Juile :
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聯系:
832-277-2317
832-782-2088
832-520-6015
832-594-0540
713-271-3122
409-500-3300
917-226-1718

壽司餐館請人 超市內壽司吧

壽司餐館請人 Kroger 壽司吧

Restaurant Hiring

Restaurant Hiring

位 610 北,過 I-10
誠徵女性幫手一名
~~ 待 優 ~~
請 5 點後電或短訊
832-660-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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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吃外賣店轉讓

Restaurant Hiring

中
日
餐
請
人

日餐薪優請人

New Caney, TX 77357 The Sushi Bar is Hiring Tomball Woodland
We are in urgent need
『高薪』 誠聘
誠招壽司助手
of Part-time Sushi
Helper in Kroger.
壽司師傅或助手
有無經驗均可
9325 Katy Fwy,
意者請電: (英文)
意者請電:
Houston, TX 77024.
832-401-9179 281-520-6774 (英) 713-865-6886

KATY 日餐

美日餐館,高薪

二家 Galleria &1960
『薪優』 誠請
Yamato Japanese Rest.
●全工壽司師傅
誠請經理,企檯,帶位
誠徵 Hibachi Chef
Bartender 調酒師
●廚房師傅
鐵板燒師傅
需英文流利,懂酒水
●熟手全工半工企檯
Sushi Chef 壽司師傅
全工/半工均可
意者請電或
2104 61 St., Galveston 短訊(無人接聽時) 小費極佳. 聯系電話:
409-739-4735 713-820-7402 281-636-8808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Restaurant
For Sale

超市壽司吧售!

轉讓賺錢堂吃

堂吃外賣

壽司吧急聘

餐館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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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館招聘
美式中餐,位西北區,
529 和 Barker Cypress
請熟手炒鍋、企檯、
收銀.全工/半工均可
薪優,可包住.電話:
832-830-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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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餐館,誠請

休斯頓高級日餐

912-381-5292
346-303-3218

713-961-9566
(手機) 281-685-4272 留言

位 Galleria 旁邊, 誠聘
全職經理 & Sushi 師傅
●全工壽司師傅
位 Missouri City 近糖城,
●全工及半工幫手
需有經驗,做事認真負責
以上需有經驗,略懂英文,可協辦綠卡.
可提供住宿.
薪資優異面議，請聯系
有意者請電 : Teddy

美式中餐老店售 美式中餐館轉讓 中日餐外賣店售 *賺錢好餐館讓

近中國城,美式中餐
快餐老店,不外送,
生意 3.8 萬,租金$1800,
賣價$16 萬,不還價!
非誠勿擾!
意者請電:馬女士
832-206-2005

位奧斯汀,生意興旺,
生意 6 萬 5,一周做 5 天,
做足 7 天生意上 8 萬,
現尚未加第三方外送平台
沒開放外送,只堂吃與
來取,增長空間大,潛力大,
2500 尺,房租 5000.致電或
短信:832-289-3951

Spring 1700 尺
位 Galleria 區
房租 4570,有送餐,
生意 75000-8000, 1000 呎賺錢外賣店
合同剩 7 年半, 房租 2500,生意 5 萬
開店 12 年.價格面議
有意者請電:
聯系人 :阿暉
832-748-1728 832-661-5840

糖城中日堂吃 出售賺錢中餐館 出售美式中餐

外賣店出售

近中國城,交通方便
位於西北休斯頓,離中
兼外賣店
位西北高尚白人區 兼小 Buffet 轉讓 19300 W. Lake Houston
外賣店
外賣餐館出售
Humble TX 77346 離中國城 15 分鐘車程
墨西哥旺區
國城
15
分鐘,八號邊.
開業十年.生意穩定
因人手不足轉讓
設備齊全，Lunch
有酒牌，6 年老店， 一周開 6 天,1500 尺,
好價錢，好收入
1600
呎, 設備齊全,
長年經營生意穩定.
有上升空間,
生意穩定,租金便宜
租金低
(包水)
生意
4
萬
3.不送外賣,
Buffet，低價轉讓， 每周$5000-$5500
生意穩定，旺季來臨，
意者請聯系 :
穩賺的店.
有意者請電:
(英文) English only
目前無營業.
人手不足售.適家庭經營
詳情請致電： Text/Call: Ms.Young 713-373-2947 即買即賺，聯系電話：
聯系電話:
281-813-6809
歡迎看店議價.請信息:
請電: 非誠勿擾
210-380-2645 832-527-2271
非誠勿擾
非誠勿擾！
281-903-6795 917-951-8859 832-339-0111 832-661-8881

*三明治店出售

醫療中心黃金地段旺鋪轉讓

二十層辦公樓內三明治店售。
靠近中國城, 在 59 & 610 交界處,
店主已經營 20 年,現退休出售.
租金$750. 無水電及其它費用.
意者請電或留言:713-572-3354

5000 呎餐館轉讓
新裝修,新設備，有固定客源。
383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25
聯系電話: 346-801-5176

Kroger 超市內壽司吧售! 機會難得

每周收入$10500-$11750 美元. 易於管理!
New Caney, TX 77357 好面積，好價格，好收入!
Sushi bar in Kroger supermarket!
A rare opportunity. Weekly income $10500-$11750
Kroger Sushi Bar for Sale
New Caney, TX 77357. Easy To Manage!
Good area, Good Price, Good Income!
請傳短訊或電: 832-401-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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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 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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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24日

牙醫診所退休售 賺錢美甲店出售 40 年老針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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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Tuesday, May 24, 2022

房屋租售

星期二

位 Katy Mill 對面,
出讓或合作
富人區,1300 呎,
房租便宜,生意穩定,
租金低
小費高.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713-502-3973
512-284-1211 713-661-0346

休士頓民宿出租
Houston Hostel for Rent
中國城百利大道上，經商、訪友、辨事
免開車，免簽長約、月租式，
傢具、水電、上網全包，拎包入住。
●大套房(500 呎) $700/月, 獨立進出,押金$200
●套房$500（獨立浴室）押金$150
手機/簡訊: 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Sale/Rent



Real
Estat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屋主自售
賺錢旅館售
買新屋,本經紀人只收$1000 佣金
專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德州連鎖 99 房,年營
新屋地產佣金- $1000 = 買家回扣
業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位惠康超市附近,
丌
100 萬+,地 2 畝,售 320 萬
休士頓,達拉斯,奧斯汀,聖安東尼奧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一樓邊間 Apartment ●德州海邊連鎖 100 房
地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www.ModernLifeRealty.com
產
社區安全需磁卡進入
年營近
500
萬,地
2
畝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林祿壽 Johnathan Ling
售 1200 萬.
經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交通便捷,學區佳.
丌
地產經紀,地產檢查師(22277)
,土木工程師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紀
請電洽: 李先生 ●路州 88 房,年營 90 萬
電:
713-319-6456
713-385-1188
地 2.9 畝,只售$229 萬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ealtor / Agent
15 年地產經紀人,信用第一
936-263-9247
832-348-7824 黃經紀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Daycare 日托中心, 誠聘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會說中文的嬰兒護理員
Infant Caregiver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環境高雅, 安全, 安靜, 包水電, 免費高速光纖上網,
需有愛心和耐心, 我們提供的福利有: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節假日休(有薪)
，員工折扣，4 周有薪年假等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辦公傢具, 近中國城 5 分鐘.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工作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大停車場. 共多間辦公室出租,$600 起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工資是每小時 12-15 美元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281-498-4310 Lisa ( 中文 )
英文電: 713-239-290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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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83-8152 Jennifer ( 英文 )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or丌Email: Admin@lippschools.com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通勤/住家阿姨
丌
丌丌
丌
住宿家務助理 住家/通勤阿姨 誠招通勤阿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住休城東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住西南區,
照顧一歲多女孩
家住 59/610,
8丌
號/Westheimer 交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Lake Houston
及簡單家務,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需有經驗+愛心+責任心
陪顧一位健康老人, 做飯,家務,照顧孩子
一周五天,薪資面議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照顧
丌 6 個月大孩,及
做三餐,日常家務.
~~薪 優~~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位 Galleria 附近
做簡單家務.一周
6天
薪資商議。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詳情請電:
請短訊或電話聯系:
意者請電話或短信: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意者請電:
865-283-2583
650-773-9178
281-685-3091
281-248-3025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中國城茸蔘店
診所請助理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活動中心誠聘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旅館徵人
1.麵包車司機: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誠聘男女員工
中英文流利,
誠徵夜班前檯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駕技良好,有愛心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需有工卡,可報稅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有耐心
簡單英語
2.廚房幫廚:
周一至五
~ "薪優"面議 ~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3.兼職打掃:
一周一次
有工卡
意者請電: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有意者請電: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周二或周三)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意者請電:周先生 832-955-6276
薪資優.請電:
廖先生 713-772-2889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713-354-3233 832-613-8868 713-271-0118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832-866-8801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房地產租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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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ervice


家庭服務

Company

公司請人

公司請人

診所誠徵前檯

招聘全職財務 Food Distributor $$高薪聘機械銷售 牙醫診所聘助理

誠徵前台及牙助 Now Hiring Warehouse

誠徵送報員

Company

公司請人

公司請人

美容院請人

電子裝配廠誠徵 聘物業管理經理 德信行中醫診所

機器操作員&手焊工 相關專業本科畢業
有經驗者優先考慮. 3-5 年地產或銷售經驗 誠聘住診中醫師
1-3 年管理經驗
位中國城
工作需仔細,認真負責.
熟練使用
MS
Office
等
需有工卡,
( 星期三休息 )
相關軟件
意者請駕臨: Accupack 有意者請發簡歷：
請電:下午 1-5 點
10842 Kinghurst
stephanie@
Houston, TX 77099 teamsmarthr.com 713-995-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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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公寓招聘

Branch Office

Job Openings

Houston

Cargo Reservation

裝修公司請人

Proficient in Microsoft Office
Fluent in English & Chinese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Fast learner. SW area.
Email resume to:
forplax@sbcglobal.net
or Fax: 281-988-7171

分類廣告價目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週數
丌丌丌Week
丌丌丌丌一
丌 週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格數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1丌wk
Siz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汽車零配件商誠徵:
出納、採購、倉儲管理、司機.
簡歷請寄:
hr@capstone-auto.com
或傳真: 832-467-4505

CLASSIFIED AD. RATE
二 週 三 週 一 月
2 wks 3 wks 1 mon

1 格 (1 box)

$45

$80

$105

$125

2 格 (2boxes)

$90

$160

$210

$250

Medical lab is hiring

3 格 (3boxes) $135 $240 $315 $375
Molecular Biology Technologist.
誠請有經驗的裝修工人，
This position requires a minimum of a
需要木工，牆體，瓷磚等師父及幫工，
4 格 (4boxes) $180 $320 $420 $500
bachelor's degree in biology, chemistry or
medical technology with at least 2 years
有經驗者優先，待優。
working experience in molecular biology lab.
聯系人：Richard
$270 $480 $630 $750
Can work Full-time, Monday to Saturday 6 格 (6boxes)
聯系電話: 832-778-0090
8AM to 5PM，please email resume to: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832-289-2279
info@auspiciouslab.com

is looking for Inside Sales Clerk
Seeking Bilingual English and Chinese Inside Sales Clerk
with experience and proficient in
Microsoft Office applications such as Excel and Word.
Please send resume: jluo@pannext.net

李元鐘保險徵才 工作地點：休士頓、達拉斯

歡迎 2 度就業、H1B、尋求成長機會的您加入
Bilingual English/Chinese a plus,
工作穩定、準時下班、保險津貼、節慶獎金及旅遊活動
Good communication & customer services skills,
1.
行政人員：系統操作、一般文書及行政事務處理
Computer proficiency, Self-motivated.
Benefits include zero employee contribution 2. 業務人員：從車房保險售銷及售後服務，
for group health & life insurance, free/discount
保障高底薪+佣金，歡迎挑戰高薪的您加入.
air tickets, and matching 401(k). EOE-M/F/D/V
聯絡方式 Email：job@johnleeins.com

Hiring Office Assistant

公司電腦及網站維修維護，
IT 技術支持
Quickbook 系統及服務器維護.
請聯系: Lisa 832-399-1333
Lisatang@scdaily.com

誠徵工作夥伴

公
司
請
人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rt Company
International Airlines near HOU has immediate opening
for full-time position. Experience related to the
position is preferred but entry-level is also welcomed.
Please specify position and salary expectation on
resume and email to HOUTOBR@evaair.com

誠聘 IT 電腦維護 Part time

Hiring

有三年倉庫管理運營經驗,中英文流利, ●公寓出租助理:
接受出差.對硬件知識有一定了解者優先.
精通中文，英文或越南話。
電話：832-986-1313
懂電腦操作，勤奮有責任心，薪資面談.
Email: monica@streamax.com
公司網址：www.en.streamax.com
●有經驗空調水電工.
公司地址:18702 Kieth Harrow Blvd, #C,
電話 : 713-771-5868
Houston, TX 77084

公司誠聘

西南區,工作環境好, 位 610 和 290 交界處
電訓,網路,安保
時間好,待遇優.可以訓練
美國公司
技術人員
職業前途好.
誠徵生產工人
有意者請電/留言/短訊:
$15/小時起薪
無經驗可培訓
832-367-6016 需有身份,能努力工作
意者請電:
或 Email 簡歷至:
聯系電話:
drsjsung@gmail.com 832-584-3557 281-208-4848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公司誠聘: 財務人員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要求 1-3 年經驗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會 Quickbook, 中英文流利.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意者請電或 Email: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281-782-3280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hrwant36@gmail.com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Company

公司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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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惠康超市旁
中國城. 需中英文 Japanese Seafood
~~急 徵~~
誠聘
需自備車
無經驗可訓練.
Company
點貨、上下貨人員
Part
time
美髮師
請電或 Email: ●Outside Sales Rep
略懂英文
意者請電: Lisa
9266 Bellaire Blvd
713-773-1300 ● Inside Sales Rep
時薪$16
意者請電或親臨:
( 請帶簡歷 )
txdentist101
意者請洽:Helen
Email resume to :
713-774-6400
@gmail.com info@owaves.net 713-383-8818 281-498-4310 832-729-2345

公司誠聘：倉管人員

AD7133021553

Hiring

休斯頓卡車物流公司
looking for
誠請組裝工人,
工作環境良好,
QC.有經驗者優先.
沒有經驗可培訓, VaPetro 招聘: 待遇優. Sales & Warehouse
需熟練使用 APAR/
Speak Chinese &
薪優,節假日,休假,
全工/半工均可,
Simple English
QuickBooks 等辦公軟件
年終獎,健康保險.電: 需英文流利,有工卡 如有財務經驗者優先
Call: Lily & Helen
713-349-4559 或
意者請電:
請 Email 或電話聯系： 713-383-8818
送簡歷至:GI-HR@ 713-664-6608 rz@vapetro.com or Email: helen@
gicircuits.com 713-995-8886
346-235-4816 fourseasonsfood.com

Hiring

廣告: 請微信連絡



Company
Hiring

電子廠請人

周六,周日





ITC 多間高雅辦公室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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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te







房地產租售

第一商業銀行 休士頓分行徵才

Company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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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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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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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 looking for

(First Commercial Bank Houston Br. Job Vacancy) Office Manager (on-Site)
首家台資跨國銀行 歡迎各界菁英加入
(The first Taiwanese bank in the state of Texas •Oversee and maintain all administrative
duties in the office
invites you to join our team.)
•Assist with accounting and human
●Clerk (銀行業務專員)
resource related tasks
●Accounting Officer (會計專員）
誠徵中英文雙語；大學會計、商業、經濟與 •Other support assigned by management
金融等相關科系畢業。
Qualifications: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1-2 years experience in office administra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Bachelor's degree in a related field preferred
(Minimum Bachelor's degree in Accounting, •Sufficient computer skill. ex.MS office.
Business, Economics, Finance or related fields)
Please sent resume to
工作地點位於休士頓市區，意者 E-mail:
HR@telcointercon.com
i927a@first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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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 3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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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713-502-3973
沙龍按摩店售 512-284-1211 按摩店,美容美甲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兩個妹妹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保證年輕~~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Bellaire/Beltway8
丌丌
附近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早
11
點
晚
10
點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每二周換新人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只預約: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626-354-1398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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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誠聘女按摩師或合作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薪優,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L'Mai Beauty SPA
按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Hiring Massage Therapist: 少許英文
丌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摩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全工或半工均可, 有執照者佳.
請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16510 FM 529, Houston, TX 77095
丌丌
丌
丌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HIRING
地點佳,
小費好. 歡迎看店.請英文電/短訊:
人丌丌
丌丌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for Massage
281-673-0454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782-4690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招
生
招
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糖城三年身體按摩店 3 個單人房,1 個雙人房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兩萬二千元低價出售. 總面積 2100 呎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月 租 $1800
生意穩定,無不良記錄.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兩個單人間、一個雙 23736 Hwy59 #B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Porter,
TX
77365
人間、一個淋浴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一個廚房.聯系電話: 意者請電或親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Massage
Service
832-500-4864 832-613-7659 丌丌
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 真愛台北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舊雨新知
實惠的價格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歡迎預約:
輕鬆的享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832-630-3343 832-359-6141 丌丌
Massage
Service
丌丌
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凱 悅*

按
摩
服
務

極品寶貝! 新新新

按
摩
服
務

氣質白嫩甜美 girl

徵婚啟示

新人, 高顏值

210-985-5717
●誠聘女按摩師
讓你帝王般享受
早 10:00-晚 12:00
●誠聘服務好的按摩女孩
346-256-5195

美國公民征婚

美籍華人,男 41 歲,藥劑師,身高 1.75 米 男士 52 歲，有穩定工作，待人誠懇隨和，
誠尋 38 歲以下女士為婚友,
勤家務，不抽煙喝酒。尋覓 40 歲以下性
大學以上文化程度, 身高 1.6 米左右,
相貌中上,身體健康,性格開朗,善良,溫柔. 格和善、通情達理的女士為終身伴侶。
休士頓地區優先考慮.
其它條件不限，可辦身份。
意者請電: 832-805-7516
有緣人請電：832-964-8670
Email: hpca918@gmail.com

姻緣一線牽
Personals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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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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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
詢
顧
問

Consultant

駕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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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lobalSpanishTutor.com

取消交通
罰單

Registration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C3

Tuesday, May 24, 2022

按摩店出租

*按摩店出售

賺錢美甲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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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
詢
顧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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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產經紀人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DPS 指定王朝駕校路考第三考場
美南駕校
1000
謝老師（MT
駕校）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DPS
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教練考路試,
疫情期間有中文網絡筆試課,取消罰單課,發證書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美南駕校是官方指定考點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交通安全班（取消罰單）
三三
在本校一天可完成筆試,
，天天有路考。旅游簽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證等各種簽證可以考駕照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成人中文筆試:天天路考(兩天取得駕照)
三三
取得
pemit
後可安排路考,不用排隊等 30 天
。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筆試班 : 每星期一至六上課，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成人筆試班:
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周二，六 10am-4:30pm
●路考班 : 務必預約. 考路試，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取消罰單安全班
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青少年駕照班
三三
: 周六，周日有課
●安全班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7001 Corporate Dr #203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十八年專業教學經驗~~~
電話: 832-633-5555 周師傅
三三三三School
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
Driving
Defensive
Driving
832-863-8882 (中英粵越西語) 三三
832-277-7226 王教練
832-983-9509 Tom 發哥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2三三三三三三三 ****** 報 稅 ******
德州帶槍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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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tor

W-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報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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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打傳人中醫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游泳教學
Swimming
Class
坐骨神經,肩周炎
請電: 713-77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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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poration

鼎佳裝潢裝修

Flooring Service
恆豐裝修公司 閩福裝修趙師傅

舊屋翻新，地板瓷磚 台灣專業,政府註冊,
內外油漆，廚房浴室 承接:舊屋翻新,水槽,籬笆,
涼棚,屋頂翻新,補漏.廚櫃
籬笆車道，高壓衝洗 安裝,木工隔間,磁磚,實木
水電屋頂，小修小補 樓梯,木地板,廚浴改建,
熱 線：
內外油漆,屋內外全部工程
281-840-7987 832-366-7510 洪(國台)

廣東和記裝修

誠實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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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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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余裝修

*房屋修理*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浴室，漏水，天花板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屋頂，廚房，內外牆
鋪草皮,修換圍欄
地磚，地板，高壓洗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油漆，籬笆，蓋涼廳
大小工程,
水電門窗
，舊屋翻新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餐館改造.~好價格~
余:929-392-5818
eng: 646-925-9275 713-515-7652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Remodeling

廚櫃,大理石台面安裝,
衛浴翻新,
門窗、玻璃門安裝,
地板、瓷磚；車庫門,
水電木工等.. 訂制安裝
各種玻璃、鏡子等..
經驗豐富,質量保證
713-470-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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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雷射除痣

上門現金收購 專收購舊車壞車

接送服務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24 小時全日
一切接送
各種接送服務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每日按時接送
奔馳豪華 SUV
最低價格,安全可靠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346-667-4078

二手車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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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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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風順裝修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德州裝修
700
修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商業店面,居家房屋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水電安裝,維修,
地板$1.89/呎 &up 丌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理
丌丌
丌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專長:
台面定制,
廚廁翻新,地磚地板
地毯、磁磚、花崗石 丌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三
丌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櫥櫃地板,後院圍欄,
業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油漆理石,
內外油漆，廚浴更新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瓷磚,衛生間淋浴,
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務
丌丌
丌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一切房屋修補大小活
832-353-6900
屋頂瓦片,內外油漆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誠實+保質. 電話:
9889 Bellaire #B-24-C 丌丌
三三
三
丌丌
丌
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等.... 請電:
Remodeling
( 大中華超市旁邊) 丌丌
346-252-3301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81-464-6291
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敦煌地板

老廣裝修

700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山東裝修*

大小工程幾十年經驗
木工, 泥水, 油漆 蓋小房蓋涼棚修圍欄
地板,水電,間隔改建 漏水屋頂內外牆隔間
經驗豐富,手工好! 油漆換門窗水電木工
地板地磚浴室加廚房
電 話:
舊房翻新，好質好價
346-503-7037 713-515-7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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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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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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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建築公司 832-860-1133
承接各類餐廳, 美容院, 奶茶店, 辦公室, 廠房等設計, 施工建造,
及住宅維修和翻新,免費估價. 最低成本, 最佳質量, 百萬保險 !
選址 : 商業租賃,為您的生意精選最佳地點,最旺鋪位.
設計 : 施工圖, 3D 效果圖設計,申請施工 PERMIT.
建造 : 裝修裝潢,專業執照工程隊伍施工,品質保障.
6100 Corporate Dr. Ste 315, Houston
www.usbrothersconstruction.com

榮盛裝修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保修二年.專業承接各種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新舊住宅,商業店鋪,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單包/全包均可.
小修小補.
水電,空調,磁磚,地板,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廚房/衛生間翻新
請電: Sam 劉
319-988-6868 中文
832-903-1333 英粵 832-606-7672

永發裝修公司

惠家裝修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政府註冊,百萬保險.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專業裝修,舊屋翻新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30 年經驗,一條龍服務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承接:商業/餐館/住宅, 地板門窗,廚衛改造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精通土木,地板,水電,油漆 內外油漆,水電空調
保修一年,價格公道, 價格合理,保證質量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提供商業保險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經驗豐富,保證質量.
電 話:
646-713-4928 吳
832-607-7861 張
身份,薪酬優厚.
713-828-5513
●誠請裝修工人
713-371-2713 戴師傅 832-207-2626

灑水系統,經驗豐富
832-998-5898 832-818-3185
國語/粵語
王 (國/台語)

佳寶建築公司

福美裝修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天天裝修

蘇揚建築裝璜

花園噴水系統 700
修 正翔屋頂/裝修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理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專業安裝和修理
業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執照#0019006
務 內外油漆,籬笆車道
電話:吳

Remodeling

舊、壞 車

現金收購舊車,碰撞車
動 或 不動
高於 Trade in 10%
一律高價收購
請電: Paul
中英粵越。電話:
346-234-9893
713-482-9267
普通話/廣東話

修
理
業
務

Remodel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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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滿 裝 修

專做居家小活
702-888-5518
苗師傅

700

專業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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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
修
設
計

700

●

10 堂課教不會不收費
25 堂課教會蝶仰蛙自
省錢 + 省時 + 省心
713-367-8866 中
713-367-9095 英



832-382-5645 Transportation
地板銷售安裝
貨運代理

進哥服務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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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貨運代理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281-236-4723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學會游泳並不難
選擇教練是關鍵



機 北夏接送服務 800
機場,碼頭,一切接送
場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接
保證最低價
送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申請帶槍執照

打電話或短信： 832-488-6304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800

Gun License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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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int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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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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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 4
星期二

家

玻璃門窗專家

Pest Control

Door/Window 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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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銷售安裝

700

Flooring Service

PN Pro Glasses 門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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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n License

申請帶槍執照

美南新聞回饋社會

敦煌地板

有

房屋理賠

籬笆 Fence

專精各種漏水

大衛空調公司

水水水

小潔水管公司

Gar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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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服務公司 Long's 專業修理

水務
電器

700

尚美空調維修 誠信專業冷暖氣 彭氏空調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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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Service

精藝冷氣水電 浩記冷暖氣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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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經驗豐富
安裝維修各種空調
價格低,質量優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聯係電話:
請電: 彭師傅
713-480-3646 832-259-6201

雅聖冷暖氣

Legend Temp Mechanical

Chang Le Service 長樂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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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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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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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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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運代理




800

信用貸款

貨運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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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鐵
工
廠
Iron Works

航天專業焊接

不鏽鋼鐵結構,雨棚,
結構樓梯,扶手,欄杆,
鋁型材,銅, 各種維修
焊接,上門服務,
經驗豐富,保證質量
請電: 柴師傅
786-24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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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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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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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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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打傳人中醫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請電: 713-772-0300
坐骨神經,肩周炎

專收購舊車壞車 上門現金收購

電腦專家

Transporation

安裝,維修冷暖氣

冷暖工程,家用電器 冷暖氣維修更換,
專業維修、安裝 恆風冷暖氣公司政府執照 TACLA 115482C
廚浴設備,修換水爐
安裝/維修: 家庭、商業冷暖氣、商用冰箱,
冷暖氣系統,
商用 cooler,freezer,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冷凍冷藏設備、制冰機、抽油煙機..
維修更換熱水爐.
漏水斷電,急修急通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代理各大品牌產品.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請 電:
請電: 蕭師傅
請電: 713-357-8868 (國/粵語)
電話：陸先生
832-490-7988 832-759-4638 346-606-6871

吉順冷暖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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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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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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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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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電腦維修

下水道專家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多年經驗 Sears'專業技
專業建造、維修各型籬 三三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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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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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專門維修各種
笆範士,價格優惠,10 年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家庭/商業:冷暖氣,
冰箱,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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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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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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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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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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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質量保證。柱頭保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水電新建和修理,
製冰機,大型冷凍櫃,冰櫃,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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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0 年不倒。完工前分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熱水爐,洗衣機,乾衣機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文不收，完工後滿意付款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執照號碼:TACLA44251C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Plumbing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Service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打碎機,下水道,
(全市最低價 250 元起) 三三
質量保證.電:通英/粵語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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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81-610-2068
832-969-5083 李 三三
713-505-7534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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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平鐵工廠
700
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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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www.taipingironworks.com
廠
281-785-9895 劉
安全監控系統
●招焊工學徒及鐵工幫手
Iron Works

Computer Service

頂好排污

832-722 2099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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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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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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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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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車
房
門
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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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執照 TCEQ24431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解決
德州 Master 執照 40172
抽餐館油井,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洗衣店水井,
家裡上下水問題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按裝. 經驗豐富,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702-888-5518 水表,下水道,通堵,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陸先生(中文).請電：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832-462-3832
苗師傅
281-818-6524
832-462-4011
城市申報檢驗.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專業籬笆圍牆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政府執照,20 年經驗
冷暖氣系統
空調,車庫門,
專業安裝,修理,維護
保養,維修,安裝,
熱水爐...
冷暖氣系統.
家電,熱水爐.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維修 更換 安裝 政府執照,15 年經驗
請 電:
請 電：
請電: 陳(英粵國越)
832-685-8888 832-469-4510 281-236-2846

精修車庫門

美國房屋理賠服務

Claims Service

龍運疏通

誠實專業冷氣 麥師傅空調維修 陳氏專業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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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廣告專頁

歡迎至美南新聞櫃檯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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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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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ims Service



滿意水電

誠信專業水電

房屋理賠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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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砍樹服務

專業砍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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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免費贈送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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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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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高級洗手液(數量有限)

爽快水管專業

通水管
排污

益明清洗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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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Classy Pest Control 提供專業的殺蟲服務
包括住家及商業地區,
讓您擺脫蟑螂/螞蟻/蜘蛛/老鼠/白蟻等的困擾
本公司提供免費的估價.
34 年專業經驗. 專業白蟻檢測及殺蟲服務.
電話(英): 281-437-4329, 713-516-1747
(中文): 346-252-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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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庭三三花園噴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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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安裝和修理
園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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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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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美三三執照#0019006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電 話 : 吳
化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832-818-3185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Gardening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國語/粵語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德州帶槍執照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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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Y 殺蟲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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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24, 2022



殺

2022年5月24日

二手車
舊、壞 車
現金收購舊車,碰撞車
動 或 不動
高於 Trade in 10%
一律高價收購
請電: Paul
中英粵越。電話: 346-234-9893
游泳教學
Swimming Class
713-482-9267
普通話/廣東話

學會游泳並不難
選擇教練是關鍵
10 堂課教不會不收費
25 堂課教會蝶仰蛙自
省錢 + 省時 + 省心
713-367-8866 中
713-367-9095 英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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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雷射除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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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Fast Movers 快速搬運
Tony's
四季搬家公司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西 南 搬 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I.C.C. M.C.249994
Moving
and
Delivery
Services
住家/公寓/公司
搬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O)281-933-1555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TX.D.O.T. 44648C
We
move
House
Apartment
Office
-Storage
U.S.D.O.T 461436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F )281-933-2953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local 丌
and long distance,call now for free quote !
家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www.swmoving.com
丌丌
往 Austin,Dallas, San Aotonio 特價優惠.
More Than 18 years Experience
Email: mike.kuo@swmoving.com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本公司有各大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
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best price Guaranteed.保證最好價格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 廣告 ) ●公寓，住家，辦公室，倉庫遷移。
丌丌
Call: 832-289-6211
●市區內、紐約、加州、全美長途、回國傢俱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長短途搬運 832-265-9258 英文電洽 : 281-903-7688 832-867-5467
包裝及自用車運送。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司丌丌
Moving
Service
超過 23 年專業經驗,免費估價, 或上網查詢: http://www.allseasonsmove.com ●政府合法執照,25 年經驗,工作保證,誠信可靠.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進哥服務接送
接送服務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800
北夏接送服務
丌丌
丌丌丌丌聯合搬家公司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公寓住家，公司搬運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政府註冊 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24 小時全日
機場,碼頭,一切接送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碼頭提貨，代客送貨
一切接送
26 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各種接送服務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短長途專業搬運鋼琴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丌丌
丌丌丌丌
丌
丌
免費估價，價錢便宜
每日按時接送
保證最低價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奔馳豪華 SUV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電:713-783-3789
通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最低價格,安全可靠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 國語
搬家公司
請電(手機號)
626-297-9888 國臺英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unitedmoving.tx@gmail.com 24 小時服務 832-367-6090 國,越南,廣東 Transportation 832-709-8947 346-667-4078 832-382-5645
Moving
Service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機
場
接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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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e urges more world pressure, says it
repels Russian attack on eastern city
KYIV/MARIUPOL, May 23 (Reuters)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told
global business leaders on Monday the world
must increase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to deter other countries from using “brute force” to
achieve their aims.
Zelenskiy spoke via video link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as the Ukrainian military
claimed to have held off a Russian assault on
Sievierodonetsk, an eastern city that has become
the main target of a Russian offensive after the
surrender of the southern port city of Mariupol
last week.
Zelenskiy also revealed Ukraine’s worst military
losses from a single attack of the war on Monday,
saying 87 people had been killed last week when
Russian forces struck a barracks housing troops at
a training base in the north.
Previously, Kyiv had said eight people died in
the May 17 strike on the barracks in the town of
Desna.
In the first of what could be many war crimes trials arising from Russia’s Feb. 24 invasion, a court
in Kyiv sentenced a young Russian tank commander to life in prison for killing an unarmed
civilian. read more

wants to wage a brutal war against its
neighbour - clearly knows the immediate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ions,” he told
the Davos meeting.

He demanded an oil embargo, the blockUkraine Prosecutor General Iryna Venediktova
age of all Russian banks and termination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about 13,000 cases of
of all trade. Foreign businesses should
Russian alleged war crimes were being investigat- withdraw completely from Russia and
ed.
the Russian IT industry should be cut off
from the West, he said.
Russia has denied targeting civilians or involvement in war crimes while it carries out what it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calls a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in Ukraine.
and other entities have already imposed
STARBUCKS TO GO
With the conflict about to enter its fourth month,
Zelenskiy urged countries to put more pressure
on Moscow and accused them of not exhausting
sanctions.
Sponsored by Cybersixgill
NEW Dr. Dark Web Episode CISO Chat This
week Chris Roberts is joined by Woody Groton
and Kevin...
NEW Dr. Dark Web Episode CISO Chat This
week Chris Roberts is joined by Woody Groton
and Kevin Burns. Listen as they discuss how
they work through #data,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decision processes, and learn? Sounds like
something we can ALL relate to (and likely would
benefit from hearing...
Learn more
Report ad
“The sanctions should be maximum, so that
Russia - and every other potential aggressor who

broad sanctions on Russia, and on Monday Starbucks Corp (SBUX.O) became
the latest Western brand to announce
it was pulling out of the country. The
Seattle-based coffee chain has 130 stores
in Russia. Its decision follows a similar
move by McDonald’s. The fast food
chain’s trademark “Golden Arches” were
lowered near Moscow on Monday. read
more
DONBAS PUSH
Russia has focused its offensive on the
eastern Donbas region since its troops
were driven out of the area around the
capital Kyiv and the north at the end of
March.
Having captured Mariupol last week after
a three-month siege, Russian forces now
control a largely unbroken swathe of the
east and south, freeing up more troops to
join the main Donbas fight.

Moscow is trying to encircle Ukrainian
forces and fully capture the Luhansk and
Donetsk provinces that make up the Donbas and where Moscow backs separatist
forces.

glass box in the courtroom,
showed no emotion as the verdict
was read out.
The trial, which began only last
week, has huge symbolic significance for Ukraine, which
has accused Russia of atrocities
and widespread brutality against
civilians

Kyiv said on Monday Russian forces had
tried to storm Sievierodonetsk but were
unsuccessful and retreated. The city lies
in the easternmost part of a Ukrainianheld pocket of the Donbas and one of the
last areas of Luhansk still outside Russia’s The Kremlin did not comment on
the verdict. It has previously said
grip.
that it has no information about
the trial.
Luhansk governor Serhiy Gaidai said
Russia was “wiping Sievierodonetsk
The head of the Moscow-backed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and trying to
advance from three directions: to overrun separatists in Donetsk, Denis
Sievierodonetsk, cut off a highway south Pushpin, said Ukrainian prisoners
of war captured at the Azovstal
of it and cross the river further west.
steel-works in Mariupol could
also face tribunals.
WAR CRIMES TRIAL
At the trial in Kyiv, Judge Serhiy Aga“Now, they are being kept on the
fonov said 21-year-old tank commander
Vadim Shishimarin, carrying out an order territory of the Donetsk People’s
Republic. It is planned to orgaby a soldier of higher rank, had fired
several shots at the victim’s head from an nizer an international tribunal
later.”
automatic weapon. read more
Shishimarin pleaded guilty to killing
62-year-old Oleksandr Shelipov in the
northeastern Ukrainian village of Chupakhivka on Feb. 28, four days after Russian
troops rolled over the border.
Shishimarin, standing in a reinforced

Ukraine has been trying to secure
a prisoner swap for the fighters who surrendered last week
in Mariupol. A Russian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was quoted as
saying Moscow could discuss a
swap.

In other
developments, a
Russian
diplomat
at the
country’s
permanent
miss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Geneva said
he was leaving his post because
of his disagreement with Moscow’s invasion of Ukraine, a rare
political resignation over the war.
Boris Bondarev, who identified
himself on LinkedIn as a counsellor who worked on arms control,
told Reuters: “The scale of this
disaster drove me to do it.”
“I simply cannot any longer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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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Diplomats
Round Table”
Table”
and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rade
and to the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the top
countries doing
business in the
Houston area are

There are ninety-eight
countries with
representative
consulates in the
Greater Houston
area. More than half of
them are honorary
posts, appoint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
They

China, Mexico, Brazil,
South Korea, India,
The Netherlands,
Germany, Japan, the
United
Last Friday, we were
invited by the Greater
Houston Partnership to
join the “State of
Houston’s Global
Economy” luncheon.
Many general consuls
from Turkey, Norway,

all have the very
important duty of
communicating with
local businessmen and

India and Canada were
in attendance.
President Harvey
thanked all of the
consuls general

politicians.

for promoting culture

Kingdom, Colombia,
Italy, Singapore and
Taiwan. Asia is on the
top of the list with 35%,

“Diplomats Round
Table,” in our
international studio.
Through our live
streaming, we will
invite the consuls
general of different
countries to be our
guests to
meet investors in our
studio and their
countries’
government officials
can answer all
questions on the live
LED screen. We are
also going to publish a
full page introduction of

each country in our
Southern Daily News
newspaper.
Although the world
situation is turbulent,
the epidemic has not
calmed down and the
monkey smallpox
symptoms are now
really worrying those
business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Houston, we
are not only returning
to pre-epidemic levels,
but the numbers have
also been growing.

followed by Europe and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Africa has
only 1.6 %.
In order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ulture, Southern News
Group will sponsor a
live program, the

Editor’s Choice
Ukrainian children Andrii,
12 and Valentyn, 6, stand in a
foxhole as they play Ukrainian
military near their houses, amid
Russia’s invasion, in the village
of Stoianka, in Kyiv region,
Ukraine May 22, 2022. REUTERS/Gleb Garanich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Japan’s Prime Minister Fumio Kishida shake
hands as they attend a bilateral meeting at Akasaka Palace in Tokyo, Japan.
REUTERS/Jonathan Ernst

A view shows destroyed facilities of Azovstal Iron and Steel Works during Ukraine-Russia conflict in the southern port city of Mariupol, Ukraine. REUTERS/Pavel Klimov

Colombian center-right presidential candidate Federico Gutierrez of the government’s coalition
Team for Colombia greets supporters as he attends his closing campaign rally ahead of the first
round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Medellin, Colombia. REUTERS/Chelo Camacho

Ukraine’s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looks on as he
is surrounded by Ukrainian
servicemen as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continues, in Bucha,
outside Kyiv, Ukraine, April 4.
REUTERS/Marko Djurica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carries the casket
during the state funeral
for Marshal of the Korean
People’s Army and general
adviser to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Hyon Chol Hae in
Pyongyang, North Korea.
KCNA 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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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House Sends Anti-AsianHate Bill To Biden’s Desk

Bill To Combat Anti-Asian Hate OK’ed
By House In Rare Moment Of Unity

Sen. Mazie Hirono, D-Hawaii, accompanied by Senate Majority Leader Chuck
Schumer, D-N.Y., speaks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in Washington on April
13, after the Senate passed the Asian hate bill. The bill has now passed in the
House and is headed to President Biden for his signature. (Photo/Jose Luis
Magana/AP)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In a big bipartisan vote, House lawmakers last
Tuesday passed legislation aimed at combating the sharp rise in 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that have occurred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bill now goes to President Biden, who is
expected to sign it into law as soon as Thurs-

“It is a momentous day,” added Speaker
Nancy Pelosi (D-Calif.), who represents a
San Francisco district where multiple anti-Asian hate incidents have occurred, including the death last year of an elderly Thai
American man and the stabbing of two Asian
American women just this month.
The legislation, authored by Sen. Mazie
Hirono (D-Hawaii) and Rep. Grace Meng
(D-N.Y.), would create a position 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o expedite a review
of COVID-19-related hate crimes; provide
grants for states to create hotlines for reporting hate crimes and for law enforcement
training on how to prevent and identify hate
crimes; and direct federal agencies to work
with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o help raise
awareness about hate crimes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legislation makes no mention of Donald Trump, though many Democrats have
warned that rhetoric from the former president and his allies, including the terms
voked many of the verbal and violent attacks
against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in March
2020,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6,600 hate
incident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ccording to the group Stop AAPI Hate. Nearly
two-thirds of those incidents targeted women.

Rep. Mark Takano (D-Calif.)
Some of Trump’s top allies in Congress
panned the legislation. Ohio Rep. Jim Jordan, the top Republican on the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complained that the bill
could infringe on free speech by establishing
hotlines where citizens could report any-

The broad bipartisan vote demonstrates
just how much these “daily tragedies of anti-Asian violence have shocked our nation
into action,” Chu said.

Passage of the bill comes less than two
months after a gunman killed eight people
in three Asian-owned spas in greater Atlanta; six of the victims were women of Asian
descent. And on Wednesday, the House plans
to pass a separate resolution condemning the
March 16 massacre in Georgia.
Authorities said the 21-year-old man charged
in the killings had been a customer of at least
two of the spas, though other attacks have

Islander Heritage Month. The bill passed in
a 364-62 vote, with all no votes coming from
Republicans. The Senate last month approved
the COVID-19 Hate Crimes Act on a 94-1
vote, with Sen. Josh Hawley (R-Mo.) the lone
“no” vote.
“After a year of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crying out for help, today Congress is taking historic action to pass long overdue hate
crimes legislation and send the COVID-19
Hate Crimes Act to President Biden’s desk,”
Rep. Judy Chu (D-Calif.), chair of the Con-

Rep. Judy Chu (D-Calif.), chair of the

told reporters before the vote.

Caucus

Meng, who represents a larg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in Queens, said the legislation will help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etter track such hate incidents, including the
mental health state of the perpetrators. Other
Democrats emphasized that how elected
leaders speak about the deadly coronavirus
has a direct impact on how members of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are treated.
“Leadership at the top level makes a difference,” said Rep. Mark Takano (D-Calif.),
who has explicitly blamed Trump’s rhetoric
for the spike in incidents. “We need better
data, but ... it’s common sense that if you
have a destabilizing leader or destabilizing
stabilize those who are vulnerable in terms
of their mental stability to act out.”

have said many of those perpetrating these
crimes in the city have a history of mental
illness.

confusion, he said, by having hate incidents
through normal law enforcement channels.
“The Democrats have attempted to blame
President Trump for this rise in viole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but the facts tell
an entirely different story,” Jordan said on
is happening in Democrat-controlled cities,
many of which, interestingly enough, have
defunded their police departments.”
Biden has taken a much different approach
than Trump in responding to anti-Asian hate.
Just days after being sworn in as president,

Biden in January signed a memo denouncing racism and xenophobia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nd ensuring that all government
statements and documents do not contribute
t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In Marc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rolled
out new funding and initiatives to curb anti-Asian hate, including a cross-agency initiative 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o respond
to Asian violence. That month,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Harris also met with Asian
American leaders in Georgia after the mass
shooting.

And last month, Biden tapped Erika Moritsugu as a senior adviser after complaints
from lawmakers that Biden had not named
any Asian Americans to Cabinet secretary
posts or senior White House roles; Moritsugu will serve as Biden’s top liaison to the
Asian-American community.
“President Biden has done more for Asian
Americans than I’ve seen in a long time,”
Chu said.
His actions to combat Asian hate incidents
were a “huge step after a year of being totally ignored by President Trump, who actually doubled down on his usage of the terms
‘China virus’ and ‘Wuhan virus.’”
The Hirono-Meng legislation overcame
last-minute opposition from dozens of
progressive Asian American and LGBTQ
groups who expressed concerns the bill fails
to address the root causes of anti-Asian hate,
namely inequality. The groups, including 18
Million Rising and the National Queer Asian
and resources for things like housing, 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rvices rather than law enforcement.
“This legislation allocates no new funding to
law enforcement,” Meng said, addressing the
concerns. “This legislation does assume that
law enforcement is currently underreporting
these kinds of incidents, and it makes it easy
to ignore hate crimes altogether. That’s why
we believe that this response is necessary.”
(Courtesy thehill.com)

COMMUNITY
Data Show That Many Asian American Youths
Have Experienced Anti-Asian Violence In The Past

Are America’s Schools Safe
For Asian Americans?

Key Points
The rise in anti-Asian hate crimes during the pandemic has prompted many Asian
American parents to enroll their children in remote learning out of concern for
their child’s safety at school. Asian American youths are enrolled in remote learning at much higher rates than other racial groups. Federal data show that 78%
of Asian American eighth graders attended school virtually in February 2021,
whereas just 59% of Black, 59% of Latino and 29% of white students attended
school virtuall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Asian Americans have experienced a great deal
of racial harassment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A recent survey found that 1 in 8 Asian
Americans reported experiencing anti-Asian hate
incidents in 2020. The victims of that harassment
aren’t just adults – they include student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more than
3,800 hate incidents targeting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have been reported to the
Stop AAPI Hate National Reporting Center.
Among the incidents early in the pandemic,
16% percent of the targets were Asian American
youths ages 12-20.
The majority of the young victims, about 80%,
reported being bullied or verbally harassed. In
over half the incidents, the perpetrator used anti-Asian hate rhetoric. About 1 in 5 hate incidents
happened at school.
National trends before the pandemic suggested
that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were already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racial discrimination, such
as race-related name-calling, from their peers

at school than other categories of students.
About 11% of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reported being called hate-related words, compared with 6.3% of white students in 2015. A
separate study found that bullying and physical violence were less of an issue for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Only about 7.3% reported being bullied at school in 2017, compared
with 23% of white students.

Anti-Asian hate crimes have been on a
steep rise during the pandemic.

(Photo/Jeremy Hogan/SOPA Images/
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How common race-based harassment
against Asian students is can vary based
on different factors, such as where students
live, their gender, grades or immigration
status. For example, a study from California found that Asian American sixth graders in California reported being bullied and
victimized at higher rates than other racial
groups.
What are the biggest worries for Asian
American youth and parents?
Many Asian American parents are worried
that their children will be the victims of discrimination once school reopens.
In one survey, nearly 1 in 2 Chinese American parents and 1 in 2 Chinese American
youth reported being directly targeted with
COVID-19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person
or online. About 4 in 5 of these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also reported witnessing racism directed at someone else of their own
race either online or in person.
Despite their concerns, some parents may
avoid talking to their children about anti-Asian racism to avoid scaring them while
they are at school. Even if parents want to
have the “race talk” with their children,
many struggle with how to talk to their children about the potential racism they might
encounter. Some parents may not have been
taught these lessons while growing up and
are grappling with how to make sense of
these experiences.
Anti-Asian racism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nxiety
in Chinese American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blame China
for its mishandling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even
thinking that one’s racial or ethnic group is
view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as a threat to
the health of Americans is linked to poorer mental health in both Chinese American
parents and youths.
Asian Americans are less likely than
non-Hispanic white Americans to seek
mental health help. This is due in part to
perceived stigma, language barriers and
lack of mental health providers of the same
ethnicity. These disparities are even greater
for Asian American families with fewer financial resources.

ing in schools can prevent harassment toward

Elderly Asian Americans are at a higher risk of being hospitalized or dying from
COVID-19. (Photo/Ringo Chiu/AFP via Getty Images)
Some Asian American parents have also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the ability of schools to
maintain appropriate COVID-19-related health
and safety measures. They are worried about
the health risks that children exposed to others
at school might bring home. Asians Americans
are more likely to live in a multigenerational
household, in which older adults might be at a
higher health risk.
Even if parents choose to keep their children
home because of one or several of these concerns, they are getting the message that in-person education is superior to virtual education.
Being out of physical school could cause Asian
Americans to miss out on these opportunities
and resources even more. Also, due to the
“model minority myth,” which characterizes
Asian Americans as successful, the needs of
this very diverse group, including a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Asian families
in the U.S., are often overlooked. With 30%
of Asian Americans reporting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 these families are more difficult to
reach. The fears of being harassed also make
some parents reluctant to access educational
materials or free meals or even reach out to
teachers or counselors for help.
What can schools do to reduce threats to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Helping students build strong and supportive
relationships with each other can reduce their
physical victimization and buffer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discrimination Asian Americans face.
Schools can also create supportive environments by implementing a range of evidence-based approaches, such as building
teachers’ cultural knowledge and strengthening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ctivities like
engaging students in class discussions about
bullying have been shown to reduce bullying.
Class discussions around the harms of bully-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Photo/RichVintage/E+via Getty Images)
Alongside initiatives to build supportive environments, schools should also consider partnering
with parents. Directly engaging Asian American parents in anti-bullying initiatives can help
reduce victimization. For example, schools can
collaborate with parents to craft disciplinary policies on bullying. Schools can also hold workshops to teach parents how to handle and prevent
bullying.
In order to reduce threats and eradicate harm, I
believe schools will need to consider whether
they are doing enough to protect Asian American
youth. One landmark case underscores this. In
the aftermath of violent attacks on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at South Philadelphia High School
in 2009, a Department of Justice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the school district was “deliberately
indifferent” to harassment against Asian students
that fueled the attacks.
A key takeaway: Harms against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can be systemic and require broader
structural solutions. When South Philadelphia
High School began to do more to promote multicultural awareness and improved systems to report and investigate harassment, the school saw
fewer violent incidents.
To make Asian American youth feel safe and protected, schools need to track, report and respond
to incidents of hat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especially among Asian American ethnic subgroups. Subgroup data, often lacking on Asian
Americans, can be a powerful tool in revealing
potential disparities and highlighting groups that
schools need to target for support.
I believe schools also need to invest in longer-term systemic changes such as including a
more complete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in
U.S. social studies curricula. (Courtesy theconvers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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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 15
15..3 本周節目安排
本周節目安排!!
5 月 23 日-5 月 28 日每晚 7 點

（本報記者黃梅子
） 美 南 國 際 電 視 15.3 是
美國南部八州唯一的華
語電視臺，7 天 24 小時
播出華語節目，每天下
午 6:30 播出《美南新聞
聯播》 ，每晚 7 點播出
30 分鐘的自辦專題節目
。
本周一 5 月 23 日晚
7 點是《生活》之《龍學
烘焙課》單元，教您做
法式甜點馬卡龍。
本周二 5 月 24 日晚

7 點是陳鐵梅主持的《美
南時事通》。
本周三 5 月 25 日晚
7 點是王潔主持的《美南
時事通》，采訪萬通貸
款。
本周四 5 月 26 日晚
7 點是 Sky 主持的《子天
訪談錄》。
本周五 5 月 27 日晚
7 點是美南新聞總編輯蓋
軍主持的《美南時事通
》，兩位常任嘉賓是德
州資深律師包傑生和僑

領陳珂博士、
本周六 5 月 28 日晚
7:30 重播本周一的《生
活》節目之《龍學烘焙
課》。
歡 迎 大 家 收 看
STV15.3 每晚 7 點的自辦
節目《美南時事通》、
《生活》和《J&J 論壇》
、《子天訪談錄》，您
也可以在美南網 Scdaily.
com 收看直播，youtube
頻 道 Stv15.3 Houston 同
步收看直播。

休城工商

才五月就這麼熱，13 個省電秘笈分享
才五月就這麼熱，
建立好習慣 為自己及地球節約能源

如有床前電視機，務必設定睡眠關機
如有床前電視機，
，不要睡著了還讓電視一直開著
(本報休斯頓報導) 今年休斯頓的高溫提前來
臨，才五月天就如同夏日一般炎熱，午後的高溫
都達九十多度，只要氣溫一高，家裡的電費就暴
增，冷氣空調可耗用高達 70%的家用電量，用電需
求大增，德州電力供應也吃緊，日前還發布一級
警示，提醒民眾要省著點用。然而，您知道嗎？
生活中有很多方式可以節約用電，不僅省家裡的
支出，也為地球節約資源。只要稍微調整一些日
常生活的小習慣，每個人都能做到節約能源。
據悉，德州每年耗電約 300 億美元，是美國用
電最高的州。在全美 50 州裡，德州的住宅電價排
名第 31，不算貴。但德州的每月平均住宅電費在
全美排名第 5，顯示德州人用電還是挺凶的。
家電協助我們的日常生活，讓人過的更舒適方便
，最常用的家電包括冷氣、烤箱、冰箱、電磁爐
、電腦、電熱水瓶/飲水機、烘衣機、洗衣機、吹
風機、電視、吸塵器、微波爐、電鍋等等，有些
家電的耗電量其實比想像中更大，但適當的運用
可以幫助節省能源，您是否有這些好習慣呢？
省電秘訣
1. 隨手關電器。電器在不使用的情況下，只
要插頭接著電源，仍是處於待機狀態，依然會耗
電。這些電器，要在不用時順手拔插頭關掉，截
斷電源才可省電。
2.調整冷氣溫度，冷氣不需要太冷。將冷氣溫
度設定在華氏 79、80 度左右即是舒適範圍，太冷
其實容易讓身體遭寒氣。此外，定期清潔冷氣濾
網，也能提高效率，減少耗電。還有，外出時把
冷氣溫度調高，週末假日多到郊外踏青、健行，
健身又省電；或是到圖書館博物館看書、看雜誌
、欣賞畫作，不僅省電，也增加知識。
3. 冰箱: 減少冰箱開關的次數，每次開冰箱，
冷空氣外流，都要耗電再冷卻。食物溫熱時不放
入冰箱，要冷卻後才放入冰箱。同時，不要把冰

箱塞滿，最好八分滿以下，才不會阻礙對流。另
外，冰箱應該避免放在陽光直射處，溫度高會增
加耗電；冰箱的四周要保留散熱空間，至少 10 公
分以上，散熱不良會影響冰箱運轉的效率。
4. 飲水: 把家裡的電熱水瓶或飲水機，換成快
煮壺加保溫瓶。快煮壺(或是咖啡壺)是很好的省電
工具，很快就能把水煮沸，需要喝熱水時煮個幾
分鐘就好，不需要 24 小時一直耗電保溫，煮好的
熱水如果喝不完，可裝進隨身攜帶的保溫瓶內。
5. 電視機、電腦: 避免長時間使用，同時降低
畫面亮度與音量，也能省電。如果有床前電視機
，務必設定睡眠關機，不要睡著了還讓電視一直
開著。
6. 做飯: 使用更靈活的烹調方式，減少長時間
烹調、或是需要多個步驟卻只做了一道菜，都盡
量少做。蒸與中火炒是較為省能源的方式。烤箱
很耗電，盡量減少用烤箱。如果用到烤箱，盡量
一次烤多種食物，充分利用烤箱的空間。煮飯前
，先將米泡 30 分鐘以上，不僅可以縮短烹煮時間
，並讓飯更香 Q。
7. 洗衣: 累積衣服到一定量才用洗衣機洗。烘
衣服時，烘前要充分脫乾，並使用自動烘衣模式
，也可省電。
8. 隨手關燈: 雖然每盞燈耗費的電不多，但是
一個家庭裡往往有十多盞、甚至二、三十盞以上
的電燈，累積起來的耗電量就很可觀了，不用時
順手關掉。此外，好好善用日光也是可行之道。
9. 電梯: 電梯頗為耗電。三樓以下，少搭電梯
，走樓梯，不僅可以運動，也可省電。
10. 汰舊換新: 換掉家裡超過 10 年以上、太老
舊的電器，或是會發出特殊噪音的電器，購買新
電器時，選擇節能家電。
11. 洗澡: 降低洗澡水溫度，夏天不需要太熱
的洗澡水。洗過澡後，水還可以用來拖地或是澆
花，一舉多得。
12.建築降溫: 如果有樓梯上屋頂方便，不妨設
置個小花園，不僅隔熱，能欣賞美美的花草，又
能降低建築溫度。家裡的外牆邊上可種植樹木或
爬藤植物，可阻擋陽光照射，樹蔭下也更涼爽。
家中的窗戶可用隔熱玻璃、或是貼上隔熱紙；另
外，選用較淺色的窗簾，也能減少吸熱。
13.早睡: 有研究表示，早睡一小時可以為每個
家庭節約 10%-20%的用電。早睡了，家中所有的
燈泡與電器都關掉，不僅省電，也對健康有很大
益處。
每個人都可以節約能源愛地球！既為家裡節
省荷包，也為地球節約珍貴的能源，就從每個小
小的生活習慣調整起，您也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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