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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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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8點,網站立即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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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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Kroger壽司吧
New Caney, TX 77357

『高薪』 誠聘
壽司師傅或助手
意者請電: (英文)
832-401-9179

超市內壽司吧
位610北,過I-10
誠徵女性幫手一名

~~ 待 優 ~~
請5點後電或短訊
832-660-2521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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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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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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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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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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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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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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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市壽司吧售!
19300 W. Lake Houston
Humble TX 77346
好價錢，好收入

每周$5000-$5500
(英文) English only
Text/Call: Ms.Young
832-527-2271

金山餐館請人
位Downtown誠請
企檯, 收銀,帶位,

拋鍋,抓碼.全工半工
薪水好. 電: 阿泰
916-529-7337
2001 Jefferson

Houston, TX 7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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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吃外賣
兼小Buffet轉讓
設備齊全，Lunch
Buffet，低價轉讓，

詳情請致電：
210-380-2645

外賣店,薪優
外賣店位於45北.

(Woodland 區) 誠請

長工&半工電話接線員

薪優！電話：

832-457-5542

醫療中心黃金地段旺鋪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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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吃外賣店轉讓
位西北高尚白人區
因人手不足轉讓

生意穩定,租金便宜
有意者請電:

281-813-6809
非誠勿擾

Subway 三明治店招工
地址: 9105 W Sam Houston Pkwy N 500

Houston TX 77064
13050 Louetta Rd 2208, Cypress TX 77429

全職或者兼職都可以,英文基本交流,
其他可以教,正常工資加上小費,收入可觀.

請短訊(為佳): 832-274-2581
或電郵:subwayxy@outlook.com

餐館請人
靠近249, 誠請

全工或半工送外員,
企枱, 炒鍋

前台熟手接電話
意者請電:

281-966-5342

美式中餐館
位6號/290,誠請
全工炒鍋, 油鍋,

打雜，外送員 各一名
需報稅.

以上不包住宿. 請電:
713-213-0086
832-593-6688

糖城中餐館
誠請一名

收銀帶位兼接電話,
全工或半工均可,

需英文流利,可報稅
有意者請電:

832-866-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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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英文流利,懂酒水
全工/半工均可

小費極佳. 聯系電話:
281-636-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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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誠聘
外賣員(全工半工)

位Spring,
249與99交界
聯系人：林先生

832-310-0739

日餐薪優請人
Yamato Japanese Rest.
誠徵Hibachi Chef

鐵板燒師傅
Sushi Chef壽司師傅
2104 61 St., Galveston
409-739-4735

* 『高薪厚職』 餐館誠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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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中餐館請人
位於糖城59-99之間
廚房師傅，油鍋打雜
半工時間4pm-打烊
收銀打包適學生,主婦
半工兩班制11-4pm
晚班4-8pm薪水好

外加小費,需工卡可報稅
電:281-759-0775

*三明治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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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請人
誠請油鍋或炒鍋

全工或半工均可
位Spring地區
意者請電:

713-775-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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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冠酒家誠聘
點心幫工

有身份，可報稅

意者請電:

713-474-7979

中日餐外賣店售
Spring 1700尺

房租4570,有送餐,
生意75000-8000,
合同剩7年半,

開店12年.價格面議
聯系人 :阿暉

832-748-1728

餐館請服務員
Full Time / Part Time

需報稅.
中國城上班
意者請電:

713-981-8818

美式中餐館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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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區中餐館
薪水優, 誠聘
炒鍋及打雜

全工半工均可
有意者請電:

832-782-9884
832-782-8001

糖城翠苑中餐館

誠請油爐

~ 薪資優厚 ~

有意者請電：

832-606-3731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龍記潮州餐館
糖城 (Sugar Land)
六號公路旁,誠請

廣東炒鍋(抓碼,幫廚)
一位. 薪優,
意者請電:

832-513-5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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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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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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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日餐
『薪優』 誠請

●全工壽司師傅
●廚房師傅 ●洗碗
●熟手全工半工企檯

意者請電或短訊
(無人接聽時)

713-820-7402

賺錢中日餐館售
休斯頓北,面積1750呎
房租4400, 包水,

生意5萬多.一手老店
有錢白人區,潛力巨大

老板年老退休,
故售好店. 請聯系:
281-636-1673

*珍寶海鮮城 誠聘
點心師傅 、點心熟籠、點心幫手
炒鍋師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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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淇淋連鎖店
誠徵全職店長一名,
Hillcroft St./8號交界
需略通英文能報稅.

有意者請洽:
281-795-9096

美式中餐館
●位Tomball地區,
( 99和249附近)

誠請炒鍋: 全職/兼職可
●靠290/8號 中餐館
周四 周五下午請打包
待遇優. 意者請電:
832-773-2913

中餐廳請人
位Katy凱蒂

誠招 外送員, 廚師
收銀員, 服務員.
全工或半工均可

意者請電:
978-549-4604

美式中餐老店售
近中國城,美式中餐
快餐老店,不外送,

生意3.8萬,租金$1800
非誠勿擾! 機會難得
意者請電:馬女士
832-206-2005

*賺錢生意急售
●近Memorial 高級區中餐館:設備齊全,有酒牌
年收入近60萬, 業主榮休,僅售$5萬.

●好運大道,禮品批發店 :生意出讓,業主經營
20年,年收入60萬,8000平方呎倉庫,
存貨$240,000, 生意僅售$45,000,
~~機會難得~~ . 有意者請洽: 德州地產
713-988-1668, 832-734-6888(中文)

*日餐旺鋪轉讓
位於休士頓西北角,離中國城大約30分鐘,
人工和物價成本相對低,利潤高,月銷10萬

房租6千左右(包括管理費水費).
還有多年租約,生意還在上升階段, 因家庭
原因需要轉讓. 德州為大量人口流入州,

成長機會無限! 非誠勿擾
意者請電: 832-895-1578 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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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館請人
位休士頓Cypress

誠聘前台、炒鍋

意者請聯系:

985-790-3195

*餐館請人
糖城餐館,誠請
●外送員一名
●收銀員一名
聯系電話:

281-265-0302

中國城悅來餐館

誠請有經驗企檯

全工/半工均可

意者請電或親臨:

281-683-6368

Katy美式中餐
堂吃外賣店+

波霸奶茶店轉讓
1300呎, 生意好

營業額6萬
意者請電:非誠勿擾
832-206-6465

Help Wanted
New HEB Sushi Bar
Full Time/Part Time

Located I-45 South
/ El Dorado Blvd.
713-382-6843

壽司吧位新HEB超市內,
誠請全工半工壽司助手

*大學城中餐館
順德媽媽餐點,誠招
川菜師傅或炒鍋師傅
要求有工卡,可報稅.

每周休息一天,
提供單間宿舍.

工作地點:大學城
聯系方式: 丁女士
660-668-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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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ide HEB. Contact
713-419-0980

*德州連鎖餐館誠聘
廣式燒腊師傅,快手炒鍋手:月薪4500起,

人大氣,不計較,有團隊精神,
要求年齡在55歲以下,試工一個星期,
正式工作後,表現優異的有升遷,加薪和

年底的紅包,做的好的,長期穩定的,有年假,
有分紅入股的機會!(夫妻檔也可以)

請電: 417-708-8888楚

休斯頓Heights
冷飲快餐店轉讓
購物消費旺區,

三年新店,全新裝修,
全新設備,客源穩定.
詳情請電或留言:
832-270-6218

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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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黃金水餃請人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薪優誠請廚房員工
全工. 需有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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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麵館誠請
●煮面師傅一名
●打雜一名
全工或半工均可

50至65歲.
請下午4pm~5pm電:
832-455-3059

*徵外場服務生
日薪$60+小費
全職或打工都可.
832-782-4229
岩屋日本料理店

位Houston中國城

*Woodlands中餐館,薪優

誠請全工半工均可(提供吃住)

●企台 ●炒鍋

意者請電：936-443-2523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北方菜館請人
中國城百佳超市旁
北方菜館, 誠聘
●生手炒鍋一名
●熟手炒鍋一名
薪優面議。電話 :
415-812-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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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876-0995

*中國熊餐館
聘請全職有經驗

廚房師傅:工作6天,
會廣東話,西語為佳.
有意請電或親臨:
281-233-9800

15000 North Freeway
Houston, TX 77090

*路州餐館,薪優

位路易斯安那州

誠請炒鍋一名,

薪優.意者請電:

832-819-8111

中日餐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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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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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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店出售
位中國城,生意極好.

東主每周僅工作10小時,
年入15萬.租金便宜,
經營簡單.無經驗包教.

因東主退休轉讓,
售65萬.意者請電:
713-597-4190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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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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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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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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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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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會計、商業、經濟與
金融等相關科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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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mum Bachelor's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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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前台及牙助
中國城. 需中英文
無經驗可訓練.
請電或Email:

713-773-1300
txdentist101
@gmail.com

公司誠聘
電訓,網路,安保

技術人員
無經驗可培訓
意者請電:

281-208-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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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穩定、準時下班、保險津貼、節慶獎金及旅遊活動
1. 行政人員：系統操作、一般文書及行政事務處理
2. 業務人員：從車房保險售銷及售後服務，

保障高底薪+佣金，歡迎挑戰高薪的您加入.
聯絡方式 Email：job@johnleeins.com

*美國公司請人
位610和290交界處
誠徵●生產工人
$15/小時起薪

●辦公室清潔人員
$13/小時起薪

需有身份,能努力工作
832-584-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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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旅館售
●德州連鎖99房,年營
100萬+,地2畝,售320萬
●德州海邊連鎖100房
年營近500萬,地2畝
售1200萬●休士頓機場
高級連鎖旅館,194房,
年營300萬,售1500萬
832-348-7824黃經紀

中國城公寓招聘
●公寓出租助理:

精通中文，英文或越南話。
懂電腦操作，勤奮有責任心，薪資面談.

●有經驗空調水電工.

電話 : 713-771-5868

公司誠聘：倉管人員
有三年倉庫管理運營經驗,中英文流利,

接受出差.對硬件知識有一定了解者優先.
電話：832-986-1313

Email:monica@streamax.com
公司網址：www.en.streamax.com

公司地址:18702 Kieth Harrow Blvd, #C,
Houston, TX 77084

住家/通勤阿姨
家住59/610,

做飯,家務,照顧孩子
~~薪 優~~
詳情請電:

650-773-9178

住宿家務助理
住休城東北,
Lake Houston

陪顧一位健康老人,
做三餐,日常家務.

薪資商議。
意者請電話或短信:
281-685-3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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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診所聘助理
西南區,工作環境好,

時間好,待遇優.可以訓練
職業前途好.

有意者請電/留言/短訊:
832-367-6016
或Email 簡歷至:

drsjsung@gmail.com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rt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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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主自售
位惠康超市附近,

一樓邊間Apartment
社區安全需磁卡進入
交通便捷,學區佳.
請電洽: 李先生

936-263-9247

診所誠徵前檯
工作環境良好,

沒有經驗可培訓,
全工/半工均可,

需英文流利,有工卡
意者請電:

713-664-6608
713-995-8886

電子廠請人
誠請組裝工人,

QC.有經驗者優先.
薪優,節假日,休假,

年終獎,健康保險.電:
713-349-4559或
送簡歷至:GI-HR@
gicircui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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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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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ervice

診所請助理
中英文流利,

有耐心
意者請電:

832-955-6276
713-271-0118

旅館徵人
誠徵夜班前檯
簡單英語
有工卡

意者請電:周先生
832-613-8868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ITC多間高雅辦公室租
環境高雅, 安全, 安靜, 包水電, 免費高速光纖上網,

辦公傢具, 近中國城5分鐘.
有大停車場. 共多間辦公室出租,$600起
281-498-4310 Lisa ( 中文 )
281-983-8152 Jennifer ( 英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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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租售

Real
Estate

中國城茸蔘店
誠聘男女員工

需有工卡,可報稅
~ "薪優"面議 ~
有意者請電:

713-772-2889
713-354-3233

誠聘 IT電腦維護Par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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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聘 辦公室助理
Office Assistant

熟文書處理, 中英文流利,
溝通技巧佳, 學習能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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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銷售助理
近糖城77406,大型電子公司招銷售助理

要求：中英文流利、溝通能力優秀、
工作細致有條理。

1年以上銷售相關工作經驗。
薪優福利好。

聯系方式請電：832-509-9095

電子維修公司
中國城附近, 誠聘

●維修人員:細心穩定
●接單客服: 懂英文
無需經驗,可培訓.
技術熟練薪資優厚
832-952-6666

安防公司誠聘
●辦公室文員(長工):
英文流利，quick book 經
驗優先，近中國城，薪優
●安裝技術人員，簡單
英文，需出差，公司培訓，
有木工，鉗工，修車，裝
修經驗優先，年薪6w+
電:346-970-7928

冰淇淋連鎖店
誠徵全職店長一名,
Hillcroft St./8號交界
需略通英文能報稅.

有意者請洽:
281-795-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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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Service

200看
護
服
務

22世紀看護公司
以愛心耐心經驗豐富專
業照顧您的家人,美國
護士執照,到府,醫院及
療養院,長期短期及鐘
點看護.●徵經驗看護
請電:Sophia (通國台英)
832-287-8233

賺錢生意急售
●近Memorial 高級區中餐館:設備齊全,有酒牌
年收入近60萬, 業主榮休, 僅售$5萬.

●好運大道,禮品批發店 :生意出讓,業主經營
20年,年收入60萬,8000平方呎倉庫,
存貨$240,000, 生意僅售$45,000,
~~機會難得~~ . 有意者請洽: 德州地產
713-988-1668, 832-734-6888(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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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二開始)找何小姐
713-995-4538

產權公司請人
誠聘過戶專員及助理
需英文說寫流利，
具基本電腦基礎。

認真負責，
有經驗者優先考慮。
Email: sunglawyer

@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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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HOUTOBR@evaair.com

Bilingual English/Chinese a plus,
Good communication & customer services skills,
Computer proficiency, Self-motivated.
Benefits include zero employee contribution
for group health & life insurance, free/discount
air tickets, and matching 401(k). EOE-M/F/D/V

Branch Office

Houston

Job Openings

Cargo Reservation

王朝旅遊聘辦公室助理&營業代表
具有良好的溝通能力，中文國語流利，有耐心
懂電腦，熟悉日常辦公軟件,有較強的責任心和

工作主動性. 薪資面談，有晉升機會！
電話：713-981-8868

郵箱：aatsandyaat@gmail.com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敦煌廣場側面

*AUTO FIT INC looking for Purchasing Assistant
•Assists with the management and tracking of the flow of goods•Maintains company databases, records, and reports•Provides direct administrative and clerical support for procur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and the company overall.•Performs other related duties as assigned by management.

QUALIFICATIONS:•Bachelor’s degree (B.A./B.S.) in Busines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Bilingual in English and Mandarin•Two to four years related experience or equivalent.•Proficient on Microsoft Office

LOCATION: •6969 North Freeway Houston TX 77076
SCHEDULE: •Monday-Friday 8AM-5:30PM, Saturday 8AM-4PM
PAY: •Hourly wage
BENEFITS :•Health insurance •Vision insurance •Dental insurance •401K•Accident Emergency Treatment Benefit •PTO, sick days, and vacation days

Please send resume to adis@autofit.bz

*保險代理誠聘Hiring
Allstate Agency Office

at 77084 Houston
- Customer Service
- Sales

Fluent in English & Chinese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Email resume to:
hatran1@allstate.com
or call: 281-771-9082

誠聘 ●客戶服務人員 ●銷售代表
中英文流利,良好的溝通技巧.

OnestopMining行業領先的礦機公司
美國分公司因業務發展需要, 招聘一名辦公室助理,協助銷售業務,

整理公司的產品資料、訂單、庫存信息以及其他輔助工作.
公司待遇優厚, 帶薪節假日, 牙醫和眼科保險等..
應征者需基本的計算機技能(Word，Excel等),

及良好的溝通技能,團隊合作.
有意者請發簡歷到：ashley@onestopmining.com

聯系電話：346-354-7835，Ashley

公司請人
位於Bellaire及

Corporate Dr路口
誠徵進出口

Documentation人員
經驗不拘.

意者請將履歷表傳到:
hr@bcius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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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

Home
Service

200

裝修請人
誠聘裝修師傅
有經驗優先

有意者請致電：
713-269-9582
346-383-1087

*誠招住家阿姨
做飯和家務為主,
六十歲以下,
一周上班5天,
月薪優厚.
聯系電話:

281-844-0413

*招聘清潔工
早上半天

需工作勤快負責
意者請電:

832-399-1333
281-498-4310

好房間出租
Rosenberg 近
Sugar Land 糖城

獨立套房,獨立浴室,
好環境, 可享用
Clubhouse 設備
281-235-6317

*誠徵全職保姆
位Pearland梨城
周一至周五,

能說廣東話,懂英語者
優先.主要照顧孩子,
輕微的清潔和烹飪.

意者請電:
832-291-6833

*食品公司,薪優 誠徵銷售員
有無經驗皆可,溝通能力強,
中英文流利, 周一至周五.
無需出城. 薪優,有薪假期.

請電:713-983-8822 或將履歷寄至
debra@westlakewholesaler.com

MY HOA FOOD MARKET

*美華超級市場
Hiring: 誠聘以下員工

●Maintenance/handyman維護/雜工
●Cashier 收銀員
●Stocker 庫存點貨員
●Meat & BBQ Dept 肉部,燒烤部
English, Chinese or Vietnamese

Part-time / Full-time
13201 Bellaire Blvd. TX 77083

Call: 832-308-0166

商務辦公室轉租
距中國城10分鐘 高端
辦公大廈,2000+尺,
租期到23年底,可續.
租金全包,無額外費用.
送部分辦公用具,有停車位
713-261-5132
( 短信聯系 ) Cherry

1房1廳好房出售
開車5分鐘到中國城,
8號高速邊,門禁社區,
2樓,木地板,大理石廚
房台面,全新浴缸,

洗衣機,全新安利淨水器
防盜門,沙窗.聯系電話:
832-212-0123

*Innovo Medical
( Stafford, 77477 )

●Accounting Exec :
full accounting, Quickbooks

●Logistics Exec : inventory control,
in/outbound shipment planning

Email: jean@beyondmedshop.com

*長期倉庫工人
勤奮,守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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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stration

招
生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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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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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愛台北 **

舊雨新知

歡迎預約:

832-630-3343

*兩個妹妹
~~保證年輕~~

Bellaire/Beltway8附近
早11點 - 晚10點
每二周換新人

只預約:
626-354-1398

房地產經紀人
Kate Zhang

●個人房屋買賣
●商業房產買賣

微信：8324886304
電/短信：832-488-6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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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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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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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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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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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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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
單

Defensive 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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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年專業教學經驗~~~
832-863-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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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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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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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888-5518

苗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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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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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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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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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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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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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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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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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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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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美甲店出售
位Katy Mill對面,
富人區,1300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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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按摩店,美容美甲店

氣質白嫩甜美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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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送服務
24小時全日
各種接送服務
每日按時接送

最低價格,安全可靠
346-667-4078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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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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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lobalSpanishTutor.com

閩福裝修趙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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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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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婚啟示
美籍華人,男41歲,藥劑師,身高1.75米

誠尋38歲以下女士為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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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地區優先考慮.

意者請電: 832-805-7516
Email: hpca918@gmail.com

極品寶貝!新新新
新人,高顏值

210-985-5717
●誠聘女按摩師

進哥服務接送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奔馳豪華SUV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德州裝修
商業店面,居家房屋
專長: 台面定制,

櫥櫃地板,後院圍欄,
瓷磚,衛生間淋浴,
屋頂瓦片,內外油漆

等.... 請電:
281-464-6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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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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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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ING
for Massage

薪優, 誠聘女按摩師或合作
L'Mai Beauty SPA

Hiring Massage Therapist: 少許英文
全工或半工均可, 有執照者佳.

16510 FM 529, Houston, TX 77095
地點佳, 小費好. 歡迎看店.請英文電/短訊:
832-782-4690 281-673-0454

信譽裝修
舊房翻修,浴室廚房,
房間改造,內外油漆,
地板地磚, 櫥櫃,

屋頂補漏,上下水管,
籬笆水槽,地磚地板等

質量保證. 電話:
626-225-6325

接送翻譯導遊
機場,公共事務接洽,
旅遊,購物,賭場,醫院
Galveston,太空中心
駕照指導.安全準時
Uber駕駛. 請來電:
832-552-6969

4人座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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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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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班招生 按摩學院招生
德州休斯頓永泉按摩學校

官方執照號MS1002
是教育局和按摩局批准的美國專業按摩學校

本校自2006年成立至今已經17年,
學校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學生開店遍及各地.
學費特優只限前12名。免費聯幫考試培訓,
通過率100%，學期兩個半月多可畢業.

現正在招生,報名電話: 713-771-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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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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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700
Re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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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壓槍洗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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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269-9582 346-383-1087

*男士徵女友

誠徵65歲以下的女性做朋友

意者請電:

281-932-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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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摩
服
務

Massage Service

沙龍按摩店售

別猶豫別猶豫別猶豫,,, 別蹉跎別蹉跎別蹉跎歲月歲月歲月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賺錢按摩店+SPA店東主退休售
Massage and SPA Business For Sale

Located FM 529 and HWY 6
Full services: Massage, Hair, Nail, Skin care
Sale price $89000- All equipment included
Good income - Low rent 收入好,低租金

10 years in Business, Owner retires
電: Tom 832-782-4690 有按摩,美髮,美甲,
臉部保養,售8萬9(含所有設備,己經營10年老店)

*牽手踱晚霞
公民女64 歲,有房,性格開朗,
勤儉顧家,欲尋男士64-69歲,

身體健康，舉止得體，住有其所！
有緣有意請致電：
832-298-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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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請人

HIRING
for Massage

1000

Manicure, Sale

美甲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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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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oring Service

地板銷售安裝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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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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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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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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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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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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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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水 水
解 決

家裡上下水問題

702-888-5518

苗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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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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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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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公司
Moving Service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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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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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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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教學
Swimming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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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代理各大品牌產品.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請電: 713-357-8868 (國/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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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實專業冷氣
政府執照,20年經驗
專業安裝,修理,維護

冷暖氣系統.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 電:
832-68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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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送服務
24小時全日
各種接送服務
每日按時接送

最低價格,安全可靠
346-667-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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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氏空調維修
專業+經驗豐富

安裝維修各種空調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電: 彭師傅
832-259-6201

進哥服務接送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奔馳豪華SUV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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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信專業冷暖氣

安裝,維修冷暖氣

價格低,質量優

聯係電話:

713-480-3646

接送翻譯導遊
機場,公共事務接洽,
旅遊,購物,賭場,醫院
Galveston,太空中心
駕照指導.安全準時
Uber駕駛. 請來電:
832-552-6969

4人座新車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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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機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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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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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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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水務

Plumbing
Electrical

電
器

西區優林冷氣
德州技師

維修+保養+更換
請電 :

281-948-9968
夏季清洗保養
特價75元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速達冷暖
安裝+維修+維護
各類商業&民用

空調,暖氣,熱水爐.
收費公道,服務專業
832-883-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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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enate Democrats say getting closer 
to gun-violence compro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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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June 7 (Reuters) - Democrats 
in the U.S. Senate said on Tuesday they were 
encouraged by talks with Republicans on fire-
arms legislation, but warned that any compromise 
would fall well short of all the steps they say are 
needed to curb gun violence.

“Every day we get closer to an agreement, not 
farther away,” said Senator Chris Murphy of Con-
necticut, who is working with Republican Senator 
John Cornyn of Texas on a possible deal.

The Senate’s top Republican, Mitch McConnell, 
said he hoped the two sides would find common 
ground after a wave of mass shootings in Buffalo, 
New York; Uvalde, Texas; Tulsa, Oklahoma; and 
elsewhere.

“We’re hoping to actually get an outcome that will 
make a difference,” he said at a news conference.

Senate Democratic Leader Chuck Schumer of 
New York said he would give negotiators until at 
least the end of the week to reach a deal.

Advertisement · Scroll to continue

The talks have raised hopes of a rare bipartisan 
agreement on gun-related issues in Congress, 
which has failed to act after similar mass shoot-
ings over the past decade. Most Americans sup-
port stronger gun laws, opinion polls show.

Democratic President Joe Biden supports the 
effort, White House spokeswoman Karine Jean-
Pierre said. “He is optimistic about what he’s 
seeing,” she said at a press briefing.

But any agreement that emerges will not likely 
include the new limits on gun ownership that 
Biden and most other Democrats say are needed 
to reduce gun violence that claimed more than 
45,000 American lives last year.

Advertisement · Scroll to continue
Biden last week called for banning assault-style 
rifles and high-capacity magazines, or at least 
raising the minimum age to buy those weapons 
from 18 to 21.

The Democratic-controlled House of Representa-
tives is expected to approve some of those propos-
als on Wednesday, but they are unlikely to clear 
the evenly divided Senate, as many Republicans 
are opposed to tighter gun controls.

“Obviously, an agreement that we reach with the 
Republicans won’t come close to the full list of 
things that I think are necessary to curb this epi-
demic,” Murphy said. “But the Americans people 

are looking for progress.”

Instead, Murphy and Cornyn are considering more mod-
est proposals: encouraging states to adopt “red flag” laws 
to deny firearms to people deemed a risk to public safety 
or themselves; upgrades to school security; strengthening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nd doing more to keep guns out 
of the hands of people who are legally barred from 
owning them, such as felons.

Senator Roy Blunt of Missouri told reporters that 
Cornyn got a positive reception from fellow Republi-
cans during a closed-door briefing on the negotiations, 
but did not provide details on any of the measures that 
could be included.

The U.S. Supreme Court this month is expected 
to rule on a New York state case that could bring a 
sweeping expansion of gun rights. read more

Firearms ownership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hotly 
contested iss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Gun rights advo-
cates, including most elected Republicans, staunchly 
maintain that the Second Amendment of the U.S.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the right to bear arms. Gun 
control supporters say permissive U.S. gun laws lead 
to needless deaths.

A pedestrian reads a sign at a memorial honoring 
45,000 lives lost due to gun violence in 2020 seen on 
the National Mall near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in Washington, U.S., June 7, 2022. REUTERS/Leah 
Mi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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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Residents chat in front of a destroyed building in Borodianka, Kyiv Region, 
Ukraine June 4, 2022. REUTERS/Edgar Su

A man shows a student’s document inside a building of Kharkiv National University destroyed 
by Russia’s attacks in Kharkiv, Ukraine June 3, 2022. REUTERS/Ivan Alvarado

A woman stands behind a car with shattered glass near the scene of a shooting at the Boise 
Towne Square shopping mall in Boise, Idaho. REUTERS/Shannon Stapleton

A local resident Elena, 81, 
reacts as she leaves her building 
destroyed by Russian military 
strike, amid Russia’s invasion 
on Ukraine, in the town of 
Druzhkivka, in Donetsk region, 
Ukraine June 6, 2022. REU-
TERS/Gleb Garanich

A woman reacts in front 
of a house during a fire 
following a military strike 
at a residential area in 
Kharkiv, Ukraine June 
7, 2022. REUTERS/Ivan 
Alvarado

Children sit in a bomb shelter 
in the course of Ukraine-Russia 
conflict in the town of Rubizhne 
in the Luhansk region, Ukraine 
June 1, 2022. REUTERS/Alex-
ander Ermochenko

Tesla CEO Elon Musk
warned of his “super
bad feeling” about the
economy saying his
auto company Tesla is
expected to trim about
10% of all jobs and ask
his executives to pause
all hiring worldwide.

This comment also
echoes the remarks
from Chase Bank
president Jamie Dimon
who cautioned of a
“hurricane bearing
down on the U.S.
economy and a weaker

outlook report.”

Last week President
Biden met in the White
House with Federal
Reserve Chair Jerome
Powell and U.S.
Treasury Secretary
Janet Yellen to talk
about the current
economy. In May alone
the nation added 300,
000 more jobs, but
inflation still remained
high.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central bank will
continue to curb
inflation by raising the

interest rate 0.5
percent every month
until inflation can be
controlled under 2%.
But this action is likely
to lead to a recession
for the economy.

Today we should have
a very clear idea why
we have the current
economic chaos which
is causing people to
suffer. First of all,
Covid-19 that occurred
three years ago swept
the world and caused
major casualties. To
this day, so far,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still struggling.

Due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upply
system is collapsing.
China, known as the
world’s factory, is
under great pressure.
Many factories have
moved out of China,

but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products made in
China have occupied
most of the world’s
market. If the factories
continue to move out of
China, there will be
great difficulties to
produce those products
somewhere else easily.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has been going on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days now. Because of
the complete blockade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lies, the
normal supply chain
has been greatly
interrupted.

The above mentioned
critical issues are being
faced by President
Biden on bo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ronts. If
he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s, it will not
only just be related to
the midterm election,
but also will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to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0606//0606//20222022

Elon MuskElon Musk’’ss ““Super BadSuper Bad
Feeling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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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ussian tank enters a region con-
trolled by Moscow-backed rebels in 
eastern Ukraine on Feb. 24, 2022. 
(Photo/Nanna Heitmann—Mag-
num Photos)
On Wednesday, February 23, 2022, Vladimir Pu-
tin declared war on Ukraine with tanks, rockets, 
and a slap to the face. The optics of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
curity Council, announcing the invasion of a 
sovereign nation during an emergency meeting 
of its members—presided over by Russia’s U.N. 
ambassador, no less—were stark: the ultimate re-
pudiation of the rules-based world order that the 
organization embodies.
U.N. Secretary-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was 
shocked enough to call it the “saddest moment 
in my tenure.” Though as the bombardment of 
Ukrainian cities escalated alongside the testiness 
of exchanges inside the chamber, feelings shifted 
to outrage at the impotence of members’ calls for 
peace and dialogue.
 “At the exact time as we were gathered in the 
council seeking peace, Putin delivered a message 
of war in total disdain fo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is council,” said U.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Linda Thomas-Greenfield. “This is a grave emer-
gency.”
It would be reductive to attribute these failings 
simply to Putin’s belligerence. It’s been an open 
secret that global governing institutions have been 
broken for a long time, spotlighted by a series of 
recent crises that have received limp attention: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return of the Taliban to power in Afghanistan, 
popular uprising in Kazakhstan, coup d’état in 
Myanmar, and now, most drastic of all, invasion 

of Ukraine.

People wave a huge Ukrainian national flag 
during an action in support of their country 
in Kramatorsk, Ukraine, Wednesday, Feb. 
23, 2022. (Andriy Andriyenko—AP)
 “It’s the biggest crisis since World War II, in the 
[heart] of Europe, and will have huge conse-
quences,” former Mongolian President Tsakh-
iagiin Elbegdorj told TIME on Thursday. “It 
will require great effort to settle this issue and 
update the world order.”
 “It seems that the old Cold War tensions never 
really went away,” former Thai Prime Minister 
Abhisit Vejjajiva tells TIME. “It’s almost as if 
we’re back to a situation of war and potential 
flash points around the world.”
On Wednesda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alled out Beijing for its role underwriting this 
shift. “Russia and [China] also want a world 
order,” U.S. 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Ned 
Price told reporters. “But this is an order that is 
and would be profoundly illiberal, an order that 
stands in contrast to the system tha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 have built in the last seven 
decades.”

But partial blame must also be placed on the 
hubris of the U.S., which never strengthen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ose 70 years when 
it was the only dominant power.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set out global economic 
rules around which we still operate, includ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others, in terms of trade, 
commerce, and sanctions for noncompliance. 
Up until recently, because of the wealth of 
America and the potency of developed Euro-
pean nations, the West largely called the shots. 
Today, however, Washington finds itself unable 
to freely exert its will as a result of Beijing’s 

swelling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clout. Tell-
ingly, Chinese officials lead four of the 15 U.N. 
specialized agencies. In January, China was the 
only U.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 to vote 
with Russia in a failed attempt to stop a U.S.-re-
quested meeting regarding Moscow’s troop 
build-up at its border with Ukraine.
Meanwhile, Russia has stunningly co-opted the 
language of the U.N. Charter 2(4) regarding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to justify its 
actions. “So it’s sort of claiming the mantelpiec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while fundamentally and 
quite dramatically undermining it,” says Les-
lie Vinjamuri, dean of the Queen Elizabeth II 
Academy for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Af-
fairs at Chatham Hous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 
says Rana Mit-
ter,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mod-

ern China at Oxford University, is that the former 
wants to influenc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o its own 
benefit from within, while the latter wants to tear it 
up entirely: “Because of the kind of state that China 
wants to be, that is globalized in terms of its trading 
capacity but able to be as self-sufficient as possi-
ble at hom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ctually suits it 
very well.”                             
That makes it arguably a larger challenge for the 
West than even the Cold War, when the West 
was up against a country that was in military 
terms a superpower, but economically weak. 
With China, “all of a sudden we’re looking at 
a country that has the economic capability to 
take us all on,” says Iain Duncan Smith, an MP 
and former leader of the U.K. Conservative 
Party. “That means the rule-based order can be 
debauched, which is what’s happening now.” 
Beijing support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agreements aligned with its goal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and the Paris climate pacts. But 
where Beijing’s interests diverge from estab-
lished norms, especially human rights, it aims 
to corrupt those values and bring in alternative 
models. In fields where standards are yet to be 
established, like internet governance, Beijing 
works with Moscow and other illiberal nations 
to push standards that align with their interests. 
It can do so because those institutions in them-
selves are weak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gathers 
for an emergency meeting at the request of 
Ukraine over the threat of a full-scale inva-
sion by Russia, in New York City on Feb. 
23, 2022. (Photo/David Dee Delgado—Getty 

Images)
China’s ambivalence on Putin’s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spotlights the new normal. 
While calling for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on 
Thursday,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effectively gave his blessing to the invasion, tell-
ing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Sergei Lavrov, on a 
call that “the Chinese side understands Russia’s 
legitimate security concerns.”
“Beijing thinks this one’s probably going to by-
pass China, as it is a war between two European 
countries,” says Mitter. “And that the role of 
NATO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lly what’s at 
the heart of the dispute.”

Firefighters work on a building fire after 
bombings on the eastern Ukraine town of 
Chuhuiv on Feb. 24, 2022. (Aris Messinis—
AFP/Getty Images)
It’s wrong to think of inaction as completely 
new, though. In truth, the exceptional moments 
in U.N. history have been when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among the P5—the officially rec-
ognized nuclear-weapons states—to stand up 
fo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hen one of them 
was involved. “It just doesn’t happen,” says 
Vinjamuri. “So this [kind of Ukraine situation] 
isn’t really out of keeping; it’s built into the 
structure of the U.N.”
Conclusion
Moscow’s Military Push Has Upended Post-
Cold War Security, United NATO Allies And 

Renewed Foreign-Policy Debates
Much will depend on whether meaningful costs 
are inflicted on Putin. The U.S., E.U., U.K., 
Australia, Canada, and Japan have unveiled 
sanctions on Russian banks and wealthy cronies 
of Putin, while Germany halted certification 
of the Nord Stream 2 gas pipeline from Rus-
sia. However, China along with other Kremlin 
friends can likely compensat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rose 33.6% year-
on-year to some $140 billion in 2021. Pakistan 
Prime Minister Imran Khan was in Moscow 
on Wednesday to discus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2.5 billion Pakistan Stream gas pipeline, 
which Moscow wants to build between Karachi 
and Kasur, expressing bewilderment at arriving 
during “so much excitement.”

A Ukrainian service member on patrol along 
the Russian border  on Wednesday. (Photo/

ANTONIO BRONIC/REUTERS)
 “The [Ukraine] situation has escalated due to 
pure mistrust,” he says. “Russia is uncomfort-
able with having NATO installed on its door-
step. Ukraine feels threatened. And the West is 
suspicious of Russian motives.” A meaningful 
discussion about the expansion of NATO and 
the sovereignty of Ukraine by a neutral party 
might have led to a more desirable outcome, he 
adds. “I don’t pretend it’s easy, but I can’t see 
that happening when it’s just being dealt with by 
the conflicting parties.”
Russia’s military incursion deeper into Ukraine 
is one of those rare events that won’t merely 
affect the world. It will change the world. By 
moving further into a sovereign state to bring 
it under his thumb,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shattered the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at 
has prevailed in Europe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no one knows what will take its 
place. The ability of the U.S. to do what three 
consecutive presidents have pledged to do—
clear away other international entanglements 
to focus on competition with China—has been 
undercut again. Military expenditures will like-
ly increase in the Wes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be set back.

Meanwhile, fissures that have been lying just 
beneath the surface in American politics, sep-
arating internationalists and neo-isolationists, 
are becoming more visible, particularly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Those are just some of the 
ripple effects. Like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the 
onset of what could become the largest ground 
warfare in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marks 
such a departure from the norm that some of its 
consequences are impossible to know for sure, 
and some figure to play out in unexpected ways 
for years to come.
The most immediate help China can give Rus-
sia is simple relief from the sanctions imposed 
on Moscow, which are now set to expand and 
deepen. More broadly, China and Russia share 
a motivation to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kind of 
paralle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part from 
the dollar-denominated, American-dominated 
one that currently exists. Dreaming of such an 
outcome and achieving it are two quite differ-
ent things, but the dream now might have new 
resonance. Still, China has other interests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and doesn’t seem in-
terested in seriously breaking ties, which could 
limit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Those compet-
ing interests might explain Beijing’s awkward 
reaction so far, in which it has refrained from en-
dorsing Moscow’s move but has talked vaguely 
about respecting “relevant countries’ legitimate 
security concerns” in Ukraine. (Courtesy time.
com) (Courtesy 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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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Changes The Global Order Forever

BUSINESS

(Editor’s Note: Because we right now in 2022 
are witnessing a full frontal military invasion 
of the country of Ukraine by Russia,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friction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has existed for several de-
cades going back to the Joseph Stalin era in Rus-
sia. In this article, we can only provide a general 
overview of what has occurred in the past to try 
and ascertain where the ongoing conflict of to-
day may be headed. Between 1932 and 1934, 
millions of Ukrainians lost their lives, while to-
day, the combined losses of the Ukrainian peo-
ple and Russian combatants is on the rise daily. 
We hope this article will better assist you in un-
derstanding this current conflict and how it will 
affect our community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John Robbins)
After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Ukraine 
was an independent state, but in 1919 the Soviet 
Union “sucked” it into the community of Soviet 
states. The Ukrainians considered themselves 
a Central European country, like Poland, and 
not an Eastern European country like Russia. 
They tried to restore Ukraine’s independence. 
Holodomor was a man-made famine that con-
vulsed the Soviet republic of Ukraine from 1932 
to 1933, peaking in the late spring of 1933. It was 
part of a broader Soviet famine (1931–34) that 
also caused mass starvation in the grain-growing 
regions of Soviet Russia and Kazakhstan.

In 1932, not wanting to lose control of Europe’s 
main source of grain, Stalin took away the 

grain-producing land from the Ukrainian peas-
ants and also all the grain, creating an artificial 
famine. The goal was to “teach Ukrainians to 
be smart” so that they would no longer oppose 
Moscow. The people who produced the most 
grain in Europe were left without a crumb of 
bread.

At the entrance to the memorial park in 
Kyiv, there is a sculpture of an extreme-
ly thin girl with a very sad look holding a 
handful of wheat in her hands. Behind her 
back  is the Candle of Remembrance. This 
monument commemorates the Holodomor.
The peak of the Holodomor was in the spring 
of 1933. In Ukraine at that time,               17 
people died of hunger every minute, more than 
1,000 every hour, and almost 24,500 every 
day! People were literally starving to death in 

the streets.
Stalin settled Russians into the emptied 
Ukrainian villages. During the next census, 
there was a huge shortage of population. 
Therefore, the Soviet government annulled the 
census, destroyed the census documents, and 
the census takers were shot or sent to the gulag, 
in order to hide the truth.
Today, 28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present 
the Holodomor as genocide against Ukrai-
nians. You couldn’t learn about in school be-
cause almost all evidence was destroyed and 
victims were covered up for decades. To this 
day mass graves are being uncovered.

The Holodomor: Total death estimates 
range from 3 million to 5 million.
The Holodomor, also known as the Ter-
ror-Famine or the Great Famine, was a fam-
ine in Soviet Ukraine from 1932 to 1933 that 
killed millions of Ukrainians. Wikipedia
Number of deaths: 3,900,000
Start date: 1932
Location: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End date: 1933

The Holodomor at that time broke the 
Ukrainian resistance, but it made the desire for 
Ukraine’s independence from Russia eternal. 
-- Author Unknown. (Courtesy Clive Leighton 
and Laura Lian 2022)
Holodomor: Stalin’s Genocidal Famine Of 
1932-1933 | Infographic
Holodomor (“death by hunger” in Ukrainian) 
refers to the starvation of at least four million 
Ukrainians in 1932–33 as a result of Soviet 
policies. The Holodomor can be seen as the 
culmination of an assault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Soviet state on the Ukrainian peas-
antry, who resisted Soviet policies. This assault 
occurred in the context of a campaign of intim-
idation and arrests of Ukrainian intellectuals, 
writers, artists, religious leaders, and political 
cadres, who were seen as a threat to Soviet 

ideological and state-building aspirations.

Joseph Stalin
The Ukrainian peasants were given impossible 
high quotas of the amount of grain to submit 
to the Soviet state. Special teams were sent in 
to search homes and confiscate all produce to 
the last grain. A particularly brutal law called 
“5 ears of grain law” was passed, following 
which starving Ukrainians were shot on the 
spot for gathering grain that remained on the 
field after the harvest.
As a result, at least four million people starved 
to death in Ukraine. At the height of the Ho-
lodomor, 28,000 people were dying per day. 
This number does not include the ethnic 
Ukrainians outside the Ukrainians SSR who 
died, the half million people deported from 
Ukraine during collectivization or the thou-
sands of religiou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leaders 
who were destroyed.
The USSR attempted to cover up the Ho-
lodomor, and Russia continues to deny or di-
minish it to this very day.

(Courtesy https://euromaidanpress.com/)
~

Ukraine Today 2022

“The desire for Ukraine’s inde-
pendence from Russia is eternal.”                                    

– Author Unknow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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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domor, Ukraine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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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記者黃梅子）大家好，歡迎
收看生活故事會，我是講故事的人黃梅
子。本周，一場牽引世界眼球的案子在
一個半月的拉扯後終於落幕。好萊塢巨
星強尼德普對前妻提起誹謗訴訟案，6月
1日獲得全體陪審團12名成員的一致支持
，• 德普勝訴，獲賠 1500 萬美元，德普
家暴妻子" 的罪名算是正式洗清。今天我
就來跟您講講德普和他前妻女演員安柏
的故事。

以《剪刀手愛德華》、《加勒比海
盜》系列等影片享譽全球的好萊塢巨星
強尼•德普，於2012年與小他18歲的女
演員安柏•希爾德因戲結緣，並在2015
年正式結婚。但僅僅十五個月後，這段
婚姻便以離婚收場，而且並非和平分手
，卻是走到了訴諸公堂撕破臉的地步。
安柏聲稱，德普在酒精或藥物影響下，
常對她實施“口頭和身體的虐待”。同
時，一些安柏疑似受傷的照片，也開始
在媒體和網絡上廣泛流傳。德普為此向
前妻安柏支付了700萬美元和解金息事寧
人，安柏則承諾將這筆賠償全都捐給公
益組織，兩人發表的聯合聲明中，也強
調他們始終都是愛多於恨，都“從來沒
有任何身體或情感傷害的意圖”。

然而，到了2017年10月，好萊塢電
影大亨哈維•韋恩斯坦的性醜聞東窗事
發，轟轟烈烈的me too女權運動就此起
勢，美國電影圈中大量女演員或普通從
業人員紛紛鼓起勇氣，說出自己曾遭受
過的不公待遇。

在此背景下，2018年 12月，德普前
妻安柏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署名文
章《我反對性暴力——也遇到過網暴。
這必須要改變了》，雖然全文完全未提
及前夫的名字，但既然說自己就是“受
到家暴的公眾人物代表”，矛頭直指德
普。

德普因此名譽掃地，被好萊塢拉入
黑名單。於是德普在2019年初將前妻告
上美國弗吉尼亞州法庭，告前妻誹謗罪
，德普說自己才是家暴的受害者，甚至
還被前妻弄斷過手指，如今卻被安柏倒
打一耙，因此只能拿起法律武器捍衛自

己了。
面對德普的名譽權官司，安柏毫不

示弱，在2020年8月提出反訴訟。於是
，到了今年4月11日，這場全美矚目的名
譽權官司終於開鑼唱響。包括雙方私人
助理、醫生、保鏢、經紀人、會計師、
友人、親戚在內，大量證人先後被傳喚
出庭，心理學專家、社會學專家和法律
專家也都被請到現場，給出自己的專業
意見，而過去曾和德普有過不同程度交
往的前任、前前任明顯女友也都紛紛出
庭作證，力挺德普。

最終，12名陪審團成員一致認定，
安柏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的文章，
確實對前夫構成誹謗，德普勝訴！德普
的粉絲們一片歡呼，德普和前妻安柏在
法庭上互懟的畫面也被做成各種表情包
，給吃瓜群眾帶來無限歡樂。法庭上的
對話尤其具有幽默感。
在庭審現場，德普控訴前妻安柏曾經在
自己的床上拉屎，法官於是問德普:“你
怎麽確定床上的屎不是你自己的狗拉的
呢？”
德普很無奈地說：“我的狗是一個約克
夏茶杯犬……”

也就意味著只有三斤重的約克夏茶
杯犬顯然拉不出有大約兩斤的屎，誰能
想到長得這麽美的安柏居然會在床上拉
屎？還一拉拉兩斤？

這段對話導致法庭笑場，德普和安
柏也 笑了出來，真是太歡樂了。

這兩位曾經高調秀恩愛的好萊塢明
星夫婦，一位是《加勒比海盜》中迷倒
萬千少女，帥到掉渣的船長德普；另外
一位，則是出演電影《海王》中盛世美
顏海後的安柏。

我們首先從兩人的相遇開始說起。
2009年，兩人在拍攝電影《萊姆酒日記
》時結識。當時，已經是好萊塢一線巨
星的強尼德普初次看見艷驚四座的女演
員安柏，就忍不住心動了。戲裏他們飾
演的主角一吻生情，戲外的他們也假戲
真做。兩人決定沖破一切阻力都要在一
起。於是德普想盡辦法甩掉了當時同居
了14年的法國演員、模特凡妮莎•帕拉

迪絲，安柏也拋棄了
同性戀女友，變成了
雙性戀，兩個人於
2015年結婚。

沒想到，結婚僅
僅十五個月，轟轟烈
烈的愛情就化為了泡
影，安柏向法院起訴
離婚，原因是德普婚
內虐待，並向法院申
請了限製令。德普隨

即否認了以上指控，在庭外兩人進行了
和解，還給了700萬美元作為贍養費。

隨後，兩人還一起發表了一份聯合
聲明：
“我們的關系非常好，雖然有時不穩定
，但都是以愛為前提。雙方都沒有為了
經濟利益做出虛假指控，也從來沒有任
何身體或情感上的傷害。”

本以為，這場官司就此結束，誰知
這只是剛剛開始，一場狗血的故事就此
展開。

2018年 12月，《華盛頓郵報》出現
了一篇專欄文章，名字標題為《我反對
性暴力》，內容講述了她在2016年變成
了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作者竟然是德普
的前妻女明星安柏，瞬間引起了轟然大
波。一夜之間，德普的名字和家暴男的
標簽緊緊貼合在了一起，德普眨眼從天
堂掉入了地獄。

粉絲的大規模脫粉，導致德普事業
也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損害。為了挽回名
譽，德普立馬發起了誹謗案官司，索賠
5000萬美元。

而另外一邊德普的前妻安柏也不甘
示弱，直接發起了1億美元反訴。

轉瞬間，兩人也由恩愛夫妻對薄公
堂。
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都同情女性，覺得
安柏是可憐人，受到了傷害，尤其在安
柏拿出了德普傷害她的照片證據後，大
家更是怒火中燒。安柏在法庭上稱這些
照片拍攝於2016年5月，也就是兩人鬧
離婚的時候，得知安柏把他告上了法庭
，德普暴怒，直接狠狠地把手機砸在她
的臉上。

並且安柏說德普經常對她進行口頭
和身體虐待——包括口頭威脅、咒罵、
打耳光、拳打腳踢、掐她脖子。

總之，她每天都生活在水生火熱之
中，生怕德普一不高興就把她殺了。

除了證詞，她還放了德普“家暴”
的視頻。視頻中德普怒氣沖沖，又是摔
櫃子又是摔酒瓶，還對著安柏破口大罵
。

除了視頻佐證外，艾梅伯還公布了
德普手機中的短信，裏面都是：燒死安
柏”、“還是淹死她吧”之類的威脅恐
嚇言辭。
這一切都坐實了德普背地裏“家暴男”
的人設。

而面對安柏的指控，德普明確表示
這完全是謊言。德普表示他自己才是受
害者，他從未以任何方式打過安柏，一
生中也從未打過任何女人。並且上傳了
自己才是受害者並被安柏家暴的照片。

單單這些照片並不能服眾，畢竟安
柏身材瘦小，不足50公斤，而與之相反
的是德普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德普方
面為了讓大家相信自己才是受害者，庭
審過程中團隊公布了德普於2015年手指
被切斷的全過程。

2015年的某一天，安柏不知為何突
然發火，還向德普砸伏特加瓶子，結果
玻璃碎裂彈飛，將他手指切斷。

甚至安柏還對德普進行了嚴重的精
神傷害，2016年德普有次想回倆人共同
的家中取一些東西。當時安柏正好外出
不在家，此時去拿東西能避免倆人碰面
、無疑是最好的時機，但是他卻受到了
安保人員的強烈阻止。原因是安柏在兩
人共同的雙人床上拉了一坨巨大的屎！

你們能想象？身為一個女明星居然
在床上拉屎？對此安柏當然是不可能承
認的。

就在大家震驚，不敢相信的時候，
德普又獻上了一份安柏親口承認家暴的
錄音，其中一句話，更讓人吃驚。安柏
叫嚷著，“你去跟全世界說，我，約翰
尼•德普，一個大男人被家暴了。你看
看誰會信你！”

為了反擊德普提交的證據，安柏則
以德普過去吸毒，酗酒的黑歷史，作為
德普家暴的證據，以此一口咬定德普就
是“家暴男”。

此外，律師還在法庭上展示了一塊

遮瑕膏，聲稱安柏2016年在被家暴期間
一直在用這款遮瑕膏覆蓋自己臉上的淤
青，並且其化妝手段已經到了爐火純青
的地步。

然而實際上，遮瑕膏公司負責人指
出，這塊遮瑕膏，17年才上市，也就意
味著，艾梅伯不可能穿越時間獲得這塊
遮瑕膏……

德普方面則是請出了大殺器，德普
前任——女演員薇諾娜•瑞德在法庭上
出具了這樣一份聲明：

安柏的說法讓我難以想象，她的描
述和我認識的德普完全不同。我並沒有
說任何人是騙子，但就我而言，德普從
來沒有那樣對待我。在我的眼裏，他是
個非常好的、有愛心的人，他非常非常
保護他所愛的人。”

而與德普相戀十四年的前前任凡妮
莎•帕拉迪絲則說：“我和德普在一起
14年，並共同撫養我們的兩個孩子。這
些年裏，我一直覺得德普是一個善良、
細心、慷慨、非暴力的人。他從未對我
施以暴力或虐待。”

德普這個人原來是眾所周知的低調
，他一直隱居，躲在角落彈吉他，也不
怎麽上節目。他是那種“他們愛說就說
吧”的人，不屑於辯論。但是，為了他
的孩子，他覺得要討個清白，他說“我
14歲的兒子去上學的時候一定不容易，
周圍的人都在說，‘怎麽，你爸是打女
人還是幹嘛？’他憑什麽要遭受那些？
我女兒又憑什麽要遭受那些？ 這 這 場
全球關註的官司中，德普雖然贏了官司
，卻輸了情感，他的前妻安柏無疑輸得
更慘，今後恐怕再也沒有電影可拍了。
曾經的浪漫愛情故事，如今落得一地雞
毛，實在令人感慨。

歡迎收看美南國際電視15.3《生活》
節目之《生活故事會》，每周一晚7點首
播，周二下午12:45、周六晚7:30重播。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本期本期《《生活故事會生活故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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