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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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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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aurant
Hiring
餐館服務

*新新餐廳誠請

炒鍋, 企檯 ,傳菜
請中午 12 點後電:
713-492-4897
或晚上 6 點後親臨
找: Kevin
6816 Ranchester
(Bellaire/Ranchester)

中式快餐店,位於
2575 B South Dairy
Ashford/Westheimer
誠請 炒鍋及油爐

糖城 (Sugar Land)
六號公路旁,
龍記潮州菜館,誠請
廣東炒鍋, 抓碼(幫廚)
全工/半工企檯
各 1 名. 薪優，請電：
832-513-5699

北方煮面師傅一名,
打雜一名,
●收銀一名
全工/半工,50-65 歲.
有意者請聯系電話:
各 1 名.
聯系電話:
832-455-3059
意者請電 : 周先生
281-235-3531 832-277-2317 聯系時間下午 4-5 點

連鎖餐廳-Tim Ho Wan ( 添好運 )
Katy 亞洲城 誠徵：
大堂經理, 企檯, 傳餐, 後廚點心師傅,員工
公司提供醫療保險，福利，休假，獎金.
需報全稅.如有興趣，請寄簡歷到:
david@timhowanusa.com
或來電: David Li 832-788-0217

中餐館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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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星期一至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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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菜館請人 *黃金水餃請人 美式中餐館招工 糖城翠苑餐館 請 Server 企檯

Chow Wok 糖城中餐館請 糖城面館誠請

*米其林星級港式早茶點心

中餐館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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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金冠酒家誠聘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廚房油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打雜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身份,可報稅.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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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281-866-502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企台一名

珍寶海鮮城 誠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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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場附近經營 40 多年
『玉宮樓』 招工！
企台、炒鍋、廚房幫工
有無經驗均可.
待遇面談. 意者請電:
281-446-1616
地址 330 1st Street E,
Humble, TX 77338

美式中餐館招

大學城中餐館

順德媽媽餐點,誠招
Downtown 地區, 川菜師傅或炒鍋師傅
招二廚,幫廚,學徒. 要求有工卡,可報稅.
每周休息一天,
薪優,廚房關系簡單
提供單間宿舍.
有意請電至:
工作地點:大學城
361-960-8256 聯系方式: 丁女士
如未接,請短信留言 660-668-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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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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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川菜館

7月20日 星期三

SINH SINH 豆腐村餐館急徵 黃金茶寮,薪優

Lucky Palace Korean
Restaurant at Bellaire,
Chinatown, Full/Part
time, great income and
flexible hours. Please call
有意者致電:
281-889-0533
346-932-2551 8508
Bellaire Blvd.
4555 Hwy 6 全半工,收入好,時間彈性

誠聘油爐一名
~薪資優厚~

餐館招聘

中餐館請人

廚師, 抓碼, 打雜,
誠請炒鍋
距離休斯頓 2 小時 新人事,新作風
車程, 包吃住.
有意者電或親臨:
意者請電:
832-766-6388
361-649-7476 6340 N. Eldridge Pkwy #K
361-573-6600 Houston, TX 77041

餐館請人,薪優
多年老店, 湖南餐廳
位於 糖城 及 Katy 之間. 誠請
●有經驗會看英文單的炒鍋
●半工和全工企檯
生意穩,收入佳. 請電洽 : 王小姐
281-804-9514

外賣店,薪優

位中國城敦煌廣場 炒鍋 1 名及點心傳送員 外賣店位於 45 北.
週末帶位收銀員.
急徵廚房大廚.
有意者請二點後電： (Woodland 區) 誠請
大廳服務員及收銀員 281-495-8818
長工&半工電話接線員
或親臨地 址:
( 需少許英文 )
9968 Bellaire Blvd #160
薪優！電話：
意者請電:
Houston TX 77036.

餐館招人

位 Corpus Christi
位 610/290 交界
誠請熟手川菜師傅 位中國城,中國餐廳
誠請企檯
Chinese
wok 中餐炒鍋
離中國城 20 分鐘
略懂英文
~~ 待遇好 ~~
誠請炒鍋、打雜
Grill cook 燒烤師傅
誠請
半工/全工均可
有意者請電:
月淨入$3800 及假期
抓碼, 粉麵 及企檯
有經驗全工炒鍋
意者請電:
510-423-8108
提供食宿.50 歲以下.
請下午 3 點後電:
有意者請電:
713-266-1468
4526 Hwy 6
需英文. 英文電/短訊:
713-577-9039 281-682-2078 Sugar Land, TX 77478 713-459-1501 281-881-3535 有意者請親臨本店謝謝 832-457-5542 361-876-9634

壽司餐館請人

Restaurant Hiring

*HEB 超市內壽司吧請人
HEB, Kroger Sushi Roll Available People Priority
( Training Available ) 10 mins from Pearland
Medical Center/ Hwy-288 / Rice Universty
Address: 6055 South Freeway, Houston,TX
Please call: 832-808-0206
誠請全工/半工壽司師傅及廚房幫手,
懂少許英文即可,近醫學中心及 Rice 大學

Restaurant Hiring

中
日
餐
請
人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中日餐館出售 中餐堂吃外賣店

位糖城,已經營 4 年,有
淡酒牌,1300 尺,月租
3500(包含圾費、管理費)
每周開六天,日餐占三成
上升空間巨大,周圍環境
包括住宅、公司及學校.
誠心有興趣者請聯系看店
電:281-903-6795

休斯頓北最繁華

KATY 日餐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壽司餐館請人 Kroger 壽司吧 NOW
Kroger Sushi Bar
New Caney, TX 77357

Restaurant Hiring

『高薪』 誠聘
壽司師傅或助手
男女均可
~~提供住宿~~
832-401-9179

w/ sushi machine
located w.43rd/Ella Bblvd
experience plus but not req.
Little English okay
call: 213-276-8585
超市壽司吧請壽司助手,
少許英文,無經驗要求

*美日餐館,高薪 經理,鐵板師傅 日本餐館誠請

超市內壽司吧

Restaurant Hiring

位糖城 River Stone
Kroger 超市內
誠聘熟手 Sushi 師傅
~~ 薪優 ~~
有意者請電:
832-846-2345

日餐鐵板店

日式餐廳誠請

有經驗的
『薪優』 誠請
二家 Galleria &1960 休斯頓近郊小城
位休斯頓 Katy,
有經驗壽司師傅,
●全工壽司師傅
Kitchen Chef,
誠請經理,企檯,帶位
誠徵全工,
誠招企台、前台，
助手, 廚房師傅,
●廚房師傅 ●洗碗
Bartender 調酒師
需有身份,可訓練, Sushiman, Manager
●熟手全工半工企檯 需英文流利,懂酒水
或找合伙人 Partner 薪資優,人事簡單,
油鍋, 企台.
供膳宿,待優
全工/半工均可
看店如有意者店可出售
意者請電或短訊
需報稅.
電話
：
聯系電話 :
意者請電:
小費極佳. 聯系電話:
(無人接聽時)
281-736-8981
713-820-7402 281-636-8808 832-857-5785 346-372-2247 618-699-1155 347-645-3070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中餐館轉讓

美式中餐轉讓

餐 賺錢好餐館讓 麵包咖啡簡餐店
位 Galleria 區 糖城百佳超市正門口
館
兩個單位，一個 G,
租 1000 呎賺錢外賣店 一個 Q (中央廚房)
房租 2500,生意 5 萬 歡迎看店.意者請電:
售
有意者請電:
346-308-1569
Restaurant for sale 832-661-5840 832-903-0674
中餐館轉讓

超市壽司吧出售

老店轉讓

鐵板日餐店轉讓

中餐館出售

近西北區美式

餐館轉讓

Restaurant
For Sale

美式中餐, 位 529, 位 Woodland 地區，
出售,開業 26 年,
Pearland Pkwy, Memorial 區,靠能源 休斯頓 290 炸雞炸魚
休斯頓 Kroger 內
快餐中餐生意轉讓
，
走廊,商業住家密集,
近
6 號,Kroger 超市旁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生意好, 計劃退休,
2460 呎,設備齊全,
設備齊全，
20
年老店,固定客源,
歡迎看店面談. 請電: 老闆退休,生意三萬以上 十幾年老店,生意穩,
無租金無水電， 外賣加堂吃,租金便宜, 1100 尺，租金 2200，
生意穩,獨立商鋪,租金低
因缺人手轉讓.
409-729-0577 房租$7250,售價 8 萬 潛力大,3600 呎,有發 堂食,外賣,Drive-through, 生意穩定，離唐人街
詳情請致電：
409-223-8342 有興趣者預約看店 展空間.適合家庭經營 適合夫妻經營.意者電 15 分鐘車程,現轉讓. 非誠勿擾,先到先得,
561-235-8380
意者請電:
1624 Nederland Ave
請速電或留言 : 電:832-630-4170 713-377-6987
有意者聯系:
Nederland, TX 77627 832-643-8099 832-782-8237
347-981-1238 832-830-3906 501-442-8456
非誠勿擾，謝謝！

自助餐轉讓

日本餐館轉讓

東主退休轉讓

Mall 裡,知名賺錢連鎖快 距離中國城 30 分鐘
休斯頓密蘇裡城 中餐老店,堂吃加外賣 位 FountainView Dr
近醫學中心日本餐 中餐堂外賣店,位
餐店出售.操作簡單,易
450 呎,租金$1000
位置佳，生意好。
西南區,
中餐館出售
館轉讓，5000 呎， Richmond, 59/99 交界
打理.因另有他業,無暇
適合家庭經營
房租七千，
周圍僅此一家自助餐,
堂吃加送餐
管理急售,誠意買店者給
已經營十五年以上， 2000 呎, 房租$3400
設備齊全,業主退休
月銷十一到十二萬.
房租便宜,
你想像不到的價格驚喜.
生意 6 萬餘.
生意穩，東主退休。 生意穩, 因東主退休
意者請來電:
創業良機,非誠勿擾.
一周營業 6 天,
先到先得,請聯系:
意者請聯系:
意者請洽
:
408-601-9239
轉讓,
歡迎看店面談.
意者請電：
歡迎預約看店
713-550-2283
832-273-6189 832-788-9670 316-213-9738 985-790-3195 346-462-0074 408-876-0995
832-858-8176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超市內壽司吧售
Kroger sushi kiosk for sale
地段好, 價格好, 收入好
Good area, Good Price, Good Income!
6060 FM 2920 Rd., Spring, TX 77379
Call: Tommy 832-202-6903

*賺錢生意急售

●糖城家樂超市旁小吃店轉讓，設備全，
可立即開業，東主因病急售$25000。
欲購速洽: 經紀人 713-826-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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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旺區好餐館轉讓

餐館出售

*Memorial 高級中餐館轉讓

亞洲餐館(中越韓式)出售

日餐旺鋪轉讓

20 層辦公樓內三明治店售

將最好的中國/亞洲美食集中在一起，供鑒賞家
休士頓 Memorial 高級住宅區,
品嘗。能源走廊休斯頓地區。1800 平方英尺。
售價僅為$6 萬。餐廳按原樣出售。
近 Eldridge, 近 4000 平方英尺,
The best of a Chinese / Asian Cuisine
設備齊全,附酒吧,賺錢生意,
Energy Corridor Houston area.
1800
sqft. Selling price $60,000 only .
經營 20 年,店主榮休, 僅售$50,000
Landlord give back $20,000 for remodel restaurant.
有意者速洽: 經紀 832-734-6888
Please call : 281-725-4664

休斯頓 610 Greenway Plaza 中餐館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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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位置絕佳，人流量大。
房租 6 千左右(包括管理費水費).
面積 2200SF，大小適中，適合各類餐廳，
還有多年租約,生意還在上升階段, 因家庭
生意 8 萬多。廚房設備齊全，
原因需要轉讓. 德州為大量人口流入州,
有 walk in cooler 和 walk in freezer.
成長機會無限! 非誠勿擾
因為忙接不到電話,有意者請發短信至
意者請電: 832-895-1578 陳女士
713-898-4332（非誠勿擾）

~~~機不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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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 2
房屋租售

店面分租,按摩師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星期三

●糖城繁忙店面分租
適做辦公聯絡處,美容
按摩相關行業,有設備
●徵半工按摩師●
有經驗,執照者優先.
位糖城. 意者請電:
Business Opportunity 832-287-8233

Sale/Rent

吉屋出租

●德州連鎖 99 房,年營

休士頓民宿出租

街角單邊屋,
長租或短租或日租 100 萬+,地 2 畝,售 320 萬 步行五分鐘到中國城
包水電網,簡單家具 ●德州海邊連鎖 100 房 美南銀行,新裝修,
年營近 500 萬,地 2 畝
惠康超市走路十分鐘 售 1200 萬●休士頓機場 三房兩廳兩衛浴,開
高級連鎖旅館,194 房, 放式廚房,雙車房,地方
意者請電:
年營 300 萬,售 1500 萬 光猛潔淨，電:駱先生
832-883-7474 832-348-7824 黃經紀 281-889-1886

賺錢生意急售

2225 Williams Trace Blvd, Sugar Land 77479 ●近 Memorial 高級區中餐館:設備齊全,有酒牌
●醫生診所(2260 呎 ) ●牙科診所 (1851 呎) 年收入近 60 萬, 業主榮休, 僅售$5 萬.
2nd generation office with full build-Out ●好運大道,禮品批發店 :生意出讓,業主經營
近糖城醫院,交通非常便利,租金便宜.隨時可遷入 20 年,年收入 60 萬,8000 平方呎倉庫,
Methodist, Memorial Hermann, St. Luke's 存貨$240,000, 生意僅售$45,000,
~~機會難得~~ . 有意者請洽: 德州地產
意者請英文電: 832-782-4690 Tri
713-988-1668, 832-734-6888(中文)
Business Opportunity
or Email: ndmtri3@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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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新屋,本經紀人只收$1000 佣金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Realtor /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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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徵住家女看護
22
看
看
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00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長期生活助理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00
丌丌丌丌丌丌丌以愛心耐心經驗豐富專
丌 世紀看護公司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00
丌丌丌丌丌丌位糖城區,需有耐心,愛心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近中國城,徵獨居老人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業照顧您的家人,美國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照顧
丌 95 歲洗腎長者, 丌丌
護
護
護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長期生活助理.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護士執照,到府,醫院及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全天 24 小時,
服
服
服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善按摩.有愛心者優先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療養院●徵經驗看護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一周工作
丌丌
5 天,需住宿 丌丌
。
丌丌
丌
丌
丌
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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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工資,工時皆可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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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務
●提供房間看護病人● 務
務
請電: 陳先生
意者請電:
請電:Sophia
(通國台英)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713-254-8866
丌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743-7822
丌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287-8233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858-8959
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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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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招通勤阿姨
丌
*招聘住家阿姨 家住能源走廊 長期住家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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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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ly 20, 2022

賺錢旅館售

*家庭旅館

糖城醫生診所/牙科診所 出租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2022年7月20日

200

招住家阿姨

貼心專業月嫂

77077 聘通勤阿姨, 家住糖城, 照顧 6 個 休斯頓 TMC 一家三口, 全天營養滋補湯，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周一至周五
一家三口,
一周五天或者
6 天,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做三餐和家務為主,輔 24 小時新生嬰兒看護
每日做一餐，會開車
簡單家務和三餐, 需要能開車, 工作時 月寶寶,簡單家務, 助照顧一歲半寶寶 (平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10 歲女童,
產後媽媽調理/補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接送一
丌
間 10-7 點, 弄孩子, 需有經驗,有愛心, 時上日托),要求打全疫
一周 5 天.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待遇從優.
身體恢復快。
薪金面議.
做飯,打掃衛生等家務
苗,住家,做飯可口的阿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位於梨城.
電話:
家住 Memorial Villages
聯系電話:劉先生 姨,薪資豐厚可商.電: 預定電話:黃亞姨
薪優. 請聯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庭服務
713-269-3058
832-361-2356
832-449-1221
346-289-7935 832-980-5217 832-206-0397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Hom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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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Company

Company

Company

Company

公司請人

公司請人

公司請人

公司請人

Hiring

*產權公司請人 美容院請人,薪優 美國公司請人 誠徵辦公室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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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ring

Hiring

中國城惠康超市旁 位 610 和 290 交界處
物流倉庫管理
誠聘
誠徵生產工人
會 QB 為佳
Part time 美髮師
$15/小時起薪
9166 Bellaire Blvd
請遞簡歷至 :
意者請電或親臨: 需有身份,能努力工作
Peter@
意者請電:
713-774-6400
832-729-2345 832-584-6527 corepacificinc.net

NOW HIRING 誠徵牙科前台

生物公司招聘

公司請人

公司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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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HIRING

Hiring

招聘

食品批發公司招

Steel Detailer
合作關系或工作關系 Warehouse 工作人員
3 years min experience
略懂英文
有執照的
in Tekla Structures a must.
意者洽 : Helen or Lily
中醫師,針灸師/理療師
Stair detailing
713-383-8818
experience preferred. 位 Katy 亞洲城附近.
address:
Email resume to : 有意願可以聯系詳聊 2010 Holmes Rd
hkelly@lecgi.us 713-820-1270 Houston TX 77045

地板油漆店,請 電子裝配廠誠徵 分類廣告專頁

門店銷售，辦公助理. 機器操作員&手焊工
位於 Bellaire 及
需能拿
5Gallon 桶.可報 有經驗者優先考慮.
Corporate Dr 路口
稅，兩年工作以上經驗，
誠徵進出口
工作需仔細,認真負責.
熱情善溝通，學習能力強,
Documentation 人員 會應用基本辦公軟件，
需有工卡,
意者請駕臨:
Accupack
經驗不拘.
中英雙語，會西語優先，
意者請將履歷表傳到: 可協辦身份，薪水面議， 10842 Kinghurst
hr@bciusa.net yulfgroup@gmail.com Houston, TX 77099

醫學中心生物公司
Produce Wholesale
中國城. 需英文
招聘技術工人(須女性)
Sales Assistant
無經驗可訓練.
Near to China Town
有身份,無學歷要求,
請電或 Email:
Fluent in
上崗可培訓
English and Chinese 713-773-1300 意者請將簡歷發至:
Email to: info@
txdentist101 yingtan101110
king-produce.com @gmail.com
@yahoo.com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食品公司誠聘
NOW HIRING
*石油設備公司誠招財務會計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機修人員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至少一年以上會計工作經驗, 具有較強 ● Accounting $19-$21/h
有維修和安裝工業極速冷氣設備的經驗.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的邏輯分析能力, 熟悉財務會計軟件 ● Customer Service $15/h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生產管理人員
Must be Fluent English, MS Office,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中英文流利,西班牙語更佳.有生產管理經驗. QuickBooks,NetSuite, 精通 excel 報表優先 Self-motivate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年薪$50,000 以上,有福利, 提供醫保,
公司可協助申請
H1B 和綠卡.薪資面議.
Detailed Oriented, team player.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公司位西北區, 290/8 號交界
請電:
趙小姐
314-489-6212
Resm: jobs91706@gmail.com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Email: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Amyzhaoyong1981@hotmail.com 請 Email 履歷: hr@idiones.com 8787 W Bellfort Ave #900 Houston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Company
Hiring

公司請人

石油貿易公司招 Accountant
要求有會計工作經驗,
有貿易物流經驗者更佳, 中英文流利,
會熟練使用 Quickbook,
在美有工作許可,薪優面談,
工作地點 Katy, TX. 簡歷發至郵箱:
alanz@hectomind.com

公司誠聘財務人員

招聘辦公室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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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中國城,地產建築公司招聘助理.
需中英文流利,熟練運用電腦辦公軟件.
細心、領悟力強，能夠獨立工作.
薪優面議
聯系電話：832-289-2279

*中國城庫房招全職打包工

食品公司,薪優 誠徵銷售員

Tax Accountant/CPA

要求會基礎電腦操作，
能搬動 30-50 磅箱子，能報稅。
工作地點中國城,
周一至周五上班.
有意電聯 : 346-247-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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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ring Sourcing Specialist
A Sugar Land based U.S.company looking for full time sourcing specialist.
3+ year related work experience and work permit required.
Ability in reading mechanical drawing and electrial blueprints a plus.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and fluency in both English and Vietnamese/
Chinese are essential.
We offer competitive salary and benefits.
Email resume to: itihiring2021-ss1@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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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商業銀行 休士頓分行

CPA FIRM IN SW HOUSTON TX
5 years + CPA firm exp. in tax preparation, intl
tax & planning, consulting, or reviewing returns.
CPA preferred, bilingual English, Chinese preferred.
Good group benefits provided.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promote to the
managerial/partner position.
resume to smmkln@yahoo.com

本公司誠徵
下列儲備人才

記者、編輯、會計、經理、送報員
需有工作經驗、認真、負責
有意者請將履歷傳到:

ad@scdaily.com

OnestopMining 行業領先的礦機公司
美國分公司因業務發展需要,招聘兩名維修工程師,
協助公司維修各種型號的電源和礦機。帶薪節假日,
牙醫和眼科保險,團建,下午茶等。 應征者不必須要有
維修經驗,會有專人培訓,懂基本電力常識最佳。
有意者請發簡歷到: ashley@onestopmining.com
聯系電話：346-354-7835 Ashley

汽車零件廠(工作地點在北達拉斯)誠徵
1.機器設備維修保養人員一名：稍懂英文,有機械或電經驗佳.
2.模具維修保養人員一名：稍懂英文,有車床、銑床經驗者佳.
3.品管幹部一名 :熟悉現場流程及 ISO, IATF 品管認證系統者優先考慮.
薪資面議,公司提供員工醫療保險、401K,季度及年終獎金。
有意者請將簡歷 Email: mariar@tygproducts.com
or Fax: 972-542-1689 Attn: HR Dept. Ms. Maria

貿易公司誠聘

●銷售經理- 薪資及福利: 年薪 10 萬+
誠徵
崗位職責及要求：
3 年以上銷售管理經驗,中英文嫻熟(會西班牙
Officer (銀行業務專員)
語佳);制定銷售方案;能夠獨立建設銷售團隊
須中英文雙語；大學資訊、會計、商業、經濟、
及帶領團隊完成銷售計劃;定期參加行業展會.
金融等相關科系畢業。有資訊管理經驗尤佳. ●辦公室文員- 薪資 3000 起/月,
公司提供崗位培訓.要求中英文良好.思路清晰.
Requirements:
有責任心(能熟練使用辦公軟件,有亞馬遜操作
1.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及 Photo shop 作圖經驗者優先).
skill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工作時間：周一至周五
8:00am- 5:30pm
2.Minimum Bachelor’
s degree in Information
公司為每位員工提供提供廣闊的晉升空間，
Technology, Accounting, Business, Economics,
望有志之士能夠加入我們，共創未來。
Finance or related fields.
以上職位通過試用期考核並轉正後均提供帶假期.
3. Experience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s a plus. 優秀者公司可協助辦理 H1B, 接受 OPT.
工作地點位休士頓市區,環境佳,歡迎各界菁英加入 工作地點： Rosenberg
意者請將簡歷發至：print@plartgroup.com
意者 E-mail: i927a@firstbank.com.tw
或致電：832-662-5858 林小姐

BESCUTTER
誠招倉庫工人一名

International Airlines near HOU has immediate opening
for full-time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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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ch Office
Houston

Job Openings
Passenger Inside Sales
Cargo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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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代理誠聘 Hiring

Allstate Agency Office
at 77084 Houston
USD 22 每小時
- Customer Service
- Sales
稍懂英文
Fluent in English & Chinese
熟練掌握叉車,有一年或以上的操作經驗
耐心, 仔細, 有責任感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具體工作內容面議
Email resume to:
●工作地點: 14915 E Hampton Cir,
hatran1@allstate.com
.Houston, TX 77071
or call: 281-771-9082
●時間: Monday-Friday 9:00am-5:00pm
誠聘 ●客戶服務人員 ●銷售代表
感興趣者,發簡歷到：
中英文流利,良好的溝通技巧.
info@bescutter.com
●工作類型：全職
●薪資：USD 17 ●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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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按摩**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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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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愛台北 **
專業美國執照按摩師, 丌丌
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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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跌打損傷,
針灸師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Bellaire/Beltway8
附近
運動損傷,車禍受傷,頭
舊雨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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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實惠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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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
痛,頭暈,頭頸腰背腿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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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痛,緊麻僵硬,坐骨神
丌丌
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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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預約:
輕鬆的享受
經痛,椎間盤突出,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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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覺,腰背無法挺直.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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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age
Service
Massage
Service
626-354-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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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287-8233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按摩學院招生
薪優, 誠聘女按摩師或合作 培訓班招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招 聘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合作關系或工作關系
德州休斯頓永泉按摩學校
L'Mai Beauty SPA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的物理治療師,針灸師
丌丌
官方執照號 MS1002
Hiring Massage Therapist: 少許英文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是教育局和按摩局批准的美國專業按摩學校
全工或半工均可, 有執照者佳.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地址在 :
本校自 2006 年成立至今已經 17 年,
16510 FM 529, Houston, TX 77095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Katy
丌 亞洲城附近.
學校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學生開店遍及各地.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有意願可以聯系詳聊
地點佳, 小費好. 歡迎看店.請英文電/短訊:
學費特優只限前 12 名。免費聯幫考試培訓,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713-820-1270
丌
832-782-4690 281-673-0454
通過率 100%，學期兩個半月多可畢業.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現正在招生,報名電話: 713-771-5399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別猶豫, 別蹉跎
別蹉跎歲月
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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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服
務

按
摩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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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品 Baby! 新新新

*凱 悅*

新人, 高顏值

210-953-3222

1000

HIRING
for Massage
按摩請人

收入極佳美髮店東主退休售 千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按摩店,美容美甲店

位於 Bellaire / Kirkwood
己經營 23 年,有 9 個 美髮座,
因為東主退休, 機會難得!
客戶有各種年齡層及種族人群
做染髮,挑染,層染客戶超多
( balayage ombre)
生意極佳,收入極高,一年即可回本
東主可提供 4 年的收入證明
900 Top review 在休斯頓
900 個最高的評價,可轉給新東家
東主可協助培訓 3-6 月(若需要)
意者請英文電: 281-750-5430

沙龍按摩店售

賺錢按摩店+SPA 店東主退休售

Massage+SPA Business For Sale.FM 529 & HWY 6
Full services: Massage, Hair, Nail, Skin care
Sale price $69,000- Cost build out was$320,000
All equipment included.Good income - Low rent
10 years in Business, Owner retires
安全地區(攝像)收入好, 低租金, 擴建成本近 32 萬
電: Tom 832-782-4690 有按摩,美髮,美甲,
臉部保養,售 6 萬 9(含所有設備,己經營 10 年老店)

招
生
招
生

諮
詢
顧
問

Consultant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美國公民,男 36 歲

牽手踱晚霞

大學學歷, 廣東人,有正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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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單身女士,先友後婚.
有誠意者電或簡訊:
832-348-6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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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學校

取消交通
罰單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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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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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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e Zhang
●個人房屋買賣
●商業房產買賣
微信：8324886304
電/短信：832-488-6304

Realtor

接送翻譯導遊
機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接洽公務,旅遊,
機場,碼頭,一切接送 購物,醫院,太空中心
場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賭場:
周五六日 $50/人
晚
11:30-隔天早上
11 點
接
保證最低價
限三人,12 小時來回,
送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駕照指導.安全準時

Transportation

報稅服務
進哥服務接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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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射除痣
700

修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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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Remodeling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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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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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日本技術,一次性不流血,不留疤痕,輕鬆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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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打損傷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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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執照認證,安全,奇效立見. 多有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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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emodeling
坐骨神經,肩周炎
請電: 713-772-0300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6100 Corporate Dr. #378 慈濟旁(王朝同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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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譽裝修

*專業裝修

奧斯汀(Austin)
內外牆油漆,木工等.
多年經驗,質量保證.
請 電:

737-767-0800

恆豐裝修公司

榮盛裝修

永發裝修公司

盛家裝修

專業住宅裝修

滿意裝璜公司

順發裝修

閩福裝修趙師傅

浙江大余裝修

惠家裝修

20 多年的裝修經驗 地板油漆，水電瓦斯， 舊房翻修,浴室廚房,
櫥櫃,檯面,油漆,木工 圍欄籬笆，涼棚搭建， 房間改造,內外油漆,
地板地磚, 櫥櫃,
地板,地磚,門窗,圍欄 屋頂補漏，隔間改建， 屋頂補漏,上下水管,
水電等...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籬笆水槽,地磚地板等
質量保證,免費估價 各種小活，服務周到。 質量保證. 電話:
917-214-8738 346-866-8866 626-225-6325

台灣專業,政府註冊,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承接:舊屋翻新,水槽,籬笆,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涼棚,屋頂翻新,補漏.廚櫃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安裝,木工隔間,磁磚,實木
小修小補.
樓梯,木地板,廚浴改建,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內外油漆,屋內外全部工程
請電: Sam 劉
832-366-7510 洪(國台) 832-606-7672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專做居家小活

702-888-5518
苗師傅

修理業務

風順裝修

鼎佳裝潢裝修

蘇揚建築裝璜

天天裝修

正翔屋頂/裝修 花園噴水系統

敦煌地板

誠實裝修

老廣裝修

Remodeling

商業店面,居家房屋
水電安裝,維修,
舊屋翻新，地板瓷磚
專長: 台面定制,
廚廁翻新,地磚地板 內外油漆，廚房浴室
櫥櫃地板,後院圍欄,
油漆理石,
籬笆車道，高壓衝洗
瓷磚,衛生間淋浴,
水電屋頂，小修小補
一切房屋修補大小活
屋頂瓦片,內外油漆
熱 線：
誠實+保質. 電話:
等.... 請電:
281-464-6291 346-252-3301 281-840-7987

700

修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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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Remodeling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專業安裝和修理 地板$1.89/呎 &up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地毯、磁磚、花崗石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執照#0019006
內外油漆，廚浴更新
內外油漆,籬笆車道
電
話
:
吳
832-353-6900
灑水系統,經驗豐富
832-998-5898 832-818-3185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
王 (國/台語)
國語/粵語

佳寶建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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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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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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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油漆





700

德州裝修

700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地板人工 90￠/呎 廚櫃,大理石台面安裝,
內外油漆,屋頂補漏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木工,
泥水,
油漆
衛浴翻新,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水電木工,籬笆水槽.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門窗、玻璃門安裝, 地板,水電,間隔改建 安裝更換熱水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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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瓷磚；車庫門,
二樓樓梯圍欄,
水電木工等.. 訂制安裝 經驗豐富,手工好!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提供商業保險
精優價廉.以上工程,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各種玻璃、鏡子等..
質量保證.
請電:
電
話:
保修 2 年.(訂做按摩床) 經驗豐富,質量保證
832-607-7861 張
身份,薪酬優厚.
281-323-9938 王順 713-470-8926 346-503-7037 832-866-2876
●誠請裝修工人
713-371-2713 戴師傅

政府註冊,百萬保險. 住宅/餐館: 廚房台面,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專業裝修,舊屋翻新
30 年經驗,一條龍服務 地磚,地板,水電木工,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地板門窗,廚衛改造
鋪草皮,修換圍欄
承接:商業/餐館/住宅, 內外油漆,衛生間改造,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內外油漆,水電空調
精通土木,地板,水電,油漆
戶外涼棚,籬笆水槽,
大小工程,
保修一年,價格公道,
價格合理,保證質量
經驗豐富,保證質量. 外牆漆白色油漆有優惠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電 話:
646-713-4928 吳 質量第一和保證誠信 余:929-392-5818
713-828-5513
eng:
832-282-8746 李
646-925-9275
832-207-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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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236-4723



●

二手車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

申請帶槍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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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新款轎車~~
最低價格,安全可靠
請電(手機號)
Uber 駕駛. 全新 4 人座
832-382-5645 電:832-552-6969 832-709-8947 346-667-4078

Gun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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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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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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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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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駕校
DPS 指定王朝駕校路考第三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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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間有中文網絡筆試課,取消罰單課,發證書 DPS 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教練考路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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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成人筆試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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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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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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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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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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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帶槍執照
房地產經紀人

Paint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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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玻璃門窗專家

Pes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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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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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籬笆 Fence

申請帶槍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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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籬笆圍牆

地板銷售安裝

Gun License

Jack AC Service 偉業冷暖電

維護，安裝，保養，
價格低廉，快速上門
專業修理
經驗豐富.
聯系電話:
832-301-8984
214-392-5763
無人接聽請發短信 626-822-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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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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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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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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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修車庫門



敦煌地板

水水水

小潔水管公司

滿意水電

專精各種漏水 7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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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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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
場
接
送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Service

尚美空調維修 麥師傅空調維修 陳氏專業冷氣

精修更換冷暖氣系統、
冷暖氣系統
空調,車庫門,
熱水爐、水電、家用電器
保養,維修,安裝,
專業安裝節能空調、
熱水爐...
漏水斷電、緊急維修、
家電,熱水爐.
工作認真、政府認證、 維修 更換 安裝 政府執照,15 年經驗
質量保證.（24 小時）
請 電：
請電: 陳(英粵國越)
請電: Louis 劉
832-469-4510
281-236-2846
646-508-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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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麒時冷氣,冷凍,電器,水電 Legend Temp Mechanical
工作保證, 品質第一, 設備保固
安裝, 買賣 + 維修, 保養
電話 : 832-66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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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家樂冷暖氣

安裝,維護冷暖氣, 熱水器. 百萬保險
政府執照 TACLB95906E 百萬保險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政府執照 TACLB00120882E 安全可靠,誠信
安裝、精修 : 各種品牌冷暖氣
精修餐館及超市冷凍,冷藏設備,電機,電路
12 年經驗,價格合理,服務快速周到,有保證 維修保養,配件更換,水務電器,專業誠信
及生活電器維修,特價代理 Goodman 產品. 諮詢 : 832-208-5138 中英文
~ 政府認可的 TOP 空調專業技工 ~
346-232-8970 Allison
州政府保險及執照, 質量保證,歡迎比較.
832-727-8888 ( 中文 )
微信:
CHANGLEAIR
281-818-2990 宛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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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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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portation 346-667-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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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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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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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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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駕照更新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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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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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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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Le Service 長樂 AC

電腦專家

800

下水道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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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順冷暖氣公司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800
一一一

Computer Service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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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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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維修

廣告: 請微信連絡

頂好排污

832-722 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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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房
門
專
家

周六,周日

龍運疏通

●維修,保養,安裝: 家用,商業,冷暖氣設備.
安裝,維修冷暖氣
包括餐館,超市,辦公樓 及冷凍,冷藏設備.
●解決各種電器,電路問題 : 包括熱水爐,
價格低,質量優
洗衣機,烘乾機等.....
●專業執照,23
年電器服務經驗
聯係電話:
保證質量,信譽,絕對價優:夏季高峰期任何
713-480-3646 維修免收服務費 請電:713-858-8528

大衛空調公司

Claims Service

Flooring Service

聯合冷暖氣公司

誠實專業冷氣 誠信專業冷暖氣

房屋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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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服務公司 Long's 專業修理 誠信專業水電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多年經驗 Sears'專業技
師, 專門維修各種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家庭/商業:冷暖氣, 冰箱,
Plumbing 水電新建和修理, 製冰機,大型冷凍櫃,冰櫃,
Electrical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熱水爐,洗衣機,乾衣機
執照號碼:TACLA44251C
打碎機,下水道,
質量保證.電:通英/粵語
水務 281-610-2068 713-505-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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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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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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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快水管專業

通水管
排污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專業砍樹服務

Door/Window 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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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Y 地毯清洗 益明清洗地毯

使用頂級 235F 高溫高
華人主持，益明採用
壓蒸汽機，藥水深度清
潔地毯，地毯更換維修 大型蒸氣機,洗地毯,
沙發,淹水後清潔.
拉伸，服務住家/商業,
空房/無水電亦可處理. 住家.辦公室.旅館.空房.
空房沒電亦可處理
免費估價.
請電:
713-557-0074
626-782-1849 中文
281-565-4788
Minh
713-562-0608 英文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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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機
場
接
送

●
●

雷射除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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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新款轎車
請電(手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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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證照
過戶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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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
場
接
送

及車輛過戶更名
外州駕照轉成德州駕照
普通和工卡駕照的更新
休斯頓各類二手車過戶,
補辦 Title,公司車輛過戶
及親屬贈予車輛全套.
微信: fengkangmei
請電:832-367-1558

接送翻譯導遊

機場,接洽公務,旅遊,
購物,醫院,太空中心
賭場: 周五六日 $50/人
晚 11:30-隔天早上 11 點
限三人,12 小時來回,
駕照指導.安全準時
Uber 駕駛. 全新 4 人座
電:832-552-6969



Transportation 832-709-8947 Transportation 832-382-5645 Transportation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Tony's Fast Movers 快速搬運
四季搬家公司
西 南 搬 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搬丌800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家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往 Austin,Dallas,
San Aotonio 特價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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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
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 廣告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英文電洽
:
281-903-7688
832-867-5467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司丌丌
Moving
Service
或上網查詢:
http://www.allseasonsm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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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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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註冊 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碼頭提貨，代客送貨
26 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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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免費估價，價錢便宜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丌丌
丌丌丌丌
丌
丌
電:713-783-3789 通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 國語
搬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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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ing
Servic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Moving and Delivery Services 住家/公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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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O)281-933-1555
(F )281-933-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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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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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收購舊車壞車

上門現金收購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現金收購舊車,碰撞車
高於 Trade in 10%
請電: Paul
346-234-9893
普通話/廣東話

二手車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f information with our readers, please
send the unique stories, business

news organization events, and school
news to us includinig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in case more information is needed.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ation, please send to
News@scdaily.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281-965-6390
Jun Gai
281-498-4310

Publisher: Wea H. Lee
President: Catherine Lee
Editor: John Robbins

Southern Daily News is publish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Daily

Address: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News@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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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ain swelters on its hottest day
ever as temperatures hit 40C
LONDON, July 19 (Reuters) - Britain recorded its
hottest day ever on Tuesday, with the temperature
exceeding 40C (104F) as a heatwave gripping
Europe intensified, forcing train tracks to buckle
and fuelling a spate of fires across London.
The Met Office said a new provisional record
temperature of 40.3C (104.5F) was recorded
in Coningsby, in central England, with 34 sites
across the country experiencing temperatures in
excess of the previous high of 38.7C (101.7F)
recorded in 2019.
Stephen Belcher at the Met Office said he had not
expected to see such temperatures in Britain in his
career.
“Research conducted here at the Met Office has
demonstrated that it’s virtually impossible for the
UK to experience 40C in an undisrupted climate
but climate change driven by greenhouse gases
has made these extreme temperatures possible,”
he said.
Train services on major routes from London
up the east and west coast of the country were
cancelled, electricity companies reported mass
outages and normally busy city centres appeared
quiet. Network Rail tweeted a number of pictures
showing large bends and kinks in rail tracks.
London Fire Brigade declared a major incident
and urged people to stop having barbecues, as
hundreds of firefighters battled blazes across the
capital.

‘DO NOT TRAVEL’
Transport minister Grant Shapps said there had
been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travel disruption.

To the east, a large fire engulfed homes in the
village of Wennington, with flames tearing across
about 40 hectares (100 acres) of neighbouring
tinder-dry fields. Elsewhere large grassland areas
around the capital caught fire, billowing smoke
over major roads and nearby areas.

“Infrastructure, much of which was built from the
Victorian times, just wasn’t built to withstand this
type of temperature,” he said.

London’s Ambulance Service said it had been
dealing with 400 calls an hour because of the
extreme heat.

“Extreme Heat: All services stopped. Do not come
to the station,” Avanti West Coast, which runs
services from London to cities such as Liverpool,
Manchester and Glasgow, said on Twitter.

“We are seeing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atients experiencing heat exposure, breathing difficulties, dizziness and fainting,” said Peter Rhode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ambulance operations.
Britain, which can struggle to maintain key
transport services in extreme heat or snow, had
been put on a state of national emergency over the
unprecedented temperatures.
“My thanks go to all the firefighters and frontline
services who are working incredibly hard to keep
us safe on this scorching day,”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said on Twitter.

Operator Network Rail advised passengers to only
travel if absolutely necessary.

Climate scientists said the once-unthinkable temperature in London was
likely to become more common in
coming years.
Sony Kapoor, a climate and macro-economic professor at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said he had long
thought that people underestimated the physic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in contemporary times. “But
even I never thought we would see 40
degree Celsius in London in 2022,”
he said.

The arrival of a searing heatwave that first sparked
wildfires across Europe before arriving in Britain has
turned the spotlight on to “net zero” pledges made by
the candidates running to replace Boris Johnson as
prime minister.
After Johnson championed the move to net zero status
when Britain held the United Nations COP26 climate
change summit in 2021, some of the candidates to
replace him have appeared more lukewarm and rated
other challenges facing the country as their priority.
After Tuesday’s heat, the Met Office said the temperature would fall on Wednesday, however it warned there
could be heavy thunderst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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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na Trump Has Passed Away
Ivan Trump, the ex-wife of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died of
blunt-impact injuries in her residence
in New York City.
City officials said her death was
consistent with a fall down the stairs in
her apartment. Ivana was the first wife
of the former president and mother of
their three children, Donald Trump Jr.,
Eric Trump and Ivanka Trump.
Born in the former country of
Czechoslovakia, she left her country in
1970 and worked as a model. She
then met and married Donald Trump in
1977 and became a key person
running the Trump organization,

including Trump’s Castle in Atlantic City, the Grand Hyatt Hotel and
Trump Tower. She and Trump divorced in 1977.
Former President Trump said on social media that, “I am very
saddened to inform all of those who loved her, of which there are many,
that Ivana Trump has passed away at her home in New York. She was a
wonderful, beautiful and amazing woman who led a great and
inspirational life. Her pride and joy were her three children, Donald Jr.,
Ivanka and Eric She was so proud of them, as we all are. We are also so
proud of her. Rest In Peace, Ivana.”

Editor’s Choice
A shepherd watches a fire
burning a wheat field between
Tabara and Losacio, during the
second heatwave of the year, in
the province of Zamora, Spain.
REUTERS/Isabel Infantes

People enjoy the hot weather on Brighton beach, during a heatwave in Brighton, Britain. REUTERS/Peter Cziborra

Mexico’s Edgar Rivera in action during the men’s high jump final at World Athletics Championships. REUTERS/Mike Segar

Members of the
1776 Restoration
Movement wave
flags during a
rally at the Federal Courthouse
in Washington.
REUTERS/Joshua Roberts

Members of the feminist group “Las Micaelas”, composed of mothers of victims of femicide
and domestic or economic violence, transgender people, and migrant women, take part in a
performance during a demonstration to demand justice, outside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wher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Michelle
Bachelet attends a meeting, in Lima, Peru. REUTERS/Angela Ponce
The sun is seen through
smoke rising from a
tactical fire near Lezha,
Albania. REUTERS/Florion Go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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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on Musk’s Starlink Internet
Connection Dominates The Ukraine
Skies Allowing Zelinskiy’s Drone
Warriors To Rule The Digital War

el even faster. Over 2,000 satellites have been sent up
to space so far, and there are plans to launch around
12,000 in total. The usefulness of the system has now
reached into military operations, with the Ukrainian
drone armies of ‘Aerorozvidka’ being able to use it to
continue communicating with their bases by sending
signals from Starlink terminals and using ground stations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cluding Poland.
The Aerorozvidka unit was formed by a group of
civilian model airplane enthusiasts and those with
a background in engineering in 2014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war in eastern Ukraine.The group helped
to build drones and sensors for the military to monitor
the border, and helped to adapt commercially available
drones to gather intelligence and even drop homemade explosives. Eventually, the system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Ukrainian armed forces.
It is proving so effective that the US feels supplying the
Ukrainians with aircraft is unnecessary, and have opted
to send Switchblades - known as kamikaze drones which were initially designed for US special forces,
and have the ability to take down a tank.
General James Dickinson, commander of US Space
Command, told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What we’re seeing with Elon Musk and the Starlink
capabilities is really showing us what a megaconstellation, or a proliferated architecture, can provide in terms
of redundancy and capability.’

connected and provide intelligence as internet and power outages plague
Ukrain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Ukraine has so far received thousands of antennas from
Musk’s companies and European allies, which the country’s minister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ykhailo Fedorov, saying the tech has already proved ‘very effective,’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Washington Post Friday.
‘The quality of the link is excellent,’Fedorov, 31, told the
paper from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in
, the country, in remote interview made possible by a
Starlink connection.
‘We are using thousands, in the area of thousands, of
terminals with new shipments arriving every other day ‘
the official revealed, speaking on how the satellites have
proved instrumental in helping citizens and leaders communicate as the Kremlin continues its large-scale attacks
in cities across Ukraine.

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 responded just hours
later: ‘Starlink service is now active in Ukraine. More
terminals en route.’
Within days, trucks arrived at Ukraine hauling Starlink
terminals, as well as adapters providing power via cigarette lighters in cars, or battery packs, and a roaming
feature to ensure people are connected while they travel to safety.
Starlink uses thousands of small satellites around 340
miles above the earth’s surface. Base stations on earth
send radio waves up to the satellites, which beam those
down to a satellite dish terminal back on the planet.
The aim of the system is to bring internet access to
rural and poorly connected parts of the world. It has
allowed internet connections to travel quickly, with
more speed provided due to travelling through space.

Shortly after the invasion, Fedorov, who also serves as
the country’s vice-prime minister, had sent a tweet to
Musk, asking to be given access to Starlink stations. A Russian tank destroyed by Ukrainian forces.
Musk, currently valued at $232 billion according to the The lower orbit of Starlink also allows signals to trav-

Prior To Deployment Of Sattelite-Guided Drones,
Russian Forces Made Steady Gains
The US however, has remained adamant about not deploying actual troops into Ukraine, out of fears for its
own national security - or as Biden has put it, to avoid
a possible ‘World War III.’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Jen Psaki reiterated
Tuesday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and will not
support Zelensky’s no-fly zone request for those reasons.
‘We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do here is to assess what
the impact is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own national
security,’the White House spokesperson said.
But Russians have so far reacted angrily to the US’
- and particularly Starlink’s - support for Ukraine.
Dmitry Rogozin, director general of Roscosmos, the
Russian space agency, said: ‘This is the West that we
should never trust.
‘When Russia implements its highest national interests
on the territory of Ukraine, Elon Musk appears with
his Starlink which was previously declared as purely
civilian.
‘I warned about it, but our ‘muskophiles’said he is the
light of world cosmonautics. Here, look, he has chosen

the side.’
The use of Starlink as a method for citizens and the
government to stay connected during the invasion
serves a major test of the relatively new technology,
experts say, and could have last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conflict. Aside from powering weapons
and aiding the military, Musk’s satellites have so far
allowed citizens to stay informed against an enemy
known for their misinformation efforts. Britain’s
Ministry of Defense warned last week that Moscow
is ‘probably’ targeting Ukraine’s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With that said, despite repeated attempts by Putin’s
forces to disconnect Ukrainians from the web, Russia has threatened its own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with jail time if they report ‘fake’ news about the war.
The Russian forces have been using their fair share
of hypersonic weapons, unleashing its ‘unstoppable’ Kinzhal hypersonic missil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Ukraine this week. Russia has never before admitted
using the high-precision weapon in combat, and state
news agency RIA Novosti said it was the first use of
the Kinzhal hypersonic weapons during the conflict in
pro-Western Ukraine.
Moscow claims the ‘Kinzhal’- or Dagger - is ‘unstoppable’ by current Western weapons. The missile,
which has a range of 1,250 miles, is nuclear capable.
This was a conventional strike. Aerial footage released
by the Russian military claimed to show the missile
strike. Large, long buildings are shown in the footage
in a snowy region, before one is obliterated by a huge
explosion - sending flames, earth and debris high into
the air. People can be seen on the ground fleeing as
smoke pours from the site.
A Virtual Graveyard Of Totally Destroyed Russian Tanks And Armored Vehicles Is Left After
Direct Hits From Rockets Deployed By Drones
Guided By Ukraine Forces

Photos of destroyed or captured Russian BM21 Uragan MLRS 9P140 launcher, Tigr-M,
and a T-72B3 tank near Pryluky in Chernihiv Oblast, Ukraine. With the technology, the
drones can be directed to drop anti-tank munitions to help ward off the Russian attack.
Drones have been instrumental in targeting
Russian equipment as it travels into Ukraine.
Ukrainian air force spokesman Yuri Ignat conadded that Kyiv had no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type of missile that was used. Russia reportedly
in Syria in 2016 to support the Assad regime, although it was unclear if this was the same model.

Some of the most intense bombing came in 2016
during the battle for Aleppo, resulting in hundreds
of civilian death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termed the missile ‘an ideal weapon’ that
come air-defence systems.
Hypersonic missiles can be used to deliver conventional warheads, more rapidly and precisely
than other missiles. But their capacity to deliver
nuclear weapons could add to a country’s threat,
announcement of the missile strike came as Kyiv’s
Moscow general since the war in Ukraine began.
Lieutenant General Andrey Mordvichev was one
of Vladimir Putin’s most senior commanders, in
charge of the 8th All-Military Army of the Kremlin’s vast Southern Military District. Moscow did
previous claims of the ‘liquidation’ of Generals.
rank of General. The Ukrainians also claimed that
facilities in Gomel city in Belarus.

Kiev’s Missiles Are All That Stand Between
The Russian Air Force And Control Of
Ukraine’s Skies
Overnight, Zelensky said Russian forces are blockading his country’s largest cities to wear the population down into submission, but he warned Saturday that the strategy will fail and Moscow will lose
in the long run if it doesn’t end its war. Zelenskyy
accused the Kremlin of deliberately creating ‘a humanitarian catastrophe ‘ and appealed for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to meet with him, using a
huge Moscow stadium rally where Putin lavished
praise on Russian forces Friday to illustrate what
was at stake.
‘Just picture for yourself that in that stadium in
Moscow there are 14,000 dead bodies and tens of
thousands more injured and maimed. Those are the
Russian costs throughout the invasion,’ Zelenskyy
said in a nightly video address to the nation recordThe rally took place as Russia has faced heavicreasingly authoritarian rule at home. The event
was surrounded by suspicions it was a Kremlin-manufactured display of patriotism. Russian
police have detained thousands of people from
protests of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Fighting continued on multiple fronts in Ukraine.
In the besieged port city of Mariupol, the site of
some of the war’s greatest suffering. (Courtesy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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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ght Is Here.
We Need Ammunition, Not A Rid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Volodymyr Zelenskyy, President of Ukraine
~ Under Seige 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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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畫未來 與高新技術接軌 贏得先機
HCC 數百門課程為升學及職涯精設

(本報休斯頓報導) 因應職場的
各種變動，休斯頓社區大學(HCC)協
助學子與在職人士攀升高科技生涯
，有數百門課程可供選擇，最快數
個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學成之後
快速地就能找到工作，在科技、健
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熱
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
休斯頓社區大學(簡稱 HCC)是
休斯頓最著名的社區大學，HCC 擠
身為全美最大的社區大學之一，已
在大休斯頓地區服務了 50 年，目前
每學期給數萬名學生提供副學士學
位和證書課程。
讓自己在職場上更勝一籌
休斯頓社區大學師資雄厚、學
費低廉，在信息技術和高級製造業
贏得高薪不是夢，學習兩年就可以
獲得副學士學位，轉入四年制大學
只要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
。無論是高中畢業生，或是在職人
士，若希望在職場上更勝一籌，就
到HCC選擇理想的課程。
HCC 有許多校區，其中，西南
校區與華裔人士在地理位置上最接
近，直接提供學術與技術課程給華
裔朋友，涵蓋高級製造、信息技術
、數字通信、視覺和表演藝術、商
業、健康科學等學科。
在信息技術方面，像是網路安
全、程序編寫(與蘋果公司合作)、數

碼遊戲機模擬、地理信息科學、商
業無人機操作等，都是熱門項目。
在高級製造業方面，包括三維打印
(3D printing)、AutoCAD 製圖、計算
機數控操作、製造業工程技術、機
械技術等等，市場的需求都頗高。
HCC 西南校區共有四個校園，
每個校園提供多樣化不同的課程，
讓學生很便捷就可以到適合他們的
校園，選擇他們喜愛的專業接受教
育 ， 包 括:WEST LOOP 校 園 、
STAFFORD 校 園 、 MISSOURI
CITY 校園、及 BRAYS OAKS 校園
。
終身教育，不斷提升
社區大學的好處，是讓高中畢業之
後沒有上四年制大學的這一群學生
能夠不離開教育，可以有繼續學習
的場所，能夠提升並且有改善與改
變生活的機會，讓學生達成更好的
人生目標。
HCC 課程的設計針對不同的人
群，不論是應屆學生、還是尋求成
人教育的在職人士，都是 HCC 的服

務對象。社區大學的課程培訓人才
，來滿足不同行業的技能需求，讓
學生畢業後找到工作、或在 HCC 獲
取學分和副學士學位後進入四年制
大學在兩年內完成學士學位。
HCC 社區大學課程設置類別:
1. 四年制大學轉學組: 學生在
HCC 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想
繼續深造就讀的學生，可以轉念四
年制大學，HCC 學分普遍被四年制
大學承認，可直接報讀大三的課程
，繼續大學課程的後兩年，以取得
學士學位。
2. 副學士職業組: 學生在 HCC
畢業後，直接找工作上班，因為學
有所長，求職相對容易。
3. 短期專業證書 (Certificate) 組
: 提供一邊工作、一邊在 HCC 進修
的機會，提升專業水平，在 HCC 取
得證書後可以在職場更上層樓，與
行業需求最新的技術相接軌。對現
有工作不滿意的人，若是希望轉換
行業，HCC 提供大量高新技術課程
，能提升學生的求職競爭力，換取
更好的工作。舉例來說，目前的三
維印製（3D printing）以及網絡安全
（Cybersecurity） 很 紅 火 ， 學 生 來
HCC 進修，拿了證書之後，立刻可
以開闢新的職業機會，獲取高薪。
2020 年，HCC 成為德州第一家、也
是唯一的一家社區大學創設了人工
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或簡稱 AI)
副學士學位課程。
在西南區的斯塔佛校園 （Stafford Campus）， 有 HCC 和美國勞
工部聯手建立的高級製造業學徒項
目，學生一邊在 HCC 學習一邊經由
學徒項目在製造業類公司當帶薪學
徒，等一畢業有了證書，就能成為
正式公司職員，薪水也大為提高。
另外，HCC 有夜校、以及週末的課
程，讓不同人群選擇適合的時間。
社區大學的優點
社區大學的優點有哪些？首先
是學費便宜很多，學生在 HCC 上頭

兩年，然後轉到一般大學繼續就讀
，這樣子學費可以省很多。例如，
若是住在 HCC 校區範圍內的學生，
在休斯頓大學修一門課的費用可以
在 HCC 修 6 門課。如果是 HCC 校區
範圍之外，則可以修3門課。
其次，優點還有課程多樣化(更
多實用課程的選擇)，如果想就業，
可以選擇職業訓練及專業技能課程
，上課時間更有彈性，且注重理論
與實務的結合，這些好處都讓不少
人考慮進HCC就讀。
在師資部分，許多 HCC 的教授
也在其他大學教授，課程內容都一
樣，教學同樣的紮實，而花費卻更
少。

為大眾提供免費課程
HCC 西南校區的公關傳播行銷
部主任鄭通表示，HCC 的學生在拿
到副學士學位後，大多可以找到很
好的工作，學校也有專門的就職部
門幫助學生找到工作。
HCC 對於符合資格的學生，提
供免學費課程，詳情可洽
713-718-5381。亦有為所有公眾開
設的免費網上課程，詳情可洽
713-718-5350。還有為
50
歲以上年
長者開設的免費網上課程，詳情可
洽 713-718-5350。報名入學網址:
https://hccs.edu/virtuallobby、
https://hccs.edu/apply/，電話:
713.718.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