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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1日  星期日
wechat : AD7133021553

新新餐廳誠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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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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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573-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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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館轉讓
休斯頓290 炸雞炸魚
快餐中餐生意轉讓，
20 年老店,固定客源,

生意穩,獨立商鋪,租金低
堂食,外賣,Drive-through,
適合夫妻經營.意者電
832-277-4350
非誠勿擾，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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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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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堂吃外賣店
出 售

位 99/249 Spring
好區，繁忙地段，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有意者請聯絡詳聊:
832-493-9598

休斯頓密蘇裡城
中餐館出售
堂吃加送餐,
生意6萬余.
意者請聯系:

917-225-6666
985-790-3195

中國城中餐館
位百佳超市附近,
客源穩定，小費好，
聘請有經驗的周末

企台服務員,工作勤快
男女不限，可報稅.
誠意者面談。電話：
713-367-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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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餐館請人
位45北和8號
誠請●鐵板師傅

●企台
各一位.意者請電:
281-872-0309
713-376-8983

Sushi Restaurant for sale
壽司餐館出售. 2200呎 己經營1年半,位
城中區高級地段,漂亮24層公寓第一樓層
交通繁忙區,客源穩定,生意好,小費高
室內有50個座位,室外有10個座位.

很好的租金價格. 設備齊全,可立即營業.
售價: $365,000,歡迎看店議價.

意者請(英文)電或短訊:832-298-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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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ide HEB. Contact
713-419-0980

中國城中餐館
請全工或半工企枱,
收入高,須有工卡.

意者請電:
713-981-8818
或親臨臨敦煌廣場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梨城餐館請人
Pearland Area,誠請

全工或半工,需說英文
Full/Part time

●Server 企檯
●Delivery Driver外送
●Cashier 收銀員

Must Speak English
832-594-0540

River Stone
堂吃外賣中餐

出 售
歡迎看店面談
聯系方式 :

920-858-6894

堂吃外賣急售
地區好，生意穩，

租金便宜，
可改做Sushi.

因人手不足急售.
意者請電:

281-813-6809

賺錢生意急售
●Katy 亞洲城H-Mart 韓亞龍超市商場旺舖讓
廚房餐廳設備傢具齊全，店主因故急售，僅要價
$4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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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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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茶寮,薪優
●廚房: 請 廣東炒鍋.
●樓面: 請傳餐人員
●點心部: 請
有經驗做點心人員
281-495-1688
或2點後親臨地址:

9968 Bellaire Blvd #160
Houston TX 77036.

美式中餐館招聘
位Downtown地區
誠招兼職廚師,
~~薪優~~

廚房關系簡單.
有意請電至:

361-960-8256
如未接，請短信留言

路州餐館請人

位路易斯安那州

誠請炒鍋一名,

薪優.意者請電:

832-819-8111

粵菜餐館,薪優
東禾酒家請人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誠請炒鍋和企枱
抓碼、油爐、洗碗

意者請電:
713-981-8803

中餐館請人
位Woodlands區
誠聘 以下半工
外送員及接線員
油爐 及 炒鍋
意者請電:

832-788-1283

中日餐轉讓
位Westheimer,
餐館重新裝修，

1900呎,設備齊全.
有意者請聯系：

832-722-2803

和順圓(Pearland)
待遇優厚, 誠聘

●全工Cashier
英文好,小費好

●外送員 : 小費好
全工/半工均可
有意者請電:

832-768-9888

有米酸奶Katy店
招聘啦!!!!

全職兼職均可,可培訓
操作簡單易上手,薪優！

需會英文！
店址位於katy亞洲城

請電/短信：
626-466-5007

*達拉斯餐館出售

達拉斯億佳超市旁，地點佳，

應人手不足，現轉讓。

有意致電：469-238-3871

路州全日餐
Lake Charles
誠聘 壽司師傅，
廚房師傅、油鍋.

工作認真，有午休，
住單間，住宿環境佳.
希望可以長期合作.
832-621-1860

永華餐館誠請
炒鍋, 抓碼, 企檯.

9600 Bellaire #126
Houston, TX 77036

意者請電:
713-271-3122

*糖城餐館誠請
Part time Cashier

有經驗,薪優
無經驗,可培訓

需說英文.電/親臨:
281-277-8383
1730 Williams Trace
Sugar Land, TX 77478

*糖城麵館
需要合作伙伴, 誠請

●北方煮面師傅一名
●包水餃一名
●打雜一名,
全或半工,50至65歲.
意者下午4-5點電:
832-455-3059

中餐館,退休售
經營28年老店,
生意四萬以上,

四千呎, 月租2千5,
位於德州中部.
~~歡迎看店~~

254-681-6599
請留言或短訊

*連鎖日餐請人
位Rosenberg地區

離中國城駕車僅20分鐘
誠請服務員(企檯)

需講英文,
廚房及Sushi師傅
意者請致電:Cindy
281-979-3970

*壽司店招工
位糖城&Downtown

誠 招
壽司師傅及幫廚
有意者請電:

832-846-2345

*糖城超市內

壽司吧轉讓

位置佳,生意穩定

易經營,電話詳談:

832-520-6015

Katy中日餐館
誠請 ●壽司師傅
(一手師傅及二手師傅)
●全工半工企檯

意者請電:
832-888-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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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餐館誠請
壽司師傅或學徒

企台及帶位
全工/半工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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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ge 400
Japanese Cuisine
近Galleria , 誠徵
壽司師傅及幫手

需英文
有意者請電留言:
281-685-4272

中日餐館請人
位糖城Missouri City

誠請外送員

意者請電:

832-539-6982

*中餐旺舖出讓
位Baytown,10號公路旁,交通方便,

隣近幾大煉油公司及住宅,
客源龐大, 因缺人運作出讓.

有意請聯繫 :李小姐
832-749-1448

糖城港式點心店

招飲茶點心熟手

會包點心,有經驗的

聯絡 : 呂小姐

832-638-8655

轉讓賺錢堂吃
兼外賣店

離中國城15分鐘車程
長年經營生意穩定.

意者請聯系 :
713-373-2947

非誠勿擾！

賺錢中餐館轉讓
Woodlands富人區

面積1500呎
設備齊全,

客源穩, 小費高.
誠心買店請聯系:
713-628-1938

*新店開張招聘
●炒鍋師傅2名
●拉面師傅1名
●包餃子包子師傅1名
●切菜師傅1名
工資高,待遇好,包食宿.
電:510-996-8239
(未接電話稍後必回)

大學城中餐館
老板退休,誠心轉讓
1200尺,月租1800
人流集中,潛力大
非誠勿擾.詳情致電
510-246-6569

Chow Wok
中式快餐店,位於
2575 B South Dairy
Ashford/Westheimer
誠請 送外賣1名
全工/半工均可

意者請電 : 周先生
281-235-3531

*科羅拉多州,日餐高薪請人
●熟手經理一名 ●熟手壽司大廚
以上月薪 $6000+小費, 長期合作,有分紅

●壽司幫廚: $4000-$5000加小費
●女服務生多名 : $5000-$6000
●廚房大廚: $5000-$6000加小費
●廚房幫廚多名: $4000-$5000加小費
以上包吃包住. 意者請電:480-601-6546

*底薪高,小費好
位糖城,中餐館

請有經驗企檯數名
最好能報稅
意者請電:

281-980-8886
281-980-8887

糖城美式餐館
誠請需英文流利
●全工半工企枱
●收銀帶位

意者請電：
281-242-7728

私立幼兒園誠聘

廚房烹飪清洗整潔

合法報稅,略懂英文

意者電詢:

909-895-2125

*餐館請人,薪優
生意好外賣店,誠聘
收銀員, 炒鍋, 打雜
全工/半工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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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其林星級港式早茶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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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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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press功夫茶
誠招店長,一周工作
5-6天,需要有團隊
意識,會英文,能報稅,
無經驗起薪$3500
有經驗$4000,

包午晚餐. 意者電:
979-739-8988

SINH SINH
位中國城,中國餐廳

誠請廚房煮粉麵

請下午3點後電:

713-459-1501

中國城旺鋪出租
9968 Bellaire #250A
Houston, TX 77036
( H Mart黃金廣場 )
984 SF,特價 $2500/月
意者請電: 林太太
713-385-1188

Owner Agent

Japanese Rest.
Hwy6/Sugar Land,
誠請Waitress企檯,
需有經驗,能報稅.
~~小費高~~
有意者請電:

281-325-0628
832-868-8813

Buffet店請人
位於休士頓
Westheimer

誠招 企台、帶位.
需報稅,熟手.
聯系電話:

713-789-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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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超市壽司吧售!
位Kroger超市內

New Caney ,TX 77357
附近沒有其他超市競爭
每周$10000-$11000

Text or call :
832-401-9179

●另請壽司師傅或助手

*賺錢餐館出售
餐館在聖安東尼奧,

競爭極小.
生意5萬多,售5萬
外賣生意極佳
意者請電:

210-396-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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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中日餐請人

分類廣告 Katy美式中餐廳
薪優！誠招

炒鍋、油鍋、企台
、Cashier

意者請電: 陳生
832-756-4898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雙椒River Oak高薪誠聘
餐廳經理、企台和 前廳打雜

1915 W Gray St. Houston, TX 77019

有意者短信聯系:

412-956-2766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美式中餐老店售
近中國城,美式中餐
快餐老店,不外送,

生意三萬,租金$1800
非誠勿擾! 機會難得

有意者請電:
281-512-0087

賺錢炸魚炸蝦店出售( 東北區)
設備全, 生意好, 可提供配方及培訓

售價22萬,連地產售110萬.
牙醫診所出售

位Spring Branch 4000呎 (含所有設備)
要價45萬, 連地產售160萬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Now Hiring
Mikoto Ramens
and Sushi Bar

●Wait Staff
●Hostess
●Sushi Chef
●Kitchen Chef
Please text Tom at
832-909-8310

Katy日餐鐵板店
招聘熟手企台

小費好,
工作氛圍輕松,

需報稅，聯系電話：
618-699-1155

Now Hiring
Mikoto Ramens
and Sushi Bar

●Wait Staff
●Hostess
●Sushi Chef
●Kitchen Chef
Please text Tom at
832-909-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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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分類廣告 公告欄公告欄 ( 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 )



CC22分類廣告2
星期日       2022年9月11日       Sunday, September 11, 2022

雅房分租
近惠康,高爾夫球場
環境好,傢俱全,
房內帶洗衣機,

5G Wifi,
適女性或學生.

832-768-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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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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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辦公室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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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公司請人
位610和290交界處
誠徵●生產工人
$15/小時起薪

需有身份,能努力工作
意者請電:

832-584-6527

食品公司,薪優誠聘
●機修人員

有維修和安裝工業極速冷氣設備的經驗.
●生產管理人員

中英文流利,西班牙語更佳.有生產管理經驗.
公司可協助申請H1B和綠卡.薪資面議.
請電: 趙小姐 314-489-6212
Email: Amyzhaoyong1981@hotmail.com

服裝零售店誠徵男女裁縫師
Now Hiring - Seamstress or Tailor

需有責任心,做工仔細,且能每周工作3-4天
能為客戶量身定做及修改各種款式衣服.
定做服裝是極具發展潛力及高收入的行業

重質量、準時完工及工作意願高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的環境極佳,地點極好, 年薪24K-50K

有意願加入團隊請英文電:310-557-6892 Joe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500

Business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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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佳.
可辦身份.請電:王先生
281-299-9688

健康保險公司誠聘辦公室職員
需有身份，簡單讀寫英文。

態度積極，願意學習。無經驗者歡迎。
高中以上學歷。

提供健康，人壽和意外險，年假和401K
公司位於6號和10號附近

請電郵簡歷: jhung@neweralife.com
or來電 Jenny 281-599-5810

*王朝臨街賺錢商鋪出租
位休斯敦中國城心臟部位的王朝商場出租

一樓店面，發財好位置，單位靠Corporate大街,
大落地玻璃窗，寬敞明亮，14呎層高，數以百計

的停車位. 目前有2300呎左右可供出租。
價格實惠，租期靈活.

●另二樓有3個office,在1200-1600呎.
歡迎有意向的老板聯系: 阿芳姐or

Susan Chang 洽談：281-928-6080

門面招租
將近2000尺

黃金廣場內

意者請短信聯系

832-878-7885

Pro-Plastics, Inc.
Now Hiring 誠請員工

•Customer Service :
Need fluent in English

•印刷机操作工 :日常工作需輪班
•電工: 日常工作需輪班
*We have employee benefits*

( 公司提供員工福利 )
地址：9530 Baythorne Dr.

Houston TX 77041
電話：713-690-9000
* Equal Opportunity Employer *

Thunder Group Texas Warehouse Worker
Employment Type: Full Time ( 40 + hour)

Warehouse worker job summary
Perform an array of functions that may include receiving & processing
incoming stocking materials, picking and filling orders from stock,
packing and shipping orders, or managing, organizing & retrieving
stock in the warehouse Address:10702 cash road, Stafford, TX 77477

Call: 713-690-0111 or email to
brianc@thundergroup.com for interview app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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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薪聘倉庫管理
石油設備公司招倉庫
經驗全職,會開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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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簡歷：usa@
gnsolidscontrol.com

誠徵牙科前台
中國城. 需英文
無經驗可訓練.
請電或Email:

713-773-1300
txdentist101
@gmail.com

電子維修公司
中國城附近,誠聘

●維修人員:細心穩定
●業務客服:中英流利
無須經驗,可培訓.
業務熟練,薪資優厚.
832-679-9999

聘請鋼琴教師
懂廣東話優先

地點: Sugar Land
請Email/短訊聯系:
wingng2004
@yahoo.com

832-469-9800

公寓管理經理
有無經驗均可,可培訓

會英文,懂電腦
有責任心. 薪優.

電:713-385-1188
或Email履歷:

HoustonHR888
@gmail.com

招聘辦公室文員
地板批發公司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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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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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家/通勤阿姨
有責任心,身體健康
看一個小孩,做飯.
家在TMC/Rice.
薪優，請電：

346-402-5445

保險代理公司 請人
誠徵 全工或半工助理:

有經驗及執照者有bonus,
沒經驗者可培訓。需中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郵簡歷及薪資要求及歷史到 :
jericlu@luins.com

或短信到 : 832-876-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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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信 : AD7133021553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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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公民,男36歲
大學學歷, 廣東人,有正職

誠徵單身女士,先友後婚.

有誠意者電或簡訊:

832-348-6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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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信 : AD7133021553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聯禾地產UMRE菁英招募
●行銷儲備幹部:善溝通與表達,具平面設計能力
市場調研與分析熱情,具行銷及企劃經歷佳
●商業&住宅地產業務幹部及物業管理助理:相關
學歷及經驗,具學習精神,敏銳市場洞察力,地產執照佳
●會計助理：基本掌握Quickbooks，工作細心，
可以全職/半職

Email 至: hr9889@gmail.com
公司地點:Houston中國城, Katy亞洲城

印刷公司誠徵
半職員工:中英文流利
熟悉PS, InDesign優先

無經驗可培訓,
歡迎工讀生.

9777 Harwin Dr. #509
Houston, TX 77036

swprinting@att.net

Food Distributor
Account Payable /
Offices Assistant

Speak English & Chinese
Contact: Lily & Helen
713-383-8818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Salon Room
Beautiful Salon in
Sugar Land has a
Room for Rent,

high tips area, Ideal for
esthetician, Makeup,
Micro-Blading artist,

massage therapist, etc
713-234-7783

糖城漂亮沙龍
房間出租

高小費區，適合做
美容,化妝工作室
紋眉,按摩等行業
意者請英文電:

713-234-7783

休士頓中藥店
誠聘抓藥/收銀員.
薪優.會中英文，
有經驗者優先.
有意請電

346-399-6493

通勤/住家阿姨
長期工作.家住奧斯汀

每周5-6天,
照顧3個月寶寶,

做一頓飯,簡單家務.
要求身體健康.
意者請電或短訊:
213-308-4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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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

Home
Service

200

*F/T Office Clerk
for Warehouse in Houston, TX

Training provided, Fluent in English & Chinese,
Clerical & Computer skills, Fast Learner,
Well organize and good with details.

Base salary + Bonus
Please email resumes to :
admin@sktran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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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幼兒園誠聘

廚房烹飪清洗整潔

合法報稅,略懂英文

意者電詢:

909-895-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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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雜工
日薪$200,體壯
年齡&男女不拘
Chimney Rock /

Bissonnet
917-587-7966

貿易公司誠招司機一名
希望應征者擁有以下資質和能力：
•持有有效駕照，10年-15年以上駕齡,
無任何不良駕駛記錄；•強烈的責任心和安全意識；•優秀的導航技能和熟練使用導航程序•出色的時間統籌和管理能力；•良好的中文交流能力和人際交往素養,
會簡單英語更佳

工作內容包括：•接送公司總裁•機場接送CEO,如果CEO來德州辦公室•接送客戶，如果客戶需要的時候•包括其它應急用車事務
工作時間及薪酬待遇•全職小時工，每小時$20•一周工作5天,雙休日和聯邦假日休息;
一周工作時間超過40小時支付加班費•接送總裁用總裁私人汽車，接送CEO
及其它事務用公司車•提供醫療保險（包括牙醫和眼科）•提供401K退休計劃，公司匹配5%
請將應征信發送 HR@healgen.com

Cypress功夫茶
誠招店長,一周工作
5-6天,需要有團隊
意識,會英文,能報稅,
無經驗起薪$3500
有經驗$4000,

包午晚餐. 意者電:
979-739-8988

糖城二房間出租
近59/6號 , 4/2/2

房子2019年重新裝修,
月租$850-$900/room,
全包,含傢具,高速上網
Wi-Fi 211mbps,新家電
(己有1年輕男上班族住)

請電或簡訊:
713-665-5234

*Customer Service Wanted
連絡客戶安排訂單出貨,
開立發票及檔案管理,

英語流利有良好溝通能力
及合法工作身份.

公司有保險+有薪假期+紅利.
Resume to:HR@walrusamerica.com

*Foot+Body足身按摩店請人
位Sugar Land糖城, 環境好, 生意佳

誠聘有經驗,男女按摩師
全工或半工均可,需少許英文

收入好+小費極佳.
意者請英文電: 346-401-6197

中國城旺鋪出租
9968 Bellaire #250A
Houston, TX 77036
( H Mart黃金廣場 )
984 SF,特價 $2500/月
意者請電: 林太太
713-385-1188

Owner Agent

石油設備公司
招聘1名倉庫工,

會開叉車和做雜務,
吃苦耐勞,

懂簡單維修和英語.
近8號和290

意者請電: Blake
713-515-9047

*辦公室文員
中英文流利,
工作認真負責,

有Quickbook經驗
優先,近中國城.
薪優,請電 :

713-922-9886

木材工廠請人
誠請技術員: 近中國城,
有機電經驗,會看電路圖
維修機器,周一到周五.
意者請電或email：
281-561-9985
732applications
@gmail.com

NOW HIRING
● Accounting ● Customer Service
Must be Fluent English, MS Office,
Self-motivate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Detailed Oriented, team player.
Part Time account $25/h, familiar with
Quickbooks inventory control
Resm: jobs91706@gmail.com
8787 W Bellfort Ave #900 Houston

地產助理,薪優
近I-10及8號,環境佳
需英文及Word, Excel操作
無經驗可培訓,良好溝
通，穩定負責任長期的
工作夥伴。履歷表：

RealEstateManager777
@gmail.com

或電713-988-8816

房地產開發公司
招聘 中英文流利,
公司助理/採購經理

有工作經驗,
男女不限,

意者請電 : 何生
281-223-9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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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近中國城, 好房出售 $273,000
百利大道/Beechnut, 近Tan Tan餐館

面積2,025呎,佔地8,160呎,(沒HOA費)
3房(另加建1房間) 2衛浴 2獨立車庫

新水管,新冷氣,新Siding,新車道,
廚房大理石檯面. 磁磚及木地板.
7911 Pella Dr. Houston, TX 77036

意者請(英文)電: 832-454-5119 Van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德州奧斯汀家庭
誠招住家保姆,

孩子已上學，以做飯、
做簡單家務為主。

要求必須會講普通話,
有良好生活習慣,

有愛心.有意者請電：
512-750-7446

*家具公司招聘
會計: 中英文流利
熟悉Quickbook.

可辦H1B.
意者請Email或電:
goldenfurniture11

@yahoo.com
713-896-8877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誠 徵
●駕駛 ●廚房助手
●工作人員女性

每週一至週五
工作五天

意者電面洽:紀先生
713-933-5288

電子廠誠請
電子裝配工 ( 錫焊經驗者優先 )

有薪節假日,休假, 年終獎, 保險,401K

意者請電:713-349-4559或親臨

12701 Royal Dr. Stafford, TX 77477

*屋主自售
Momorail 區 好屋出售

StratFord 五星高中正對面
TOWN HOME

好房好價, Hoa fee 213 only
獨立兩車庫。獨立後花園可種菜

請 電: 832-888-2299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牙醫診所出售
位Spring Branch 4000呎 (含所有設備)

要價45萬, 連地產售160萬
●賺錢炸魚炸蝦店出售( 位東北區)
設備全, 生意好, 可提供配方及培訓

售價22萬,連地產售110萬.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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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分類廣告專頁

分類廣告專頁

*測量公司誠聘
有經驗和懂英文的
土木工程繪圖員

（CAD Operator）
需會用Autocad &

Microstation
Email簡歷:Schen@
landtech-inc.com



CC33分類廣告3
星期日       2022年9月11日       Sunday, September 11, 2022

德州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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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金廣場內 )
281-236-4723申請帶槍執照

Gun License

Registration

招
生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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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Driving School

駕
駛
學
校

房
產
經
紀
人
Real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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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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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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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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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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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做居家小活

702-888-5518

苗師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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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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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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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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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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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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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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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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按摩店,美容美甲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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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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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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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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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意裝璜公司
地板油漆，水電瓦斯，
圍欄籬笆，涼棚搭建，
屋頂補漏，隔間改建，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各種小活，服務周到。
346-866-8866

盛家裝修
住宅/餐館: 廚房台面,
地磚,地板,水電木工,
內外油漆,衛生間改造,
戶外涼棚,籬笆水槽,

外牆漆白色油漆有優惠
質量第一和保證誠信
832-282-8746李

專業住宅裝修
20多年的裝修經驗
櫥櫃,檯面,油漆,木工
地板,地磚,門窗,圍欄

水電等...
質量保證,免費估價
917-214-8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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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偉裝飾,專精
地板,瓷磚,櫃子,

室內外油漆...等等
多年經驗,品質保證

電 話 :
346-538-2525

休斯頓最全槍課培訓中心
得克薩斯州公共安全部官方認證機構
從合法持槍到安保培訓，
從野外生存到急救自救，
Insider培訓中心一站式服務，
退伍軍人，持證講師
持槍證/1-4級保安證/急救證
咨詢電話: 832-839-3999持槍課培訓班

Gun School

家人保險 - Tina Sun
專注房屋｜汽車｜商業｜風災｜洪水保險

微信/電話：
318-243-1202

tinasun0121@gmail.com
專業耐心｜報價快速｜幫您省錢保險專業服務

Insuranc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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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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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941-7212

閩福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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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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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709-8947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誠意裝璜
承攬餐館,奶茶店
及 改建工程,
家庭大小裝修
櫃櫥工程,水泥,

地面工程,籬笆工程
百萬保險,價格公道
281-787-1283
832-852-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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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on Room
Beautiful Salon in
Sugar Land has a
Room for Rent,

high tips area, Ideal for
esthetician, Makeup,
Micro-Blading artist,

massage therapist, etc
713-234-7783

糖城漂亮沙龍
房間出租

高小費區，適合做
美容,化妝工作室
紋眉,按摩等行業
意者請英文電:

713-234-7783

英文: 713-528-2097
中文: 832-231-5279
地址: 4141 Southwest Fwy #510

Houston, TX 77027

HFE正規專業按摩學校招生

● 德州立案500小時按摩課程培訓(MS0098)
● 全期 5 個月課程.
● 有專業按摩執照老師,中英文授課.
● 學費有優惠,不另收額外費用.
● 聯邦按摩考試MBLEX衝刺班.
● 聯邦按摩考試加強班100%通過率.
● 按摩執照更新服務.
● 免費按摩英文課程.

Call Today 儘速連絡,或至網站查閱訊息
www.HFEmassageschool.com

Foot+Body足身按摩店請人
位Sugar Land糖城, 環境好, 生意佳

誠聘有經驗,男女按摩師
全工或半工均可,需少許英文

收入好+小費極佳.
意者請英文電: 346-401-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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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ING for Massage

按摩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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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ano鋼琴教學

鋼琴教學招生
零基礎少兒&成人學員
課程內容：古典鋼琴、
流行鋼琴、鋼琴伴奏、

識譜樂理課等.
●課後陪練班: 為無琴
學員解決練琴難題
聯系電話：王老師
713-363-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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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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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手機維修
Shan's Computer
20年維修經驗!

9600 Bellaire Blvd#120
王朝商場內120室
832-790-1141

各種維修服務
Computer Service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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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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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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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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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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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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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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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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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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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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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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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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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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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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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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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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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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Chang Le Service 長樂AC
安裝,維護冷暖氣, 熱水器. 百萬保險

政府執照 TACLB00120882E安全可靠,誠信
12年經驗,價格合理,服務快速周到,有保證
諮詢 : 832-208-5138 中英文

346-232-8970 Allison
微信: CHANGLEAIR

偉業冷暖電

專業修理

832-301-8984

626-822-8032

聯合冷暖氣公司
●維修,保養,安裝: 家用,商業,冷暖氣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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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機,烘乾機等.....

●專業執照,23年電器服務經驗
保證質量,信譽,絕對價優:夏季高峰期任何
維修免收服務費 請電:713-858-8528

SKY地毯清洗
使用頂級235F高溫高
壓蒸汽機，藥水深度清
潔地毯，地板地毯更換
維修拉伸，服務住家/商業,
空房/無水電亦可處理.

免費估價.
626-782-1849中文
713-562-0608英文

美國電氣工程
許可#36002.保險 保修
*住宅*商業*工業*
-室內室外電燈飾
-電動車充電器安裝
-新建築 故障排除
電箱升級,免費報價.

英西832-361-8176
中文832-488-8622

開利制冷水電
快速維修 空調,
制冰機,抓碼櫃,
冷庫, 水電...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政府認可~~
請電：陳師傅

917-892-7988

通水管
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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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斯頓最全槍課培訓中心
得克薩斯州公共安全部官方認證機構
從合法持槍到安保培訓，
從野外生存到急救自救，
Insider培訓中心一站式服務，
退伍軍人，持證講師
持槍證/1-4級保安證/急救證
咨詢電話: 832-839-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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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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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aritos Brincolins
快速專業搬家公司 (政府執照及保險)

Professional Delivery Services
Commercial & Residential公司/住宅
Local and long distance 長短途搬運

15年專業經驗,免費估價 (4台大卡車,家族經營)
melvalainez@yahoo.com
英文電洽: 346-802-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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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優林冷暖氣
分離式冷氣安裝,
電車充電器安裝,
價錢公道,品質保證

找Kevin
281-948-9968

威力鐵工廠
制作維修防盜鐵門窗
自動大鐵門,開門機,
鐵欄桿修理/換新,

陽台扶手
空調外機防盜箱

手機可視全方位監控
713-501-8595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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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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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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709-8947 Piano鋼琴教學

鋼琴教學招生
零基礎少兒&成人學員
課程內容：古典鋼琴、
流行鋼琴、鋼琴伴奏、

識譜樂理課等.
●課後陪練班: 為無琴
學員解決練琴難題
聯系電話：王老師
713-363-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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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手機維修
Shan's Computer
20年維修經驗!

9600 Bellaire Blvd#120
王朝商場內120室
832-790-1141

各種維修服務
Comput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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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e retakes territory in Kharkiv region 
as Russian front crum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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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C2

KYIV, Sept 9 (Reuters) - Ukrainian forces were seizing an 
expanding area of previously Russian-held territory in the east 
in a “very sharp and rapid” advance, a Russian-installed region-
al official said on Friday, in a breakthrough that may mark a 
turning point in the war.

After keeping silent for a day, Russia effectively acknowl-
edged that a section of its frontline had crumbled southeast of 
Ukraine’s second-largest city Kharkiv.

Advertisement · Scroll to continue
Report an ad
“The enemy is being delayed as much as possible, but several 
settlements have already come under the control of Ukrainian 
armed formations,” Vitaly Ganchev, head of the Russian-backed 
administration in the Kharkiv region, said on state television 
host Vladimir Solovyov’s daily livestream. read more

Ganchev earlier said his administration was trying to evacuate 
civilians from cities including Izium, Russia’s main strong-
hold and logistics base in the province near the front in eastern 
Ukraine.
Russia has taken control of around a fifth of Ukraine since start-
ing its invasion in late February.

The Russian defence ministry released video of military vehi-
cles speeding along a highway, saying they showed reinforce-
ments rushing to defend the area. The Kremlin has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Ukrainian advance.

Ukrainian officials released a parade of videos showing soldiers 
raising flags and posing in front of street signs in villages and 
towns across part of previously Russian-held territory.

One viral image showed troops holding up a Ukrainian flag at 
a highway welcome sign for Kupiansk, previously more than 
50 km inside Russia’s front line. The city is an important target 
as the junction of several of the main railway lines supplying 
Russian troops at the front.

Ukraine kept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out of the area and Re-
uters could not confirm the images, but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said troops had “liberated dozens of settlements” and 
reclaimed more than 1,000 square km (385 square miles) in the 
eastern Kharkiv and southern Kherson regions.

Western military analysts said the advance could shut the 
supply lines Moscow has relied on to sustain its force in east-
ern Ukraine, and potentially leave thousands of Russian troops 
encircled. read more

SUCCESS
Such rapid advances have largely been unheard of since Russia 
abandoned its assault on the capital Kyiv in March, shifting the 
war mainly into a relentless grind along entrenched front lines.

“We see success in Kherson now, we see some success in 
Kharkiv and so that is very, very encouraging,” U.S. Defense 
Secretary Lloyd Austin told a news conference with his Czech 
counterpart in Prague.

The Ukrainian general staff said early on Friday that retreating 
Russian forces were trying to evacuate wounded personnel and 

damaged military equipment near Kharkiv.

“Thanks to skilful and coordinated actions, the Armed 
Forces of Ukraine,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local popu-
lation, advanced almost 50 km in three days.”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millions 
have been driven from their homes and Russian forces 
have destroyed entire cities since Moscow began what 
it calls a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to “disarm” 
Ukraine. The Kyiv government and its Western allies 
accuse Russia of an imperial-style war of aggression.

In the latest reported strike on civilians, Ukrainian 
officials said Russia had fired across the border, hitting 
a hospital in the northeastern Sumy region on Fri-
day morning, destroying the building and wounding 
people. Reuters could not independently confirm the 
report.

Russia denies intentionally targeting civilians.

The centre of Kharkiv, which has been regularly 
bombarded by Russia, was hit by Russian rocket fire, 
wounding 10 people, including three children, Gover-
nor Oleh Synehubov said. Rockets hit a children’s arts 
centre and a school, as well as private homes, mayor 
Ihor Terekhov wrote on Telegram.

BREAKTHROUGH
The Ukrainians broke through in the east a week after 
Kyiv announced the start of a long-awaited counter-of-
fensive hundreds of kilometres away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front line,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Kherson.

Ukrainian officials said Russia moved thousands of 
troops south to respond to the Kherson advance, leav-
ing other parts of the front line exposed.

“We found a weak spot where the enemy wasn’t 
ready,” presidential adviser Oleksiy Arestovych said 
in a video posted on YouTube.

Russia’s state news agency RIA quoted Rus-
sian-appointed Kherson authorities as saying some 
Ukrainian troops were captured during the counter-
attack and some Polish tanks they were using were 
destroyed. Reuters could not verify those reports.

Less information so far has emerged about the cam-
paign in the south, with Ukraine keeping journalists 
away and releasing few details.

Ukraine has been using new Western-supplied artil-
lery and rockets to hit Russian rear positions there, 
with the aim of trapping thousands of Russian troops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wide Dnipro River.

Arestovych acknowledged progress in the south had 
not yet been as swift as in the east.

Separately, the U.N. nuclear watchdog said on Friday 
that shelling has destroyed power infrastructure in the 
southern Ukrainian city of Enerhodar where staff op-
erating the Russian-held Zaporizhzhia nuclear power 
station live, posing a growing threat to the plant.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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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was born a royal, but with little
hope of ever wearing the crown.

Princess Elizabeth Mary was born on
April 21, 1926. She was third in line to
the throne after her uncle and her
father, but a scandalous love affair
changed the course of her life and
paved the way for her to become the
United Kingdom’s longest-serving
monarch. She became a symbol of
comfort and continuity and with her cool
and reliable cheerfulness, made her
overwhelmingly popular with the British
public.

Elizabeth assumed the throne in 1952
at the age of 25 after the sudden death
of her father in his sleep at the age of
56. Over the last 70 years, she worked

with 15 British prime ministers and met every U.S. president during her
time as queen, with the exception of Lyndon Johnson.

The majority of Britons have never known another monarch. She
remained very popular until her death. She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K. as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fter the British
elections, it is the monarchy who calls on the political party to form the
government.

Charles, 73, now will become king and how he will carry on his mother’
s legacy will be a big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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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Children run past a sand sculpture depicting Britain’s Queen Elizabeth, creat-
ed by Indian sand artist Sudarsan Pattnaik and his students on a beach in Puri, 
Odisha, India. REUTERS/Stringer

A rainbow forms as people gather outside the Buckingham Palace, following a statement from 
the Palace over concerns for Britain’s Queen Elizabeth’s health, in London, Britain September 
8, 2022. REUTERS/Toby Melville

Tunisia’s Ons Jabeur celebrates after winning her U.S. Open semifinal match against France’s 
Caroline Garcia at Flushing Meadows, New York. REUTERS/Mike Segar

People walk past a Union 
Jack flag flying at half-mast 
on the Promenade des An-
glais, following the passing of 
Britain’s Queen Elizabeth, in 
Nice, France. REUTERS/Eric 
Gaillard

Sao Paulo’s Luciano and 
Alisson celebrate after the 
Copa Sudamericana semi 
final second leg Sao Paulo 
v Atletico Goianiense 
match. REUTERS/Carla 
Carniel

U.S. President Joe Biden ges-
tures as he signs a condolence 
book after Queen Elizabeth, 
Britain’s longest-reigning mon-
arch and the nation’s figurehead 
for seven decades, died aged 
96, at the British Embassy, in 
Washington. REUTERS/Evelyn 
Hockstein



 A 1955 studio portrait of the Queen holding a fan while wearing a brocade 
dress, a sash, a diamond bracelet given to her by Prince Philip and the star 
of the Order of the Garter – a necklace given to her by Nizam of Hyderabad. 
Her diamond and pearl tiara was previously worn by Queen Victoria (Picture: 
Getty Images)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has died af-
ter 70 years on the throne, with her death an-
nounced by Buckingham Palace on September 
8, 2022.
She died at the age of 96 surrounded by her 
family at her home in Balmoral, including her 
son and heir to the throne Charles, the Prince of 
Wales, and her grandsons, the Duke Of Cam-
bridge, Prince William and the Duke of Sussex, 
Prince Harry.
Breaking a number of records, she became the 
oldest and longest serving monarch and head of 
state in the world.
During her 70-plus years on the throne, she en-
joyed a long and colourful career, which saw 
her travel the world and rub shoulders with its 
most famous, powerful and influential people.
Born Elizabeth Alexandra Mary in April 1926, 
the Queen was only 27 years old at the time of 
her coronation in 1953.
She worked with 15 prime ministers while 
carrying out overseas visits and royal duties at 
home – all while raising a family.

Royal author Bryan Kozlowski told of a ‘per-
sonal transformation’ the Queen experienced 
upon taking on the job, having previously been 
‘shy and riddled with doubts’ about her inex-
perience.
In his book, Long Live the Queen! 13 Rules for 
Living from Britain’s Longest Reigning Mon-
arch, he writes how Elizabeth told a friend she 
was ‘no longer anxious’ and had ‘lost all her 
timidity’ in becoming Sovereign.
Looking back at photographs taken during her 
career – it really shows – as the Queen was well 
known for her relentless energy and her beam-
ing smile – not to mention her colourful outfits.
Having led such a full life, it’s been hard to 
choose from the highlights, but we hope these 
photographs from every decade of her reign 
will do her impressive career justice.

                 Queen Elizabeth II at a reception 
at Windsor Castle in 2021.   Photo: Alastair 

Grant/Pool/Getty

Queen Elizabeth II died two days after dis-
patching her constitutional duty by ac-
cepting the resignation of her 14th prime 
minister and asking a 15th to form a gov-
ernment.
Her death at 96 after 70 years on the 
throne is one of the few global news 
events that genuinely will have been heard 
all around the world. For the U.K., the 
royal transition comes during what was 
already a period of tremendous upheaval. 
The second Elizabethan era spanned 15 
prime ministers and 14 U.S. presidents, 
from Churchill and Truman to Biden and 
Truss. She oversaw the end of an empire, 
four decades of Cold War, entry and exit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enormous 
societal shifts. Perhaps more than any liv-
ing person, she represented stability and 
continuity in tumultuous times. The mon-
archy itself has survived, in part, thanks 
to her longevity and enormous personal 
popularity.
Now the crown belongs to her son and 
successor, King Charles III, who is not as 
widely revered.
“We usher in a new era in the magnificent 
history of our great country exactly as Her 
Majesty would have wished, by saying the 
words ‘God save the King,’” Prime Min-
ister Liz Truss said.
Flags at the White House and public 
buildings across the U.S. will fly at half-
staff. The Eiffel Tower will remain dark 
overnight. Church bells across the U.K. 
will toll for an hour on Friday.

Crown Princess Elizabeth, later Queen 
Elizabeth II, with her pony, at age 10 in 
1936. Photo: Bettmann/Contributor
Flashback: Elizabeth became heir ap-
parent only after her uncle King Edward 
VIII abdicated in favor of her father, King 
George VI.
Her coronation in 1953 at the age of 27 
was the first to be televised. The Palace 
and the British media had long been pre-
paring for her death.
What Brits heard: “The BBC is interrupt-
ing its normal programs to bring you an 
important announcement. ... This is BBC 

News from London. Buckingham Palace 
has announced the death of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That announcement 
was followed by the national anthem, 
“God Save the Queen.”

Princess Elizabeth, later Queen Eliza-
beth II, with her husband Phillip, Duke 
of Edinburgh, on their wedding day, 
in Nov. 1947. Photo: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Corbis via Getty 
Images

Princess Elizabeth pictured in 1950 
with her baby daughter Princess Anne 
wearing the Royal christening robe 
made of Honiton lace (Picture: Getty 
Images)

Princess Elizabeth greets Winston 
Churchill at London’s Guildhall in 

1950 while Prime Minister Clement At-
lee and his his wife violet look on (Pic-
ture: Getty Images)

The Queen makes her first ever Christ-
mas Day broadcast to the nation from 
her Sandringham estate in Norfolk in 
1952 (Picture: Getty Images)

Queen Elizabeth II and Prince Philip 
with their children outside Balmoral 
Castle in Scotland, in Sept. 1960. Photo: 
Keystone/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On June 2, 1953, Queen Elizabeth II 
was coronated at Westminster Abbey – 
it was the first to be televised and was 
watched by 27 million people in the UK 
alone (Picture: Getty Images)

A newly crowned Queen waves to the 
crowd from the balcony of Buckingham 
Palace (Picture: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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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oto Essay Remembrance Of Queen Elizabeth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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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55 studio portrait of the Queen 
holding a fan while wearing a bro-
cade dress, a sash, a diamond brace-
let given to her by Prince Philip and 
the star of the Order of the Garter. 

The Duke of Edinburgh and the Queen 
wave to the public after the ceremony 
(Picture: Getty Images)

The Queen poses wearing a crown and 
formal sash in 1955 (Picture: Bettmann 
Archive)

US President Eisenhower (centre) 
with the Royal family members (left 
to right) Prince Philip, Princess Anne, 
the Queen, Prince Charles and Captain 
John Eisenhower, at Balmoral Castle, 
Scotland (Picture: Getty Image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and First 
Lady Jackie Kennedy pay a visit to 
Buckingham Palace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61.

The Queen during the 1966 State Open-
ing of Parliament. She had opened ev-
ery session of Parliament since taking 

to the throne, except in 1959 and 1963 
when she was pregnant with Prince An-
drew and Prince Edward, respectively 
(Picture: Getty Images) 

Her Majesty is joined by the Duke of 
Edinburgh during the state opening 
in October 1967 – the ceremony has 
changed very little throughout her 
reign (Picture: Getty Images)

Queen Elizabeth II and Prince Phil-
ip arrive at the Royal Ascot in                                                
2005 in York, England. Photo: Chris 
Jackson/Getty Images

Queen Elizabeth II records her annual 
Christmas Day message at Buckingham 
Palace in 2018. Photo: John Stillwell - 
WPA Pool/Getty Images

The Queen Visited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In 1986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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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愛心組織包裝文具用品休士頓愛心組織包裝文具用品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
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
？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
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
、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
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
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
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
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
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
，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
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車
禍之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之後才

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
；也有人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
魚，兩天曬網。這些對於車禍賠償都
是不利的，對自己身體更是有害。對
於沒有傷筋動骨的小車禍，2--3個月
的推按摩康復治療之後，大多數人都
會感覺好了；對於大小手術治療後的
傷員，1--2年之後，也會慢慢好轉，
這個時候，絕大多數人都會忘記車禍
這檔子事兒，繼續開車。遺憾的是，5
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
（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
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部
、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
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腦震蕩是比較
容易查出來的，但軟組織受傷是很難
查出來的，CT、超聲波都不行，最多
是核磁共振（NMR）可能會發現一些
問題（醫學檢查稱為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
。但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生

的部位，便可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進

行腦部、背部、骨關節和軟組織恢復
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等到10年20年
之後才想起來，那就晚了。建議您去
找李醫生，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會
幫您設計治療方案，保險公司支付您
全部的費用，經過精心治療之後，您
不會有任何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
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腰椎間盤發生
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
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坐
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患者
常常感覺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
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
。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
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
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
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
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
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
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運用推拿、註射、器材和
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
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
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
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
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診斷
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
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
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等，李醫生
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
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
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80%。李醫
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
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 所 地 址 ： 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至五全天，周六上
午。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髕骨外側壓縮綜合癥髕骨外側壓縮綜合癥？？李醫生引進最新設備治療下肢疼痛李醫生引進最新設備治療下肢疼痛！！
（本報記者黃梅子）步入中年，

不少人會發現膝關節靈活不比從前，
患有膝關節炎（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的風險也隨著年紀大了而提高
。膝關節炎由軟骨及其周圍細胞耗損
而引發，屬於相當常見的人體老化疾
病之一。膝關節炎病發是由關節細胞
耗損程度和修復程度失去平衡而導致

，癥狀包括關節疼痛、僵硬和功能減
弱。情況嚴重時，還需要手術治療。

還有一部分患者下肢疼痛是Later-
al Patellar Compression Syndrome髕骨
外側壓縮綜合癥。另有些患者是因為
頸椎腰椎或坐骨神經引起的下肢疼痛
。還有些患者是車禍後遺癥，有些人
在車禍過去幾年以後才感覺到身體各
種疼痛。

總之，不管您是哪種原因引起的
下肢疼，都要引起重視，積極做康復
治療，不管是膝關節炎還是車禍後遺
癥，康復治療總是比動手術更保險。
康復治療一定要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
，否則有可能使得病情惡化。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引進最新的多功
能下肢牽引治療儀，幫您減輕疼痛，
快速恢復健康！，其組成包括固定裝
置，放松裝置，牽張裝置，能刺激雙
腿內側肌群及穴位，可通經活絡，緩
解肌肉攣縮，激活運動神經元，恢復
下肢運動功能。李醫生還有儀器測試
足底，電腦掃描足部定做康復鞋墊，

能很大程度地緩解下肢疼痛以及行走
困難。

我們首先來看一看膝關節炎的病
因，常居潮濕、寒冷環境的人多有癥
狀，與溫度低，引起血運障礙有關。
第二是體重因素，肥胖和粗壯體型的
人中發病率較高。第三是年齡因素，
從中年到老年，隨年齡增長，常發生
關節軟骨退行性變，關節多年積累性
勞損是重要因素。第四，營養不良也
有可能致病，關節軟骨內沒有血管，
其營養依靠從關節液中吸取。軟骨的
修復是靠外層的軟骨細胞分裂繁殖和
軟骨細胞分泌基質來完成的，由於營
養和氧供應不足，影響到軟骨細胞的
增殖時，就會導致軟骨基質減少，軟
骨新生不足而變軟弱，極易在負重部
位發生磨損。

髕股關節綜合征占到了所有運動
相關的膝關節問題的25-40%，在膝關
節功能障礙與運動損傷中十分常見。
髖股疼痛綜合征風險最大的人群是跑
步者，騎自行車者，籃球運動員以及

相關跑跳較多的愛好者到運動員，當
然主要還是動作模式問題與過度不正
確使用所引起，病癥發作可能是由於
慢性損傷或者單次急性損傷直接引起
，癥狀包括膝關節彌漫性疼痛和局部
髕下疼痛。髕骨周圍和下方、膝蓋前
部、膝蓋骨的內側邊緣經常有壓痛，
髕骨周圍後方發生持續的鈍疼疼痛，
運動後有時會出現腫脹。在上下山坡
、上下樓梯、久坐起身時，髕股關節
位置疼痛往往更嚴重。膝蓋彎曲時可
能伴隨發出哢哢聲 「關節噪音 」 ，髕
股關節綜合癥往往伴隨著大腿肌肉
「股四頭肌」 的肌張力異常，髕骨周

圍的圓圈性疼痛範圍，久坐後癥狀加
劇，無力疼痛伴有膝關節屈曲減少。

髕骨與股骨組成髕股關節，髕骨
關節和我們的脛股關節共組成了我們
身體上著名的——膝關節，而我們的
髕股關節形成在髕骨和股骨遠端之間
，可謂是在夾縫中成長。治療中最重
要的第一步是避免使問題惡化的活動
，並且及時休息，光嚷嚷“疼”而不

去治療的人是打算坐輪椅過下半生？
我們的髕骨本身沒有血液和淋巴

液供應，所以一旦損傷恢復會非常的
緩慢，停止進一步的損害是十分必要
的。

李醫生治療下肢疼痛，先用電腦
掃描儀掃描足部，幫您定製復健矯正
鞋墊，能極大地緩解走路時的疼痛，
然後再用下肢牽引治療儀來復健治療
，配合使用醫用去痛風濕乳液和營養
素，是目前治療下肢疼痛的最佳治療
組合。

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
禍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
免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至五全天，周六上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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