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chat :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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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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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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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Hiring
Mikoto Ramens
and Sushi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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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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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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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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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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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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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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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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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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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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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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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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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州餐館請人
位路易斯安那州
誠請炒鍋一名,

提供住宿
薪優.意者請電:

832-819-8111

*中餐館誠聘
半工收銀接電話打包

有經驗,要報稅
離中國城15分鐘
4670 Beechnut

意者請電:
713-307-2882

*中餐館出售
休斯頓密蘇裡城
堂吃加送餐,
生意6萬余
意者請聯系:

917-225-6666
985-790-3195

Katy中餐館出售
生意4-5萬，
客源生意穩定，
設備齊全，
一周開六天,

價格面議.意者請電:
281-779-9999

Sushi Ramen Restaurant for Sale
壽司+鐵板+拉麵店出售

2000呎, 位於45北交通繁忙的白人區,
客源穩定,小費高,生意10萬左右,

現營業6天, 租金$5200/月.
設備齊全,接手即可營業,價格優惠.

歡迎看店洽談.
意者請電/短訊: 713-391-0718 吳先生

西南區中餐館售
4500呎,租金便宜
設備齊全,生意穩
接手即可營業
意者請電 : 陳太
281-300-0392

NOW HIRING
Sushi Helper
Lake Colony area

4724 Hwy-6
Missouri City, 77459

HEB Sushi Bar
Please call/ text:
832-643-5900

R
est aura nt H

ir ing

中
日
餐
請
人

美式中餐館
10號Memorial的

99大華附近,
無堂吃美式中餐,

請接電話收銀兼打包
周二送餐
意者請電:

832-231-1319

超市壽司吧出售
Kroger超市內,
近Uptown, 附近
公寓多,客流量大,
生意穩賺不賠。

意者請電:
716-235-9074

急急急!餐館讓
位於Katy

中日餐堂吃外賣店
因股東糾紛急轉讓
有意者請私信:

347-277-1612
非誠勿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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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科羅拉多州,日餐高薪請人
●熟手經理一名
●壽司幫廚: $5000~$5500 + 加小費
●女服務生多名 : $5000-$6000
●男服務生多名 : $5000-$6000

歡迎夫妻檔, 以上包吃包住.
意者請電 : 480-601-6546

乾洗店 &餐館 出售
●乾衣店要賣160,000

每個月的利潤是10,000到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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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式餐館(8號/Clay Rd):

1400呎,租金$2800, 售$65000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糖城馬來餐館
因股東不和,

無心、無力經營.
半賣半送.轉讓

閒聊請繞行, 請電:
713-291-5975
832-788-6688

米其林星級港式早茶點心
Tim Ho Wan ( 添好運 ) Katy亞洲城

10月隆重開業,現誠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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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鮮餐館出售
Seafood Restaurant
for Sale休斯頓西南區

2200呎餐館出售,
於Fiesta Center,
交通與人流繁忙,

設備齊全,租金合理.
歡迎看店議價.聯系:
832-964-7982

中餐旺鋪出讓
於休斯頓西南交通人
流繁忙區,毗鄰商業
與住宅區.客源穩定.

堂吃外賣兩宜.
租金合理,附外賣窗.

詳情請聯系:
832-566-0269

Woodlands
賺錢中餐館轉讓
富人區,1500呎

設備齊全,
客源穩, 小費高.

意者請電:
713-628-1938

中國城餐館
『薪優』 誠聘

廚房幫手

意者請電:

832-820-7888

餐館請人
糖城中餐館請
●收銀一名
●炒鍋一名
聯系電話:

832-277-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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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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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冰淇淋店
出 售

位Mason Rd,地段好
生意穩,1000呎,

租金2600,可做簡餐.
歡迎看店,聯系電話:
832-988-0013

請發短信

分類廣告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美南新聞電子報分類廣告專頁 美南網站

糖城中日堂吃
外賣餐館出售

有酒牌，6年老店，

生意穩定，旺季來臨，

即買即賺，聯系電話：

281-903-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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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亞洲融合餐廳
Tangra's Daughter
現在招聘●炒鍋廚師
●油炸鍋 ●服務生
請發簡訊/打電話:
347-837-4546
4707 Highwa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請點心師傅
『高薪』 聘請

北方和南方點心師傅

各數名

有意請電:

281-755-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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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租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00

糖城港式點心店
招飲茶點心

熟手/兼職也可以,
會包點心,有經驗的

聯絡 : 呂小姐
832-638-8655

糖城翠苑中餐館
誠請 企台

全職/兼職, 小費好
~ 薪資優厚 ~
有意者請電：

346-932-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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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中國城中餐館售
位休斯頓,

因人手不足,現出讓,
位置好,有停車位,

生意穩定
意者請打電話：
646-209-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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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美式中餐館
位6號/290,誠請
全工炒鍋, 油鍋,
打雜,企檯, 外送員
各一名. 需報稅.

以上不包住宿. 請電:
713-213-0086
832-593-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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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梨城77584
尋早午餐師傅
靠新商業中心
小小快餐點

會包子油條和簡單
快餐盒飯. 短信:
617-800-7715

中日餐請人

旺區餐館急售
位百佳超市旁,3000呎,
設備全,生意穩,有酒牌,

可做早中晚餐,
接手即可營業.

因合伴人有事,急售
歡迎看店. 請電:

626-214-6484

C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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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我微信登廣告: AD7133021553 Email: cla@scdaily.com Text: 7133021553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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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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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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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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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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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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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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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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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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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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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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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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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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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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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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896-8877

*屋主自售,3房TOWN HOME
Memorial 區 好屋出售

StratFord 五星高中正對面
三房好價, HOA $223 only

獨立兩車庫。獨立後花園可種菜
請 電: 832-888-2299

●Westheimer主臥分租,限女性.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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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聘貨倉工人
位 8號 / I-10
全工,多名,體壯
會開叉車優先
需誠實可靠
意者請電 :

832-512-0138

Dogs for sale
寵物狗出售

可愛黃金貴賓犬
六週大,四公三母
己注射疫苗,除蟲,
大小便己訓練,
不掉毛,不過敏.

281-935-1742
另有黃金獵犬8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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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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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Service

200看
護
服
務

22世紀看護公司
以愛心耐心經驗豐富專
業照顧您的家人,美國
護士執照,到府,醫院及
療養院●徵經驗看護

●提供房間看護病人●
請電:Sophia (通國台英)
832-287-8233

NOW HIRING
● Sales ● Customer Service
● 倉庫員工 (會開叉車)
Must be Fluent English,, MS Office,
Self-motivate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Detailed Oriented, team player.
Resm: jobs91706@gmail.com
8787 W Bellfort Ave #900 Houston

*誠徵女褓姆
位8 號和Westheimer

照看14個月男孩
周一,三,五(下午2-6點)
周二,四 (早8:30-5:30)
二四彈性,可選或不選

意者請電: 劉太
832-298-9331

辦公室文員
貿易公司全職崗位,
要求中英文流利,

善於溝通,認真負責,
在美有工作許可.

薪資面議。發簡歷至:
rick@naturesort.com

地產公司誠聘
全職/兼職,中英文流利

熟悉辦公軟件，
公司位於中國城，

歡迎半工半讀的學生
電:281-529-5599

Email: jiangkk
@yahoo.com

恆益門窗,薪優
誠徵男性生產工人
有合法身份薪優.

意者請電:
832-629-1025
13715 Murphy Rd #D
Stafford, TX 77477

牙科診所誠聘
●牙科助手
●前台工作人員
中英文流利,誠懇,

認真,負責,熟識電腦.
有意者請聯系:

agapedentalcare
houston@gmail.com

NOW HIRING
誠請外送員 Delivery Driver

Please Call或親臨:
JASMINE FOODS
at 713-228-1909

2401 McKinney St. Houston, TX 77003

*家庭旅館
長租或短租或日租
包水電網,簡單家具
惠康超市走路十分鐘

意者請電:
832-883-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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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誠 招
女按摩師多名

或有執照女按摩師
合作

意者請信息:
832-526-1155

世界500強公司聘農產品業務人員
1. 負責北美(美國&加拿大)區域大宗谷物、油脂\
油料等原料的采購工作

2. 建立北美地區的大宗谷物、油脂油料的供應鏈
體系。包括：

a) 當地供應商渠道建設及維護，開發各種形式的
供應商（平倉、產地產貨、集裝箱場站交貨等）

b) 開發利用公司內、外部物流資源，建立從北美
到中國物流供應渠道

c) 研究北美區域內的物流通道，為公司物流布局
提供建議

3. 為公司研究團隊提供市場信息.
4. 協同公司交易團隊分析當地市場關鍵信息，

為業務決策提供依據
5. 開展獨立交易，作為賣方銷售給其它中國和國際客戶
薪酬$100,000 to $120,000
福利：健康保險、牙齒眼睛保險、人身意外保險、401K
工作地點：美國休斯頓.
意者簡歷至：hrchainvalueus@gmail.com

乾洗店 &餐館 出售
●乾衣店要賣160,000

每個月的利潤是10,000到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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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式餐館(8號/Clay Rd):

1400呎,租金$2800, 售$65000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紅木家俱出讓
●中國明式紅木家俱

若干件套
●美式家俱若干件.

因搬家要出售.
品質優良,價格公道.

並可送貨到府.
有意者請電: 彭

408-876-0995

誠徵通勤鐘點工
Katy兩口之家,誠請
通勤鐘點做飯阿姨,
工作: 周一至五

日常簡單打掃,有狗
薪優事少,時間靈活
意者請電或短訊:
832-614-3578

Furniture for sale
家具出售

醫療開發公司
位休斯頓,

招聘有研究基礎、
勤奮上進、英文好、
解決問題能力強的
員工. 意者請電：
346-239-0859

*門面招租
將近2000尺

黃金廣場內

意者請短信聯系

832-878-7885

Food Distributor
Account Payable /
Offices Assistant

Speak English & Chinese
No experience is acceptable
Contact: Lily & Helen
713-383-8818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公司請人
辦公室徵文書助理
誠聘中英文流利，
做事仔細負責，
有耐心文書乙名。
需會MICROSOFT，

及合法身份.
意者請寄履歷至：

HRinfoTx@gmail.com

NOW HIRING
Four Seasons Food
徵食品銷售人員

略懂英文,無經驗可.
意者洽: Lily & Helen
713-383-8818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恆益門窗,薪優
機械設備維修人員,

可培訓,
有經驗者優先.
意者請電:

281-781-5082
13715 Murphy Rd #D
Stafford, TX 77477

誠聘通週末阿姨
家住糖城，帶2歲半的
小孩。會做兒童餐優先，
搞簡單衛生，對寶寶
有愛心,愛互動,准時,

有責任心,
周六日 (或六日一)
薪優面談,聯系電話:
832-946-2664

*通勤/住家褓姆
位休斯頓, 1周4天
1天8-10小時(彈性)
負責陪5歲小女孩

(早上上課,下午回家)
做飯及簡單家務.

要求體健,善良,責任心
薪資面談可議.請電:
281-760-7078

公司請人
位290 / 8號

誠聘辦公室文員:
需中英文流利,

熟練應用office 軟件.
薪優面議.

電:832-339-5169
Email:sandypjiang
@yahoo.com

立凱電誠徵
行政專員/工程師/

業務人員
鋰電池材料公司

中英文流利 / 需有在
美工作許可.地點:糖城

簡歷發至郵箱:
Nancy_chang
@alec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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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

Home
Service

200

誠請住家阿姨
主要帶兩歲女寶寶,寶寶上Daycare,家庭環境好.
內容:寶寶餐,基本家務和做飯,送寶寶去幼兒園，
陪寶寶睡覺,誠征有帶寶寶的經驗,經常開車,

性格隨和,細心和有愛心的有緣人.
待遇:包吃住 每周休息一天或兩天,3500/4000元

時間:近期. 地點:醫療中心 赫曼公園旁
請先發信息:832-627-0909 注明征阿姨工作

裝修公司請人

熟練工裝修工

木工優先

薪優. 意者請電:

713-898-3880

For Sale 出售- 鋼琴及餐桌椅
●Weber Piano 46”$1,000
●Dinner table , 37”height with blue granite

square top 50”with 6 chairs $400
意者請英文電: 832-454-5119 Van

●46吋 韋伯鋼琴- 售$1000
●餐桌椅- 方形藍色花崗岩餐桌,

高37吋, 面寬50吋 及6把椅子, 售$400Piano鋼琴出售

*誠招職員會計
美國會計專業,具有記賬、發放薪資及報稅
經驗者優先考慮.需具有良好的中英文表達

及書寫能力,熟悉聯邦稅法,記賬原則.
工作認真,責任心強,虛心肯學並具有良好的
團隊合作精神. 瑾誠會計 Zhao CPA PC
Email: daisyzhao@zhaocpapc.com
Tel: 713-589-5875 聯系人: Daisy Zhao

誠聘通勤褓姆
能源走廊77077

一周五天,每天12-6點
要求做飯好吃,
打掃衛生等家務.
報稅佳. 聯系:

812-606-0520

休斯頓工廠
誠徵 作業員

無經驗,可訓練.

請洽 : 姚先生

713-505-2980

裝修請人
誠聘裝修師傅
最好會英語

有意者請致電：
346-383-1087
713-269-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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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前台及牙助
中國城. 需中英文
無經驗可訓練.
請電或Email:

713-773-1300
txdentist101
@gmail.com

*高薪聘請
擁有本州或外州消防
執照 ( Fire Alarm

or Sprinkler)
或擁有很多消防修理
經驗的專業人士.

有意者請電
346-239-0859

食品公司誠徵
工廠生產線

●全工操作員數名
●送貨司機
有身份.有經驗優先.

意者請電:
281-908-6800

*好房分租
共四個房間,限單身
月租: $390-$550
包電, 水, Wifi

6510 Gold Tee Ct
Houston,TX 77036

意者請電:
832-853-1559

休士頓民宿出租
Houston Hostel 4 Rent

中國城百利大道上，經商、訪友、辨事
惠康超市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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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月, 獨立進出,押金$200
●套房$500起(附浴室)押金$150
●單房$475,浴室2人共用
手機 / 簡訊: 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NOW HIRING
食品公司誠聘

●推銷員 ●公司助理
Must be fluent in English
Please send resume
(English) to : John@
itcintertrade.com

*徵保姆
幫忙家務，帶寶寶

9am - 4pm

The Woodlands

626-715-0717

保險代理公司 請人
誠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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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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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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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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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HOUTOBR@eva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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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ch

Houston

Job Openings

Passenger Inside Sales

Cargo Reservation

Passenger Service Agent/Ramp Coordinator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超市促銷員
誠 徵

超市週末促銷人員
需具合法身份
意者請TEXT

832-231-6517

*牙醫診所誠聘
西南區診所誠聘

牙醫師, 助理, 前檯.
待遇優,需中英文流利
工作環境好,will train
有意者請電郵簡歷至
Houstondentist77036

@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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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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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金廣場內 )
281-236-4723申請帶槍執照

Gun License

Registration

招
生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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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Driving School

駕
駛
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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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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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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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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382-5645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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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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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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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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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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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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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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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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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理
業
務

700
Re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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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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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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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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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gs for sale
寵物狗出售

可愛黃金貴賓犬
六週大,四公三母
己注射疫苗,除蟲,
大小便己訓練,
不掉毛,不過敏.

281-935-1742
另有黃金獵犬8星期

KATY鋼琴教師
招 生

招收任何
鋼琴級別學生

課上中英文交流
聯系電話：

832-614-6351Piano鋼琴教學

*按摩店出售
或有執照女按摩師

合作
意者請信息:

832-526-1155
另招女按摩師多名

按摩治療

Massage
Therapy

Awesome Foot SPA
30年經驗, 專治: 失眠, 頸椎, 肩, 腰

哮喘過敏,膝蓋,腰部,老年性的身體疼痛.
專業技術 -治療您各方面的疼痛 $60/小時.

●足底按摩 $40/小時
營業: 早10點-晚10點, 美南新聞大樓隔壁
11140 Bellaire Bvld #B, Houston,TX 77072

歡迎來電預約: 346-800-8009

教會弟兄裝修公司
專業漏雨 屋頂翻新 水泥車道

籬笆, 涼棚, Siding, 水電
高壓槍洗瓦片,外牆,水泥地.

室內外裝修20年經驗 免費估價.
大小工程,百萬保險. 外州可去裝修.

409-597-8188 713-269-9582

福美裝修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保修二年.專業承接各種
新舊住宅,商業店鋪,

單包/全包均可.
水電,空調,磁磚,地板,
廚房/衛生間翻新

319-988-6868中文
832-903-1333英粵

*甜心寶貝*

一流服務

9 AM - 1AM

346-971-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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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上門修車
五十年經驗老師傅,
修理各種品牌大小
汽車. 上門服務,

隨叫隨到,收費低廉.
請電 :劉先生

713-518-3425Auto Repair

汽車保養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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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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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糖城鋼琴教師
招 生

Sugar Land
專業經驗碩士教師

聯系電話:
832-614-6351

*福州裝修公司
政府註冊 。 一條龍服務

承接住宅/新舊餐館: 精細木工,磁磚,
布菲台,酒吧台,水電,油漆,廚浴改建.
大小工程,質量保證,20年裝修經驗.

832-748-1359 713-382-6434
老江 (國,福州)

古箏教學

教古箏
20多年教學經驗
3個月包會彈琴
纏弦箏 9折
鋼弦箏 8折

免費調音. 吳老師
832-458-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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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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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園
美
化

Gardening

700700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上下水管道,

漏水,堵塞及疑難雜症.
改移,換新上下水管線,
熱水器,水龍頭,浴缸,
淋浴,馬桶.●維修改裝
供電線路,換電箱,加改
供電線路及電器設施
713-480-3646

下水道專家
$65起。高科技
迅速為你解決
●地下水道堵塞
●漏水、等難題
德州大師級執照

電話832-708-8688
短信832-929-2771

陳氏專業冷氣
冷暖氣系統

保養,維修,安裝,
家電,熱水爐.

政府執照,15年經驗
請電: 陳(英粵國越)
281-236-2846

電 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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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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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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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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碼頭,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有4人7人座服務

832-382-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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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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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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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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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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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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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通水管
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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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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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
工
廠

700

Iro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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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水務

Plumbing
Electrical

電
器

德州執照電工
Master Electrician &
Electrical Contractor

執照號 36638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電話 :
832-662-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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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Y鋼琴教師
招 生

招收任何
鋼琴級別學生

課上中英文交流
聯系電話：

832-614-6351Piano鋼琴教學

We move - House - Apartment - Office -Storage
local and long distance,call now for free quote !

More Than 18 years Experience
best price Guaranteed.保證最好價格

Call: 832-289-6211
長短途搬運832-265-9258
超過23年專業經驗,免費估價,

Tony's Fast Movers 快速搬運
Moving and Delivery Services住家/公寓/公司

上門修車
五十年經驗老師傅,
修理各種品牌大小
汽車. 上門服務,

隨叫隨到,收費低廉.
請電 :劉先生

713-518-3425Auto Repair

汽車保養修理

糖城鋼琴教師
招 生

Sugar Land
專業經驗碩士教師

聯系電話:
832-614-6351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800

古箏教學

教古箏
20多年教學經驗
3個月包會彈琴
纏弦箏 9折
鋼弦箏 8折

免費調音. 吳老師
832-458-1740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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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in finalises ‘annexation’ in Ukraine even 
as troops flee 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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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C2

LYMAN/BILA TSERKVA, Ukraine, Oct 5 (Reuters) -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signed a law to incorporate four 
partially occupied Ukrainian regions into Russia on Wednes-
day, in what Kyiv called the act of a “collective madhouse” 
at a time when Russia’s forces have been fleeing from the 
front lines.

The new law would incorporate around 18% of Ukraine’s 
territory into Russia, equivalent to the area of Portugal, in 
Europe’s biggest annexation since World War Two.
Russia does not fully control any of the four provinces it 
claims to have annexed, however, and Moscow has yet to 
demarcate what it now asserts to be Russia’s new borders.

Ukrainian forces have recaptured thousands of square miles 
of territory since the start of September, including dozens of 
settlements in just the past few days.

A map of Russia’s “new regions” published by state news 
agency RIA included the full territory of the Ukrainian 
provinces, but some parts were shaded and labelled as being 
under Ukrainian military control.

Russian bodies, shattered vehicles mark Mos-
cow’s loss of Ukrainian town
N.Korea fires ballistic missile, S.Korea’s mili-
tary says
South Korea, U.S. fire missiles to protest 
‘reckless’ North Korean test
Nobel prize goes to pioneers of Lego-like 
“click chemistry”
“They will be with Russia forever,” Kremlin 
spokesman Dmitry Peskov said of the new 
regions, adding that settlements recaptured by 
Ukraine in recent days “will be returned”.

Russia announced the annexation of Donetsk, 
Luhansk, Kherson and Zaporizhzhia provinces 
after staging referendums that Kyiv and the 
West say were phoney exercises held at gun-
point. Kyiv says it will never accept the illegal 
seizure of its territory by force.

Serhiy Gaidai, the governor of Luhansk, told 
national television that pro-Kyiv forces had 
liberated six villages in his region on Wednes-
day. He declined to give details.

BODIES IN TREES
The Russian moves come as momentum in 
the war has clearly swung in Ukraine’s favour 
since the start of September.

Thousands of Russian troops fled their posi-
tions after the front line crumbled, first in the 
northeast, and, since the start of this week, also 
in the south.

“Worthless decisions by a terrorist country 
are not worth the paper they are signed on,” 
Andriy Yermak, head of Ukraine’s presiden-
tial office, said on Telegram of the annexation 

moves, which he said reminded him of a 
“collective madhouse”.

Putin celebrated the annexations in a cere-
mony in the Kremlin followed by a concert 
on Red Square last week, only hours before 
Ukrainian forces captured Lyman, Russia’s 
main bastion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Do-
netsk in the east.

On Wednesday, the bodies of two Russian 
soldiers were still lying bloating in trees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road near Lyman, 
close to the blasted hulks of cars and a van.

Occasional crumps echoed from distant 
fighting between retreating Russians and 
Ukrainian troops advancing toward a north-
south highway that serves as one of the last 
supply routes for Russian forces in Luhansk 
province.

In Lyman, Nina, 73, stood by vans waiting 
for humanitarian handouts by the munic-
ipal building. There were 15 dead bodies 
of Russian soldiers lying in her street, she 
said.

A local resident passes by a building dam-
aged by a Russian suicide drones strike in 
Bila Tserkva
A view shows destroyed Russian tanks and 
armoured vehicles, amid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n the recently liberated town of 
Lyman
A view of destroyed Russian tanks and 
armoured vehicles, amid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n the recently liberated town of 
Lyman

1/8
A view 
shows 
de-
stroyed 
Russian 
tanks 
and ar-
moured 
vehi-
cles, 
amid 
Rus-
sia’s 
inva-
sion of 

Ukraine, in the recently liberated town of 
Lyman, Donetsk region, Ukraine, October 
5, 2022. REUTERS/Zohra Bensemra

“Nobody touches them,” she said. “Nobody 
removes them. It’s the fifth day they are 
lying there. And we have the smell. Is tha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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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Liverpool’s Thiago Alcantara in action with Rangers’ Ryan Kent during 
Champions League action in Liverpool, Britain, October 4. REUTERS/Phil 
Noble

A man looks on as 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 militants march in a rally marking the 35th anni-
versary of the movement’s foundation, in Khan Younis in the southern Gaza Strip October 4. 
REUTERS/Ibraheem Abu Mustafa

A boy looks on as 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 militants march in a rally marking the 35th anni-
versary of the movement’s foundation, in Khan Younis in the southern Gaza Strip October 4. 
REUTERS/Ibraheem Abu Mustafa

A newly-mobilised Russian 
reservist fires a rocket-pro-
pelled grenade (RPG) launcher 
during training on a range in 
Donetsk region, Russian-con-
trolled Ukraine, October 4, 
2022.  REUTERS/Alexander 
Ermochenko

A woman attends a protest 
at Catalunya square in sup-
port of Iranian women and 
against the death of Mahsa 
Amini in Barcelona, Spain 
October 4. REUTERS/Na-
cho Doce

An egret flies while others walk 
and stand on rubbish floating in 
a water canal at Dahshur village, 
north of Giza, Egypt, October 4. 
REUTERS/Amr Abdallah Dalsh

The CDC said today that they will
no longer maintain a
country-by-country list of travel
advisories related to Covid-19.

Starting from October 3rd, a notice
will only be posted for the country if
there is a Covid-19 variant of
concern.

But the CDC said that regardless of
their destination,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should stay up-to-date on
their Covid-19 vaccines and follow
up on CDC guidance.

The CDC issued its first travel notice
for China in January 2020. The

agency has long been updating its
advisories list each Monday.

Vaccination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safety factor for
travel and most people can be
protected from being severely ill.

The CDC still advised people to
test before you come back
home. Do not travel if you are

sick.

Now that the pandemic has slowed
down, most countries are opening
their doors to welcome tourists and
business people back to come and
visit.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the
pandemic has really been painful and
unforgettable.

1010//0404//20222022

CDC Suspends Country SpecificCDC Suspends Country Specific
Covid-Covid-1919 AdvisoriesAdvi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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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trials on a daily pill to treat COVID-19 could be available with-
in months.(Image/Unsplash/Halacious)

Key Point
• At least three antivirals for COVID are in clinical trials.
• An early trial of 202 participants last Spring showed that molnupiravir rapidly   
  reduced the levels of infectious virus.
• Antivirals are already essential treatments for viral infections, including 
  hepatitis C and HIV.
• The drugs work by interfering with the virus’s ability to replicate in human cells

Within a day of testing positive for Covid-19 
in June, Miranda Kelly was sick enough to 
be scared. At 44, with diabetes and high 

assistant, was having trouble breathing, 
symptoms serious enough to send her to the 
emergency room. When her husband, Joe, 
46, fell ill with the virus, too, she really got 

-
ers at home: “I thought, ‘I hope to God we 
don’t wind up on ventilators. We have chil-
dren. Who’s going to raise these kids?”
But the Kellys, who live in Seattle, had 
agreed just after their diagnoses to join a 
clinical trial at the nearby Fred Hutch can-
cer research center that’s part of an interna-
tional effort to test an antiviral treatment on 
the unvaccinated that could halt Covid early 
in its course.
By the next day, the couple were taking four 
pills, twice a day. Though they weren’t told 
whether they had received an active medi-
cation or placebo, within a week, they said, 
their symptoms were better. Within two 
weeks, they had recovered.
“I don’t know if we got the treatment, but 
I kind of feel like we did,” Miranda Kelly 
said. “To have all these underlying con-
ditions, I felt like the recovery was very 

quick.”
The Kellys have a role in developing what 
could be the world’s next chance to thwart 
Covid: a short-term regimen of daily pills 

-
nosis and conceivably prevent symptoms 
from developing after exposure.

“Oral antivirals have the potential to not 
only curtail the duration of one’s Covid-19 
syndrome, but also have the potential 
to limit transmission to people in your 
household if you are sick,” said Timothy 
Sheahan, a vir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 who has 
helped pioneer these therapies.
Antivirals are already essential treatments 
for other viral infections, including hep-
atitis C and HIV. One of the best known 

reduce the risk of hospitalization if given 
quickly. The medications, developed to 
treat and prevent viral infections in people 
and animals, work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the type. But they can be engineered 

-
tion, block receptors so viruses can’t enter 
healthy cells, or lower the amount of ac-
tive virus in the body.
At least three promising antivirals for 
Covid are being tested in clinical trials, 
with results expected as soon as late fall 
or winter, said Carl Dieffenbach, director 
of the Division of AIDS at the National In-
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who is overseeing antiviral development.
“I think that we will have answers as to 
what these pills are capable of within the 
next several months,” Dieffenbach said.
The top contender is a medication from 
Merck and Ridgeback Biotherapeutics 
called molnupiravir, Dieffenbach said. 
This is the product being tested in the 
Kellys’ Seattle trial. Two others include 

07321332, and AT-527, an antiviral pro-
duced by Roche and Atea Pharmaceuti-
cals.

They work by interfering with the virus’s 
ability to replicate in human cells. In the 
case of molnupiravir, the enzyme that 
copies the viral genetic material is forced 
to make so many mistakes that the virus 
can’t reproduce. That, in turn, reduces the 
patient’s viral load, shortening infection 
time and preventing the kind of dangerous 
immune response that can cause serious 
illness or death. So far, only one antiviral 
drug, remdesivir, has been approved to 
treat Covid. But it is given intravenously 
to patients ill enough to be hospitalized, 
and is not intended for early, widespread 
use. By contrast, the top contenders under 
study can be packaged as pills.
Sheahan, who also performed preclinical 
work on remdesivir, led an early study in 
mice that showed that molnupiravir could 
prevent early disease caused by SARS-
CoV-2, the virus that causes Covid. The 
formula was discovered at Emory Univer-
sity and later acquired by Ridgeback and 
Merck.

Clinical trials have followed, including an 
early trial of 202 participants last spring 
that showed that molnupiravir rapidly 
reduced the levels of infectious virus. 
Merck chief executive Robert Davis said 
this month that the company expects data 
from its larger phase 3 trials in the coming 
weeks, with the potential to seek emergen-
cy use authorization from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before year-end.”

-
cials said they expect results from phase 2 
and phase 3 trials later this year. 
If the results are positive and emergen-
cy use is granted for any product, Dief-
fenbach said, “distribution could begin 
quickly.”
That would mean millions of Americans 
soon could have access to a daily orally 
administered medication, ideally a single 

-
tion.

“When we 
get there, 
that’s the 
idea,” said 
Dr. Daniel 

infectious 
d i s e a s e s 

and immunology expert at Columbia Uni-
versity. “To have this all around the coun-
try, so that people get it the same day they 
get diagnosed.”
Once sidelined for lack of interest, oral an-
tivirals to treat coronavirus infections are 

funding. In Jun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it had agreed to obtain about 
1.7 million treatment courses of Merck’s 
molnupiravir, at a cost of $1.2 billion, if 
the product receives emergency authoriza-
tion or full approval. The same month, the 
administration said it would invest $3.2 
billion in the Antiviral Program for Pan-
demics, which aims to develop antivirals 
for the Covid crisis and beyond, Dieffen-
bach said.
The pandemic kick-started a long-neglect-
ed effort to develop potent antiviral treat-
ments for coronaviruses, said Sheahan. 
Though the original SARS virus in 2003 
gave scientists a scare—followed by Mid-
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or MERS, 
in 2012—research efforts slowed when 
those outbreaks did not persist.
“The commercial drive to develop any 
products just went down the tubes,” said 
Sheahan.
Widely available antiviral drugs would 
join the monoclonal antibody therapies 

already used to treat and prevent serious 
illness and hospitalizations caused by 
Covid. The lab-produced monoclonal an-
tibodies, which mimic the body’s natural 
response to infection, were easier to de-
velop but must be given primarily through 
intravenous infusions. The federal govern-
ment is covering the cost of most mono-
clonal products at $2,000 a dose. It’s still 
too early to know how the price of antivi-
rals might compare.
Like the monoclonal antibodies, antiviral 
pills would be no substitute for vaccina-

-
other option,” he said.

One challenge in developing antiviral 
drugs quickly has been recruiting enough 
participants for the clinical trials, each of 
which needs to enroll many hundreds of 
people, said Dr. Elizabeth Duke, a Fred 
Hutch research associate overseeing its 
molnupiravir trial. Participants must be 
unvaccinated and enrolled in the trial 

Any given day, interns make 100 calls to 
newly Covid-positive people in the Seattle 
area—and most say no.
“Just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s a lot of 

Duke said.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re 
saying kind of nasty things to the interns.”
If the antiviral pills prove effective, the 
next challenge will be ramping up a distri-
bution system that can rush them to people 

will take something akin to the program 
set up last year by UnitedHealthcare, 

patients enrolled in the insurer’s Medicare 
-

ed the company could produce more than 
10 million courses of therapy by the end 

-
leased similar estimates.
Even more promising? Studies evaluating 
whether antivirals can prevent infection 
after exposure.
“Think about that,” said Duke, who is 
also overseeing a prophylactic trial. “You 
could give it to everyone in a household, 
or everyone in a school. Then we’re 
talking about a return to, maybe, normal 
life.” (Courtesy weforum.or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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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eb. 11, 2021,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Day of Women and Girls in Science, the 
U.S. Postal Service will issue a new For-
ever stamp to honor Chien-Shiung Wu,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nuclear phys-
ic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A Chinese American woman, Wu per-
formed experiments that tested the funda-
mental laws of physics. In a male-domi-
nated field, she won many honors and 
award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1975), the inaugural Wolf Prize 
in Physics (1978) and honorary degrees 
from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In China, where I grew up,” explained 
Xuejian Wu,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hys-
ics, Rutgers University – Newark, NJ,” 
Wu is an icon who is sometimes called the 
‘Chinese Marie Curie.’”                                                                                                              
“I first read about Wu’s extraordinary sto-
ry in my physics textbook, when I was a 
teenager in high school. Chien-Shiung Wu 

became a scientific role model for me, 
inspiring me to pursue an academic ca-
reer in physics and follow her path to 
the U.S.”                                                                                                                      
From China to the US, to pursue 
physics
In 1912, Wu was born in Liuhe in Ji-
angsu province, a town about 40 miles 
north of Shanghai. Although it was 
uncommon in China for girls to attend 
school at that time, her father founded a 
school for girls where she received her 
elementary education. 
Analysis of the world, from experts
In 1930, Wu attended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in Nanjing to study mathe-
matics. But the revolutionary triumphs 
of late 19th-century modern physics 
– such as the discoveries of atomic 
structure and of X-rays – attracted Wu’s 
attention. She changed her major to 
physics and graduated at the top of her 

class in 1934. 

The new U.S. postage stamp featuring 
Wu. (U.S. Postal Service)
Encouraged by her college advisor and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her uncle, Wu 
booked the month-long steamship trip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6 to pursue 
her doctoral education. She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where she met her future 
husband, Luke Chia-Liu Yuan, another 
physicist, when he showed her around 
the Radiation Laboratory at the Univer-
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cientists 
at the lab had only recently invented the 
cyclotron, the most advanced instrument 
for accelerating charged particles in a 
spiral trajectory. 
Enticed by the atomic nuclei research 
being done in the lab, Wu abandoned her 
original plan to atten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successfully enrolled in 
the physics doctoral program at Berke-
ley.
In her graduate research, Wu worked 
closely with nuclear scientist Ernest 
Lawrence, who had won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in 1939, and Emillo Segrè, 
who went on to win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in 1959. She studied the elec-
tromagnetic radiation produced when 
charged particles decelerate, as well as 
radioactive isotopes of xenon generated 
by splitting uranium atoms via nuclear 
fission. In June 1940, Wu completed her 
Ph.D. with honors. 
After a short period of postdoctoral re-
search still at the Radiation Laboratory, 

Wu moved to the East Coast, where she 
taught at Smith College and then Prince-
ton University.
Experimental work in radioactive de-
cay
In 1944, Wu became a research scien-
tis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here she 
joined the Manhattan Project, the top-se-
cret U.S. effort to turn basic research in 
physics into a new kind of weapon, the 
atomic bomb. As a team member, Wu 
helped develop the process for sepa-
rating uranium atoms into the charged 
uranium-235 and uranium-238 isotopes 
using gaseous diffusion. This work even-
tually led to enriched uranium, a critical 
component for nuclear reactions. 

After World War II, Wu remained at Co-
lumbia and focused her research on the 
radioactive process of beta decay.. She 
investigated beta particles: fast-moving 
electrons or positrons emitted from an 
atomic nucleus in the radioactive decay 
process.
In the mid-1950s, Wu performed a fa-
mous experiment to test the law of parity 
conservation. This was a widely accept-
ed but unproven principle implying that a 
physical process and its mirror reflection 
are identical. As proposed by theoretical 
physicists Chen Ning Yang and Tsung-
Dao Lee, Wu designed an experiment to 
see if reality matched the theory. 
Observing the beta decay of cobalt-60 
atoms, Wu measured the radiation in-
tensity as a function of the radiation di-
rection. To increase the accuracy of her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s, Wu figured 
out techniques to get her cobalt-60 atoms 
all spinn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She 
observed that more particles flew off in 
the direction opposite to the direction the 
nuclei were spinning. The law of parity 

conservation predicted that the atoms 
would emit beta particles in symmetrical 
ways. But Wu’s observations meant the 
“law” did not hold and she had discov-
ered parity nonconservation.
This breakthrough achievement helped 
Wu’s theoretical colleagues win the 1957 
Nobel Prize in Physics, but unfortunate-
ly, the Nobel Committee overlooked 
Wu’s experimental contribution. 

Wu received many accolades, includ-
ing an honorary doctorate at Harvard 
in 1974. (Bettmann via Getty Images)
In addition to her famous parity law re-
search, Wu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import-
ant experiments in nuclear physics and 
quantum physics. In 1949, she experi-
mentally verified Enrico Fermi’s theory 
of beta decay, correcting the discrepan-
cies between the theory and previous 
inaccurat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de-
veloping a universal version of his the-
ory. She also proved the quantum phe-
nomenon relevant to a pair of entangled 
photons.
In 1958, Wu was the first Chinese-Amer-
ican elected to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In 1967, she served as the first 
female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Physi-
cal Society.
After her retirement in 1981, Wu dedi-
cated herself to public educational pro-
grams i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giving numerous lectures and 
working to inspire younger generations 
to pursue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
ing and math education. She died in 1997
.                                                                                                                                                   
Wu’s legacy continues today, with the 
issuing of her postage stamp. She joins 
a short list of physicists featured on U.S. 
stamps, including Albert Einstein, Rich-
ard Feynman and Maria Goeppert-May-
er.  (Courtesy https://theconversation.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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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en-Shiung Wu,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nuclear physic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New U.S. Postage Stamp
Honors Chien-Shiung Wu, 

Trailblazing Nuclear Physic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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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豐銀行恆豐銀行20222022年第三季度財報記者會年第三季度財報記者會

((左起左起））副董事長高成淵副董事長高成淵、、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錢武安董事錢武安、、莊興華莊興華
在記者會上在記者會上。。

資深貸款專員資深貸款專員Minnie Mak ,Minnie Mak , 董事錢武安董事錢武安、、董事長秘書徐明雯在董事長秘書徐明雯在
會上合影會上合影。。

資深貸款專員資深貸款專員Fion Chen,Fion Chen, 公關部經理公關部經理Jennifer Zhou,Jennifer Zhou, 資深貸款資深貸款
專員專員Minnie Mak,Minnie Mak, 董事錢武安在會上合影董事錢武安在會上合影。。

圖為恆丰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圖為恆丰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右六右六 ））與眾董事們及公關經理與眾董事們及公關經理，，
市場部代表們合影於記者會上市場部代表們合影於記者會上。。

圖為恆丰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圖為恆丰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前排右四前排右四））與該行眾董與該行眾董
事在事在20222022年第三季財報記者會上致詞年第三季財報記者會上致詞。。

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中中 ））致詞致詞，，旁為高成淵副董事長旁為高成淵副董事長（（右右
），），張瑞生副董事長張瑞生副董事長（（左左 ）。）。

吳文龍董事長表示吳文龍董事長表示：：未來一年經未來一年經
濟環境不容樂觀濟環境不容樂觀，，暫時把錢放在暫時把錢放在
銀行是一個比較保險的選擇銀行是一個比較保險的選擇。。

（（左起左起 ））資深貸款專員資深貸款專員Fion Chen, Minnie Mak,Fion Chen, Minnie Mak, 吳文龍董事吳文龍董事
長長，，公關部經理公關部經理Jennifer ZhouJennifer Zhou 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記者會當天正值本報記者生日記者會當天正值本報記者生日，，吳文龍董事吳文龍董事
長不知如何得知長不知如何得知，，最後忽拿出生日蛋糕為本最後忽拿出生日蛋糕為本
報記者祝賀報記者祝賀，，場面十分溫馨場面十分溫馨、、感人感人。。

記者會當天正值本報記者生日記者會當天正值本報記者生日，，吳文龍董事長不知如吳文龍董事長不知如
何得知何得知，，最後忽拿出生日蛋糕為本報記者祝賀最後忽拿出生日蛋糕為本報記者祝賀，，場面場面
十分溫馨十分溫馨、、感人感人。。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休斯頓知名的時尚精品品牌休斯頓知名的時尚精品品牌EllicorEllicor位於凱蒂亞洲城的第四分店日期舉辦開幕典禮位於凱蒂亞洲城的第四分店日期舉辦開幕典禮。。EllicorEllicor特別也在前兩週舉辦了一連串的動漫特別也在前兩週舉辦了一連串的動漫
角色扮演及花藝教學等活動陸續熱烈展開角色扮演及花藝教學等活動陸續熱烈展開。。整合亮麗景品市集重現整合亮麗景品市集重現，，包括動漫主題包括動漫主題、、人物卡通慶典主題等人物卡通慶典主題等。。幾乎每週六都準幾乎每週六都準
備不同熱門主題性活動讓來賓及粉絲們一起互動備不同熱門主題性活動讓來賓及粉絲們一起互動。。以及工作坊主題更有活動期間限定商品以及工作坊主題更有活動期間限定商品，，名牌美妝產品及各種設計首飾名牌美妝產品及各種設計首飾、、
粉絲們愛不釋手粉絲們愛不釋手，，紛紛滿載而歸紛紛滿載而歸。。

EllicorEllicor時尚精品店凱蒂亞洲城時尚精品店凱蒂亞洲城
第四分店開幕系列活動第四分店開幕系列活動（（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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