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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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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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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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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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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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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冠酒家誠聘
●廚房油爐
●打雜

有身份,可報稅.
意者請電:

281-866-5020

米其林星級港式早茶點心
Tim Ho Wan ( 添好運 ) Katy亞洲城
本月隆重開業,現誠徵後廚點心師傅。
●大堂經理,企檯(需流利英語), 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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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餐廳請人
位於Katy北,誠請全職
廚房師傅,幫廚,企檯

男女均可用.出餐簡單.
合適人選,

無經驗也可培訓.
有意者請電:

832-895-1578

堂吃外賣海鮮店
位休斯頓市中心,
4100呎, 設備齊全
因缺人手出售

$78000,
詳情請電: 杜先生
714-873-7892

糖城川菜館
誠請服務生一名

懂英文
意者請電: Andy
832-380-9603

4526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黃金水餃請人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薪優誠請廚房員工
全工. 需有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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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面館誠請

北方煮面師傅一名

有意者請聯系電話
832-455-3059
聯系時間下午4-5點

休斯頓東南
富白人區,

12年店轉讓,
裝修雅致,生意穩定
月約10-12萬,

租約長.
請電/留言,非誠勿擾
346-251-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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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餐館請人
位Katy區

誠請油鍋師傅

意者請電或短訊

646-520-5775
347-277-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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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者請私信:非誠勿擾
646-520-5775
347-277-1612
●另請油鍋師傅

外賣中餐館出售
位奧斯汀,
因人手不足,
二十多年老店
生意12餘萬.
意者請聯系:

346-558-9582
512-441-9398

中餐館轉讓
Pearland Pkwy,

2460 sqft,設備齊全，
生意3萬以上，

房租5500，售價8萬。
請電：before 10am
832-643-8099

餐館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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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式麵包點心咖啡館徵人,薪優
近萊斯大學.

誠徵●烤麵包師傅: 經驗不拘,待優.
工作時間: 早上4點至中午12點

無經驗者起薪$17/時, 有經驗者,待優面議
●有經驗糕點師傅 : 待遇極佳,薪水可面議

意者請電或短信: 713-550-2851
或Email: johnnyhsu@gmail.com

珍寶海鮮城 誠聘
點心師傅 、點心熟籠、點心幫手
炒鍋師傅、推車、 傳餐、 帶位.
需少許英文, 全工或半工均可

請電: 281-988-8898 或親臨面談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堂吃中餐館,薪優
往I-45南,

離百利大道中國城
20分鐘車程
誠請熟手企檯

收入高,略懂英文
意者請電或短信:
832-768-1866

餐館廉價出售
位Katy白人區,

客源穩定,
歡迎看店議價.
意者請電:

832-282-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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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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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悅來餐館
誠請有經驗

抓碼炒鍋多名
有意者請電:

281-683-6368
832-407-8782

KATY日餐
誠請●壽司師傅
●廚房師傅
●Full time企台
無人接聽時,

請短信或留言:
832-232-1001

中餐館請人
誠請炒鍋

新人事,新作風
有意者電或親臨:
832-766-6388
6340 N. Eldridge Pkwy #K

Houston, TX 77041

誠聘中餐館經理
老美區中餐館,正在建
設中,需有餐館管理經驗

英文流利,有工卡
一周6天,薪優面談,
福利好. 請電/Email:
713-858-4786

Bellaireclinic2@yahoo.com

超市壽司吧售!
位Kroger超市內

New Caney ,TX 77357
請傳短迅或電:

832-401-9179
●另高薪聘請

壽司師傅或助手

餐館請人,薪優
糖城(Sugar Land)

六號公路家樂超市旁
龍記 潮州菜館,誠請
●幫廚(全工/半工)
●周末企台
各一位.意者請電:
832-513-5699

中越餐館轉讓
位於聖安東尼奧,

房租便宜,
因人手不足店轉讓,

外賣生意好,
歡迎看店議價,1300呎
210-461-4151英
832-221-6851中

*外賣店,薪優
外賣店位於45北.

(Woodland 區) 誠請

長工&半工電話接線員

薪優！電話：

832-457-5542

*40年針灸所

退休轉讓或合伙

意者請電:

713-661-0346

中國城旺鋪出租
9968 Bellaire #250A
( H Mart黃金廣場 )
可做餐飲或辦公室
984 SF,特價 $2500/月
意者請電: 林太太
713-385-1188

Owner Agent

美式中餐館招聘
Downtown地區,誠招

全職或兼職廚師
薪優,廚房關系簡單.

有意請電至:
832-569-1388
如未接，請短信留言

餐館請人,薪優
多年老店, 湖南餐廳, 生意穩,

位於Rosenberg. 誠請
●半工和全工企檯
●有經驗會看英文單的炒鍋

請電洽 : 王小姐 281-804-9514

Hotsome Chicken
韓國餐館,誠聘
Server企檯

10020 Long Point Rd
Houston,TX 77055
832-584-4661
832-538-1038

休士頓中國城
百佳超市附近味佳香
( 9306 Bellaire Blvd )
誠聘全職廚房女助手
會包水餃尤佳.周一休
09:00至晚上6:30
意者請洽: 許先生
832-506-3316

牙醫診所&餐館出售,辦公室出租
位Spring Branch 4000呎 (含所有設備)

要價35萬, 連地產售1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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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萬. 地產售105萬.
●中國城黃金廣場後,有辦公室出租

月租$2500, (樓上有房間可住),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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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au Sushi- www.kanausushi.com

*貝城快餐店
招請打雜及包外賣
每天$120,包吃包住,
離休士頓4個小時車程,

灰狗巴士 從
終點站到貝城終點站,
試工包車票. 請電:
225-772-8584

中日餐館出售
休斯頓北,面積1750呎

房租4400包水,
生意5萬5.一手老店
有錢白人區,潛力巨大
老板年老退休,故售好店

請致電或短信:
281-636-1673

餐館請人
炒鍋師傅2名、
切菜師傅2名、

包餃子小菜師傅1名、
打雜抓碼1名（生手可教
工資高,待遇好,包食宿
電話:（未接必回）
510-996-8239

商場內快餐店
誠 聘

炒鍋及打雜各一名,
夫婦最佳.

全工,包食宿,薪水優.
工作容易,廚房冷氣夠

意者請電:
832-633-8793

分類廣告

新皇宮海鮮酒樓
誠聘炒鍋,抓碼,油爐
企檯,傳菜. 收銀,帶位

意者請電:
281-240-8383

New Palace
Dim Sum & Seafood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餐館誠請
●Part time 企台
●Casher
有意者請短信給
713-269-3936
距離中國城10分鐘

路程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中餐館請人
位Spring地區
誠聘 以下半工
企檯、接線員、
炒鍋及油鍋
意者請電:

832-788-1283

超市內壽司吧售
Sushi bar for sale
位於Kroger內的獨立
sushi bar 出售，
近I-45N,生意好,

環境好,無租金水電費
有意者請聯系或短信
917-912-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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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吃外賣店轉讓
地區好，生意穩，
租金便宜，可改做

Sushi,面店，
因人手不足。
意者請電:

281-813-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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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stin中餐館
●有經驗炒鍋師傅

月薪$4600,包吃住
●有經驗企檯

意者請電:
512-966-1165

Tomball拉麵店
誠請全職企台,

包住.需要英文好,
可報稅.
聯系電話:

626-872-8624

中日餐館誠聘
●前檯:需英文好
離中國城10分鐘

薪優面談
意者請電:

713-534-3828
832-837-2959

*糖城超市內

壽司吧轉讓

位置佳,生意穩定

易經營,電話詳談:

832-846-2345

Pearland中餐館
誠 聘

全工或半工炒鍋

待遇優.意者請電:

832-768-9888

Buffet店請人
位於休士頓

Westheimer, 誠招
全工&半工企台
需報稅,熟手.
聯系電話:

713-789-0845

*Mamak糖城店
Malaysian Restaurant
誠聘企台. 環境好,
小費高.新手可培訓.

有意者請電:
346-874-7913

每周二公休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超市壽司吧請人
位於Katy

誠聘壽司熟手
每周工作2天
有意者請電：

832-759-4526

誠聘壽司熟手
位於Galleria附近

超市壽司吧
誠請壽司熟手
全工 / 半工均可
有意者請電 :

832-759-4526

中日餐請人

快餐連鎖店誠徵合作夥伴
( 前台、後台人員 )

有經驗的優先,無經驗可以培訓.
須有工作身份,

~~~環境佳,待遇好~~
可以挑選工作地點.

意者請電: 281-831-7883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Katy 100%
賺錢中餐館轉讓
絕佳位置，租金低，

生意穩定，26年老店，
口碑信譽保證！

東主退休轉讓.請電：
832-794-6868
●另請外送員

*中餐館誠聘
位休士頓Cypress

誠聘企台、前台

意者請聯系:

985-790-3195

中日餐請人

*糖城餐館誠請
●Part time 有經驗

Waiter/Waitress
●Part time Cash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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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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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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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中餐堂吃店
請炒鍋師傅,

餐簡單,住宿單間.
( 位聖安東尼奧 )

請聯系:
832-353-0916

*餐館請人
糖城中餐館,誠請
●接電話一名
●炒鍋一名
聯系電話:

832-277-2317

中國城中餐館
『高薪』 誠聘
廣東炒鍋,

每周工作50小時.
意者請電:黃師傅
281-210-8392

鳳城海鮮酒家, 誠聘
●有經驗男女企枱 ●櫃面帶位收銀員.
●點心助理 ●廚房炒鍋

有身份，諳英語，越語更佳.
意者請到鳳城面洽或致電:

713-779-2288
7320 SW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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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日本餐館請人
Richmond, 誠請
●Sushi Helper
需報稅,可包住
聯系電話:

626-373-7744

堂吃外賣店
誠請全工大鍋炒飯

610/290交界
薪優. 意者請電:
713-577-9039

5630 Antoine,
Houston, TX 77091

休斯頓西北區
15年美式中餐老店售
店主無暇打理,忍痛售.
適中餐,sushi,ramen,奶
茶.生意穩定,老顧客多,
有巨大潛力開發新客戶
接手即可賺錢.3000呎

房租$5200,包水
832-773-2913

快餐店請人
位於Downtown
誠徵廚房打雜數名.

周一到周五.
有意者請電:

832-788-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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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稿時間 : 星期一至五 2:30pm 當日立即上網(美南廣告AD), 次日刊在美南日報



CC22分類廣告2
星期二       2022年11月22日       Tuesday, November 22, 2022

https://scdaily.com/bbs/4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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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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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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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斯頓工廠
誠徵 作業員

無經驗,可訓練.

請洽 : 姚先生

713-505-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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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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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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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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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聘幼稚園老師
位糖城, 有幼兒園

經驗者優先.
有意者請電

281-242-0989
832-528-0882

*辦公室分租
6910 Bellaire, TX 77074

月租$350-$500
( 包水,電,網路費 )
請電或微信(同號)
713-518-5830

●另招半職辦公室助理
可在家工作

家庭護理機構
位休斯頓,徵中英雙語
全職PHC主管:可培訓
有2年大專學歷或2年
的管理經驗.競爭力的
報酬及福利.意者請將
履歷Emai至: rpizzi@
assist-medinc.com

家具公司招聘
會計(出納):中英文流利

熟悉Quickbook.
可辦H1B.

意者請Email或電:
goldenfurniture11

@yahoo.com
713-896-8877

地產項目公司招聘
小型地產項目公司招聘經理助理，

要求英文流利、電腦辦公軟件熟練應用，
有無Agent執照均可，男女不限，懂

多語種或地產、建築相關知識優先。待優。
請電：832-860-1133

或 Email：Richard.qi@live.com

誠聘儀器銷售員
集醫學實驗室
和醫療儀器銷售

為一体的休市公司，
誠聘eBay和Amazon

等網路銷售人員
意者請來電：

346-239-0859

好區好房出售
Westheimer & Gessner
月收租金$5000多
售價 $425,000

意者請電:
713-502-3973

卡車公司招聘
長途A 牌司機,

待遇好.
有經驗者優先.

意者請聯系:王先生
713-703-5288

誠招住家保姆
德州奧斯汀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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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優,請電：
512-750-7446

誠招通勤阿姨
照顧一歲多女孩
及簡單家務,

一周五天,薪資面議
請短訊或電話聯系:
865-283-2583

尋找保姆
West U. 兩個孩子,
兩歲和 8 個月.

周一,三,五和周六
會說普通話.
Call or text

713-865-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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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844-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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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

Home
Service

200
誠招住家阿姨
中國城 77036

照顧寶寶為主 做飯及
簡單家務. 長期用工
一周六天或七天都可以
要求有愛心 責任心
薪優.可短信或電話:
713-817-2819

韓國第一環境家電品牌Coway
誠聘銷售經理

成立於1989年的Coway是韓國
環境家電第一品牌，主營
淨水器，空氣淨化器，智能便座和軟水機
現因拓展華人市場的需要，
誠聘休斯頓地區全職和兼職銷售經理。
要求：
1. 具備合作工作身份，母語為中文
2. 熟悉當地華人市場，對銷售工作有熱情。
3. 無需經驗，公司提供完善的業務培訓。
4. 工作時間靈活，待遇優厚。
有意者請將簡歷發送至:
yuminliu@coway-usa.com
洛杉磯華人總部辦公室
電話：213-351-1488

薪優,女按摩師
糖城附近,正規床店,
招女按摩師,小費好

下班時間早,
員工相處和諧.

聯系電話:
713-820-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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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iedStone Houston Hiring Office Administrator
Compensation package includes:
● Health Insurance Options
● 401K Options, Paid Time Off, Holiday Pay
We welcome all fresh graduates and a perfect candidate with office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s apply.
Bilingual in Chinese and English will be a plus. Please send resume:
Randyl@alliedstoneinc.com or call 713-581-9300 Ext. 573
Address: 11502 Charles Rd, Houston, TX 77041

House售$20萬
3房,2衛浴,2車庫
1505尺. 地址:

12356 Newbrook Dr
Houston TX 77072

電話:
713-478-8412

西湖食品公司聘請銷售高手
中英文流利,

周一至周五,薪優,有薪假期。
意者請將履歷寄至:

Debra@westlakewholesaler.com
或電:713-983-8822

糖城家樂超市誠徵會計助理
中英文書寫流利,可獨立作業,

一年以上Quickbooks和Excel經驗.
有意者請將履歷寄至:

Debra@westlakewholesaler.com
或電: 281-313-8838

*40年針灸所

退休轉讓或合伙

意者請電:

713-661-0346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誠徵辦公室文員
招辦公室助理

近8號公路和290
中英文流利,可報稅.
請郵件簡歷到：

sales2.mp@gmail.com
或短信

281-786-5070

產品開發公司
誠聘3D-CAD
SOLIDWORKS
操作、設計人員

Peter@
corepacificinc.net

中國城旺鋪出租
9968 Bellaire #250A
( H Mart黃金廣場 )
可做餐飲或辦公室
984 SF,特價 $2500/月
意者請電: 林太太
713-385-1188

Owner Agent

誠聘辦公室文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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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練操作QuickBooks和
All orders者優先，薪資面議。

發簡歷至: rick@naturesort.com

牙醫診所&餐館出售,辦公室出租
位Spring Branch 4000呎 (含所有設備)

要價35萬, 連地產售1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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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萬. 地產售105萬.
●中國城黃金廣場後,有辦公室出租

月租$2500, (樓上有房間可住),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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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面招租
將近2000尺

黃金廣場內

意者請短信聯系

832-878-7885

工廠招文員
(可在家上班)

文件整理,跟單,記賬
可提供培訓.需報稅

地點在休斯頓
929-253-6198

食品公司位於Pearland,現招聘
●辦公室採購一名: 男女不限,懂英文,能熟練
操作電腦,有食品蔬菜採購經驗者優先.
工作時間 7:00am-3:00pm

●財務經理一名: 需有2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財務相關專業畢業,中英文流利.
聯系電話 : 346-237-0067 周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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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保險專業服務

Insurance Service 2023年度奧巴馬保險計劃
公開申請期從11月1日到12月15日期間進行,
續保和新申請計劃從1月1日2022年開始生效.

中心保險事務所是資深注冊保險代理,
多年來一直竭誠的為德州各城市民眾

提供最專業保險業務服務.
電話:832-323-1368 346-291-8228,

地址7001 Corporate Dr # 222, Houston TX 77036

NOW HIRING
Four seasons food
●Sales Person
●Transfer Invoice
Sunday 11:00 PM
to 7:00 AM Monday
退休可. Helen or Lily
713-517-9126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雅房分租
限上班族

包水電,洗衣烘乾機
及網路. 交通方便,
6分鐘上8號及

West Park Tollway
意者請電 :

713-898-7822

老人生活助理
男女均可

善按摩,善烹飪
每天下午2-6點

中國城附近
工資面議.意者請電 :
832-743-7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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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維修工程師學員
Onestopmining是行業領先的礦機公司美國分公司，

因業務發展需要，招聘3名維修工程師學員,
負責公司設備售後的維修、保養、測試。要求至少高中學歷，
願意學習維修機械類型。能懂中文，能接受出差和駐現場維修。

有一定電腦、電路基礎者優先，有電子產品維修經驗者優先。
公司待遇優厚,帶薪節假日,牙醫和眼科保險等。有意者請發簡歷到:
zhaochun@smartoper.com或 liuhui@smartoper.com

CPA firm in S.W. Houston, TX
●CPA - 2-5 years CPA firm experiences
in tax or audit & Qbk

●Entry level Accountant
with Associate/BA degree in Accounting
Sponsor for H1B/Green Card
Resume email to: email@cmcdllc.com

急聘會計助理
熟悉QuickBooks

Excel...中英文流利,
會粵語更佳.

Email履歷至:
jenniferitc
@gmail.com

高薪+提成聘用
熟悉eBay和Amazon

銷售人士,
另再聘一名

大樓設備修理工
位休士頓.意者請電:
346-239-0859

*NOW HIRING- Sales
Sales experience, starting $4000/m, Quick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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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聘物業管理助理
德州地產公司現招聘物業管理助理。

主要負責: 安排維修、協助租售、維護客戶
關系等。要求有一定英文水平，會流利

中文，工作有責任心，認真細致，善於溝通。
意者請發簡歷至: kli@ccim.net
或短訊聯係 : 832-380-0253

誠邀地產及貸款精英加入金鑰匙
開啟你人生的新篇章！金鑰匙專業的貸款團隊
是你堅實的後盾，使你用這把金鑰匙為更多的
客戶打開溫暖之家的大門！金鑰匙專業的地產
和貸款的精誠合作，為我們的客戶提供一站式
服務，地產貸款全套手續！誠招有執照的地產
經紀人和貸款的Loan Officer加入我們金鑰匙團

隊一起合作. 請電 281-468-6368
Email:goldenkeyhomelo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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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全職前台
中國城. 需英文
無經驗可訓練.
請電或Email:

713-773-1300
txdentist101
@gmail.com

商業地產公司
誠徵助理經理

工作單純.接聽電話.
協助經理.通日常英語.
簡單電腦文書處理.

意者請短訊或Email至:
713-899-1968

andy.hsu
@aarealtyt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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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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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ch Office

Houston

Job Openings

Passenger Insides Sales

Call Center Customer service agent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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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租售

Real
Estate

分類廣告專頁

分類廣告

我們正在招聘
尋找保險行業的

職業生涯?
全面培訓與支持

人壽保險、退休計劃、
年金、長期護理，
醫療保險補充.

832-991-2353

頂級亞洲玩法皇冠中英文系統,最高贈送50%開戶金

誠邀誠邀盛宴盛宴世界杯世界杯
二十四小時二十四小時電電: ++11--516516--266266--98889888美國美國

++8686 198198--21562156--37083708中國中國
世界杯盛宴世界杯盛宴

*石英制造廠招聘
Hendrix Industries, 離Katy25分鐘.
是一家專業石英石材表面,台面制造廠,

誠聘: 技術員, 化學工程師,
機械工程師, 電氣工程師.

履歷:HR@hendrixindustries.com

Memorial 區
請通勤阿姨.
一周6天, 需要

能開車, 做飯帶孩
子以及正常家務.

請聯系 :
281-946-9078

BESCUTTER
*誠招倉庫工人一名

●工作類型：全職
●薪資：USD 17 - USD 22 每小時
●工作要求：
稍懂英文
熟練掌握叉車,有一年或以上的操作經驗
耐心, 仔細, 有責任感
具體工作內容面議

●工作地點: 14915 E Hampton Cir,
.Houston, TX 77071

●時間: Monday-Friday 9:00am-5:00pm

感興趣者,發簡歷到：
info@bescu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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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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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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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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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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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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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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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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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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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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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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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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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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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女按摩師
位於糖城按摩店,

誠請一名
Part Time女按摩師,

有意者請電:
832-397-9698

專精家庭
小修小補

清洗外牆,車道

請電 :

361-460-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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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請人

HIRING
for M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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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州Lake Charles賭場
每週日下午 2：30送
每週二上午 10：30接

中國城黃金廣場⇆Lake Charles 酒店
單程約兩個半小時,免自駕之勞頓,

7座舒適商務車,可代訂酒店.
三人及以上可門到門接送.

垂詢及預約電話:346-218-4568 李先生

牽手踱晚霞Marriage Wanted
女58歲,綠卡
活潑開朗,
性格溫和.

尋健康,真誠,
有居所的男士
共建家園.

58 years old,
lively, cheerful

nice lady,
looking for a

healthy,
sincere man

Call: 832-526-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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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請人

HIRING
for Massage

1000 薪優,聘女按摩師
正規按摩店,位於

Rosenberg,需有執照.
電:832-468-2306
糖城附近(最好有執照)
以上能報稅,會開車.
電:713-820-1270

隨叫隨到裝修
專業漏雨
瓦片翻新

室內外裝修20年
經驗. ~免費估價~
713-269-9582
409-597-8188

*甜心寶貝*
11月 新人到

一流服务

9AM - 1AM

346-971-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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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座奔馳SUV
●新款Nissan 4人座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木易裝修
承接房屋大小工程
舊屋翻新,廚房浴室
地板瓷磚,水電木工
涼棚圍欄,高壓清洗
價格公道,免費估價
歡迎來電咨詢:楊
281-755-9988

賺錢床店出售
休斯頓6號公路

靠近中國城20分鐘
賺錢按摩店出售

1400呎,房租$3434
房東查信用.
有意者聯系:

646-244-8618

JCY裝修公司
公司註冊,香港師傅
信心保證.廁所,地板,
廚房,油漆,陽台,露台,
圍欄,水電 ...等等

歡迎查詢，免費估價
電:518-331-6838
微信號：Johnnyyu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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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專業服務

Insurance Service 優 信 保 險
●代理汽車,房屋,商業保險.●專業申請奧巴馬全民健康保險.

7x24小時專業ObamaCare代申請.
簡單, 快捷,清楚,專業.最快5分鐘完成申請.

迅速解決您的任何問題。
地址: 6100 Corporate Dr Ste 252, Houston, TX 77036
中英文熱線: 713-239-2358 微信號: Welltrustins Piano鋼琴教學

鋼琴,電子琴教學
古典鋼琴，流行鋼琴、

電子琴演奏、
鋼琴電子琴伴奏課。

聯系電話：
713-363-1060
快手號：WZJP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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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龍按摩店售
分類廣告專頁

連續5年通關率
達100%的物流.價格優惠
支持美到中！最值得你
信賴的順捷美中快遞

目前時效2周,最長3周到手
可郵寄保健品,衣服,鞋子,

化妝品,包,飾品.
電:832-655-8869
8300 Westpark Dr.# B

頂級亞洲玩法皇冠中英文系統,最高贈送50%開戶金

誠邀誠邀盛宴盛宴世界杯世界杯
二十四小時二十四小時電電: ++11--516516--266266--98889888美國美國

++8686 198198--21562156--37083708中國中國
世界杯盛宴世界杯盛宴

別猶豫別猶豫別猶豫,,, 別蹉跎別蹉跎別蹉跎歲月歲月歲月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美-中 快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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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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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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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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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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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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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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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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路州Lake Charles賭場
每週日下午 2：30送
每週二上午 10：30接

中國城黃金廣場⇆Lake Charles 酒店
單程約兩個半小時,免自駕之勞頓,

7座舒適商務車,可代訂酒店.
三人及以上可門到門接送.

垂詢及預約電話:346-218-4568 李先生

路州賭場接送
Casino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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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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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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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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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維修服務
Computer Service

700

德州執照電工
Master Electrician &
Electrical Contractor

執照號 36638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電話 :
832-662-8528

Pia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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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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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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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專業焊接
鋼結構廠房制作,改建,

擴建.
鋼結構樓梯,扶手,欄杆

設計制作安裝.
不鏽鋼銅等各種維修焊接
上門服務,經驗豐富,
保證質量. 柴師傅
786-247-9180

小山東冷暖氣
專業維修為您省錢.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精修冷暖氣系統,冷暖氣維修更換,
專業安裝節能空調,保修3年,

新空調,10年質保,
維修,安裝,價袼公道,質量保證.
~政府認可～ 24小時急修急通.

電話: 626-407-9232（小侯 Jim）

牽手踱晚霞Marriage Wanted
女58歲,綠卡
活潑開朗,
性格溫和.

尋健康,真誠,
有居所的男士
共建家園.

58 years old,
lively, cheerful

nice lady,
looking for a

healthy,
sincere man

Call: 832-526-5423

姻緣一線牽
Pers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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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座奔馳SUV
新款Nissan 4人座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通水管
排污

通水管
排污

分類廣告專頁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Jack冷暖氣服務

安裝 保養 維修

請電:Jack 梁

346-491-1751

鋼琴,電子琴教學
古典鋼琴，流行鋼琴、

電子琴演奏、
鋼琴電子琴伴奏課。

聯系電話：
713-363-1060
快手號：WZJP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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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公司
Moving Service

搬運快送
箱式貨車Cargo Van
Couriers Delivery Moving
公寓, Office, Studio

商店, 餐館.
家具,建材,電器,

購物,提貨.
346-218-4568

連續5年通關率
達100%的物流.價格優惠
支持美到中！最值得你
信賴的順捷美中快遞

目前時效2周,最長3周到手
可郵寄保健品,衣服,鞋子,

化妝品,包,飾品.
電:832-655-8869
8300 Westpark Dr.# B

水務

Plumbing
Electrical

電
器

明亮電工公司
專業電工團隊,

百萬保險
商業民宅,大小工程

質量保證
832-260-8678
貴先生（中/英）

美-中 快遞

電腦手機維修
Shan's Computer

手錶換電池
售6K超清電視盒
9600 Bellaire Blvd#120
王朝商場內120室
832-790-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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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s ‘General Armageddon’ under pres-
sure to deliver on battlefield after re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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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Nov 21 (Reuters) - Russia’s lead-
ing war hawks rallied behind the humiliating 
decision for Moscow’s forces to retreat from 
the Ukrainian city of Kherson this month, but 
the commander who argued in favour of the 
move is now under growing pressure to prove 
it was worth it.

Sergei Surovikin, nicknamed “General Arma-
geddon” by the Russian media for his reputed 
ruthlessness, on Nov. 9 recommended Mos-
cow’s forces quit Kherson and the west bank 
of the River Dnipro where they were danger-
ously exposed.

Surovikin, a 56-year-old veteran of wars in 
Chechnya and Syria who has been decorat-
ed by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rgued the 
withdrawal, completed two days later, would 
allow Moscow to save equipment and redeploy 
forces there - estim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30,000-strong - to offensives elsewhere.

Some of those troops have since been moved 
from southern to eastern Ukraine, where fierce 
fighting is raging, and the Hero of Russia recipient is under 
pressure on the cusp of winter to show his bet was the right 
one.

Two Estonian citizens arrested in $575 mln cryptocurrency 
fraud, money laundering scheme
Ukraine prosecutor says four suspected Russian torture sites 
found in Kherson
Turkey summons Swedish envoy over incident in Stockholm - 
sources
In cold Ukraine village, Banksy mural offers warm bath
Ukraine’s Zelenskiy: Nuclear plants need protection from Rus-
sian sabotage
“We await your brilliant results and pray for you, I pray for you 
every day,” Margarita Simonyan, the hawkish editor-in-chief of 
RT TV and one of the main public proponents of the war, told 
Surovikin in a TV broadcast last week.

Simonyan urged Surovikin, a hulking shaven-headed figure 
who has been shown on TV speaking in clipped Russian mili-
tary language, to ignore “nonsense” from critics, a reference to 
influential military bloggers unhappy about his retreat.

One of those bloggers, Vladlen Tatarsky, who has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followers on the Telegram messaging service, 
had fumed over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s 
post-retreat visit to Kherson, questioning why Moscow had not 
killed him.

“What are we spilling our blood for? Why can Zelenskiy calm-
ly come to Kherson?” Tatarsky asked in a video post.

“Symbolically it would have been great if a Geran (type of 
drone) had landed on his stupid head but it didn’t happen. 
Why? Either we fight a full-on war or ... nothing will work 
out.”

PRESSURE
Russian arch-nationalist Alexander Dugin, whose 
daughter Darya was murdered outside Moscow 
in August in what Russia says was a Ukrainian 
state assassination, has piled more pressure on 
Surovikin, saying Kherson was the last chunk of 
Ukrainian territory that Russia could afford to 
give up.

“The limit has been reached,” Dugin told the 
nationalist online news outlet Tsargrad.

Senior Russia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war 
hawks say they want Kherson back at some point, 
which looks hard to achieve anytime soon.

Nor is taking new ground in the east against 
a highly motivated and Western-equipped 
Ukrainian military an easy task, especially in the 
winter.

Kyiv itself has vowed to continue retaking terri-
tory, with Russian officials warning they suspect 
it may try to open a third front in the west with 
forces redeployed from Kherson.

Surovikin is also being asked by some to step 
up Moscow’s bombing campaign of Ukrainian 
energy infrastructure, a tactic the Kremlin has 
suggested is designed to bring Ukrain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Vladimir Solovyov, one of Russia’s most famous 
ultra-nationalist political TV talk show hosts, 
said last week: “I appeal to the Hero of Russia 

Army General Surovikin: Comrade Army General, 
I ask you to complete the total destruction of energy 
infrastructure of the Nazi Ukrainian junta.”

Other state TV commentators have begun to publicly 
question the handling of the war, albeit in what are 
likely to be carefully choreographed performances 
designed to create the impression of genuine public 
debate.

One, Dmitry Abzalov, complained of what he called 
an information vacuum, saying he’d like to know “for 
a change, just once” what Moscow’s specific goals 
were in Ukraine.

Another, Maxim Yusin, complained on air about what 
he said were lies being peddled by some politicians 
on state TV boasting that Russian forces were so 
strong they would be able to reach “the Polish border, 
Berlin, the English Channel and Lisbon”.

“It’s a clown show,” said Yusin.

Some of the wives and mothers of newly mobilised 
men have organised to try to pressure the defence 
ministry over what they say is inadequate training 
and equipment.

Their numbers are relatively modest so far, but some 
of their complaints, largely rejected by the defence 
ministry, chime with those made by public figures 
who support the war.

The appointment of Surovikin on Oct. 8 was the first 
time Russia had publicly named an overall command-
er for its forces in Ukraine.

The 
Kherson 
with-
drawal 
went 
faster 
and 
more 
smooth-
ly than 
many 
Western 
military 

analysts had expected, with a senior U.S. military of-
ficial telling Reuters it had been “relatively orderly” 
compared with previous Russian retreats.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concurred, saying in a 
statement on Sunday that Moscow’s forces had prob-
ably been successful at limiting the loss of military 
hardware while destroying what they had left behind.

While the Russian army continued to suffer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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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s
twenty-year anniversary Gala was
held last Friday in Houston Texas.
Almost five hundred honored guests
attended our party, especially our
Honorable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Elaine Chao, who
traveled from Washington, D.C., to
attend the event. Also our Mayor
Sylvester Turner, Congressman Al
Green and many diplomats, including
those from Japan, Korea, Angola and
Indonesia -- leaders from many
communities came together and
gave us many warm messages of
support.

We have known Secretary Chao for
over twenty-five years, even before
she was Secretary of Labor and
Transportation. She always
celebrated the Lunar New Year at
her office and invited many Asian
leaders to attend. I was very lucky
and was one of them. I remember
that she had photos taken with all of
us on those occasions and took
hours to include everyone. Secretary
Chao is really our role model and an
outstanding leader in our community
and in the nation. She came to join
our Gala and made us all so very
proud.

Houston’s Mayor Turner has been
with us for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He
would never miss our annual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and he always
brought us his congratulatory
message.

Now that the Gala celebration is
over, we are so touched and honored
to have had so many good friends
who came to support us.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o build it
up like a battleship and continue to
be of service to all and continue to
move forward.

1111//1919//20222022

After The ITC GalaAfter The ITC Gala

Editor’s Choice

A boy takes photos of tourists behind a toy dinosaur for a fee, at the Uyuni 
Salt Flat in Bolivia. REUTERS/Claudia Morales

Tourists walk in front of a structure made of salt, at the Uyuni Salt Flat in Bolivia. REUTERS/
Claudia Morales

A man stands on salt at the Uyuni Salt Flat in Bolivia. REUTERS/Claudia Morales

A woman in a Cholita dress 
poses for photos, at the Uyuni 
Salt Flat in Bolivia, 2022. RE-
UTERS/Claudia Morales

A man walks on salt at the 
Uyuni Salt Flat, Boliv-
ia. Picture taken with a 
drone. REUTERS/Claudia 
Morales

Tourists line up for a photo, at 
the Uyuni Salt Flat in Bolivia. 
REUTERS/Claudia Mor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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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More than 2,100 anti-Asian American 
hate incidents related to COVID-19 were 
reported across the country over a three-
month time span between March and June, 
according to advocacy groups that com-
pile the data. The incidents include phys-
ical attacks, verbal assaults,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 and online harassment.   

Action launched a hate incident reporting 
website on March 19 when the coronavi-
rus was becoming widespread across the 
U.S. and the media began reporting vio-
lent incidents targeting Asian-Americans. 
The online tool is available in multiple 
languages and allows users to report the 
information with the promise that personal 

On Wednesday, the advocacy groups 
released an analysis of the incidents 
reported through June 18 in California, 
where about 40 percent of the 2,120 hate 
incidents took place. The groups released 
the national data to CBS News after an 
inquiry.
Of the 832 incidents reported in Califor-
nia, many included anti-Asian slurs and 

references to China and the coronavirus. 
One assailant yelled about “bringing that 
Chinese virus over here” during an attack 
against an Asian-American man at a San 
Francisco hardware store on May 6. 
 

The assailant reportedly also said “Go 
back to China,” “F---- you, Chinaman” 
and “F--- you, you monkey.” In anoth-
er San Francisco incident on June 9, 
someone threw a glass bottle at a woman 
putting her child in a car seat and yelled, 
“Go home Ch---k.” And in Santa Clara 
on June 16, a man kicked a woman’s dog 
and then spat at her, saying, “Take your 
disease that’s ruining our country and go 
home.”
“These are real people just living their 
lives and encountering this kind of hate,” 
said Cynthia Choi, the co-executive direc-

Wednesday.”
Though she was not born in the US, nothing 
about Tracy Wen Liu’s life in the country 
felt “un-American”. Ms Liu went to football 
games, watched Sex and the City and vol-
unteered at food banks. Before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31-year-old didn’t think 
anything of being East Asian and living in 
Austin, Texas. “Honestly, I didn’t really think 
I stood out a lot,” she says.

That has changed.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pandemic that has killed around 100,000 
people in the US, being Asian in America 
can make you a target - and many, including 
Ms Liu, have felt it. In her case, she says a 
Korean friend was pushed and yelled at by 
several people in a grocery store, and then 
asked to leave, simply because she was Asian 
and wore a mask.

 Members of the Asian American Commis-
sion gather in Massachusetts to condemn 
racism. (Photo/Getty Images)
In states including New York, California, 
and Texas, East Asians have been spat on, 
punched or kicked - and in one case even 
stabbed. Whether they have been faced with 
outright violence, bullying or more insidious 
forms of social or political abuse, a spike in 
anti-Asian prejudice has left many Asians - 
which in the US refers to people of east or 
southeast Asian descent - wondering where 

goal was to adapt to American culture as 
soon as possible,” says Ms Liu. “Then the 
pandemic made me realise that because I 
am Asian, and because of how I look like or 
where I was born, I could never become one 
of them.”201
After her friend’s supermarket altercation, 

New York City and Los Angeles say that hate 
incidents against people of Asian descent 
have increased, while a reporting centre run 

by advocacy groups and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says it received over 1,700 
reports of coronavirus-related discrimi-
nation from at least 45 US states since it 
launched in March. Police in at least 13 
states, including Texas, Washington, New 
Jersey, Minnesota and New Mexico, have 
also responded to reported hate incidents. 
Critics say those at the very top have made 
things worse - both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Democratic hopeful Joe Biden 
have been accused of fuelling anti-Asian 
sentiment to varying degrees with language 
they’ve used while talking about China’s 
role in the outbreak.
And for many Asian Americans, it can feel 
as though, in addition to being target-
ed, their identity as Americans is being 
attacked.

Statistics on Anti-Asian inci-
dents in the US:
One third of people surveyed said they had 
witnessed someone blaming Asian people 
for the pandemic; 1,710 incidents reported 
to STOP AAPI HATE - 15% of those cases 
involved physical assault or being coughed 
on or spat at; More than 100 individual in-
cidents reported in the media; 133 incidents 
of anti-Asian discrimination recorded by 
the New York City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 compared to 11 in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The commission has intervened in 
91 cases; 14 Asian-bias hate crimes investi-
gated by police in New York.

  More than 100 alleged hate incidents 
reported to civic groups and police depart-
ments in Los Angeles
Six reports of bias incidents reported to 
police in Seattle
There has been a surge in anti-Asian hate on 
extremist web communities
Sources: Ipsos, STOP AAPI HATE, New 

York City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New York City Police, Los Angeles County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Seattle Po-
lice, Network Contagion Research Institute, 
BBC research
 Some Asians have also reported being 
refused service from hotel rooms, or Uber 
rides, as a result of their ethnicity.
Matt (not his real name), a Chinese Ameri-
can emergency room doctor in Connecticut, 
noticed that several patients asked to be 
admitted to hospital because they said an 
Asian person had coughed near them. He 
experienced what appeared to be anti-Asian 
bias more personally, when he tried to treat 
a patient thought to have Covid-19.
“I had my protective equipment on, walked 
in and introduced myself. Once they heard 
my surname, they were like ‘don’t touch 
me, can I see someone else - can you just 
not come close to me’.”
Many other minorities face more “overt 
types of discrimination which are worse”, 
Matt says - but he fears that incidents such 
as what he experienced would be demoralis-
ing for medical workers.
“This is a pretty stressful time - we’re work-
ing a lot more, wearing very uncomfortable 
equipment all the time, and a lot of us are 
getting exposed to Covid-19.” (Courtesy 
https://www.b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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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 Hate Incident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Reported During Coronavirus Pandemic

Coronavirus: What Do Attacks On
Asians Tell About American Identity?

Attacks on East Asian people living in the US have shot up during the pandemic,                                                                             
revealing an uncomfortable truth about American identity. (Photo/ Getty Images)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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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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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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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y in my physics textbook, when I was a 
teenager in high school. Chien-Shiung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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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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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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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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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techniques to get her cobalt-60 atoms 
all spinn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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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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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can elected to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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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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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ar physic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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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ilblazing Nuclear Physicist 



天道酬勤天道酬勤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記龍學天下中文學校創始人兼校長王榕—記龍學天下中文學校創始人兼校長王榕

（美南新聞記者黃梅子）我第一次見到王校長的時
候，覺得她挺幽默挺好玩的，王榕有一種特殊的親和力
，笑起來眉毛彎彎的，總是還沒說話就開始樂，咯咯咯
地樂得像個單純的小姑娘；再加上捲曲的長發，精緻的
穿搭，使人聯想起《射雕英雄傳》裏精靈古怪的俏黃蓉
。我當時根本沒把王榕與女強人這個詞聯繫起來，後來
與她每個月合作一期電視節目《龍學小課堂》，才漸漸
地對她有了深入的了解，王榕，不光是個女強人，而且
是個精力過人的拼命叁郎。王榕於2016年8月22日創
辦龍學天下中文學校，2019年8月15日開辦龍學天下梨
城分校，她的下一步計劃是在休斯頓西南區盡快開設第
叁家龍學天下中文學校。每天下午叁點鍾，龍學天下派
車去各個小學中學接放學的孩子們來學中文，晚上六七
點鍾家長們陸陸續續將孩子們接回家，王校長每天都是
最後一個離開學校的人，週末更是全天候待在龍學天下
。在普通人眼裏，這樣努力地工作已經是滿負荷運轉了
，殊不知這其實只是王榕的第二份工作，她的全職工作
是為Galveston公立學區工作，不光負責整個學區的中
文教學計劃的設計和規劃，而且還要教小學和高中的中

文課，任務很重。王榕的美國學生們非常喜歡上她的課
，因為王老師不像其他老師那樣機械地照本宣科，而是
用心地設計課程，寓教於樂。

王榕創辦的龍學天下中文學校聲名遠播，被中國國
家漢語辦公室定為北美地區第一家中小學漢語HSK筆試
考點（HSK是考試外國人漢語水平的標準化考試，相當
於英語的托福考試）。王榕老師的中文課堂還在2012至
2015年間，在Rice University和美國政府合辦的中文項
目中被指定為全美的中文示範教學課堂，王榕校長是被
指定的少數幾個示範教師之一。她的夢想是將龍學天下
做成連鎖教育品牌，讓更多的華裔孩子和美國兒童學好
中文！中國是現存的最悠久的從未中斷的人類文明，中
國文化讓美國人著迷；而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
語言，學好中文能讓孩子們多了解世界，多打開一扇通
向世界的門。

對於王榕今天所取得的成績，她總是開玩笑說自己
很幸運，幹什麽都不費太大的力氣。但我認為，天道酬
勤！早起的鳥兒有蟲吃，一個時刻都在提升自己的人才
能抓得住機遇，並能將自己的夢想真正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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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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