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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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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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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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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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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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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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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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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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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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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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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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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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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炒鍋
832-773-2913

餐館請人
位249,誠請外送員
全工底薪80元

另加小費
全工或半工均可

電話 :
281-966-5342

好生意餐館售
機會難得! 請速聯系.
位Austin奧斯汀旺區

因人手不足,
二十多年老店
生意12餘萬.

346-558-9582
512-441-9398

城中區高級地段壽司餐館出售
Sushi Rest.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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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000,歡迎看店議價.

意者請(英文)電或短訊:832-298-8119
Kanau Sushi- www.kanausushi.com

 







分類廣告 美南新聞電子報美南網站分類廣告專頁

*糖城餐館誠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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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好餐館出售
生意4萬5美元連貨
外賣生意極佳

餐館在聖安東尼奧,
競爭極小.
意者請電:

210-396-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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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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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aurant location for sale
2460 sq/ft built brand new in 2019.
10x10 ft walk-in freezer and cooler.

All equipment are including. Asking price $375k
Call : 832-279-8011 English only

960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好餐館出售: 2460呎,2019年建,含所有設備,

有可步入式的大冰箱及冷凍櫃, 要價37萬5千

連鎖店招壽司工
5天工作，稅前$4500

地點在
Downtown Houston

需要有工卡,有HEB壽
司經驗熟手也可以。

意者請短信:
346-2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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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town
招壽司師傅

Part time,白天工作

薪水優.有意者請電:

832-520-6015

日本餐館誠請
壽司師傅或企台
全工/半工均可

需工卡.
請親臨或電:

713-781-6300
6345 Westheimer

Sushi King
Houston

Now Hiring All Positions
*Wait Staff
*Hostess
*Sushi Chef
*Kitchen Chef & Staff

Please call Paul at
1-626-927-6121

糖城川菜館
誠請●熟手炒鍋
●全工半工企檯

懂英文
意者請電: Andy
832-380-9603

4526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Lam Bo Buffet
誠請 熟手炒鍋.
廚房幫廚 ,傳菜

企檯,帶位,懂英文收銀
有意者請電或親臨:
6159 Westheimer
Houston, TX 77057
713-783-6838

餐館請人
糖城中餐館,誠請
●炒 鍋 一名
●外送員 一名

聯系電話:
832-277-2317

Celltechgen Laboratory
A Certified High Complexity CLIA Lab

COVID-19 Test for travel
( 赴華旅行新冠檢測服務 )

Address: 14780 Memorial Dr,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9

Phone: 877-994-4100 (Toll-fre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https://celltechgen.com/services/
We work around the clock for your trip

（協助綠碼申請）
RT-PCR核酸檢測參考價格:80美元/人/次

糖城美式中餐館
請全工或半工

收銀, 企枱, 帶位
需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

281-242-7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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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中餐館出租
位東北區,新裝修,

位Fiesta對面,地點好
小型快餐店2000呎
好地點,設備齊全
接手即可營業.

新租約.詳情請電:
832-878-6277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美南新聞網站Website
www.scdaily.com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
www.scdaily.com/epaper

分類廣告專頁 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_ads

即時廣告:www.scdaily.com/bbs?
category=job_hunting

廣告: www.scdaily.com/classified_ads

休斯頓黃頁Houston Yellow Page
www.scdaily.com/yellow_pages

中國城悅來餐館
誠 請

●有經驗經理
懂越南話優先
●企檯
有意者請電:

281-683-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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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中餐館請人
美式中餐館
位610和290,
誠請全工企台,

可報稅. 意者請電:
713-870-0391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Chow Wok
中式快餐店

位於Dairy Ashford
/ Westheimer

誠請炒鍋及抓碼
意者請電 :

281-235-3531

旺區餐館連地產
只售20萬. 2000呎,

適合各種不同行業,此區
唯一中餐館,有1-2房間
住家商業兩用.機會難得
906 N. Travis Ave
Cameron, TX 76520
254-408-2398
254-910-0007

家庭式餐館,炸魚蝦店,牙醫診所售
●家庭式餐館 ( 8號/Clay Rd ) : 接手即可營業
1400呎, 租金$2800, 售$65000

●位Spring Branch 牙醫診所: 4000呎
(含所有設備), 要價35萬,連地產售145萬

●賺錢炸魚炸蝦店出售( 位東北區)
1800呎,設備全, 生意好, 可提供配方及培訓
己經營40年. 售價25萬. 地產售85萬.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餐館薪優誠聘
熟手接電話兼收銀員

企檯 各一名
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
聯系電話：劉先生
832-898-6667

糖城超市內

壽司吧招工

電話詳談 :

832-520-6015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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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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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大學城中餐館
請川菜東北菜師傅
要求有工卡,可報稅.

每周休息一天,
提供單間宿舍.

工作地點:大學城
聯系方式: 丁

660-668-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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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中日餐請人

日本餐館請人
Tomball 誠請
●Sushiman
●Sushi Helper
可報稅,可包住
聯系電話:

626-373-7744

CC11

12月27日  星期二
wechat :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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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C22分類廣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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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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Health Care Service

200看
護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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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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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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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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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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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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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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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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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HIRING
● Sales ●Warehouse Cl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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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500

Business Opportunity

誠聘住家保姆
家住Katy西區,

一家四口,兩個孩子上學.
做三餐和家務,需身體
健康,性格好,會做飯,
注重干淨,有責任心,

打過疫苗,一周6-7天,
薪優面談,聯系電話:
832-260-8771

電子廠誠請
電子裝配工 ( 錫焊經驗者優先 )

有薪節假日,休假, 年終獎, 保險,401K

意者請電:713-349-4559或親臨

12701 Royal Dr. Stafford, TX 77477

屋主自售
房屋位惠康超市附近
一樓邊間Apartment,
社區安全需磁卡進入

投資自住皆可.
有意者洽: 曹女士
832-892-0250

Dogs for sale
寵物狗出售

AKC貴賓犬
16個月(公)

聰明活潑,可愛健康
己殺蟲、打針及訓練
黃金貴犬(母)15個月

意者請電:
281-935-1742

倉庫招辦公助理&倉庫工人
●辦公助理:需要懂英文跟電腦操作
●接聽電話: 需要報稅
Email: ccckatty@yahoo.com
●倉庫: 需要報稅,手腳靈活.肯吃苦
請發短訊聯繫電話:713-295-1396

食品公司誠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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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地產公司招聘物業管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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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13-826-3388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Home Care Agency
based in Houston is hiring bilingual
English-Chinese PHC Supervisor.

Will train. 2 years college degree is preferred
or 2 years of supervisory experience in
a health care setting. Full time position,

competitive pay and benefits.
Resume to: rpizzi@assist-med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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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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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Agent

Call Center Customer Service Agent

徵婚 男55歲 美籍
誠徵單身女性，先友後婚。

請發信息到
ldawei1988@gmail.com
短信到: 346-622-9380

誠聘倉庫經理
負責位於梨城的倉庫
管理，薪優面議。

在中國城或Pearland
的申請者優先考慮。

意者請電：
832-805-4383

誠聘辦公室和倉庫人員
地板公司全職崗位

●辦公室2名：要求中英文流利,善於溝通,
認真負責,會QuickBooks者優先.

●倉庫1名：要求熟練操作叉車,踏實肯干.
發簡歷至：rick@natures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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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聘會計
工作態度佳

有2年工作經驗即可
簡歷請遞:
peter@

corepacificinc.net

西南區洗衣店
請半工或全工，

會些英語，有工卡，
能獨立操作，

有經驗者優先。
有意者請電或留言
713-382-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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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ervice

誠徵鐘點煮飯
Katy區. 上門為

兩長者煮午餐連晚餐.
一星期四至五次.

廣東菜，
住近Katy者優先考慮

有意請電: Jack
713-240-4474

誠徵辦公室文員
需英文,會電腦,

接聽電話,
工作地點: 中國城.
意者請Email或電 :
innLock@gmail.com
713-922-9886

長期倉庫工人
負責塑料質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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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ltechgen Laboratory
A Certified High Complexity CLIA Lab

COVID-19 Test for travel
( 赴華旅行新冠檢測服務 )

Address: 14780 Memorial Dr,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9

Phone: 877-994-4100 (Toll-fre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https://celltechgen.com/services/
We work around the clock for your trip

（協助綠碼申請）
RT-PCR核酸檢測參考價格:80美元/人/次

西南區餐具公司
誠 請

收銀、收發貨員:
需懂英語，

會基本電腦操作。
意者請電: Lisa

713-539-8179

聘愛心護理人員
照顧男性老人,包括
起床,個人衛生,步行,
沖涼.有護理經驗為佳,

一星期工作6天
早上9點至下午6點
薪酬面議,請電:何太
281-948-2662

姻緣一線牽
Pers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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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窗簾廠招工
●熟手縫紉工
●包沙發熟手工
●窗簾安裝工
可培訓,薪優.

3035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63
電:281-793-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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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有愛心耐心褓姆
請電:Sophia (通國台英)
832-287-8233

招聘精英
全職/兼職保險代理
晉升發展無限制
全面培訓與支持

人壽保險、退休計劃、
年金、長期護理，

獎金+提成+免費旅遊
832-991-2353

招聘前台收銀員
中國城附近一家知名老店

生意興隆,需要招聘一名收銀員
必需中英文流利. $12-$16/每小時

每周5天,全職或兼職
意者請聯系: 346-874-1294

服裝禮品店轉讓
店主將退休,
白菜價出售
(一萬+存貨)

位香港城,地點好.
有意者信息聯系:
832-766-1668

誠請通勤保姆
工作時間: 每天3-8pm或4-9pm，一月初起
基本家務清潔和做簡餐，寶寶餐，協助帶寶寶
有帶寶寶的經驗，性格溫柔隨和，耐心，細心

待遇：16-20/h,包晚餐. 地點：博物館區77021
有意者請先發信息至: 832-627-0909

注明征通勤保姆工作，約談

*誠聘褓姆

有愛心,耐心及經驗

意者請電:

832-287-8233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分類廣告專頁

*聘請保姆
照看一歲的女孩,
幫助料理家務,
周二到周五,

通勤最好.住宿可商量
家住77581 請電:
713-496-2242
如無人接請留言

徵窗簾安裝師傅

有經驗者最佳

意者請電洽:

832-878-5686

食品公司 『高薪』 招聘

工作人員一名

月薪5000元，加提成，

要求英文流利，有責任心，

有工作經驗者優先.

電話: 832-282-6487

NOW HIRING
Produce Wholesale
Customer Service
and Inside Sales
Near to China Town
Flu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Email to:
jimmy20111133
@gmail.com

糖城超市誠聘會計助理
『待優』 9點-5點, 週一至週五.

需中英文流利,
會Quickbooks and Excel

有意者請電 : 713-213-8987

屋主自售
Fort Bend 學區

Missouri City 二層樓
cul-de-sac 大扇形

後院 2147呎
+360呎sunroom
請洽 : 陳女士

281-261-8001

*好房分租
1房 $390(無家具)
1房 $450(有床&電視)
以上包電, 水, Wifi
6510 Gold Tee Ct
Houston,TX 77036
832-853-1559
346-481-4138

M/WBE Supplier Opportunity
Liberty Office Products is bidding on Project Number

RFP #23-10-08 Awards, Trophies, and Promotional Items for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We are looking for

possible M/WBE suppliers to provide the following:
1) Awards, 2) Trophies, 3) Promotional Product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is opportunity,
please contact Sam Young by phone at 713-789-3282 x 181.

旺區餐館連地產
只售20萬. 2000呎,

適合各種不同行業,此區
唯一中餐館,有1-2房間
住家商業兩用.機會難得
906 N. Travis Ave
Cameron, TX 76520
254-408-2398
254-910-0007

家庭式餐館,炸魚蝦店,牙醫診所售
●家庭式餐館 ( 8號/Clay Rd ) : 接手即可營業
1400呎, 租金$2800, 售$65000

●位Spring Branch 牙醫診所: 4000呎
(含所有設備), 要價35萬,連地產售145萬

●賺錢炸魚炸蝦店出售( 位東北區)
1800呎,設備全, 生意好, 可提供配方及培訓
己經營40年. 售價25萬. 地產售85萬.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招電工學徒

意者請電:

832-662-8528

誠聘辦公室職員
需能報稅,讀寫英文.
態度積極,願意學習.
公司位於中國城

意者請電:
903-424-5138

誠聘通勤保母
有經驗,有耐心和愛心
照顧七個月的男嬰和
做簡單家事. 付時薪
一周五天(50小時)
位Houston地區
832-647-8968
713-213-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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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買房賣房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

買房賣房
送回一半佣金

微信: tata7828
713-972-2215

Anita 蘇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500

Business Opportunity

Realtor / Agent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Realtor / Agent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徵求行政助理1名

1.具備中文及英文說、聽、讀、寫（含電腦打字）能力
2.具美國國籍或美國永久居留權(綠卡)&合法工作權
3.高中以上學歷
4.Microsoft Word、Excel(或類似電腦軟體)文書處理能力
5.美國合法駕駛執照，可駕駛Mini Van等廂型車
6.熱心開朗、積極主動. 7.具有臺灣生活經驗者尤佳
●工作內容：
1.各項活動業務聯繫及接待
2.駕車外出寄信、採購、洽公及辦理活動等公務事宜
3.一般文書、庶務行政工作
4.其他交辦事項
意者請於2023年1月 8 日（星期日）下午5時前,
將以下文件Email: tecohouston@sbcglobal.net
( 標題請註明應徵行政助理+姓名 )，
符合資格者本處將另行通知面談及測試事宜。
●應徵所需文件：
1.中英文履歷(含照片). 2.學、經歷證明
3.身分證明文件. 4.駕照影本. 5.其他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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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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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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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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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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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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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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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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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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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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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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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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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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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School

駕
駛
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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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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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龍按摩店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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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地板油漆
承接商業、住家,

地板,瓷磚.
內外油漆粉刷.

免費估價.中文電話:
512-284-1211
713-502-3973

休斯頓按摩店轉讓
離中國城16分鐘，

兩個做工房，一個休息房，浴室，
前後門，監控設備齊全…

有意者請電: 214-392-5763
亂打聽者非誠勿擾.

如沒接請短信看見必回.

Dogs for sale
寵物狗出售

AKC貴賓犬
16個月(公)

聰明活潑,可愛健康
己殺蟲、打針及訓練
黃金貴犬(母)15個月

意者請電:
281-935-1742

*甜心寶貝*
12月 長腿妹妹

一流服务

9AM - 1AM

346-971-0078

維修醫生
經驗豐富,執照師傅
冷氣&室內室外維修
商業/住家大小工程
信用可靠,免費估價
請電或短訊: Billy
346-482-7512

分類廣告專頁

徵婚 男55歲 美籍
誠徵單身女性，先友後婚。

請發信息到
ldawei1988@gmail.com
短信到: 346-622-9380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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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偉裝飾,專精
地板,瓷磚,櫃子,
室內外油漆,
圍欄Fence.

多年經驗,品質保證
電 話 :

346-538-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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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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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摩
服
務

Massage Service

床店出售
休斯頓Memorial

富人區
新裝修的床店出售.
有想買店的請聯系
281-818-2098

專精家庭
小修小補

清洗外牆,車道

請電:

361-460-4530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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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順冷暖氣公司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精修餐館及超市冷凍,冷藏設備,電機,電路
及生活電器維修,特價代理Goodman產品.
州政府保險及執照, 質量保證,歡迎比較.

832-860-3388 蒲繼忠

車房門專家
商業,住家,鐵門及鐵柵

搖控車門器更換,
彈簧維修線路安裝,
品質保證,免費估價.

通國粵英語
20 年經驗,7天日夜.
713-598-8118(C)
713-777-793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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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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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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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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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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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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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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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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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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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冷暖氣服務

安裝 保養 維修

請電:Jack 梁

346-491-1751

各種維修服務
Computer Service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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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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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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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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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電 : 832-655-8869 順捷快遞

8300 Westpark Dr.# B Houston, TX 7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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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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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執照TACLB120882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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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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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婚 男55歲 美籍
誠徵單身女性，先友後婚。

請發信息到
ldawei1988@gmail.com
短信到: 346-622-9380

姻緣一線牽
Personals

執照專業電工
德州執照,百萬保險.
商業裝修,民宅維修.

電箱線路..
質量保證,15年經驗.

Master Electrician
秦師傅

832-359-8285

專精上下水
346-276-5578王
●上水管: 跑、冒、滴、
漏,修理更換;

●下水管: 堵塞疏通,
●更換維修廚房,衛生間
設備,熱水器等.....
質量保證,價格合理

Legend Temp Mechanical
恆風冷暖氣公司政府執照TACLA 115482C
安裝/維修: 家庭、商業冷暖氣、商用冰箱,

冷凍冷藏設備、制冰機、抽油煙機..
代理各大品牌產品.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請電: 713-357-8868 (國/粵語)

水務

Plumbing
Electrical

電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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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Service

搬
家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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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管道
清潔,霉菌消殺處理,烘干機通風口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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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通下水管道
$60元起,不通不收費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漏水堵塞,洗水盆,浴缸
馬桶,打碎機,下水道
專業更換維修熱水器
修理各種水管爆裂.
832-421-6698

通水管
排污

德州執照電工
Electrical Contractor

執照號 #36638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

商業 & 民宅.
電話 : 毛師傅

832-662-8528
●另招電工學徒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優林冷暖氣
商業 & 住家

冷氣空調暖氣,
抽風設備,熱水爐

各種水電更換維護
請電: Kevin

281-948-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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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hospital warns of ‘tragic 
battle’ as COVID sp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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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BEIJING, Dec 22 (Reuters) - A Shanghai 
hospital has told its staff to prepare for a “tragic battle” 
with COVID-19 as it expects half of the city’s 25 million 
people will get infected by the end of next week, while the 
virus sweeps through China largely unchecked.

After widespread protests against strict mitigation 
measures, China this month began dismantling its “ze-
ro-COVID” regime, which had taken a great financial and 
psychological toll on its 1.4 billion people.

China’s official death count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three 
years ago stands at 5,241 - a fraction of what most other 
countries faced - but now looks bound to rise sharply.

China reported no new COVID deaths for a second consec-
utive day for Wednesday, even as funeral parlour workers 
say demand for their services has increased sharply over 
the past week.

Authorities - who have narrowed the criteria for COVID 
deaths, prompting criticism from many disease experts - 
confirmed 389,306 cases with symptoms.

Some experts say official case figures have become an 
unreliable guide as less testing is being done following the 
easing of restrictions.

Infections in China are likely to be more than a million a 
day with deaths at more than 5,000 a day, a “stark contrast” 
from official data, British-based health data firm Airfinity 
said this week.

Airfinity said it examined data from China’s regional prov-
inces, noting that cases are rising quicker in capital Beijing 
and southern province Guangdong.

The Shanghai Deji Hospital, posting on its WeChat account 
late on Wednesday, estimated there were about 5.43 million 
positives in the city and that 12.5 million in China’s main 
commercial hub will get infecte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his year’s Christmas Eve, New Year’s Day, and the 
Lunar New Year are destined to be unsafe,” said the private 
hospital, which employs some 400 staff.

“In this tragic battle, the entire Greater Shanghai will fall, 
and we will infect all the staff of the hospital! We will in-
fect the whole family! Our patients will all be infected! We 
have no choice, and we cannot escape.”

The post was no longer available on WeChat by Thursday 
afternoon. A person who answered the hospital’s main 
telephone line said they could not immediately comment 
on the article.

‘SERIOUS CONDITION’
Shanghai residents endured a two-month lockdown that 
ended on June 1, with many losing income and struggling 
to find basic necessities. Hundreds died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were infected during those two months.

A worker in a protective suit waits for people to take swab samples to test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t a nucleic acid testing site, as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s continue in 
Shanghai, China, December 22, 2022. REUTERS/Aly Song

On Thursday, many areas of Shanghai were almost as 
deserted as back then, with many residents isolating 
themselves and businesses forced to shut as staff fell ill.

“All our employees are sick,” said a supermarket work-
er surnamed Wang as he was shutting the doors. He said 
he hoped to re-open on Dec. 30.

COVID-19 outbreak in Shanghai

[1/10] A worker in a protective suit waits for people 
to take swab samples to test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t a nucleic acid testing site, as coronavi-
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s continue in Shang-
hai, China, December 22, 2022. REUTERS/Aly Song

Despite the new infections, the last vestiges of the 
“COVID Zero” policy are being scrapped. China plans 
to cut quarantine requirements for overseas travellers 
in January, Bloomberg News reported, citing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Experts say China could face more than a million 
COVID deaths next year, given relatively low full vac-
cination rates among its vulnerable elderly population.

China’s vaccination rate is over 90% but the rate for 
adults who have received booster shots drops to 57.9%, 
and to 42.3% for people aged 80 and above, govern-
ment data shows.

Footage from a Beijing hospital on CCTV state televi-
sion showed rows of elderly patient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breathing through oxygen masks. It was not 

clear how many of them had COVID.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hospital’s emergency de-
partment, Han Xue, told CCTV they were receiving 
400 patients a day, four times more than usual.

“These patients are all elderly people who have 
underlying diseases, fever and respiratory infection, 
and they are in a very serious condition,” Han said.

The head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id it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spike in infections and was 
supporting the government to focus on vaccinating 
those at the highest risk.

WHO Director-General Tedros Adhanom Ghebreye-
sus told reporters the agency needed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disease severity, hospital admissions 
and requirements for intensive care units for a com-
prehensive assessment.

‘GREAT PRESSURE’
China’s policy U-turn caught a fragile health system 
unprepared, with hospitals scrambling for beds and 
blood, pharmacies for drugs and authorities racing to 
build clinics.

Smaller cities away from the affluent coastal belt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ngchuan, a city of 
700,000 in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 of Shaanxi, 
called on Wednesday for all medical workers who 
retired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o join the battle against 
COVID.

State 
media 
said local 
govern-
ments 
were 
trying 
to tackle 
drug 
shortag-
es, while 
pharma-
ceutical 
compa-
nies were 

working over-time to boost supplies.

Germany said it has sent its first batch of BioN-
Tech (22UAy.DE) COVID vaccines to China to be 
administered initially to German expatriates. Berlin 
is pushing for other foreign nationals to be allowed 
to take them.

BioNTech said on Thursday it had shipped 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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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ok Back At The Year OfA Look Back At The Year Of 20222022
2022 is coming to an end. The war in
Ukraine, inflation and Covid-19 have not
yet disappeared and the energy shortage
has really meant a year full of suffering for
human beings all around the world.

To be honest, despite the oppos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gainst
Putin's open invasion of Ukraine, his
action not only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N charter, this barbaric act
caused chaos in the world economy. Putin
’s ambition did not succeed and has

openly exposed his weakness.

Ukraine’s President Zelensky was
passionate in his speech to the U.S.
Congress and he asked for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vowed
that it is a war to defend freedom and
democracy. A large number of missiles
and other weapons will be sent to Ukraine
and will cause ever more casualties. It is a
real disaster how terrible war is.

In the past six months, the interest rate

has been increased again and caused
many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to be
affected.

The influx of a large number of refugees
on the Mexican border has continued,
even though we have sent in the National
Guard to block the people crossing the
river into the U.S.

It was a very painful year. We still hope
that peace will come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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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People attend a protest at the 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COP26), in 
Glasgow, REUTERS/Yves Herman

Men ride on a horse cart amid fog during morning hours in Peshawar, Pakistan. REUTERS/
Fayaz Aziz

Miranda Lambert performs on stage. REUTERS/Harrison McClary

Pope Francis greets people 
as he arrives to lead a special 
audience to deliver a Christmas 
message to Vatican workers at 
the Paul VI Hall at the Vatican. 
REUTERS/Remo Casilli

People attend a protest at 
the 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COP26), in 
Glasgow, REUTERS/Yves 
Herman

Lottery balls are dropped into a 
rotating lottery drum ahead of 
the start of the draw of Spain’s 
traditional Christmas Lottery “El 
Gordo” (The Fat One), at Teatro 
Real, in Madrid, Spain. REU-
TERS/Susana Vera



CC77English
星期二       2022年12月27日       Tuesday, December 27, 2022

A lab technician holds a large circular disc silicon wafer that Taiwan 
Semiconductor will start producing in 2024 at their Arizona facility. 

(Image source: Getty Images.)

KEY POINTS
Taiwan Semiconductor will be investing $40 billion                                       

in the state of Arizona to boost world chip production.
The numbers are big, but the two new Arizona                                                 

facilities will be a drop in the global chip production bucket.

There’s plenty of worry out there about what would 
happen to the global economy if China ever made a 
more aggressive military push to take back the island 
of Taiwan. Amid this worry, many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pushing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SM -1.14%) -- far 
and away the largest chip foundry on the planet and a 
recent addition to Warren Buffett’s stock portfolio -- to 
diversify production into other countries.
But as things turned out, Taiwan Semi has just an-
nounced a second fab (a chip manufacturing facility) in 
the state of Arizona, over a year before its first facility 
there is complete. The total investment in the two fabs 
will be in the ballpark of $40 billion.  
This sounds like fantastic news for Taiwan Semi, as well 
as for chip designers Apple and Nvidia, which will be 
among the first customers of the new fabs down in the 
southwestern desert. But two lesser-known names could 
be the best way for investors to profit: Applied Materials 
and ASML Holding.
Lots of silicon, but a lot of equipment needed to fill 
a fab first
Taiwan Semi said its first fab will begin cranking out 
silicon wafers in 2024, using an enhanced version of its 
5-nanomete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he nanome-
ters referring to the size of the transistors within a chip, 
with smaller sizes representing more powerful chips). 
The second fab will start production in 2026 using 
3-nanometer tech. Together, the company said it could 
produce 600,000 silicon wafers a year at max capacity.  

For reference, Taiwan Semi’s 5-nm and 3-nm manu-
facturing processes create 300-millimeter wafers (just 
shy of 12 inches in diameter). Each wafer thus has 113 
square inches of surface area (high school geometry 
here: π x 6” radius squared), meaning Taiwan Semi 
could produce nearly 68 million square inches of sili-
con wafers every year. Sound like a lot? It is. But bear 
in mind some 14.7 billion square inches of wafers will 
be shipped in 2022 alone (according to industry asso-
ciation SEMI). That number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by about a mid-single-digit percentage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At any rate, though Taiwan Semi’s $40 billion invest-
ment will add little to the total global chip production 
capacity, it’s still an incredibly high-value project. 
These days, the most advanced chips require incred-
ibly complex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to produce. 
That’s where Applied Materials and ASML come in. 
As Taiwan Semi constructs its two new fabs, it will 
be filling up those facilities with advanced machinery 
from its longtime partners Applied and ASML, with 

some pieces of equipment (specifically, ASML’s ex-
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 machines) costing a cou-
ple hundred million dollars apiece.  

In other words, new fabs like the ones being built in 
the Grand Canyon State mean more growth for Ap-
plied Materials and ASML now while Taiwan Semi 
shareholders wait for that new output to go live.
Another boom in chip demand is coming
In 2022, global chip sales (the actual end product, 
not the wafers themselves) are expected to be around 
$600 billion. That’s up from just over $400 billion in 
2019 before the pandemic. The booming demand for 
silicon-based devices isn’t going away anytime soon, 
though. Analyst and industry estimates now point to-
ward global chip sales surpassing $1 trillion no later 
than 2030.
It won’t be a straight-uphill growth trend. For exam-
ple, the value of chips sold is expected to dip slightly 
in 2023. However, big-ticket consumer goods like au-
tomobiles and home appliances are joining the digital 
era and will look a lot more like your smartphone in 
the coming years. Something similar is happening in 
the industrial world, where equipment of all sorts is 
getting hooked up to a network connection. 5G net-
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ongoing, as are 
data center build-outs to suppor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high-end computing in the cloud. 

Besides supporting new fabs in Arizona, Applied 
Materials and ASML will also be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ther sites like Intel’s planned me-
ga-fab in Ohio. Dozens of other facilities, like the 
other 17 fabs that Taiwan Semi owns in Taiwan and 
China (and one small fab in Washington state), will 
also need upgrades. Fab equipment also gets old and 
needs replacing, which also means ongoing sales for 
Applied and ASML, not to mention ongoing service 
and software fees.  
Taiwan Semi, Intel, and others will get some govern-
ment assistance via legislation like the U.S. CHIPS 
Act during this boom in capital spending. However, 
it remains unknown how profitable these companies 
will be along the way -- or how profitable they’ll be 
once this boom is all said and done. 
Fab equipment sales, though, tout high margins 
and cost what they cost, regardless of consumer 
and business end-demand for chips (which impact 

manufacturer profit margins). As these machines 
get more complex, the price tag on them goes 
up too, which is boosting Applied’s and ASML’s 
margins. (Courtesy https://www.fool.com/invest-
ing/2022/12/09/taiwan-semiconductors-arizo-
na-fab-could-mean-big-w/)
Related
TSMC To Produce 3-Nanometer Chips At Its Ar-
izona Factory

(Image: Getty Images)
TSMC founder Morris Chang said today that the 
semiconductor giant and Apple supplier will build 
3-nanometer chips at its factory in Arizona, though 
final plans are not ready yet. The factory is currently 
under construction, with plans to begin production in 
2024.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in Taipei, Chang said 
“three-nanometer, TSMC right now has a plan, but it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finalized,” Reuters reports. 
“It has almost been finalized— in the same Arizona 
site, phase two. Five-nanometer is phase one, 3-nano-
meter is phase two.”
On its website, TSMC says its 3-nanometer tech, 
called N3, will be a full node stride from its 5-nano-
meter technology and will offer up to 70% logic den-
sity gain, up to 15% speed improvement at the same 
power, and up to 30% power reduction at the same 
speed when compared to its predecessor. It is targeting 
volume technolog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year.
The world’s largest foundry, TSMC makes al-
most half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chips. The 
dominance of Taiwan’s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TSMC’s peers include Foxconn) is one of its major 
advantages against China, which considers Taiwan a 
province, but as worldwide chip shortages stymie the 
production of electronics, it also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supply chain’s reliance.

TSMC’s Arizona factory, along with a second one that 
is reportedly in the planning stages, is part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trategy to bolster U.S. chipmaking. 
TSMC is also building a factory in Japan and is in 
talks with the German government to build another 
one in that country.
Other foundries working on 3-nanometer chips in-
clude Samsung Electronics, which started producing 
3-nanometer chips in June, ahead of TSMC. The 
South Korean tech giant is producing 3-nanometer 

chips at its Hwaseong and Pyeongtaek semiconduc-
tor facilities. Samsung said last year it would invest 
171 trillion KRW ($132 billion) in its logic chip and 
foundry business by 2030, and it is also building a 
semiconductor plant in Texas. (https://techcrunch.
com/2022/11/20/tsmc-3-nanometer-arizona/)
Related
Taiwan Semiconductor Plans to Build Second 
Factory at Its Phoenix Site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says it has 
started construction on a second semiconductor chip 
plant in Phoenix. Combined with another under-con-
struction plant nearby, the company says it will have 
invested $40 billion in the projects.
More than 10,000 construction workers would be in-
volved in building the plants, known as “fabs,” TSMC 
says. Work on the first plant is being led by a joint ven-
ture of Dallas-based Austin Commercial and Hous-
ton-based CTCI Americas Inc. Neither the contractors 
nor TSMC immediately responded to inquiries about 
the team for the second fab. 
The first fab is expected to begin production in 2024 
and feature 4-nanometer process technology, even 
more advanced than the 5-nm process that was orig-
inally planned. The second fab would feature 3-nm 
process technology and is slated to come online in 
2026. Once completed, the fabs would produce more 
than 600,000 wafers per year, TSMC says. 

TSMC’s Phoenix fabs would produce more than 
600,000 wafers per year once they begin produc-
tion, the company says. (Photo courtesy of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TSMC is also in planning stages to build an on-site 
industrial water reclamation plant, the company an-
nounced Dec. 6. The plant would allow the plants to 
achieve “near zero liquid discharge.” 
President Biden traveled to Phoenix Dec. 6 to speak 
about the TSMC projects and other manufacturing 
projects that have benefited from U.S. government 
spending packages like 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which allocated $39 billion to boost semiconductor 
chip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in addition to other 
incentives. Biden touted the projects as an example of 
manufacturing returning to the U.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upply chain. Other tech manufacturers are also in 
the midst of U.S. fab projects, including Micron with a 
plant outside Syracuse, N.Y. and Intel in central Ohio. 
Biden was joined at the event by executives from 
some of TSMC’s supplier and customer companies, 
including Apple CEO Tim Cook. 
“These are the most advanced semiconductor chips 
on the planet—chips that will power iPhones and 
MacBooks, as Tim Cook can attest,” Biden said. 
“Apple had to buy all the advanced chips overseas. 
Now they’re going to bring more of their supply 
chain here at home.” (Courtesy https://www.enr.com/
articles/55518-taiwan-semiconductor-plans-to-build-
second-fab-at-phoenix-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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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Semiconductor Is Investing 
$40 Billion In The State Of Arizona                                                                                         
To Boost World Chip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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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Of Farming Is Here -         
High-Tech Brings Agriculture            

Into The 21st Century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Robots, Drones And Sensors                                        
Are Changing The Way We Far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Last spring, farmer Brian Tischler was 
sitting in his tractor when he had an idea. 
What if his tractor was fully autonomous? 
Thanks to AgOpenGPS – a software he 
developed that tracks where crops are 
seeded – he’s had more time to think of 

Tischler began creating on the spot, envi-
sioning features for the autonomous trac-
tor like remote control via smartphone, the 
ability to sense obstacles, and geolocation 

Across the farming industry, tech inno-
vations like Tischler’s are revolutioniz-

ing the way agriculture is done. These 
applications come at a critical time. The 
world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swell to 
9.8 billion by 2050. Climate change and 
infectious disease are looming threats to 
livestock production and crop yield.
Tischler made the tractor program open 
source, sharing it online so farmers from 
across the globe can download and devel-
op additions. Tischler, who recently won 
the 2018 ASTech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views the software as a way of giving 
back to the farming community. A lot of 

leading-edge technology is not affordable 
for smaller operations.

“What inspires me is connecting with oth-
er people who share how they’re using 
[the software],” says Tischler.

Such innovations have made the $3 tril-

and productiv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varied applications of agriculture 
technology: crop-watering drones, soft-
ware that uses satellites to manage nut and 
citrus orchards, virtual trials of new farm-
ing techniques, genomics testing that can 
ward off food contamination, and more.
Recent innovations have made the $3 

resourceful and productive.
The DJI “Agricultural Wonder Drone” 
makes it possible for a single farmer to 
feed or spray pesticide on as much as 80 
acres of crops a day. By comparison, a 
worker on foot may cover less than one 
acre in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Using the 

by walking through it and the unit’s con-

In Canada, the R2B2 team of scientists are 
researching rural connectivity and preci-
sion agriculture. Their studies utilize dig-
ital devices, applications, and databases 
of geospatial techniques to analyze and 

R2B2 looks at how wireless optimization 
and tools like sensors and drones support 
sustainable farming practices. For exam-
ple, by using sensors to measure moisture 
and nutrients in the soil, farmers avoid 

and pesticides, saving money and protect-
ing the environment.

Using linked technologies, a connected 
farm can also employ solar wireless de-
vices like Ecorobotix, a solar-powered 
weeding robot. Dr. Helen Hambly, R2B2’s 
lead scientist explains, “In the next gener-
ation of farming, there is a lot of monitor-
ing done through connected and wireless 
devices. Wireless has changed things sub-
stantially.”
These innovations come at a critical time, 
as the world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swell and  climate change and infectious 

disease are looming threats to livestock 
production and crop yield.
Many farmers have adopted precision ag-
riculture practices. Christian Gastón Pal-
maz, CEO of Napa’s Palmaz Vineyards, 
created VIGOMany farmers have adopted 
precision agriculture practices. Christian 
Gastón Palmaz, CEO of Napa’s Palmaz 
Vineyards, created VIGOR (Vineyard 
Infrared Growth Optical Recognition), 
smart software that marries infrared im-
agery with soil moisture measurements. 
The algorithmic approach ensures that the 
vines grow at the same rate and that the 
exact amount of water needed is used–re-
ducing water use by an estimated 20 per-
cent.
Palmaz says, “Big data analytics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slight amounts of difference, 
which would otherwise propagate over 
time.”

Technology can also help manage live-
stock wellness and reproduction. Remote 
Insights developed ear tags that moni-
tor sows’ behavior, movements, eating 
and drinking. The data i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o check that the animal has a 
healthy appetite and normal mobility. 
Moocall created monitors to check when a 
female cow is in heat and a pregnant one is 
ready to give birth. Such forward-thinking 
equipment can save a farmer numerous 

There’s palpable excitement within the 

possibilities, strengthening old farming 
traditions, by using technology to answer 
existing needs. As Hambly says, “This 
is the farming of the future.” (Courtesy 
https://www.verizon.com)



休士頓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的休士頓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的
歲末回顧及對明年期許歲末回顧及對明年期許

什麼是癡呆症和什麼是癡呆症和1010個癡呆症的警告症個癡呆症的警告症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什麼是癡呆症什麼是癡呆症？？根根
據梅奧診所的說法據梅奧診所的說法，，癡呆症實際上並不是一種癡呆症實際上並不是一種
疾病疾病。。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術語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術語，，指的是大腦指的是大腦
發生的變化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會導致功能喪失這些變化會導致功能喪失，，從而從而
影響日常生活影響日常生活。。它會降低注意力它會降低注意力、、語言能力語言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視覺感知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視覺感知能力。。癡呆症還會癡呆症還會
讓人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讓人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甚至會導致性格改甚至會導致性格改
變變。。大約有大約有650650萬美國人患有阿爾茨海默病萬美國人患有阿爾茨海默病，，
根據阿爾茨海默氏症協會根據阿爾茨海默氏症協會20222022年的一份報告年的一份報告，，

到到20502050年年，，美國患病率預計將達美國患病率預計將達
到近到近13001300萬萬。。據世界衛生組織估據世界衛生組織估
計計，，全球有超過全球有超過55005500萬人患有癡萬人患有癡
呆症呆症。。許多患者患有混合型癡呆許多患者患有混合型癡呆，，
即兩種或多種類型的組合即兩種或多種類型的組合，，例如阿例如阿
爾茨海默氏症和血管性癡呆爾茨海默氏症和血管性癡呆。。阿爾阿爾
茨海默氏病症的特徵是大腦中出現茨海默氏病症的特徵是大腦中出現
澱粉樣斑塊和纏結的纖維澱粉樣斑塊和纏結的纖維，，以及神以及神
經細胞之間的連接喪失經細胞之間的連接喪失。。損傷最初損傷最初
出現在海馬體出現在海馬體（（大腦中與記憶形成大腦中與記憶形成
有關的區域有關的區域），），然後逐漸擴散然後逐漸擴散。。第第
二種最常見的癡呆症是由於向大腦二種最常見的癡呆症是由於向大腦
供血的血管受損所致的血管性癡呆供血的血管受損所致的血管性癡呆

。。它往往比記憶更明顯地影響注意力它往往比記憶更明顯地影響注意力、、組織組織、、
解決問題和思考速度解決問題和思考速度。。大腦中異常的蛋白質沉大腦中異常的蛋白質沉
積積，，稱為路易體稱為路易體，，會影響大腦化學並導致行為會影響大腦化學並導致行為
、、情緒情緒、、運動和思維方面的問題運動和思維方面的問題。。大腦額葉和大腦額葉和
顳葉的退行性損傷是顳葉的退行性損傷是6565歲及以下人群癡呆症的歲及以下人群癡呆症的
最常見原因最常見原因。。症狀可能包括冷漠症狀可能包括冷漠；；溝通溝通、、行走行走
或工作困難或工作困難；；情緒變化情緒變化；；以及衝動或不當行為以及衝動或不當行為
。。

以下是癡呆症的以下是癡呆症的1010個警告信號需要注意的個警告信號需要注意的
症狀症狀：：11..患有癡呆症的人可能會發現做一些日患有癡呆症的人可能會發現做一些日
常任務事情越來越困難常任務事情越來越困難，，比如跟踪每月的賬單比如跟踪每月的賬單
或在做飯時遵循食譜或在做飯時遵循食譜。。他們很難集中精力完成他們很難集中精力完成
任務任務，，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完成任務或難以完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完成任務或難以完
成成。。22..一遍又一遍地重覆問一個問題或多次講一遍又一遍地重覆問一個問題或多次講
述關於最近發生的事件的同一個故事是輕度或述關於最近發生的事件的同一個故事是輕度或
中度阿爾茨海默氏症的常見指標中度阿爾茨海默氏症的常見指標 33..溝通問題溝通問題。。
觀察所愛的人是否難以加入對話或跟上他們觀察所愛的人是否難以加入對話或跟上他們，，
在思考過程中突然停下來在思考過程中突然停下來，，或者在努力思考單或者在努力思考單
詞或物體的名稱詞或物體的名稱。。44..迷路迷路。。患有癡呆症的人可患有癡呆症的人可
能在視覺和空間能力方面存在困難能在視覺和空間能力方面存在困難。。這可能表這可能表
現為開車迷路等問題現為開車迷路等問題。。55..性格改變性格改變。。如果所愛如果所愛
的人開始表現得異常焦慮的人開始表現得異常焦慮、、困惑困惑、、恐懼或多疑恐懼或多疑
，，或者容易心煩意亂並看起來很沮喪或者容易心煩意亂並看起來很沮喪，，則需要則需要
引起關注引起關注。。66..對時間和地點的混淆對時間和地點的混淆。。如果有人如果有人
忘記了他們在哪里或不記得他們是如何到達那忘記了他們在哪里或不記得他們是如何到達那
裡的裡的，，那就是一個危險信號那就是一個危險信號。。另一個令人擔憂另一個令人擔憂
的跡象是對時間的迷失的跡象是對時間的迷失，，經常忘記今天是星期經常忘記今天是星期
幾幾 。。77..亂放東西亂放東西，，患有癡呆症的人可能會將東患有癡呆症的人可能會將東
西放在不尋常的地方西放在不尋常的地方，，並且可能很難回過頭來並且可能很難回過頭來

找到放錯地方的物品找到放錯地方的物品。。88..令人不安的行為令人不安的行為。。如如
果您的家人在處理金錢時的判斷力似乎越來越果您的家人在處理金錢時的判斷力似乎越來越
差或忽視了儀容和清潔差或忽視了儀容和清潔。。99..失去興趣失去興趣。。突然和突然和
例行地對家庭例行地對家庭、、朋友朋友、、工作和社交活動失去興工作和社交活動失去興
趣是癡呆症的警告信號趣是癡呆症的警告信號。。1010..忘記舊的記憶忘記舊的記憶。。變變
得更加持久的記憶喪失通常是癡呆症的最初跡得更加持久的記憶喪失通常是癡呆症的最初跡
象之一象之一。。

當您所愛的人出現令人不安的症狀時當您所愛的人出現令人不安的症狀時，，第第
一步通常是去看初級保健醫生一步通常是去看初級保健醫生。。但要得到明確但要得到明確
的診斷的診斷，，您需要去看專科醫生您需要去看專科醫生，，例如神經科醫例如神經科醫
生生、、老年病學家或老年精神科醫生老年病學家或老年精神科醫生。。如果找不如果找不
到到，，國家老齡化研究所建議聯繫附近醫學院的國家老齡化研究所建議聯繫附近醫學院的
神經病學系神經病學系。。一些醫院也有專注於癡呆症的診一些醫院也有專注於癡呆症的診
所所。。專家會想知道患者的病史和習慣專家會想知道患者的病史和習慣（（他們鍛他們鍛
練嗎練嗎？？他們吸煙嗎他們吸煙嗎？）？）以及他們的家族病史以及他們的家族病史。。
最近的研究表明最近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您的大家庭成員中的即使是您的大家庭成員中的
患病率也會增加您患癡呆症的風險患病率也會增加您患癡呆症的風險。。高血壓高血壓、、
吸煙吸煙、、糖尿病和身體活動不足等可改變的因素糖尿病和身體活動不足等可改變的因素
會增加一個人患癡呆症的風險會增加一個人患癡呆症的風險。。醫生還將進行醫生還將進行
身體和神經系統檢查身體和神經系統檢查，，以排除導致癡呆症狀的以排除導致癡呆症狀的
其他可治療原因其他可治療原因。。

（本報訊）值此歲末節慶時分，耶誕假期、新年慶祝，
再加上隨後的農曆新年活動，休士頓西南區包括華埠範圍，
迎來了一年一度最熱鬧的時段之一。西南區管委會也在將近
一年的忙碌之後，絲毫不減工作熱忱及服務；除了規劃明年
度各項計劃細節，光是12月間，也舉行兩次與社區安全繁榮
習習相關的活動，都受到社區高度關注。

管委會主席李雄在談及2022年時，表示他個人和其他董
事成員都投注更多時間心力在社區發展；他更感性表示，年
中曾獲頒休士頓人道主義獎，其他各界得獎人描述個人心情
時，只有他的得獎感言仍然是一再提及整個西南區的願景計
劃。而今年最開心的，也是在管委會工作上，每個項目及細
節都有看得見的成果，希望關心社區的各界朋友也都能感受
到管委會的用心努力。

因為疫情曾使許多人事物改變軌道，身為可能是休士頓
最多元族群及文化的管委會主席，李雄主席上次回顧社區工
作並提筆寫下感想，已經是三年前了。在社會重新開放、萬
事回歸正軌並繼續前進的這一年，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也
有他的感念心得，及對明年的祝願：

大家好 ！ 又是歲末節慶季節，先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如意
，新年快樂並且有更進步成功的新氣象！

2022 是疫情後，社會重新步回正軌的一年，西南區管委
會也不例外。春季時分，管委會參與了許多社區其他社團的
聯誼，連絡認識新朋舊友。更在三月，隆重舉辦我們的年度

招牌盛會之一，第13屆的 「March on Crime」 ；這個促進社
區與警方加強交流合作的活動，表揚優秀警方人員以感謝他
們不懈的努力付出。

夏季時，西南區管委會經過數月籌劃，舉辦了第3屆年
度經典活動 「Liberty Fest」 。這個盛會在今年有數千人參加
，各色表演節目及攤位，加上晚間國慶煙火施放，成功為西
南社區營造多元社區共同歡慶7月4日獨立日的節日氣氛。
我們將持續規劃設計，期待年年呈現此活動精彩熱鬧又多元
的慶祝盛況。尤其展開西南區多元面目中的經濟商業實力，
也是我們的重點目標。

秋季前，管委會經過面談及斟選，增加兩位新任董事。
創會董事之一的王敦正先生，則退休卸任。另一位成員也是
我的副主席John R. Holmes Jr. 將因另有高就而離開德州。
在此我要深深感謝他們兩位長期以來對我的支持、對管委會
的貢獻。另外，在調整職務後卸任的前管委會執行官李成純
如，她數年來對工作的努力付出，管委會全體成員也深深感
念。在此我還要再次強調，西南管委會的董事羣全是義務工
作人員，大家都是本著對社區的願景及期待而貢獻時間及努
力，也希望有更多人投入各層面義工行列。

進入年尾，管委會已經著手明年的工作計劃。除了多年
來在治安、環境與設計、經濟及商業三大項的發展計劃外，
管委會將在2023年展開針對管委會組織設計的Masterplan
規劃工作，以針對管委會範圍特性，推動長期、逐步的發展

計劃。我們會謹慎仔細的做好準備工作，以使Masterplan 的
開展為西南區帶來更繁榮、安全、美麗又便利的未來。我們
更希望社區朋友的參與投入，有大家的意見反應，管委會才
能推動更完整完善的服務工作。

管委會主席李雄管委會主席李雄

癡呆症狀會讓患者及其家人感到沮喪癡呆症狀會讓患者及其家人感到沮喪，，它是阿爾茨海它是阿爾茨海
默症的早期徵兆默症的早期徵兆。。這是認知功能的逐漸喪失這是認知功能的逐漸喪失，，包括回包括回
憶憶、、思考和專注的能力思考和專注的能力。。這些症狀嚴重到足以干擾人這些症狀嚴重到足以干擾人
的日常功能和過正常生活的能力的日常功能和過正常生活的能力

福安保險精通各類保險福安保險精通各類保險 口碑出眾口碑出眾
(本報休斯頓報導) 服務僑社二十年多年，位於休斯頓中國

城的福安保險，由William薛所主持，他為人非常親切友善，
做事專業而細心，他對各類保險非常熟悉，尤其擅長於醫療保
險。由於其熱心助人的態度，讓他獲得許多客人的信賴，並且
連續贏得最佳服務獎、及專業傑出業務獎。
把握申請奧巴馬醫保最後機會

2023年的奧巴馬醫保申請時間為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
1月15日，新的年度奧巴馬醫保變化不小，福安保險了解醫療
系統，精通醫療保險，可免費幫助民眾申請奧巴馬醫保。

民眾在12月15日之前購買的奧巴馬醫保，都將於2023年1
月1日開始生效。如果民眾在12月15日至1月15日之間才購買奧巴馬醫保的話，您的醫保將在
2023年2月1日才開始生效，還沒有申請的民眾把握機會。
熱忱服務

接觸過William薛的客戶，往往都驚訝於福安保險做事的效率與服務熱忱，均給予很高的評價
。筆者的一位朋友曾經請William薛處理奧巴馬醫保，當時正屬申請旺季，各保險公司都非常忙碌
，Willian薛在晚上連夜幫他申請奧巴馬醫保，不僅有效率，更節省我朋友每月數百元的醫療保險
費，讓我朋友感激在心，過年時還特別送William一個禮物，以表達感謝。
保險規劃得宜才能避免負擔

選擇一個好的保險經紀公司，能事半功倍，省時又省心。保險的意義在長期的效果，年輕時
，身體狀況比較好的時候，就應該做好醫療保險的規劃，讓未來萬一生病時，不必擔心龐大的醫

療費用；而退休規劃，即是讓自己退休後的生活
有所保障，不用擔心老年生活。其實，每個人若
是規劃得宜，能夠讓自己與子女都輕鬆很多，不
會讓自己變成家人的負擔，在還有能力時就應做
好各種規劃。

保險能讓人安心放心，覺得有保障，在美國
，保險的種類花樣繁多，有各式各樣的選擇，房
子、汽車、健康、人壽等都有保險，好的保險產
品能在突然遭逢意外或疾病時有所依靠，不會讓
人手忙腳亂。甚至，在理想的狀況，還能夠加強
資產的調配。
福安保險專業項目

福安保險的專業服務包括: 免費協助申請奧巴
馬健康保險、老人聯邦醫療保險、商業保險、餐
館保險、汽車保險、房屋保險、人壽保險等。福
安保險擁有一群專業團隊，精通國語、英語、上海話、廣東話、及福州話，讓民眾可以清楚地了
解所選擇的各種保險內容和法規，沒有語言的溝通障礙。

詳情請洽福安保險，免費諮詢、申請及各種售後服務。地址在 6901 Corporate Dr., Ste.122,
Houston, TX 77036。電話：713-561-3798、832-303-5881， EMAIL:williamwxue@yahoo.com，傳
真832-201-9263、或是加微信号：fuan6901。請找William薛。

(本報休斯頓報導) 身上有任何疼痛嗎? 根據
一項美國疼痛醫學科學院的研究顯示，全球居
然有超過15億人口有慢性疼痛，每五個人就有
一人受疼痛之苦。在美國，疼痛是造成長期疾
病中常見的原因之一。無論是背痛、腰痛、關
節痛、坐骨神經痛、肌腱炎、拉傷、五十肩、
網球肘等，如果沒有好好治療，身體會持續發
送疼痛訊息，不管是痛幾週或是長達數年，疼
痛會影響生活品質、情緒、睡眠，也會讓人無
法專心工作。

運動鍛鍊身體對每個人來說都極為重要，
不過，如果運動量過大、或是運動不小心，有
可能會造成運動損傷。所以，在運動時要特別

注意鍛鍊的強度及分寸，並且根
據自己身體的狀況來調整運動量
。萬一真的受到運動傷害，也應
該找專門的運動醫學醫師來診治
。

休斯頓有位華裔的運動醫學
醫 師 ， 他 是 呂 汶 錫 醫 師 (Kevin
Lyu, M.D.)，專精治療各種疼痛與
運動損傷，對於關節炎與骨科的
治療也非常拿手。
曾擔任萊斯大學助理隊醫

呂汶錫醫師是 Fondren Or-
thopedic Group 的非手術骨科/運
動醫學醫師，是休斯頓最大、最

全方位的私人骨科集團之一。呂汶錫醫師擔任
過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ty)助理隊醫，以及休
斯頓 Chevron馬拉松賽、休斯頓PGA高爾夫球
賽等場邊醫生，並專門以非開刀的方式治療各
類骨科疾病。

呂醫師待人親切和善，中英文流利，能以
中文和病人溝通，不會有語言隔閡而產生溝通
障礙。

無論是羽球愛好者、週末長跑健將、籃球
迷、足球迷、運動員，還是平時有固定鍛煉身
體的人，遇到運動受傷都不可掉以輕心，應該
及時尋找運動醫學醫師的診治，若是沒有好好
處理，有可能造成病根，產生後遺症。此外，

運動醫學醫生也治療退化性關節疾病，以及職
業傷害方面的損傷。
呂醫師治療的項目包括:
- 退化性關節炎 (頸、手臂、手、脊椎、臀、膝
、腳)
- 骨折、扭傷、拉傷、肌腱炎、五十肩、網球
肘、腕隧道症候群、媽媽手、板機指、足底筋
膜炎
- 背痛、腰痛、膝蓋痛、坐骨神經痛等
- 玻尿酸、類固醇、血小板、幹細胞等超音波
針劑治療
- 職業傷害/勞工保險(Worker’s Compensation)
呂汶錫醫師在聖喬治大學醫學院獲得醫學博士
學位，並在休斯頓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完
成了家庭醫學住院醫師培訓，也在 Houston
Methodist完成運動醫學次專科訓練，他擅長以
非開刀的方式治療各種骨科疾病。

呂醫生於 2020 年加入 Fondren Orthopedic
Group。他是美國運動醫學會、和美國家庭醫師
學會的成員。

可約視訊門診。接受多家保險。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 網 站:

www.drkevinlyu.com
三個地點服務民眾

為更好的服務華裔民眾，中國城診所已於
九月開始，位於敦煌廣場二樓，中國城診所的
地址是: 9889 Bellaire Blvd S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專線電話 :(713)272-6688
糖 城 診 所: 13440 University Blvd Ste100, Sugar
Land, TX 77479。電話: 713-383-5390
Medical Center 診所: 7401 Main St, Houston TX
77030。電話: 713-383-5390。

呂汶錫醫師 擅長於疼痛治療與運動損傷
專精:骨科/關節炎/疼痛/五十肩/運動醫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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