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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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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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薪厚職』 餐館誠請

炒鍋, 打雜, 執碼(幫廚)

各多名, 包吃住

有意請電 : 512-483-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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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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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dlands
賺錢中餐館轉讓
富人區,1500呎

設備齊全,客源穩.
適合家庭經營.

外賣生意好.請電:
713-628-1938

日本餐廳誠請
●壽司師傅
●男女企台
意者請電：

832-768-0299
713-838-9812

Katy美式中餐廳
薪優！誠招

炒鍋、油鍋、企台
、Cashier

意者請電: 陳生
832-756-4898
832-756-6516

糖城川菜館,請
●有經驗川菜師傅,

$6500.
●半工或全工企台
意者請電: Andy
832-380-9063
4526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餐館轉讓
糖城中餐館,地點好,
生意八萬五,賣26萬
2400呎,房租5400.
包水.老板有事回國.
意者請電: Kevin
979-559-9999

Lucky Palace
Korean Restaurant

誠聘長工企檯: 小費好
一周6天,薪優面洽
850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意者請電或短信:
281-889-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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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g中餐廳
誠招●企台

會英語，有經驗
●炒鍋 ●煎鍋
可包住.薪資面談

意者請電:
832-878-0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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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其林星級港式早茶點心
連鎖餐廳-Tim Ho Wan ( 添好運 )

Katy亞洲城 誠徵：
●大堂經理 ●後廚點心師傅

公司提供醫療保險，福利，休假，獎金.
需報全稅.如有興趣，請寄簡歷到:
david@timhowanusa.com

2pm-6pm電: David 828-222-6588

奧斯汀中餐館售

位Austin北

客源穩,生意好

有興趣者請電:

512-966-1165

*糖城餐館誠請
Part time Cashier

需說英文及周末上班
意者請電或親臨:
281-277-8383

1730 Williams Trace
Sugar Land, TX 77478

Katy商業區盈利好餐館轉讓
25萬美元, 室內4100呎, 占地6萬呎.

地理位置好,靠近10號公路.店內設備齊全
適各類餐飲業.當前主營手抓海鮮,
接手後可無縫連接開始經營.
有意者聯系王博士地產經紀:
814-321-3587
掃碼觀看餐館視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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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城餐館請人
Pearland & Sugar Land
全工或半工,需說英文

Full/Part time
●Server 企檯
●Delivery Driver外送
●Cashier 收銀員

Must Speak English
832-594-0540

美式餐館請人
近Montrose地區
誠徵所有工作職位
全工和半工均可
薪水佳,小費好

意者請短訊或電:
713-669-0810

中國城黃金廣場僅有小店面租售
緊臨H-Mart 及香港海味城,地點極佳,

人流多,大停車場,交通方便,
9968 Bellaire #250B Houston, TX 77036

988呎, 己裝修 廁所,空調,磁磚地.
沒有使用限制,可做及經營任何行業

歡迎看店鋪. 請電: 林太713-385-1188
www.LilyHLingCo.com (中文)

好區店鋪轉讓
Katy 77494,黃金地段

純日餐出售,
Wal-Mart 對面,

十字路口,高速發展
好區,有意者請電:
979-241-2613

中國城餐館轉讓
位置絕佳,有潛力,

租金5900包水管理費
2800尺, 售價16萬,

餐館設備齊全.
電話：

415-812-5851

小型快餐店出售
近Nasa

離中國城半小時
地點極佳,生意好
適合家庭經營
有意者請電:

972-989-8396

生意出售
位德州,聖安東尼奧
越南超市,9000呎
生意穩定,有潛力.
業主有他業,欲出售.

接手即可營業.
價錢面談. 請電:陳太
281-300-0392

 







分類廣告 美南新聞電子報美南網站分類廣告專頁

日本拉面轉讓
糖城最佳地段,
2000呎, 客源穩,
因東主有事回國
可改做Sushi Bar

有意著可以看店面談
(可以連地產一起賣)
832-726-3888

壽司吧出售
位Kroger超市內
( League City )

生意穩
有意者請電:

832-373-1049

路州餐館請人
位路易斯安那州
誠請炒鍋二名,

提供住宿
薪優.意者請電:

832-819-8111

Kroger壽司吧
出 售

Kroger sushi kiosk
for sale

10250 Hwy-6
Missouri City,TX 77459
832-846-2345

粵菜餐館,薪優
東禾酒家請人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誠請 廣東炒鍋、
企枱、抓碼、油爐
713-981-8803
832-876-9840

老店轉讓
美式中餐(只做6天)
位於6號/290附近

外賣加堂吃,租金便宜
多年未打廣告,

生意7左右,因人手不
足轉讓.意者請聯系:
832-830-3906

堂吃外賣兼
小Buffet轉讓

設備齊全,生意穩定,
lunch buffet低價轉讓

詳情請致電：
832-419-0793

招聘住家阿姨,帶四個
月的小孩,包吃包住.

三明治店出售
位於Westheimer

辦公大樓內
店主退休出售
歡迎看店

誠意者電:百樂太太
713-992-4859
售車2004 Honda Pilot

唐人街榮記飯店
誠聘斬切燒味師父
及 企枱各一名,
糧期準、收入佳.

意者請於後3 時來電
281-741-7118
832-213-8058
老闆娘嫦姐接洽

誠聘企台
位糖城,醫學中心
中餐館,誠聘企檯

full time,part time均可
小費穩定,工作環境佳
意者請電連系Lily
832-231-3005

如無人接聽,請發信息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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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 (1unit)

2格 (2units)

3格 (3units)

4格 (4units)

一 週

1 wk

$45

$90

$135

$180

二 週

2 wks

$80

$160

$240

$320

三 週

3 wks

$105

$210

$315

$420

一 月

1 mon

$125

$250

$375

$500

格數Size

週數Week

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Business Hours：

Monday-Friday：

8:00am-4:00pm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一通電話，萬事OK

Call(電話服務專線)：281-498-4310
Fax (傳真)： 832-399-1355
Email(電郵)：cla@scdaily.com
Wechat(微信)：AD7133021553
Click(上網)：www.scdaily.com
Stop by(登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Place Your AD 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公告欄 (定稿規則定稿規則)
---------------------------------------
●分類廣告請預付廣告費,如中途停刊者, 恕不退還費用。

●刊登一個月以下者,廣告均不得改稿,若需改稿每次酌收費用5元
●本報接受VISA及MASTER信用卡付費,

如電話(Tel)/ 微信Wechat / 傳真(Fax), 訂稿委刊-
請告知信用卡號碼/姓名/有效期限/CVV號/郵編/地址號.
其訂稿如有錯誤由客戶自行負責,恕不補登。

●截稿時間 : 星期一至星期五2:30pm
平時/周六日請微信: AD7133021553
截稿或之前訂稿,立即上網,其稿將在第二天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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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中餐館

Full time Cashier

位610/Heights

意者請電: May

832-419-1197

越南餐廳請人
位Katy北,誠請全職
廚房師傅,幫廚,企檯
男女均可用.出餐簡單.
有越南餐廳經驗優先

合適人選, 請電:
832-895-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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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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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pring Branch Townhouse
三房, 2.5洗手間, 售 $199,000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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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樂活動中心
位糖城區, 誠聘
幫廚, 前檯Clerk

環境佳及時間穩定
意者請電:

281-208-7709
713-884-5612

旺區外賣店出售
地理位置極佳,
升值空間巨大,

因店主有急事回國,
忍痛出售

有意者面談!聯系電話
281-739-8708
925-219-5929

糖城賺錢中餐館
出 售

3300多呎, 租廉
~~歡迎看店~~

意者請電:
832-814-3029
832-955-6957

餐館請人
糖城中餐館,

誠 請
外送員 一名
聯系電話:

281-265-0302

Katy中日餐館
誠請 ●壽司師傅
●全工半工企檯
~~ 小費好 ~~
意者請電:

713-623-3937

快餐連鎖店(待遇好)
誠徵前台及廚房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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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530-9198

城中區高級地段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200呎 己經營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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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歡迎看店議價~~~

意者請(英文)電或短訊: 832-298-8119

休市外賣快餐店

離中國城20分鐘

誠聘全工炒鍋

意者請電:

409-500-3300

中國城悅來餐館
誠請有經驗

炒鍋及企檯

全工/半工均可
有意者請電:

281-683-6368

Pearland
手抓海鮮店,誠聘
廚房炒鍋師傅,
簡單易上手,

需有身份,能報稅.
有意請聯系:

312-825-6053

日餐請人
誠請Sushiman
有經驗,男女不限,

位中國城,
全工/半工可.
薪優，電話:

832-898-7000
Text 8327446376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餐館租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00最新最新20232023年年

華人電話簿
請至美南索取

日餐鐵板店
休斯頓Katy,招聘
熟手企台:小費好.
工作氛圍輕松,

需報稅，聯系電話：
618-699-1155

中餐館請人
西北區,近529/6號
誠請 熟手外送員、
企檯 或 收銀員.

意者請電:
832-830-3906

中日餐請人

美式中餐館
位6號/290,誠請

全工炒鍋,收銀接電話,
企檯, 半工外送員
各一名. 需報稅.

以上不包住宿. 請電:
713-213-0086
832-593-6688

River Stone
堂吃外賣中餐

急 售
歡迎看店面談
聯系方式 :

920-243-3870

全日餐誠聘
位於Katy, 77494
誠請Sushi 師傅,
廚房師傅.需報稅,
無住宿. 待遇優.
有意者來電咨詢 :
917-420-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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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請人
位249●誠請企枱
包薪150元一天
要講流利的英語，
●熟手包外賣員
包薪150元.請電:
281-966-5342

活動中心誠聘
●司機 ●廚房幫手

各一名, 薪優
工時短

需認真負責
832-866-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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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Chow Wok
中式快餐店

位於Dairy Ashford
/ Westheimer
誠請 炒鍋一名
請電 : 周先生

281-235-3531



CC22分類廣告2
星期日       2023年2月19日       Sunday, February 19,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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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房賣房可介紹優質產品及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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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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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tor / Agent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Realtor / Agent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誠聘會計助理
熟悉QuickBooks

Excel...
中英文好,
會粵語更佳.

請Text履歷至:
713-376-7802

房間分租 / 徵合作伙伴
●歡迎看房Memoria區, 限單身女性
●徵合作伙伴: 月薪獎金$2000,
保險W2眼睛, 牙齒有保險.
銷售小型電器產品.
有興趣請聯絡 : 832-888-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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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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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工廠招人

誠請 全工

電焊工及雜工

意者請電:

713-562-1688

eBay Sales
全職或半職均可

需說英文
每小時$13+佣金
位8號 / I-10
意者請電:

832-512-0138

Drilling Software Company
Multimedia Designer

Skilled with Adobe Creative Suite.
Knowledge of animation, film, or
video editing. Coding skill is a plus.
E-mail : HR@pvisoftw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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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斯汀,聘保母
住家或通勤均可
身心健康,有經驗,

照顧半歲女嬰和家務
待遇優厚,一周5天

可談,請電:
626-375-2875

*公寓出售
地點佳,

位於 5714 FM 1765
Texas City, TX 77591
8單位,一房一廳,

售48萬,投資最佳機會
意者請電:

409-948-0656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姻緣一線牽
Personals

中國城黃金廣場僅有小店面租售
緊臨H-Mart 及香港海味城,地點極佳,

人流多,大停車場,交通方便,
9968 Bellaire #250B Houston, TX 77036

988呎, 己裝修 廁所,空調,磁磚地.
沒有使用限制,可做及經營任何行業

歡迎看店鋪. 請電: 林太713-385-1188
www.LilyHLingCo.com (中文)

找伴侶度晚年
58歲女士,體健,性格好,
通情達理.會照顧人.
現在休斯敦. 覓60至72歲,
誠實善良,體格好,居有定所
的休斯敦美籍華人為伴
有意者，請聯系！
電話：346-492-1808
電郵：oaks8699@gmail.com

買新屋,本經紀人只留$1000佣金
新屋建商地產佣金- $1000 = 買家回扣
休士頓, 達拉斯, 奧斯汀, 聖安東尼奧

林祿壽 Johnathan Ling
地產經紀,地產檢查師(22277) ,土木工程師

請電: 713-319-6456 713-385-1188
www.LilyHLingCo.com (中文)

www.ModernLifeRealty.com (English)
15年地產經紀人,信用第一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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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市生意出售
位德州,聖安東尼奧
越南超市,9000呎
生意穩定,有潛力.

業主有他業,欲出售.
接手即可營業.

價錢面談. 請電:陳太
281-300-0392

NOW HIRING
Turbo Diesel Engineering, Stafford, TX 77477 has flwg opening positions:
1. Inside Sales/Service Coordinator
Handle the daily sales/service quotes, order process, logistics shipment.
Qualifications: 1+ yrs experience with inside sales, logistics.
bachelors or associated degree in BA.

2. Book-keeping
Handle daily book-keeping, Invoicing, A/R, A/P, General Ledger.
2+ yrs experience with accounting/book-keeping bachelor or
associated degree in accounting.
High motivated multi-task capability,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
computer skills are required for the candidates.
We offer attractive compensation package. Dynamic, supportive &
international working environment.
Pls send resume with required salary to: info@turbodiesel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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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商業銀行休士頓分行徵才
(First Commercial Bank Houston Br. Job Vacancy)

銀行專員 (Officer)
誠徵 中英文雙語；

大學會計、商業、經濟與金融等相關科系畢業。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inimum Bachelor's degree in Accounting,
Business, Economics, Finance or related fields)

工作地點位於休士頓市區，意者E-mail:
i927a@firstbank.com.tw

( Work would be at Downtown Houston.
If interested, please submit resume to :

i927a@firstbank.com.tw )

誠聘機器維修工
糖城食品生產工廠, 聘請機器維修工

需有相關機械維修知識或經驗，
略懂英文更好, 懂工業控制線路更好.

公司年假, 醫療保險, 401K
電話: 337-326-9319 Jun 中/英
來電時間 ( 周一至五, 9點到5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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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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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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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a Energy Services, Inc.
in Houston is an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 and supply
company for the oil & gas industry.

Our company now has open position.
The candidate must meet basic

requirements inside sales:
●Fluent in English, Chinese is a plus
●Must have at least 3 years of previous

experience preferred
●Familiar with Quickbooks, Excel

GOOD PAY, GOOD BENEFIT!
Please send your resume to

hr@kanaenergyservices.com

NOW HIRING
Experienced Sales for convenient

store distributors nationwide.
Good commission, Travel required

and fluent English.
Please call 713-876-6681

or 281-877-2887

安防公司招聘
●辦公室文員 1人
●倉庫管理員1人
●安裝人員1人

有意者請電：
832-231-7879

誠 聘
長途卡車A牌司機
兩年長途solo駕駛經
驗,主走中部和東部.
路線充足,支票及時.

請聯系或短信:
346-640-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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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deal Engergy Inc
ERW 焊管/衝壓/組裝生產線招聘以下崗位

ERW Tube line, stamping, assembly production
lines are hiring:
生產線職位 (Production line positions)：•庫管物料管理員 (Warehouse administrator): 1名•電工（有license）(Electrician with license): 1名•生產線設備維修工 (Equipment Maintenance worker):1名•生產線設備工程師（調試生產線）(Production

Line Equipment Engineer-debugging): 2名•操作工（培訓後安排不同崗位）
( Different positions arranged after training
Including crane and forklift operators): 8名

以上生產線職位要求:有合法工作身份, 有ERW 焊管
行業工作經驗者優先,有叉車行車執照者優先.•Production Line Positions Requirements:

Legal work status•Operators with work experience in tube line
industry are preferred.•Licensed crane operators and forklift operators
are preferred.

辦公室職位（Office positions）：•人力資源行政主管 (Human Resources/ office
administrator ): 1 名•客服計劃 （Customer service /planning） 1名

以上辦公室職位要求：2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合法工作身份，本科畢業，中英文流利•Office Positions Requirements: 2+ years work
experience, legal work status, Bachelor's degree,
fluent in Chinese and English.

福利待遇:
○轉正後有帶薪假期,醫療保險, 401K等標准福利

聯系方式:
○郵箱Email: REL.HR@recodeal.com
○電話 Phone: 346-441 6995
○面試地址 Interview add：
Suite 409, 6161 Savoy Dr., Houston TX 77036
○工廠地址 Factory address:
Building D, 12221 N Houston Rosslyn, TX 77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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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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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pring Branch Townhouse
三房, 2.5洗手間, 售 $199,000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保險公司請人
誠請會計和管理.
勤奮好學,英文流利
待遇良好.女性為佳
工作環境好.可辦綠卡

請來電或短訊 :
832-868-1090

工廠誠請
全工雜工一名.

懂機器維修經驗者
更佳.

中國城附近.
意者請電:

713-77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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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mit resume and email to
HOUTOBR@evaair.com

* Salary range is from $3,200/month to
$3,700/month for above job ope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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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ide Sales

Call Center Customer Service Agent

*裝修請人
裝修師傅及打雜

有經驗優先
有意者請致電：

713-269-9582
409-597-8188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徵求行政人員2名
●具備大專以上學歷、中華民國或友邦,國籍、美國合法居留身份、
中英文佳諳電腦文書、配合值班、積極主動.

●負責僑校聯繫、FASCA、場地管理、收發及總務等業務.
●意者於2023年2月28日前將中英文履歷(含照片)、學歷及身份證明
寄至: Culture Centre of TECO in Houston,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或email至: ocac77042@gmail.com 合者通知筆/面試。

*長樂活動中心
位糖城區, 誠聘
幫廚, 前檯Clerk

環境佳及時間穩定
意者請電:

281-208-7709
713-884-5612

老人活動中心 誠聘打雜
工作時間 : 周一至周五,

有工卡,體健,勤快,耐心,工資面談,
意者請電: 713-637-4302 或親臨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Suite A1,

Houston TX 77036

Hiring - Director of China Operations
A Sugar Land based company looking for a Chinese speaker
w/Chinese citizenship to join our team.
The position requires engineering, mechanical, or manufacturing
background with 5+ years work experience, Highly organized,
ability to multi-task and prioritize and manage a team of 12+ in
China,Self-motivated,ability to diagnose problems and develop
solutions. Good or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with
excellent fluency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re essential.
Must be able to live, work, and travel freely to and from the
US and China. Must be able to work remotely with a high-speed
internet connection and home computer.
Ideal candidate should be willing to spend more than half of
the time working in China.
We offer competitive salary and generous benefits.
Email: itihiring2021-ss1@yahoo.com

醫療中心吉屋租
交通方便, 5分鐘到
610及90號公路,

●8分鐘到醫療中心.
安全,有鐵門
環境優雅

4房, 2套半衛浴
832-287-8233

*中醫診所招聘前檯&針灸師
工作認真仔細,熱情有愛心,英文熟練,能夠接
聽電話的全職和半職前台工作人員及針灸師
Front Desk associate in Acupuncture Clinic.
The ideal candidate is compassionate, caring,
responsible and attentive to detail. Email to
painandacupuncture@yahoo.com

or call at: 832-633-3858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誠請廟祝
最好能說越南話

及中文
意者請電:

713-305-7828
832-326-4899

Katy優質學區房
出 租

社區環境安靜治安好,
自帶健身房游泳池.
臨近超市與高速,
生活快捷便利.

價格實惠,欲租從速.
聯系電話:

281-818-8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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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

Home
Service

200
能源走廊,聘

通勤保姆,
一周五天,每天六小時
負責做飯和打掃衛
生等家務,報稅佳.

聯系:
832-303-9386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500

Business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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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公司誠聘• 會計助理 (Part time & Full time)
5 年以上會計經驗.•Human Resources Generalist

必須有在美國工作的人資經驗.
Fluent in English
提供:年休/年終獎金/醫療保險/退休計畫
請Email 履歷: hr@usasportsinc.com

大型食品公司
誠徵業務代表
需能出差,待優.
需具合法身份

意者請Email履歷至
202302hire
@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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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Service

200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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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老人助理
需有工卡,能開車.

半工，下午。
善按摩,有愛心者優先.
工資 $10-12/hr

意者請電:
832-743-7822

便捷地產管理公司
專精房地產房管理，
出租，繳租，法庭驅逐，
報稅以及房屋大小維修
等業務。15年經驗。

誠信高，價格優惠平均
收費$100/月管理費。

聯系人: 王女士
832-858-4838

招住家育兒嫂
休斯敦醫學中心，照
顧三個月大女寶和做
兩餐，要求疫苗齊全、
有相關經驗的阿姨，
需提供前雇主推薦，
薪資豐厚可商。電：
832-980-5217

活動中心誠聘
●司機 ●廚房幫手

各一名, 薪優
工時短

需認真負責
832-866-8801

招聘住家保姆
醫療中心,一周六天,
早上7點到晚上九點
照顧一個1歲的小朋
友，外加准備晚飯；

需要會開車,希望長期.
聯系方式：請短信
713-689-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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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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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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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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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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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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ant

專精各類移民/專精各類福利/老人公寓申請
● 親屬移民，家屬申請，婚姻綠卡等等。
● 低收入福利，紅藍卡申請，白卡申請，糧食劵，現金補助，

租房補助，家庭能源電器費用補助。
● 可幫健康不佳，行動困難老人申請公寓。
歡迎電話咨詢：713-815-5011 / 281-888-9923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41 Houston, TX 7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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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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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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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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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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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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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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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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家裝修
住宅/餐館: 廚房台面,
地磚,地板,水電木工,
內外油漆,衛生間改造,
戶外涼棚,籬笆水槽,
質量第一和保證誠信

請電: 李師傅
832-282-8746

MagicHand (25年經驗)

上門按摩、理療服務

預約: 210-610-6666 劉先生

畢業於北京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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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甜心寶貝*

一流服務

9 AM - 1AM

346-971-0078

專精家庭
小修小補

清洗外牆,車道,
屋頂補漏,

籬笆修復,修剪樹枝
請 電:

361-460-4530

分類廣告專頁

福遍專業裝修
15年經驗,

價格合理,有責任心.
室內外油漆,安裝地板,
櫥櫃,大理石台面及

浴室翻新等...
聯系人: 王先生

832-858-4838

機場接送服務
24小時全日
各種接送服務
每日按時接送

最低價格,安全可靠
電話或短信預約
281-818-8733

山東裝修
大小工程，質量第一
蓋小房,涼棚,換圍欄
修漏水換屋頂天花板
油漆,門窗,水電木工
地板,地磚,浴室,廚房
翻新,加隔間,大理石
713-515-7652

*房屋修理*
浴室，漏水，天花板
屋頂，廚房，內外牆
地磚，地板，高壓洗
油漆，籬笆，蓋涼廳
地毯，台面，加房間
水電門窗，舊屋翻新
713-515-7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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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伴侶度晚年
58歲女士,體健,性格好,
通情達理.會照顧人.
現在休斯敦. 覓60至72歲,
誠實善良,體格好,居有定所
的休斯敦美籍華人為伴
有意者，請聯系！
電話：346-492-1808
電郵：oaks8699@gmail.com

德州Woodland白人區,請人
正規按摩店 ,大費高,小費好,

少腳多身體,5:5提成.請女按摩師一名，
兩個人做工，50歲以下，要求做工好，

有按摩證優先，好相處，黃勿擾，
愛干淨的人. 281-818-8733

請致電,不接電話請留言.

誠聘

按摩師

百力屋頂
價格最低,質量保證
承接籬笆,混凝土,
車道改造,翻新..
~~大小工程~~

713-732-1110

屋頂,外牆
Roofing & Siding

美南網站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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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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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牽

Now Hiring-Massage Therapist
Beautiful Salon in Sugar Land is looking
for an experienced Massage Therapist.
High tips area, 10 minutes from China town.

Call : 713-234-7783
美容沙龍店,誠聘按摩師, 小費高

永發裝修公司
政府註冊,百萬保險.
32年經驗,一條龍服務
承接:商業/餐館/住宅,

精通土木,地板,水電,油漆
保修一年,價格公道,
經驗豐富,保證質量.
646-713-4928吳
832-207-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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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 Service

**真愛台北**

舊雨新知

歡迎預約:

832-630-3343

隨叫隨到裝修
專業漏雨,瓦片翻新
高壓槍洗房,据樹
室內外裝修20年
經驗. ~免費估價~
713-269-9582
409-597-8188

誠聘

按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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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700
Remodeling

*美 滿 裝 修*
25 年經驗,專精商業住宅

理石廚櫃,地板,磁磚,浴室改建,內外油漆,
門窗,水電,涼棚,圍欄及屋頂翻新.

誠信+優惠+專業 特價 & 保修二年
832-419-5588張 ●另請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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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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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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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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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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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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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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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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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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606-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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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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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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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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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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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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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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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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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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708-8688

極光空調維修
維修/保養/ 安裝

冷暖氣系統,熱水爐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政府認證～～
832-998-7833

Chris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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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場接送服務
24小時全日, 各種接送服務

每日按時接送
最低價格,安全可靠
電話或短信預約 :
281-818-8733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找伴侶度晚年
58歲女士,體健,性格好,
通情達理.會照顧人.
現在休斯敦. 覓60至72歲,
誠實善良,體格好,居有定所
的休斯敦美籍華人為伴
有意者，請聯系！
電話：346-492-1808
電郵：oaks8699@gmail.com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分類廣告專頁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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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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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tries to woo India away from Russia with 
display of F-35s, bo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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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C2

BENGALURU, Feb 17 - The United States brought its 
most advanced fighter jet, the F-35, to India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week alongside F-16s, Super Hornets and B-1B 
bombers as Washington looks to woo New Delhi away 
from its traditional military supplier, Russia.

India, desperate to modernise its largely Soviet-era fighter 
jet fleet to boost its air power, is concerned about Russian 
supply delays due to the Ukraine war and faces pressure 
from the West to distance itself from Moscow.

The American delegation to the week-long Aero India 
show in Bengaluru, which ends on Friday, is the biggest in 
the 27-year history of the show and underlines the growing 
strate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In contrast, Russia, India’s largest weapons supplier since 
the Soviet Union days, had a nominal presence. Its state-
owned weapons exporter Rosoboronexport had a joint stall 
with United Aircraft and Almaz-Antey, displaying minia-
ture models of aircraft, trucks, radars and tanks.

At previous editions of the show, Rosoboronexport had a 
more central position for its stall, although Russia has not 
brought a fighter jet to Bengaluru for a decade after India 
began considering more European and U.S. fighter jets.

Boeing (BA.N) F/A-18 Super Hornets have already entered 
the race to supply fighter jets for the Indian Navy’s second 
aircraft carrier and Lockheed Martin’s (LMT.N) F-21, an 
upgraded F-16 designed for India unveiled at Aero India in 
2019, are also being offered to the air force.

A $20 billion air force proposal to buy 114 multi-role 
fighter aircraft has been pending for five years, brought into 
sharp focus by tensions with China and Pakistan.

The F-35 is not being considered by India “as of now”, ac-
cording to an Indian Air Force (IAF) source, but the display 
of two F-35s at Aero India for the first time was a sign of 
New Delhi’s growing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Washington.

It was “not a sales pitch” but rather a signal to the impor-
tance of the bilateral defence relationship in the Indo-Pa-
cific region, said Angad Singh, an independent defence 
analyst.

“Even if weapons sales aren’t the cornerstone of the re-
lationship, there is a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t the 
military level between India and the U.S.,” he added.

The United States is selective about which countries it 
allows to buy the F-35. When asked if it would be offered 
to India, Rear Admiral Michael L. Baker, defence attache at 
the U.S. embassy in India, said New Delhi was in the “very 
early stages” of considering whether it wanted the plane.

An IAF spokeperson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
ment on its interest in F-35s.

Ahead of the show, Russian state news 
agencies reported that Moscow had supplied 
New Delhi with around $13 billion of arm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had placed orders 
for $10 bill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approved arms sales 
worth more than $6 billion to India in the 
last six years, including transport aircraft, 

Apache, Chinook and MH-60 helicopters, missiles, 
air defence systems, naval guns and P-8I Poseidon 
surveillance aircraft.

India also wants to manufacture more defence equip-
ment at home in collaboration with global giants, 
first to meet its own needs and eventually to export 
sophisticated weapons platforms.

Three Islamists, two others killed in 
storming of Karachi police station

KARACHI, Pakistan, Feb 17 
(Reuters) - Islamists stormed a 
police station in the southern Pa-
kistani city of Karachi on Friday, 
killing two people in a hail of 
gunfire and a series of loud ex-
plosions before they themselves 
were killed, officials said.

Security forces retook the build-
ing after several hours and killed 
three militants, a government 
spokesman said. Police comman-
does and a bomb disposal squad 
entered the building and a securi-
ty sweep was under way.

Two people had been killed and 
11 wounded in the militants' 
attack, a government spokesman 
said.

A huge explosion was heard 
inside the station after a series of 
blasts when it was first attacked.

The Pakistani Taliban, or Teh-
reek-e-Taliban Pakistan (TTP), 
took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ttack 
in a message sent by their spokes-
man to journalists.

The station houses offices of the 
city's most senior police. Deputy 
Inspector General Irfan Baloch 
told Reuters there could have 
been up to 30 police at the station 
at the time of the attack.
Myanmar parallel government 
asks U.S. for more sanctions, 
funding for anti-junta forces
Without naming BBC, India cites 
evidence of media firm's unpaid 
tax
Former bodyguard arrested over 
shooting of Afghan female ex-MP
Thai PM to dissolve parliament 
before term ends next month
The Islamist TTP, separate from 
the Taliban ruling neighbouring 

Afghanistan, has recently in-
creased attacks on police in the 
northwest of Pakistan as part of 
its campaign against the govern-
ment in Islamabad.

Overseas cricket players are 
competing in the Pakistan Super 
League, and Karachi is one of 
the host cities. There is a game 
scheduled for Saturday. The 
police station is located along 
the route to the stadium and the 
players' hotel is a few kilometres 
away.
Top teams shunned Pakistan for 
years after six policemen and two 
civilians were killed in a 2009 
attack on a bus carrying the Sri 
Lankan cricket team in Lahore.
Police sealed off traffic on the 
main thoroughfare through Ka-
rachi and heavy contingents of 
security forces, including para-
military soldiers, had arrived at 
the scene.



Editor’s Choice

Protesters dressed in mock prison outfits attend a demonstration 
against French government’s pension reform plan in Paris as part of 
the fifth day of national strike and protests in France. The slogans 
read “Free me from work” and “prisoner of work”. REUTERS/Ben-
oit Tessier

People dance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traditional Opera Ball in Vienna, Austria. 
REUTERS/Nina Riggio

Musicians perform during a concert in Pyongyang, North Korea in this photo released by North 
Korea’s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KCNA via REUTERS

Turkish serviceman walks 
along a street with two women 
in the aftermath of a deadly 
earthquake in Antakya, Turkey. 
REUTERS/Maxim Shemetov

Contestants take part in the 
Mini Queen Carnival 2023 
pageant during pre-car-
nival celebrations, in La 
Guaira, Venezuela. REU-
TERS/Leonardo Fernandez 
Viloria

Indian Air Force (IAF) 
Suryakiran aerobatic team per-
forms during the Aero India 2023 
air show at Yelahanka air base in 
Bengaluru, India, February 13. 
REUTERS/Samuel Rajk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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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Dear Friend CommissionerOur Dear Friend Commissioner
Cagle Is Now Our AttorneyCagle Is Now Our Attorney

0202//1717//20232023

We had a Beijing duck dinner with Commissioner Cagle after
he lost the election. We tried to comfort him by saying that,
"To win or lose is still not unusual."

I personally knew Commissioner Cagle not more than one
year ago because of the redistricting of the County. His district
changed to include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For a
Republican, that made it more difficult for him in this part of
county and in last November's election he lost the seat.

Just last August, Cagle approved the building of an Asian
style pavilion in our district. It is still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within a year. Unfortunately, he will not be the person who will
cut the ribbon when the structure is opened.

Cagle is a Republican. He served as a Judge for 22 years and
as a Harris County Commissioner for 8 years. He has so
many Chinese Asian friends, including his assistant who was
a female Chinese American lawyer.

In our meeting Cagle said that he is still very concerned about
our community and told me he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support
us.

We decided to hire him as our attorney. He readily accepted
our offer. I joked with him that from now on, we will need his
protection.

Cagle told me that even though he lost the election, he is now
making more money and has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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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
A heat model released Monday by researchers from 
the  non-profit group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esti-
mates heat risks at the property level across the U.S.
Researchers found the local hottest seven days of  
any particular area are expected to become the                                 

hottest 18 days over the next 30 years.
By 2053, 1,023 counties could experience heat                                   

index temperatures above 125 degrees.
As record-high temperatures recently swept across 
several parts of the U.S. this summer, new data on 
heat risks forecast an “extreme heat belt” will emerge 
in large parts of the country by 2053. 
The heat model released Monday by researchers 
from the nonprofit group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es-
timates heat risks at the property level across the U.S. 
and how the intensity of hot days will change over the 
next three decades. The model identified the seven 
hottest days for any property this year and used that 
metric to determine how many of those days would 
occur in 30 years. 
Researchers found the local hottest seven days of any 
particular area are expected to become the hottest 18 
days over the next 30 years. Miami-Dade County 
may experience the most dramatic shift in tempera-
ture, where the region’s seven hottest days, which 
include heat index temperatures at 103 Fahrenheit 
degrees, could increase to 34 days a year at that tem-
perature by 2053. 
The states expected to see the largest increase in dan-
gerous temperatures are Texas, Arkansas, Louisiana, 
Missouri and Florida. 

According to the model, an “extreme heat belt” will 
encompass an area stretching from Texas and Loui-
siana to Illinois, Indiana and even parts of Wisconsin. 
By 2053, 1,023 counties could experience heat index 
temperatures above 125 degrees, an area home to 
more than 107 million that covers a quarter of U.S. 
land area. The model also estimates that just next 
year, 50 counties are expected to see temperatures 
beyond that figure. 
“Increasing temperatures are broadly discussed as 
averages, but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extreme tail events expected in a given year,” 
Matthew Eby, founder and CEO of First Street Foun-
dation, said in a statement.  (see below.)
“We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the inevitable, that a 
quarter of the country will soon fall inside the Ex-
treme Heat Belt with temperatures exceeding 125 
degrees Fahrenheit and the results will be dire,” Eby 
said. 
Along with the report, the nonprofit has made an on-
line tool available for users to search U.S. addresses 
and see their estimated heat risk. (https://riskfactor.

com/)
Learn How Risks Are Calculated

A property’s Flood Factor, Fire Factor, and 
Heat Factor indicate its comprehensive 
risk from flooding, wildfire, or extreme                                    

heat ranging from 1 (minimal) to 10 (extreme).

Flood Factor
Flood Factor® considers flooding from rain, riv-
ers, tidal, and storm surge to determine the risk of 
water reaching the building over a 30 year period.

Fire Factor
Fire Factor® considers the property’s building 
materials, and distance to fire risk areas, and 
burnable materials, such as vegetation, to deter-
mine the risk of being impacted by wildfire.

Heat Factor
Heat Factor™ considers the property’s 
distance to water, land use, and relative ele-
vation to determine the severity of extreme 
heat at the property and calculate the cost of 
staying cool.

Risk Factor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s featur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For too long, we have let people live in com-
munities, and even attracted them to join a 
community, while keeping them in a state of 

ignorance about the risk that they’re under.”
Source: “Here is the first-ever map showing 
wildfire risk to American home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Flood Factor enables our members to be-
come the source of the resource. It increases 
transparency. It’s really about giving them 
accurate information so they can make a 
great decision. It builds trust and confidence 
with clients. It’s a valuable tool to access in-
formation.”

Fr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model from the nonprofit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represents the first attempt to 
make property-level wildfire-risk scores 
freely available.”
Source: “Tens of millions of U.S. properties 
face wildfire risk, new study says.”                                                                                                                  
Risk Factor
Risk Factor is a free tool created by the 
nonprofit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to make 
it easy to understand risks from a changing 
environment. The online tool available for 
users to search U.S. addresses and see their 
estimated heat risk. (Go here: https://riskfac-
tor.com/)
Statement From The First Street Founda-

tion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Finds an emerging 
“Extreme Heat Belt” will Impact Over 107 

Million Americans by 2053
FOR IMMEDIATE RELEASE Brooklyn 
(NY) – (August 15, 2022) - First Street Foun-
dation today released their peer-reviewed ex-
treme heat model along with the implications 
highlighted in The Sixth National Risk Assess-
ment: Hazardous Heat. The report identifies the 
impact of increasing temperatures at a property 
level, and how the frequency, duration, and in-
tensity of extremely hot days will change over 
the next 30 years from a changing climate. The 
Foundation’s analysis combines high-resolution 
measurements of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s, 
canopy cover, impervious surfaces, land cov-
er, and proximity to water to calculate the cur-
rent heat exposure, and then adjusts for future 
forecasted emissions scenarios. This allow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number of days any 
property would be expected to experience dan-
gerous levels of heat. The model highlights the 
loc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by identifying 
the seven hottest days expected for any property 
this year, and using that metric to calculate how 
many of those days would be experienced in 30 
years. 

The most severe shift in local temperatures is 
found in Miami-Dade County where the 7 hot-
test days, currently at 103°F, will increase to 34 
days at that same temperature by 2053. Across 
the country, on average, the local hottest 7 days 
are expected to become the hottest 18 days by 
2053. In the case of extreme heat, the model 
finds 50 counties, home to 8.1 million residents, 
that are expected to experience temperatures 
above 125°F in 2023,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s’ heat index. By 
2053, 1,023 counties are expected to exceed this 
temperature, an area that is home to 107.6 mil-
lion Americans and covers a quarter of the US 
land area. This emerging area, concentrated in a 
geographic region the Foundation calls the “Ex-
treme Heat Belt,” stretches from the Northern 
Texas and Louisiana borders to Illinois, Indiana, 
and even into Wisconsin.

 

“Increasing temperatures are broadly discussed 
as averages, but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ex-
tension of the extreme tail events expected in 
a given year,” said Matthew Eby, founder and 
CEO of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We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the inevitable, that a quarter of 
the country will soon fall inside the Extreme 
Heat Belt with temperatures exceeding 125°F 
and the results will be dire.” The peer-reviewed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Extreme Heat Model 
will now be incorporated with Risk Factor for 
every property in the contiguous United States. 
Visitors to Risk Factor will find their Heat Fac-
tor alongside their Flood Factor and Fire Factor 
and can learn the specific risks to their property, 
today and up to 30 years into the future. ###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First Street Foundation 
is a nonprofit 501(c)(3)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group working to define America’s growing cli-
mate risk. (Courtesyhttps://thehi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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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The Inevitable, That 
A Quarter Of The Country Will Soon Fall Inside The 
Extreme Heat Belt With Temperatures Exceeding 125 
Degrees Fahrenheit And The Results Will Be Dire.”

Study: ‘Extreme Heat Belt’ Will Soon      
Impact Over 100 Million Americans

BUSINESS

Turkey And Syria Showing The Epicenter Of The Earthquakes.

Emergency team members search for people in a de-
stroyed\ building in Adana, Turkey on Monday. Photo/
Khalil Hamra/AP.
A powerful 7.8 magnitude earthquake struck southeastern 
Turkey and northern Syria early Monday. Over 30,000 peo-
ple have died,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ed Press. Rescue 
workers are still searching for people who are trapped in 
collapsed buildings. The area has also felt at least 55 major 
aftershocks, according to the U.S. Geological Survey.

Rescue workers and volunteers search for survivors in 
the rubble of a collapsed building, in Sanliurfa, Turkey 
on Monday, after a 7.8-magnitude earthquake struck 
the country’s south-east. Photo/Remi Banet/AFP via 
Getty Images.

Aleppo’s ancient citadel is damaged following a deadly 
earthquake that shook Syria and Turkey. Photo/AFP 
via Getty Images.

Search teams and residents look for victims and sur-
vivors in the rubble of collapsed buildings, following 
an earthquake in the town of Sarmada in the coun-

                                                 .ecnivorp bildI nairyS nretsewhtron eht fo edisyrt
Photo/Muhammad Haj Kadour/AFP via Getty Images.

People evacuate their homes following a deadly earth-
quake that shook Syria at dawn in Aleppo’s Salahed-
dine district. Photo/AFP via Getty Images.

Syrian rescue teams look for survivors under the 
rubble after a 7.8 magnitude earthquake in the gov-
ernment-controlled central Syrian city of Hama on 
Monday. The earthquake hit Turkey and   Syria kill-
ing thousands of people as they slept, leveling build-
ings   and sending tremors that were felt as far away 
as the island of Cyprus,  Egypt and Iraq. Photo/Louai 
Beshara/AFP via Getty Images.

This aerial view shows residents searching for victims 
and survivors amidst the rubble of collapsed buildings 
following an earthquake in the village of Besnia near 
the town of Harim, in Syria’s rebel-held northwestern 
Idlib province on the border with Turkey, on Mon-
day. Photo/Omar Haj Kadour/AFP via Getty Images.

Rescue workers and medical teams try to reach 
trapped residents in acollapsed building follow-

                                         nretsaehtuos ,rikabrayiD ni ekauqhtrae na gni
Turkey, early Monday. A powerful earthquake 
has caused significant damage in southeast Turkey 

                           .detroper neeb evah seitlausac ynam dna airyS dna
Photo/Mahmut Bozarsan/AP.

A man covers his face as people search for survivors 
through the rubble in Diyarbakir, Turkey, after a 
7.8-magnitude earthquake  struck the country’s 
south-east. Photo/Ilyas Akengin/AFP via Getty Im-
ages.

People search for survivors in Diyarbakir, Turkey, on 
Monday,  after a 7.8-magnitude earthquake struck 
the country’s southeast. Photo/Ilyas Akengin/AFP via 
Getty Images.

Residents retrieve a child from the rubble of a col-
lapsed building following an earthquake in the town 
of Jandaris, Syria.Photo/Rami al Sayed/AFP via Get-
ty Images,

Residents stand in front of a collapsed building fol-

lowing an earthquake  in the town of Jandaris, Syria. 
Photo/Rami al Sayed/AFP via Getty Images.

Syrian civilians and members of the White Helmets 
conduct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in the rubble of 
a collapsed building.Photo/Anas Alkharboutli/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A member of the Syrian civil defense, known as 
the White Helmets,  carries a child rescued from 
the rubble following an earthquake in the town 
of Zardana in the countryside of the northwest-

                                                                                .yadnoM no ylrae ,ecnivorp bildI nairyS nre
Photo/Abdulaziz Ketaz/AFP via Getty Images.

An earthquake survivor reacts as rescuers look for 
victims and  other survivors in Hatay, Turkey, on 
Tuesday. A 7.8 magnitude earthquake struck Turkey 
and Syria on Monday.Photo/Bulent Kilic/AFP via 
Getty Images.

Rescuers and civilians look for survivors under the 
rubble of collapsed buildings in Kahramanmaras, 
Turkey, close to the quake’s epicenter, on Tuesday. 
Photo/Adem Altan/AFP via Getty Images.

Smoke billows from the Iskenderun Port as res-
cue workers search the site of a collapsed building 
in Iskenderun, Turkey on Tuesday. The quakes 

                                                 nrehtuos ni noitcurtsed daerpsediw desuac
Turkey and northern Syria and were felt in nearby 
countries. Photo/Burak Kara/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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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Photo Essay

The Deady, Devastating, Staggering And Tragic Earth-
quake Catastrophe That Ravaged Turkey And Syria 



中華文化學院春節聯歡中華文化學院春節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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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二十八日元月二十八日，，星期六星期六，，中華文化學院中華文化學院
舉辦全校二零二三兔年全校春節聯歡大會舉辦全校二零二三兔年全校春節聯歡大會。。
從上午十點開始從上午十點開始，，由主持人胡美健和桑季博由主持人胡美健和桑季博
開長場開長場，，首先歡迎休士頓首先歡迎休士頓

華僑文教中心黃依莉副主任致詞華僑文教中心黃依莉副主任致詞，，其次其次
由黎淑英僑務資詢委員上台講話由黎淑英僑務資詢委員上台講話，，她當天很她當天很
興奮興奮，，因為她的兩個孫女都在中華文化學院因為她的兩個孫女都在中華文化學院
上中文上中文。。接著是由董事長何有靜接著是由董事長何有靜，，校長孫恵校長孫恵
美致歡迎及感謝之意美致歡迎及感謝之意。。緊接著就是家長們期緊接著就是家長們期
待已久的孩子們精彩表演待已久的孩子們精彩表演，，是由高班同學潘是由高班同學潘
鴻瑋和周筠真主持鴻瑋和周筠真主持。。

各班表演曲目有各班表演曲目有：：三字經三字經，，小老虎愛跳小老虎愛跳
舞舞，，唐詩朗誦唐詩朗誦，，拔蘿蔔拔蘿蔔，，新年好新年好！！小白兔小白兔，，
我的朋友在哪裡我的朋友在哪裡，，猜燈謎猜燈謎，，歡樂賀兔年歡樂賀兔年，，新新
年主曲歡唱年主曲歡唱，，繞口令繞口令，，
夜空中最亮的星星夜空中最亮的星星，，樂器表演樂器表演，，謎語大家猜謎語大家猜
，，歌曲合唱戀愛歌曲合唱戀愛inging，，十二生肖鼠來寶十二生肖鼠來寶。。各各
式各樣的才藝都頃囊而出式各樣的才藝都頃囊而出，，有兒歌有兒歌、、合唱合唱、、
舞蹈舞蹈、、吟詩吟詩、、猜謎猜謎、、樂器演奏樂器演奏、、打竹板打竹板、、短劇短劇。。所有的表演都好可愛所有的表演都好可愛，，深得家長和來賓的讚賞深得家長和來賓的讚賞。。老師和家長們都紛紛上老師和家長們都紛紛上
前拍照前拍照，，希望把難得的影相留在手機裡希望把難得的影相留在手機裡，，把美好的記憶留在腦海裡把美好的記憶留在腦海裡。。

中午有家長會籌辦的春節聚餐中午有家長會籌辦的春節聚餐，，菜式豐盛菜式豐盛，，老老少少都吃得萬分滿意老老少少都吃得萬分滿意。。家長會還請了專業魔術師來做魔術表演家長會還請了專業魔術師來做魔術表演，，孩孩
子們在驚嘆之中子們在驚嘆之中，，歡樂洋溢歡樂洋溢。。

家長和小朋友們都樂翻了天家長和小朋友們都樂翻了天。。緊接著是摸彩項目緊接著是摸彩項目，，禮品豐富禮品豐富，，幾乎人人有獎幾乎人人有獎！！此時全場興奮達到了高潮此時全場興奮達到了高潮！！最後的大最後的大
獎是紅包獎是紅包，，現金的誘惑現金的誘惑，，令全場穩坐聆聽抽獎叫號令全場穩坐聆聽抽獎叫號，，無人早退無人早退。。直直 到到 所所 有有 的的 獎獎 品品 都都 被被 大大 家家 歡天喜地抱回家歡天喜地抱回家，，春節春節
聯歡大會至下午一時點半圓滿結束聯歡大會至下午一時點半圓滿結束。。中華文化學院渡過了一個極其歡樂的春節聯歡中華文化學院渡過了一個極其歡樂的春節聯歡！！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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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 專欄3 ---公司類型轉換

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美、日、歐等各大汽車製造企
業就已經開始在其生產的電噴汽車上配備了發動機自診斷系統
，簡稱OBD。可以說，OBD給維修人員的診斷檢修工作帶來了
空前的便利。現在更為先進的OBDⅢ已經誕生了，它不但可以
具有OBDⅡ對汽車排放的監測，還可以強行對違規的汽車進行
干涉。

那麼這套發動機自診斷系統到底是怎樣工作的呢？這個問
題主要要歸宿的汽車發動機的燃油供給系統。由於現在的汽車
已經全面發展為電噴發動機，它具備了化油器發動機所無法比
及一些優點。同時也由於電噴發動機的燃油噴射系統是電子控
制的，不同於化油器的純機械式，所以在這個系統裡面就被設
置了很多電子的傳感器來採集燃油供給所需要的信息，然後傳
給ECU（車載電腦），以便精準的控制燃油的供給。那麼都有
哪些信息是ECU所需要採集的呢？由於整個控制系統是一個閉
環的控制，所以首當其衝的是進氣量和排氣是兩個重要的採集
信息，其他的信息還包括了：節氣閥的位置、進氣的溫度、曲
軸的轉速、曲軸的相位、進氣氣壓以及水溫。其中進氣量是由
空氣流量傳感器來檢測的，排氣是由氧傳感器來檢測的，其他
的一些信息也都是有相應的傳感器來檢測，他們主要是通過一
些簡單的設施產生相應的模擬信號，然後在通過把模擬信號轉
化成ECU可以識別的數字信號來進行檢測。
下面我們將詳細介紹幾個傳感器出現問題後的OBD的工作情況
：

首先是對發動機運轉最為重要的空氣流量計，空氣流量計分
為量板式、熱線式和超聲波式三種。前兩種都是由電阻控制，

後一種則根據超聲波控制。如果此時空氣流量計出現了故障，
例如始終是檢測出一種較高的進氣量，那麼當此時的進氣量很
小的時候，其他的傳感器都檢測出了正常的信息，而空氣流量
計卻始終檢測出較高的進氣量，這時ECU就會認為空氣流量計
出現了故障，並啟動了已經預存的一個正常的信息值，而這個
空氣流量計的故障代碼就會存在ECU的內存裡面。與之同時在
儀錶盤上的故障燈就會亮起，以警示駕駛者，有時甚至不能正
常駕駛。 OBD為維修人員的診斷檢修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所以這時就需要駕駛者把車開到正規的維修站就可以了。維修
人員首先要把解碼器接到汽車的ECU上進行讀碼，就是把代表
故障碼的數字信息轉化成代表出現故障傳感器的代碼。然後在
清除故障碼，只有清除了故障碼儀錶盤的故障燈才會滅掉。否
則雖然排除了故障，但是OBD裡依然存儲著故障信息，同樣會
認為有故障。如果解碼器沒有帶有自動清除功能的話，也只需
把電瓶線拔下來斷電後就清除了。通過解碼維修人員就可以知
道了是那一個傳感器出現了問題，這裡我們假設的是空氣流量
計出現了故障，那麼讀出來的故障碼就是代表空氣流量計的代
碼。然後維修人員就可以對症下藥，進行維修或更換。這樣汽
車就可以繼續正常行駛了。

同樣氧傳感器出現故障以後同空氣流量計一樣，儀錶盤的故
障燈也亮起。由於排氣的檢測是對整個燃油供給的系統正常工
作的一個信息回饋，所以對於該系統的正常工作有著至關重要
的作用。然而當它出現故障後，ECU雖然可以臨時調用一個備
用的數據信息，但是同樣會很嚴重的影響到發動機的正常工作
，甚至影響尾氣排放而低於OBD規定的排放標準，這是OBD還

會進行報警，
已警示駕駛員
。但是對於故
障的處理同樣
是解碼、讀碼
、清除故障碼
、維修。

相對於空氣
流量計和氧傳
感器而言，其他的傳感器在出現故障時在ECU裡備用的其對應
正確信息會起到很大作用。由於在進氣量和排氣方面都可以時
時檢測到正確的信息，所以就不至於嚴重影響到發動機的工作
，但是OBD同樣會工作，儀錶盤的故障燈也會亮起，以警示駕
駛員出現了故障。而處理方式同樣是通過解碼和讀碼查到是哪
個傳感器出現了故障，然後清除故障碼，進行維修。

通過以上的闡述是不是感覺OBD是一個很簡單又很實用的一
個系統？其實它就像是我們中國博大精深的中醫學一樣，可以
根據“望聞問切”來斷定疾病的源頭。這裡就是故障等亮起警
示駕駛者就類似與中醫門診中的“望”和“聞”，而解碼讀碼
的過程就更像是中醫的號脈了。然後“對症下藥，藥到病除”
。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修車師姐》》徐云專欄徐云專欄5757
汽車自診系統汽車自診系統

公司轉換主要有三種類型，公
司類型轉換、跨州公司轉換及稅務
狀況轉換。本文主要簡單介紹公司
類型轉換。

公司類型轉換是由會員制的限
責任公司轉換成股東制的公司， 即

LLC 轉換成 Corporation。在公司最
初成立的時候沒有意識到公司在將
來的某一天有上市的需求，所有就
成立了會員制的有限責任公司，LLC
。但公司的業務日新月異，蒸蒸日
上。業務量擴大，勢必需要大量的
資金，上市是融資的最佳方式。這
時公司類型轉換就勢在必行了。

美國是聯邦制的國家，各州有
各自的公司法，每個州轉換的過程
及所需文件不盡相同。但無論哪一
個州，有限責任公司的會員首先投
票，批准轉換為公司，LLC 的大多
數會員必須同意轉換。會員必須就
轉換的條款和條件達成一致，包括
將有限責任公司的會員權益轉換為
公司法人所有權的方式。之後起草
一份新的公司章程和轉換聲明。大
多數州的州務秘書辦公室不提供轉
換公司章程的表格，係自擬格式，

包括新公司的名稱、目的陳述、公
司代理人的姓名和地址、公司授權
發行的股份數量和轉換錶。將簽署
的公司章程及轉換聲明並連同相應
的費用提交給州務秘書辦公室。經
州務秘書辦公室核實並審批後，正
式文公司轉換證書會發放下來，完
成州內程序。將原始公司的資產及
債務轉換到新的公司，將所有的會
員轉成股東。

有的州會自動將原始的有限責
任公司 LLC 解體，有的州需要原
LLC會員自行填寫表格解體LLC。無
論哪種形式解體原有公司，新成立
的公司需要完成以下步驟：
• 創建新的公司章程
• 選舉公司董事及公司管理人員
• 舉行初次董事局會員並做好會
員紀要
• 簽發股東證書

• 申請新的公司稅號
一旦公司轉換成功，公司的各項日
程必須嚴格化，舉行定期的董事及
股東會議，歸檔存儲會議紀要，每
年向州務辦公室申報公司董事的人
員變化。這些是與會員的有限責任
公司不同的地方。會員責任有限公
司在這些方面的管理會更隨意些。
公司日常業務可以會員或第三方管
理，不需要嚴格的董事及股東會議
。年審只需要申報一下嘴基本的信
息即可。

在稅務方面，會員制有限責任
公司可以有四種稅務申報選擇，單
獨會員個稅下的Schedule C、合夥人
形式（partnership 1065）、S corpo-
ration 和 C corporation。股東公司只
有 兩 種 報 稅 形 式 ： S corporation
1120S和C corporation 1120。

由此可見維持一個股東公司的

工作量遠遠大於維持一個會員制的
有限責任公司。如果您沒有文章開
頭的融資需求，將 LLC 轉換成股東
公司是得不償失的。 LLC 形式並不
會阻撓公司的發展，很多大型的公
司依然保持著 LLC 的形式。所以公
司轉換之前一定要仔細斟酌。
一般情況下，公司類型轉換不會產
生稅務問題。但是如果在資產轉換
的過程中有偏差或者新公司的股東
不再是原會員有限責任公司的會員
，就會產生稅務問題。所以公司類
型轉換最好是原班人馬、原套設備
。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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