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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線 650-808-8877, 1-888-SING-TAO
傳真 650-808-8878, 1-888-222-8383
電郵 classified@singtaousa.com
網址 www.singtaousa.com
2020年 2 月 1日起：
7 Days

14 Days 30 Days

1X1

$46.50

$89.24

$136.88 $203.60

2X1

$87.00

$169.60 $259.80 $386.00

2X2

$111.00

$217.20 $332.60 $494.00

3X2

$165.00

$324.30 $496.40 $737.00

Size

3 Days

電台“就業情報
站”收費如下
每天播出 2 次，每次
15 秒 ( 約 60 字 ) 每天
收費 20 元，最少買
3 天，即 60 元 ( 必需
同時刊登分類廣告 )

分類推出新優惠如下： 中途停稿不退款
二埠、士德頓和 ELK Grove 出租，特價優惠，每格收 $23/3 天；$33/7 天；
$55/14 天。
二手市場物價售 $250 元以下，每天每格收 $5.00，最少登 3 天，共 $18；
7 天，每天每格收 $3.00，共 $24，包括微信分類廣告，不折不扣，
( 祇限私人 )。物價售 $250 元以上，3+3 或 7+7。
刊登地產廣告 (320-390) 加送相片 ( 限一張 )。
商舖出租 (401) 和生意出讓 (510-590)：30+7。
友情速遞 7+7 或 30+7，(30+7，920-930，最長合約 3 個月 )，加送照片 ；
照片限一人 ；僅限920和930。照片可送各門市部或 Email to:
classified@singtaousa.com

1. 廣告包括星島日報美西版分類廣告
和微信分類廣告。
2. 每格大字 4 個，小字 45 個，英文字
母及數目字當一個字，最少刊登三
天。必須連續刊登。
3. 請人廣告英文稿最小呎吋 2X2 或
4X1 格
4. 反白的最小呎吋 2 格，套紅 1 格。
5. 廣告刊出如有錯誤，請刊出的第一
天內更正，如係本報排版錯誤，將
予免費補登一天。如刊出三天內不
來更正，如係本報排版錯誤，補登
天數最多以三天為限。
6. 改稿收費：1 至 4 格每次 $7.00，4
格以上每次 $14.00。如刊登 30 天廣
告者，可免費改稿一次。改稿，僅
限於原稿上修改，不可轉欄目，不
可用於其他客戶。
7. 翻譯收費：1X1 格 $10，2X2 格 $20，
3X3 格 $30，4X4 格 $40，5X5 格或
以上 $50。
8. 加黑白圖片、LOGO 和反白，須加收
10% 做稿費；套紅或彩色圖片，須
加收 20% 做稿費。
9. 惠登廣告請預付廣告費，若中途停
刊，恕不退款，餘額不提供現金代用

券 Credit Note
10. 本報接受信用卡付費 (VISA, MASTER
or AMERICAN EXPRESS credit card)
歡迎直接傳真稿件，並註明卡號、
有效日期、CVV/CVC 號碼 ( 信用卡背
面最後三/四個數字 )、持卡人姓名及
地址。如需電話抄錄廣告，錯誤由客
戶自行負責，恕不補刊。為免錯誤，
請多利用傳真。
11. 惠賜支票抬頭請寫：Sing Tao Daily,
請郵寄到：1849 Bayshore Hwy,
Ste 200, Burlingame, CA 94010
12. 刊登法律廣告，須提供 ID 或駕駛執
照或有效的證件文件。刊登裝修，
建築，搬運服務等廣告，須提供有
效的商業執照。
13. 本報刊出所有廣告是基於機會平等
權利，廣告客戶有否違法或涉及法
律問題，本報恕不負責。本報保留
拒絕刊登及修改廣告之權利。
14. 廣告的格式、字體級數和排位，概
由本報全權決定。
15. 截稿時間：星期一至五下午三時。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
至下午五時半。星期六、日、公眾
假期休息。

本報分類廣告代收處
地區 商號

地址

電話

南三藩市 總社
三藩市華埠 本報門市部
列治文
環球公司
日落區
陽光影音
新領域鐳射中心
惠民堂
海洋區
滿豐行
東灣區
屋崙書局
金石堂
沙加緬度 毛太太

395 Oyster Point Blvd, Ste 215, S.S.F
625 Kearny Street, S.F
658 Clement. St.,
2560 Noriega Street, S.
1917 Irving Street, S.F
1011 Taraval Street, S.F.
1334 Ocean Avenue, S.F
388 9th St., Ste.102, Oakland
3288 Pierce Street, Richmond
3318 Grimshaw Way, ELK Grove

(650)808-8877
(415)989-7111
(415)387-3666
(415)722-8585
(415)759-8951
(415)664-4909
(415)531-3128
(510)465-9865
(510-527-6856
(916)230-9887

Int’l Freight Forwarding Co
South San Francisco Company seeking a full time ocean import
operation clerk, computer knowledge a must, college education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preferred, will train and medical /dental
compensate. Please email resume to ascw63@yahoo.com

做實力傳媒人 加入最強團隊

Mobile Software Developer
Mobile Software Developer sought by NCS Pearson, Inc., in San Jose, CA. 40 hrs./wk. Duties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Responsible for analysis, design, implementation, & testing of mobile
applications for a line of spoken assessment products.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
supporting mobile, & other, mission-critical applications as necessary.
Home Benefit Available in San Jose & Sunnyvale, CA MSA Area.
Requires Bachelor’s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MIS, or related field. Will also accept Master’s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MIS, or related field, (but this is not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Requires 3 years of experience as a Software Developer or in a related position creating professional
iOS applications. 3 years of Objective-C &/or Swift programming exp. 3 years of Exp. using iOS
development tools & frameworks. Demonstrable exp. in constructing & using RESTfull services.
Exp. in OOP, Agile DLC, & SQL programming. Track record of design, development, testing &
delivering refined, interactive mobile & client-side applications. Knowledge of architectural &
implementation principles in constructing iOS/Android mobile applications. Exp. with platformspecific mobile IDEs (Xcode, Android Studio). Exp. with OOP & software design methodologies.
Exp. with Unit & integration testing. Exp. with Technical analysis, problem solving &
troubleshooting. Exp. with building & deploying software solutions on Linux, Mac OS X platforms.
UI/UX design. Exp. developing robust, commercial-quality mobile products & solutions with
compelling user interfaces & experiences. Knowledge of the Testflight & App Store processes for
building/deploying mobile applications.
Reply with resume to Nadia Singhvi, NCS Pearson, Inc., 303 S Almaden Blvd., STE. 500, San Jose,
CA 95110; or apply at https://Pearson.jobs.

《星島日報美西版》、《星電視》

急聘以下職位

SF 水電公司高薪聘請

多媒體新聞記者數名

SF Plumbing Retail Store Hiring:

1. Full-Time and Part-Time Counter Sales
- 有經驗者優先
- 流利英語，懂基礎電腦
- 可培訓，福利待遇好
- Knowledge of plumbing products preferred
- Must be ﬂuent in English and ﬂuent in Chinese
preferred. Know basic computer skills
- Strong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willingness to
train

2. Full-Time and Part-Time Warehouse
worker 全職及半職倉務員
- 接收及確認來貨定單
- 貨品裝架，標籤價錢
- 為顧客準備打包訂單
- Receive and verify deliveries from suppliers
- restock merchandise to shelves and put pricing
labels on merchandise
- Pack orders for customers
工作地點三藩市日本埠 Located in San Francisco
Japantown
請發送履歷表至 Please send resume to:
電郵 Email: ﬂow.cbs@sbcglobal.net
傳真 Fax: 415-673-2892 電話 Tel: 415-922-3338

入職要求： •大學本科畢業，新聞相關專業尤佳

調查報道組組長

加州總部訂閱部
新增客戶服務職位

入職要求： •大學本科畢業，新聞相關專業尤佳 •優秀中英文聽講寫能力
•具豐富本地新聞工作經驗及良好社會關係

主要職責 :

客戶服務 , 訂報收費，資料輸入，
文件歸檔，市場推廣活動

工作要求 :

良好溝通能力，懂一般電腦操作，
中文打字， 會使用辦公室軟件
細心 , 耐心 , 有負責心

性格：

工作時間： 全職 Mon ~ Fri

HR@singtaousa.com

全職/兼職
兼職

視頻製作技術員

全職

負責星電視拍攝及後期製作
入職要求： •大學本科畢業 •具合法工作身分 •懂視頻拍攝及後期製作、熟練使用Adobe Premiere
•具電視台工作經驗優先





有意者請投履歷表至：hr@singtaousa.com; 並註明申請職位













Sr. Product Security Engineer

網絡內容編輯

入職要求： •大學本科畢業 •良好中英文聽講寫能力 •對新聞工作感興趣 •具網絡內容編寫經驗優先

以上職位申請者必須具美國合法工作身分；薪酬從優，全職員工包醫療保險、有薪年假及病假、
401K福利、完善津貼、獎金及花紅制度。歡迎同業轉換工作，申請絕對保密。

科技公司誠聘 工作人員 ( 提供高達 $3,000 的聘用獎金 )

Intuitive Surgical Operations, Inc seeks a Sr.
Product Security Engineer in Sunnyvale, CA.
Responsible for the timely & successful resolution
for Product & shared Cyber Security incidents &
events. Telecommuting permitted. Reqs BS
followed by 6 yrs progressive rltd exp or MS+3 yrs
rltd exp. Salary: $171,330.00 - $224,200.00 / year.
Email resumes to Hien.Nguyen@intusurg.com.
Must reference job title & job code: SPSE-AKJ in
subject line.

全職

入職要求： •大學本科畢業 •良好中英文聽講寫能力 •粵語發音必須純正 •具廣播和電視播報經驗優先

入職要求： •具視頻創作經驗 •有創意 •流利普通話或粵語

全職員工可享有醫療及牙齒保健，有薪年假及病假，年
終花紅，工作滿一年後有機會獲配贈 1-10% 401k 福利。

在無塵室生產線全職早班和晚班工作人員，時薪高達 $27.00/ 小時
初中以上程度 , 經驗不拘，視力佳 ， 手巧， 細心 ， 認真 ，肯學習， 非吸煙者，
工作需要全天坐著，全天需載口罩。需要加班。
請至 1257 Elko Drive, Sunnyvale, CA 94089
填表申請 (Mon-Fri 8:30am-5:00pm). 電話 : 408-747-1769

粵語視頻新聞主播兼編輯

創意視頻節目主持多名

工作地點： 南三藩市

Email:

全職

統籌專題新聞採訪

Seeks Engineer to design equipment for our production process. Requires a BS in mechanical or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or related study. 0 to 3 years of engineering experiences. Familiar with Visual Basic, C++
programming, X-Y table, motor control, and robotics. Chinese speaking preferred. Pay range: $33.5/hr to $48/hr.
For immediate consideration , please send resume to hr@mliusa.com

Implement data acquisition, trans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perform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EDA), generate, and test hypotheses, &
uncover trends & relationships; develop
predictive & classification models using
Machine Learning &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technology; work with
researchers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 features for products; test &
document feature implementations; plan for
deployment to the production environment;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identify the right
content for social audiences. Requires master’s
in data science & analytics, data science,
statistician or business analytics & 2 years in job
offered or 2 years as Operational Data Analyst
using Power BI & Excel to forecast demand for
supply chain.
Send resume to: G.B., True Anthem Corp. 548
Market St, Ste 99035, San Francisco, CA 94104

•良好中英文聽講寫能力
•性格主動有衝勁 •具團隊合作精神 •懂攝影優先

•對新聞工作感興趣

PT or FT Mechanical Engineer (New hire bonus up to $3,000)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全職

負責灣區本地新聞採訪

全職及半職銷售員

Software Engineer, Fleet
Management
Software Engineer, Fleet Management w/Zoox Inc.
(San Francisco, CA). Develop the fleet management
application, an essential tool in the operation of a
growing fleet of autonomous robo-taxis. Master’s
degree or forgn equiv in Comp Sci or closely related
field. Req 3 yrs of exp in a software developer role
working with front-end and back-end technologies to
build robust web applications & microservices. Exp
must include the following:, developing, & delivering
high-performance, low-latency, robust, & faulttolerant web applications; building enterprise level
web applications based on JavaScript libraries;
developing, managing, integrating, & performance
tuning web apps and microservices to improve
performance & reduce latency; designing &
implementing user interface (UI) libraries; designing
& developing middleware; and utilizing JavaScript,
TypeScript, React.JS, Vue.JS, Python, Docker, &
PostgreSQL. Resumes to resumes@zoox.com,
use job code #SEFM6117829

Sr Product Engineer
Build frontend systems & imprve overall frontend
architcture for Amplitude prodcts. Optimize
performnce & scale of Amplitude’s data ingestion &
processing infrastrcture. Design solutns for extrme
throughput, millisecond latencies & resilient systems
to achieve close to zero downtime. Build innovatve
interfaces & rich UX to manage complex taxonomies.
Implmnt code-based solutns to take prodct
functnalities from ideation to implmntatn.
Send resume to: theodore@amplitude.com

廣闊創作空間 讓你一展所長
Software Developer
Location: San Jose
Bachelor's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Engineering or rltd; 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position offered or any
occupation related to job offered; and exp.
with Mobile Switching Center (MSC);
ASP.NET; CSoftX3000; CSS3/SASS; IDS/
IPS; and NIPS system. Full Time.
CV to: info@miltechs.us

公司高薪誠聘
• 簿記員 Bookkeeper

全職

懂英文和電臘，專科畢業和有經驗優先

• 倉庫管理員 Warehouse
全工，懂基本英文和電腦
請電 650-863-0898
請攜帶簡歷親臨面洽，地址 :
2660 S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CA 94403

SW Engineer

CSV Engineering

SW Engineer Per- sonalis, Inc. has an opening
in Fremont, CA. SW Engr (QA/Automa- tion):
design, develop & execute QA tests +
implement & enhance frameworks. Remote
work may be permitted in Fremont area.
Submit resume (principals only) to:
rizwana.rajgara@personalis.com Must
include recruitment source + full job title in
subject line. EOE

Intuitive Surgical Operations, Inc. seeks a
CSV Engineer (CE-SK) in Sunnyvale, CA.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the CSV roadmap
& further company policy for present & future
QMS IT infrastructures. Telecommuting
allowed from anywhere in the US. Req
Master's + 2 yrs rltd exp. Email resume to
Hien.Nguyen@intusurg.com. Must ref job
title & job code CE-SK in subj line.

Sr. Software Engineer,
Machine Learning

7LEHWDQ%DLFDR7HD+HUEDO6XSSOHPHQW

ShareThis, Inc. in Palo Alto, CA seeks Sr.
Software Engineer, Machine Learning:
Develop machine learning pipelines for
digital behavioral insights & advertising
segment generation.
Email resumes (must reference Job Code
#42017) to: ta@sharethis.com

西藏百草茶

$80.00

請上 moremallda.com 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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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 Engineer

Software Engineer
ThoughtSpot, Inc. in Mountain
View, CA seeks Software
Engineer: Write code in
typescript/JavaScript using React
or Angular to develop or modify
any components needed.
Telecom-muting allowed.
Email resume (must reference
job code #41608) to
resume@thoughtspot.com

長實櫥櫃建材公司
南三藩市分店即將開業﹗現誠招
全職銷售員
收銀員
倉庫文員
和倉庫工人
經驗不拘，
提供在職培訓﹗

經理助理
人力資源文員
倉庫營運主管
IT technician

Software Engineer (Santa Clara,
CA) to add new features &
maintain existing code, dvlp
sware using C/C++, test silicon
device & analyze result,
customer support.
Resume to: HR, Qualitau, Inc.,
5303 Betsy Ross Dr., Santa
Clara, CA 95054

The John Stewart Company
隨叫隨到的前台文員 - Ceatrice Polite
時薪 : $18., 工作類型：On-Call

• 監控進出建築物的流量，與租戶、
訪客、員工和供應商進行溝通 ;
• 接聽電話並記錄書面信息，處理建築物和
居民情況，以及緊急情況 ;
• 寫下班報告和事件報告，將郵件放入常駐
均需中英文流利
郵件槽並提供郵寄給居民 ;
• 寫工作單，以符合公平住房的方式 , 執行項
工作地點： 南三藩市 &
目政策 , 規章制度 ; • 保持接待區整潔。
San Jose、Milpitas、Hayward、Redwood City
請上網申請：https://careers-jsco.icims.com/jobs
福利齊全：401K、帶薪假期、醫療保險、 獎金
/4469/on-call-desk-clerk---ceatrice-polite/job
請電 669-288-6801 669-288-6889
JSCo 綱站：jsco.net
投放簡歷到 : hr@kzkitchen.com

超市肉部誠聘
San Leandro 超市誠聘
肉部員工數名，全職
薪優福利好，交通方便
有意電 : 510-213-2220
或親臨 13756 Doolittle Dr., San Leandro CA 94577

食品廠急聘司機

療養院誠聘
1. 助護 2. 護理員 3. 辦公室助理
4. 清潔工 5. 廚房幫工 6. 維修打雜工
有意者請致電 510-536-1838
或親臨 2780 26th Ave. Oakland, CA 94601
或將履歷表傳真到 510- 536-1816
電郵 : info@bellaken.com

機械廠聘

全職電工

入職獎金，福利齊
年假大假及醫保
1. C 牌貨車司機 ( 紀錄良好 )，可操叉車
1. 具備操作車床、銑床、經驗技工 歡迎新移民。親臨
2. 全職，週末或早班食品部工人多名，可培訓，有經驗優先
經培訓後有機會晉升
CNC
全能技師
1763 Sabre St. Hayward
3. 貨倉管理員及文員，懂中英文，熟電腦及會計
懂西班牙語優先，以上職位薪優，供膳食，醫療

2. 打磨、拋光、噴漆技工，要有耐心

有意請電 415-370-1363 輝哥
650-666-4628 譚生 650-666-3608 Tracy Yap

新手可培訓
環境好，福利佳

或電郵 tracy.yap@magicgourmetusa.com
kar.tam@magicgourmetusa.com
地址： 375 Adrian Road, Millbrae

請電 510-598-7659
48888 Fremont Blvd., Suite 150, Fremont, CA 94539

公司聘繪圖員

倉庫雜工司機

倉庫主管 / 理貨員

徵 A/C 牌司機

Technical Support Engineer
Juniper Networks in Sunnyvale, CA seeks Technical Support Engineer:
Provide high-quality hardware and software technical support for
switching /routing products. Telecommuting allowed. Email res (must
reference Job Code #100638) to resumedropbox@juniper.net.

生計食品

司機 / 倉庫員工

誠聘

駕駛記錄好，有送貨和倉
庫工作經驗，會簡單英文
說寫，能搬動 50 磅貨物。

售貨 / 司機

卡車司機

倉庫員工

★ 總工廠聘請司機

電器公司請
★ 有經驗全職司機
★ 售貨員
懂英文，勤勞刻苦
公司福利薪金好。有意電

有倉庫工作經驗， 能操作
鏟車和電動托盤車和搬動
50 磅重貨物，負責撿貨，
收貨，倉庫清理和上卸貨
櫃。簡單英文口語。

全職，需有司機工作經驗，
一星期六天班，認真負責，
有意者請致電或親臨面談。

全職，有薪節日假期，醫療，牙醫保險和 401K 退休計劃

請電 510-784-9100

★ 總工廠聘，無需經驗

415-238-1186

電郵 : geminifoodinc@gmail.com

晚班包裝 (10pm - 6:30am)
需工卡報稅，有意者請電洽

欣欣工作介紹服務中心

修車廠高薪誠聘

415-468-3800

本中心熱忱於幫你忙，
免費為雇主找工人，
熱誠於為你找到各種工作。
電話 415-732-7728
415-732-7928
415-732-7789
Cell: 415-672-4661

•
•
•
•

和面談 201 S Hill Dr. Brisbane CA 94005

★ 分店請麵包助手、銷售員
無需經驗，需工卡報稅 ，請致電

地址 : 三藩市唐人埠百老匯街 715 號
715 Broadway S.F. CA 94133

灣區貿易公司

請電 650-863-0898

415-906-9082
415-832-4859
510-558-8807
408-204-8238
408-890-8464
408-896-4174

San Francisco
Daly City
Richmond
Union City
Milpitas
Cupertino

請親臨面洽，地址 : 2660 S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CA 94403

成功
職業介紹 僱主免費
長者護理•護兒保姆•文員酒店
家政管理•房屋出租
伍姑娘 : 415-992-1816

請倉庫、送貨、助理
帶薪假期，可兼職
需合法身份，勤勞踏實
請電 408-705-7981

環球電器批發聘

修車師傅
Smog Check 師傅
車身修理師傅
倉庫管理員 : 基本英文和電腦
需有經驗，全工

專業建築考牌

公司請人

•B 牌•C36 水牌•C10 電牌

希活食品聘請
1. 倉務司機 : 會開推高機，時薪 $21
2. 全職倉務工人、包裝工人 3. C 牌貨車司機
薪優有假期保險。電 415-467-1820

代辦建築許可證
溫生 :

415-624-9526

地址 : 275 6th Ave, S.F. 列治文區
( 國、粵、英、台山話 )

希活食品誠聘

招工•合作

南三藩市

1. 銷售員，2. 倉庫管理員，有福利、醫療及 金山華人服務社搬遷至華埠都板街 930 號 倉庫管理 : 全職，有經驗，負責檢貨，收貨，
物流公司聘請
Bonus, 三藩市請電 415-621-1888 找 Ben
電腦操作記錄，懂英文，薪優，福利，假期保險
全職文員
金山角義賣中心招聘經理，義工
請電 William 510-675-0383 X116
電郵 benl@uescompany.com
Email 履歷
熱心公益，底薪加獎金，有意合作或 電郵 : william@harvestfoodproducts.com
南灣 408-573-7788 找 Juliana
代賣寄賣者請電 415-608-5611
710 Sandoval Way, Hayward 親臨面試 info@abclogff.com
電郵 julianal@uescompany.com

聘請辦公室助理

司機

聘請實驗室助理

希活食品誠聘

Hayward 生物科技公司聘請
Hayward 生物科技公司聘請
東灣 Antioch 市食品批發請全職及兼職倉
時薪 $25 起 , 視經驗而定。全職。我們提供 1. 貨倉鏟車司機，全工，需二年或以上經驗
經驗繪圖員，熟 Autocad，
辦公室助理，福利好
實驗室助理，福利好
庫雜工送貨司機銷售員多名，無需經驗
醫療、牙科、視力保險和與公司匹配的 401k 2. 生產男女包裝數名。3. 經驗機器維修員。
懂劃鋼結構和鐵樓梯，
包括醫療保險、有薪假期和 401K 包括醫療保險、有薪假期和 401K
4. 貨倉經理：存貨進出，理貨管理，電腦記錄
請電 Wing 415-646-5179
公司或在家工作均可，時間彈性， Antioch, Concord, Pittsburg, Brentwood
勤奮耐勞，認真細心，肯學習
懂英文。510-675-0383 X116 William
需認真細 心，勤奮耐勞，肯學習
請電 510-899-9819
Du 師傅 415-676-0137
薪優，電話 415-533-4010
請將簡歷電郵到 jobs@elimbio.com 請將簡歷電郵到 jobs@elimbio.com
710 Sandoval Way, Hayward 親臨面試

高薪誠聘工人多名 幼兒教師 工廠請人 乾洗工場 司機倉庫 倉務工人 會計文員

南三藩市食品公司請倉庫主管，理貨員 徵貨車司機多名，記錄良好 離屋崙華埠十分鐘車程，合法種植工場 三藩市和南三藩市聘
誠聘育苗工人或師傅多名，無需經驗 幼兒園老師、助教和
公司提供優厚福利
略慬英語，需有兩年 A/C 牌經驗 時薪 $20 起。另有優良品種樹苗出售 煮飯。全或半工，需
請電 415-710-6831
待遇從優
有經驗和學分有醫保
歡迎訂購。有意請電張先生
401K 415-816-1816
或電郵 cihl_ciu@hotmail.com
電 : 650-918-6087
510-872-2165

誠聘銷售 倉庫雜工 修車師傅 貨倉司機 車身修理

紐約食品批發聘有身
份經驗銷售員負責舊
金山，洛杉磯，西雅
圖，波特蘭客服電或
簡歷到 718-775-7661

司機

東灣 Hayward 食品批 請修車師傅，全或半 高薪聘送貨司機 / 貨 三藩市誠聘車身修理 三藩市蔬菜批發公司
發請全職及兼職倉庫 工，5 年經驗或以上 倉員，另文房員需會 學徒，勤快好學，有 聘全職 C 牌送貨司機
粵及越南語，可訓練 無經驗均可，有前途
雜工及送貨多名，無
$25/hr
薪優糧準，有福利
電葉 415-531-2223 福利好，請電方小姐
需經驗有合法身份。
南三藩市油站
電 415-821-1628
415-824-4888
午後電 650-863-6388 請電 650-922-1095
415-690-9039
415-812-6361

CP Shades 誠徵

柏克萊衣廠

三藩市

請 Busboy、幫廚、
雜工，薪優。
請 2pm 後電
415-939-1838 劉太
1000 Clement St. SF

廚房雜工
三藩市列治文區
工作環境好
交通方便
請電李生
415-866-9916

打雜 / 洗碗 SF 中餐
三藩市列治文區
北方餐請打雜和洗碗
全工或半工
時薪 $19，需報稅
請電 415-794-6438

男女均可，福利好
請電 510-644-1408 轉 29

餃子師傅

高薪聘請

時薪 $22 或以上，全職。我們提供醫療

三藩市中國城餐館高薪聘 、牙科、視力保險和與公司匹配的 401k
全職北方麵點師傅
請電 Wing 415-646-5179
Du 師傅 415-676-0137
有意請電 580-668-8888

三藩市

北方餐館聘
北方餐館請雜工一 日落區小餐館聘炒菜 熟手雜工、熟手執碼
師傅認真負責企檯雜
全工經驗炒鑊、打雜
名，送餐司機一名 工包水餃包小籠包需 和洗碗，薪優糧準
半工熟手企檯
親臨三藩市唐人埠
地址 2031 Polk St. 手工擀皮全半工歡迎
糧準
501 Broadway
電 415-722-5840 新移民 415-810-6552 電 415-226-8829
電 415-336-2820

北灣 Santa Rosa
中餐招炒鑊
包食住，待遇好
聯繫關太
510-908-1869

壽司學徒 ( 無需經驗 )
Vacaville 請企檯、Busboy
高薪，五天工作，有午休

510-213-0500
916-627-9795

高薪誠聘修車師傅全
或半工，有經驗自備
工具優先時薪 $25-35
有薪假期，醫療保險
510-387-1878

需中英文流利，有銷
售經驗優先每週五天
有醫保有薪期 401K
Jennifer 650-595-4877
Jennifer.L@Kiyoi-inc.com

請電 Henry

中餐館誠聘
中餐請前檯
Lafayette Blue Gingko 北方餐館請熟手炒鍋
熟手執碼、經驗企檯
油爐打雜、北方鍋
有經驗炒鑊，熟手執
請經驗
Part-time 打包執外賣 近 Bart 站，有車位
碼，全職，做足一年
Part Time 服務生
510-601-9888
全工薪優糧準有身份
有假期。有意請電
英文 / 報稅
510-239-8882
請電 510-708-0778
510-206-8783
510-334-2577

(bc

Mill Valley 聘經驗修車
師傅需加州駕駛執照
福利好時薪 $30 提供
有薪假期醫療保險病
假 415-653-9898 曾生

餐館請人
三藩市北方餐館請
洗碗打雜、英文企檯，薪優
交通方便。電 : 415-318-6999

三藩市誠聘：
服務生，Busboy，洗碗
油爐，打雜，調酒師

請燒烤豬扒

415-279-0181 約見

三藩市日落區中越餐館請
燒烤豬扒一名，男女均可
請電 415-828-6167 林先生洽

請親臨 3479 Balboa St., S.F. 面洽
三藩市 Marina
中餐館請炒鍋
有經驗更佳
薪優，需報稅
電 415-310-7135

San Leandro 餐館誠聘
炒鑊、斬燒臘師傅、
雜工、洗碗、帶位、
Busboy

三藩市日本埠請
廚房師傅和壽司師傅
2 日，全職洗碗打雜
415-866-6098
劉生洽

三藩市列治文區
麵包店
有意請電玲姐
415-386-3775

急聘

北方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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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萊豐年北方餐館
請油鍋、打雜
交通便
2190 Bancroft Way Berkeley
510-673-5087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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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灣北方餐館
請油爐及半工企檯
每週五天半
請電 510-759-9331
510-701-1918

(kl

三藩市 Marna 日餐請
經驗壽司幫廚
另請經驗沖奶茶打包
詳 情 請 電 415-8237593 / 415-823-7573

誠聘煮茶師

點心雜工

日落區快餐店請雜工
一名，點心幫手一名
適合新移民
請親臨 2253 Irving St
請電 415-309-7983

請油爐

三藩市列治文區
中餐館招聘
經驗油爐
415-696-6390
415-828-5551

屋崙餐館

希活快餐
誠請炒鍋、油鍋和分餐收銀員
全工或半工，男女皆可
薪高糧準，歡迎新移民
電 415-298-1357

東灣北方餐館

東灣 Castro Valley

誠聘熟手企檯
半工全工均可，需懂英文。
請電 925-915-1831

餐館誠聘全職經驗炒鍋
週末要工作，薪優糧準
請電 510-213-2588

碧貴園

日本餐館

SF 新張壽司吧請企檯
、Bus、壽司師傅及
助手、廚房師傅、
油爐、洗碗
415-527-8922

屋崙唐人埠誠聘企檯
廚房打雜、廚房出餐
全工半工，有無經驗
均可。723 Webster St
510-329-5888 陳生

Berkeley 柏克萊奶茶店請
煮茶師，無需經驗，可培訓
有意請電 510-962-6789 張先生

Hayward 日本餐館
請壽司師傅、壽司助理
和懂英文收銀員，
請電 510-974-6991 林先生

中餐招聘
東灣柏克利附近中餐館聘
炒鑊到手 $5000 左右；
洗碗 / 打雜到手 $3000 左右；
包吃住。請電或短信 415-999-1382

熟手炒鍋 拉麵店請 日餐請人

東灣希活 Hayward
San Leandro
東灣日餐誠聘
離屋崙 20 分鐘車程 Berkeley 日式拉麵店 屋崙好區請油爐兼雜
請洗碗兼打雜一名 工，全職，可培訓，
經驗壽司師傅和幫廚 奶茶店聘請全職兼職 請樓面經理、部長、
近 San Pablo
屋崙唐人埠可接送 需報稅，有巴士到。
另企檯，全半工均可 廚房幫工及泡茶收銀 收銀、侍應、傳菜、
請電
洗碗、點心師傅。
有意者請電
510-501-5979
需報稅，請電 / 短信 無需經驗要合法身份
午後電 650-888-8288 請電 510-631-6394
510-725-0362
510-325-1661
925-878-2388
510-928-8015

迅速

(mnop

三藩市誠聘
燒臘師傅一名
有意請電
415-828-2890

Petaluma 高薪請
過金門橋 6 分鐘誠請
炒鍋、打雜、油爐
經驗炒鍋、抓碼，薪
高糧準，華埠可接送 半工企檯打包和收銀
有意請電
有車優先，415-623510-589-5006
4428 / 415-916-9217

過金門橋 45 分鐘
中餐請全職炒鍋
講國粵語
包吃住，需報稅
電 707-921-9938

510-299-1823 吳先生
請電 510-917-2879
Union City 東灣日餐 屋崙餐館 Berkeley 高薪聘請 油爐 / 企檯 日餐請人 廚房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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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灣家具公司聘全職
請全職會計助理
倉務人員，安裝家俬 需要懂英文及打字
裝卸貨物，會開叉車
有經驗者優先
優 先， 薪 優 有 福 利。 請電 415-887-8039
電 510-784-1988
或電郵 gwayusa@gmail.com

貨倉工人 許氏修車 食品銷售 修車師傅

Hayward 貿易公司聘勤
奮倉務，有收發裝卸
貨櫃經驗優先，簡單
英文有花紅醫保年假
401K 650-535-4411

中餐炒鑊 Cotati 市

點心店

奶茶店高薪聘 壽司布斐 東灣中餐館
Concord 請油爐、企檯
簡單英文，無經驗可培訓

Hayward 公司聘有經
驗卡車司機兼倉庫工
作，能開 26 呎卡車叉
車，待遇佳，有保險
Winnie 415-223-3925

SF 餐館 包餃炒鍋 餐館聘請 誠聘炒鍋 日餐請人 請收銀員 燒臘師傅 壽司幫廚

日落區環境好安全請 三藩市日落區 Noriega
街夾 32 街高薪聘請
有經驗炒鍋、
包點心、按板
湯水師傅、打雜、
電 415-830-7308
收銀。交通方便
或 415-710-8228
請電 415-319-3595

Oakland 好區奶茶店
誠聘全或半工
★奶茶員 ★收銀員

Hayward 聘半工清潔
熨衣雜務員，須勤力
負責，工時彈性，薪
優 + 獎金，電或短訊
510-207-9739 自僱者可

新張樓外樓廣式海鮮飯店

Berkeley 請經驗叻骨、單針

雜工，歡迎新移民，按時薪計算， 另運作部請燙衣、包裝、運作員多名

有加班需要，有超時加班費，
工作時間 : 8:00am-4:00pm，
福利好，包括支付 30 分鐘午餐時間，
一年兩星期的有薪假期，
七日節日假期及醫療保險。
請留言阿紅
415-331-4581 分機 216
403 Coloma St. Sausalito CA 94965

Hayward 麵廠請
生產工人
需認真負責
有意請電
510-732-1318

給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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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分類廣告
熱線 650-808-8877 1-888-SINGTAO
電郵 classified@singtaousa.com

www.singtao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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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廣告

希活餐館 廚房幫工 Union City 日餐請人 餐館請人

請洗碗兼打雜
糧期準，星期一休息
1160 W Tennyson Rd.
Hayward
510-789-9122

Dublin

東灣 Outlet 附近徵
炒鍋兼執碼、
油鍋、企檯、洗碗
電洽 925-588-8975
Jackie

C4

2023  1  7  

屋崙 Piedmont Ave
北方餐館請全工
打雜，薪優，交通便
2 時後電
510-652-9709

漢堡店聘 日餐請人 東灣餐館

屋崙聘廚房幫手、
櫃檯，簡單英文
日班、晚班、週末
510-912-1188
4120 Redwood Rd 夾 35th Ave.

喜福居 Los Altos
外賣部，誠徵
炒雙飛 / 大鍋廚師
油鍋一名
幫廚一名 ( 可培訓）

中餐館誠聘洗碗全工 San Leandro 日餐請全
勤快有責任心，良好 工壽司助手、壽司師
工作環境，時間靈活 傅、半工企檯和洗碗
薪優。請電或短信 打雜電 510-908-9788
510-352-3748 Laura
510-719-8614

請炒鍋

Pleasanton 請
東灣 Antioch 中餐館
Pleasanton 請
炒鍋、執碼、包外賣。
請廚房炒鍋
全工半工企檯
Lafayette 請炒鍋、
有住宿，薪優
早上油爐
包外賣。全工或半工
408-799-4089
電 510-701-8992
925-819-0854
408-802-7946

請電

Daly City 店 949-668-5453
Newark 店

請電朱老闆

650-948-2696
650-280-3188
地址 1067 N San Antonio Rd,
Los Altos, CA 94022

650-405-5598
510-239-1741 650-405-5598

夏威夷餐

聘請中菜炒鍋師傅

高薪長工加聘
經驗壽司師傅及日式廚師

3 年經驗，全職，週一至週五，
早班，福利全薪優，
周末及節假日無須上班。
請電郵到

Mikhail.Shvarts@cafebonappetit.com

壽司師傅須明白主理一切壽司吧工作
廚房師傅須明白日式菜單工作
以上職位須全工加小費

誠聘炒鍋、油爐、企檯和洗碗
全工，薪優，有年假
請電 408-712-5039 或留言

二埠請人

炒鍋、執碼，日夜班、 炒鍋、油鍋、打雜
全或半工均可，可供 生 / 熟手，全 / 半工
食宿。另請日夜班企 學生均可，薪優面議
408-876-3226
檯。電 408-996-7797

Brisbane
中半島中餐請
全工 / 半職炒鑊、
聽電話和打包外賣
薪優，需報稅
303-990-0507

高薪企檯

中半島北方餐
時薪 $30-$40
半工全工，英文流利
短信電話
650-636-3291

Menlo Park 半工炒鍋

位灣區中半島
Menlo Park，請廚師
或幫廚，會開車
不包接送，薪優糧準
415-278-1601 鄭小姐

中半島 Belmont
請半工炒鍋
屋崙唐人埠有車接送
電伍生
510-508-6232

南灣狀元樓
誠聘炒鍋
及半工打雜
需報稅

請電 415-860-5447 面洽

南灣餐館 快餐店 誠聘炒鍋
南聖荷西北方餐館 誠聘洗碗打雜，經驗
南灣 Milpitas 請
Milpitas 中餐館

請全工或半工
打包及企檯
請電
209-839-7135

近 Sacramento 機 場
請熟手炒鍋、油爐、
抓碼，需報稅，不包
住宿。707-386-5178
916-276-4312 請留言

高薪聘請
有經驗全工炒鍋
半工時間靈活
有午休
請電 650-898-9886

半島豪苑 Milpitas 店
誠聘樓面經理、部長、企檯、Busser、燒味部學
徒及燒味雜工無需經驗、傳菜大家姐、傳菜、帶
位、收銀、點心按板、火位、打雜等各職位員工。
有意者請電陳總 415-463-9487

半島明珠 Burlingame 店
聘請傳菜、樓面企檯及服務員，全職、半職及週末均可
請電 650-619-2398 鄭生 / 或 650-452-8688 Ivy 洽

半島豪苑 南三藩市店
誠聘燒味部打雜、廚房部上什、油爐。
請聯繫 Leon 415-830-1932 或發短訊

離二埠一小時車程
請炒鍋、油爐
包食宿
916-799-7096
916-799-0836

Reno 中餐館
誠聘大廚和打雜
全工。請電姜生
510-325-1226

煮飯及打掃
照顧 2 歲小孩
上學不用接送
住家更好 Milpitas
408-416-8883

中半島聘白天通勤週
三至五或更多，老人
愛乾淨，好相處，有
愛心及照顧老人經驗
請聯繫 650-208-6002

誠聘熟手電工
需有美國經驗電工師傅
工多糧準，生手也請
請晚上九時前電
415-515-3880 / 415-385-1996

成功駕駛學校
男女教練耐心教導，模擬路試
成功率高，增設年青人網上駕駛班
Free Teenager Online Driver Ed.
Enrollment 6hr 證書
網址: www.successdrivingschool.us

假牙製作

Burlingame 3 人家庭
請煮晚飯，買餸 ，通
勤一周 4 天每天 4 小
時，會開車，懂國語，
薪面議 650-504-9790

日落區近 L 電車
誠聘經驗管家
烹飪，清潔工作
有意者請電
415-988-2887

鐵廠誠聘電焊氣割
劃線開料，工地安裝
有無經驗均可
福利好
415-793-3889

請熟手裝修工人
自備交通及午餐
糧準工長
有意請電項先生
415-994-5383

女教練

DMV 註冊 6 小時證書
多年經驗耐心口碑好
微信 tanfang76
譚教練 510-409-9211
或 415-638-3069

Izumi
Sushi 日餐位 Daly City
Serramonte Mall
請企檯、廚房幫手、洗
碗、壽司師傅 和學 徒
需報稅 415-812-0510

Los Gatos 高級區
中餐館高薪聘請
經驗經理，英文流利
個性開朗，有責任心
請電 408-838-8119

半職護理

請炒鍋

誠聘有愛心有經驗會
開車懂英文護理員上
門照顧老人。每小時
$22-$25 在 Daly City
上班。650-866-1230

包食住，需報稅
11430 Deerfield Dr #B1
Truckee, CA 96161
775-301-2582 John

都板街樓上有 3 房出租 Apt #3，#8，
#10，每間月租 $1300，適合 1-2 人，
獨立出入，獨立電錶和浴室，
包水和垃圾費，電 510-507-2621 李生

三藩市列治文區
請經驗髮型師
需講英文
時薪 $18
請電 415-832-9077

稅務 $50 起

加州註冊稅務師 EA，Jie’s Income Tax
專業報稅，收費低，保證質量，繁簡報稅
中英文服務，可代表客戶與 IRS 協商。
電 650-274-0968 電郵 jiehan606@yahoo.com
1710 S. Amphlett Blvd Ste 350, San Mateo

三藩市都板街旺鋪

SF 列治文區旺鋪

華埠旺鋪出租

4500 呎，人流多
可分租或全租
適合零售、商業或寫字樓等
510-507-2621 李生

旺區，人流多，一千呎，可分租或全租
適合：零售，商業或寫字樓
美容美髮，按摩等
電聯 415-885-9925 雷先生

三藩市華埠旺鋪，小商業，
辦公室，旅行社，聯誼會佳宜
月租千伍元，包水包電
意者請電 415-342-8019

全新套房
有私人廁浴
請電
415-813-8698

唐人埠肯尼街樓上兩 都板街交通方便，地
房一廳一廚一浴洗衣 點安全清靜，共用廚
乾衣；另一商鋪跑華 浴單房出租，包水電
夾百老匯，適各行業 適合少炊不煙人士
請電 415-359-8126
電 415-566-4554

三藩市唐人埠
單人房
乾淨光猛通風
電 206-565-9596
415-290-5987

11 Belden Place
三藩市金融區
近華埠，月租八百
電話
415-860-6999

訪谷全層 位市中心 套房出租 房屋出租 有房出租 大屋招租 單房出租 姻親出租

日落區

好區南 Market / Bryant 新裝修單房套間出租 Gilman 夾 Paul 三房 三藩市近 Bart 站交通 肖化好區樓上兩房兩 近Geneva單房出租 Crocker Amazon 區
近 8 街明亮 4 睡 2 廳 近州大 Stonestown 二廳租，有車房廚浴， 便，有二房一廳二廁 廳交通便近 Bart 站全新 共用廚廁，交通方便 Mission & Geneva 附近
步行一街口到
2 浴洗烘機購物交通 好區 37 Stanley St Sec.8 OK, 另希活一房 一廚出租，另唐人埠 油漆無煙寵物包垃圾
樓下新一房一小廳獨
8/8X/43/54巴士站
一廳有車房，10 時後 有一房一廳一廚一廁
便租 $3600，Sec.8 OK
立廚浴合正職或學生
請電
請電 415-568-1112
電415-748-1889
電 415-509-9724
請電 415-812-5163 出租電 415-813-9338
1-2 人 415-310-0162
415-259-8175
415-699-4382

日落區

姻親兩房

新華埠

三房一廳 屋崙出租

列治文區新裝修數間
房出租，合職業女士
或學生，不煙無寵，
共用廚廁，12 月份免
租。電 415-254-3781

出租

湖邊 1522 7th Ave 新
屋崙中國山有屋出租
東屋崙
裝 1 房 1 浴和 2 房 1
2房1廳1廁
24 Ave. 夾 E19
浴可步行到華人超市 三房一廳包水包垃圾
好校區，交通方便
Sec. 8 OK 510-838- 電 415-640-6160 張生
請電
6415 / 510-287-6789
510-325-2625
或 510-536-2123

三房二廁

San Leandro 二房一廳
全新裝修，包垃圾，
交通方便，近學校，
Freeway 電 510-5015821 / 510-717-2579

Pacifica 花園姻親

San Leandro Manor
區新裝修環境好近唐
人超市好校區，價錢
相宜。510-298-8882
或 510-502-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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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租售
* 更多新餐館出售將推出 *
529:Livermore中餐約2500呎租金$5000淡酒東主退休售12萬
530:Pittsburg中餐麵點外賣店約900呎新裝璜店售9萬8千
531:Dublin中餐約900呎可做燒烤或外賣店售18萬
533:三藩市中日餐可改奶茶店約1200呎售10萬
535:Newark中餐約2500呎熱鬧商場內設備齊兩包廂售10萬
536:Pleasant Hill中餐約2200呎近City College租金合理售15萬
539:Fremont高級點心炒菜店約3000呎外邊座位生意旺售35萬
542:Pittsburg快餐店約1400呎設備新租$3900售10萬8千
546:Oakland中醫診所約1400呎設備齊含浴室可做按摩售4萬5千
547:San Leandro火鍋點心約4300呎獨立屋重新裝璜30抽風機售39萬
552:San Jose商業辦公樓分租或合租租金便宜請洽

副總裁Sofia (510)673-6879
sofiafong1207@gmail.com

高價收購 灣區收車

灣區高價收購舊車二
手車，高注冊罰金車
，免費上門估價，免
費拖走報廢車事故車
650-200-5087 王小姐

列治文區 4th Ave.
夾 Clement
兩睡房一廳廚
電器化爐頭雪櫃
電 415-359-3030

一房，一大廳
一浴，光猛通風
請電 415-225-9686

1. San Mateo日餐2100呎設佳租低$24.9萬
2. San Mateo中餐2600呎 地點佳租平$28萬
3. E. San Jose簡餐地點佳1000呎$14.9萬
4. Newark台餐+茶點大商場內1717呎$10萬
5. Pleasant Hill餐館1466呎設全$15.9萬
6. Santa Clara越餐設全2300呎$26萬
7. Dublin越餐設全地點佳1780呎$16.5萬
8. Santa Clara 中餐租低可當中廚2400呎$18.9萬
9. Santa Clara餐館在大商業街1302呎$15萬
10. Fremont高級中餐有烈酒牌4665呎$25萬
11. Pleasant Hill中餐美區好生意1500呎$19萬
12. Dublin火鍋店設全地點佳1850呎$25萬
13.W. San Jose中餐在大商場設全1800呎$17.9萬
14. Alameda日拉麵店租廉1000呎$10萬
15.Milpitas餐館設全地點旺1100呎$20萬
16. Newark 高檔餐館+Bar 3200呎$25萬
17.舊金山餐館街角熱鬧1600呎$12.8萬
18. Milpitas中餐生意興旺租平1680呎$25萬
19. Alameda中式快餐大廚房租低1490呎$9.9萬
20. Sunnyvale印度快餐租平682呎$9.9萬

408-202-8300 經紀Tiffany鄭

位於東灣 Berkeley
租金 $4600 租約長
繁忙路段，4 萬 5
轉讓。有意請電
510-502-7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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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屋崙兩房兩廳廚房
1.5 廁 1 車位，新地
板，爐頭雪櫃洗碗機
包垃圾，交通方便
510-774-3292

柏文出租 有屋出租 Newark 雅房分租 三房一浴 Alameda

Fremont 三房一廳一
浴，上層單位，有車
位及洗衣租金 $2300
510-917-7225 San
Leandro 一房一浴出租

San Leandro Manor
一間 3 房 2 廳 2 廁
另山頂有 2 房 1 廳和
1 房 1 廳有特大陽台
有景。510-383-6529

近中學環境好交通購
物方便，裝修舒適獨
立屋 3 房 2 廁 1 太陽
房合家庭居住價錢面
洽。電 510-557-5288

東灣雅房分租近 Bayfair 位於 San Leandro Manor
地鐵站交通購物方便 區，新裝修交通方便
適合單身或夫妻，不 近美食坊 / 88 超市
煙酒少炊，有家俱有
隨時可入住
車位。510-415-8310 510-326-4932 朱生

Millbrae 房屋出租 Pacif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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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一廳和三房一廳
出租，獨立出入，新
裝修，好校區交通方
便有車位，Sec.8 OK
電 510-388-2940

房屋出租

近機場有獨立屋和單 新屋 800 呎兩房兩浴
有套房出租
房出租，五分鐘到地 安靜有海景洗烘泊車
近三藩市機場 / 鐵及巴士站，可分租 近學校購物交通便水
Mills 高中
請電650-307-0414 費攤分電煤自負合 1
至 2 人 415-860-5249
或650-307-4676
電 650-797-4338

列治文超市轉讓，人流多，生意穩
由於人手不足廉價出售轉讓，適合
家庭經營，無經驗可培訓。另招員工
有意請電余生 415-748-8450

日餐出售

吉屋出租

26th Ave 夾 Anza
列治文區 20th Ave & 列治文區 26th Ave 夾
二樓二睡房客廳廁浴 Geary，二房二廁
Geary / Clement
廚，地板，新油漆，
包水垃圾車位
廚廁浴全新油漆地毯
有乾洗機車位。
無寵物，租 $3,000
好學區，有意請電
請電 415-730-4893
電 628-283-9377
415-963-2762

超市廉讓 / 招工

月租 $1600

餐館出讓

Millbrae

兩房一廳有庭院
好學區好地段好天氣
交通購物便近 Bart
租 $2399
415-613-6423 林生

日落區

獨立一房廚浴洗烘家 24 街夾 Q 樓下二房一
具齊全，近 UCSF， 廳，有廚廁，新油漆
交通方便 29 / 7/ N 車 獨立出入月租 $1900
另有樓上一單房
適合學生單身人士。
請電 415-830-0307
415-802-4243

雅房出租 柏文出租 列治文區 柏文出租 一房一廳

41 街夾 N 交通便樓
日落區 37 街樓下
上一房有家俬提供洗 明亮兩房一廳一廚浴
烘網適合學生及單身
合2至3人
人士無煙無寵租 $990 有洗乾衣機，無寵物
請電 415-999-8461
請電 415-828-7728

三藩市請有經驗，有
耐心，講國語保姆照
顧老婦人起居活動烹
飪打掃衛生每天 8 小
時。電 415-300-5238

請髮型師

三藩市工地高薪請 南三藩市鐵廠請項目
防火水嚨工，需有 經理、生熟手鐵工。
三年經驗，有假期。
薪優福利好
請電
請電 415-559-9686
415-939-6118
415-992-1378

平價教車

南三藩市老人院請員
工護理老人，男女均
可，全職或半職，早
班或夜班，需懂中文
請電 650-227-2172

套房出租 柏文 / 商鋪 華埠單房 柏文分租 陽光散房

三樓 3 房出租

525 呎七街 440 號
安全旺區
適合美容、按摩、
辦公室及各種生意
510-381-0984

收購 2007 年份以後
汽車及小型貨車誠信
服務灣區廿多年車行
免費電話估價
三藩市 415-518-8600

北方餐館請
企檯，略有經驗
薪優糧準
有意請電
415-516-6299

二埠餐廳

近三藩市機場
有護理經驗中國護士 三藩市請家務助理
照顧一歲寶寶
工作六天包食宿接送
60 歲內包食住半工全 煮飯清潔，需會開車
做兩餐，簡單家務 工均可會英文傳短信 全工或半工，通勤
詳情面議
長期合作
請電
照片及打疫苗針證明
請電 Paul
415-846-4388 何洽
來電 415-650-9506
415-656-6876
415-996-5419

DMV 註 冊 資 深 教 練
執 教 15 年， 技 術 全
面， 成 功 率 100%，
特平教車，快速路考
415-823-1300 盧教練

408-219-3456
510-388-9898

屋崙地鋪

聖荷西

南三藩市

請壽司師傅、油爐、洗碗、
Waitress
West Sacramento / Roseville
請電 916-248-9666 / 916-267-1597

建築公司 東灣鐵廠 消防水嚨 SSF 鐵廠

47912 Warm Springs Blvd. Fremont,
CA 94539 (近小台北)

全口假牙 部分假牙
全新製作 修理墊底
415-699-5488
來電洽詢預約

Evergreen Hill
好區好景獨立屋
有房分租，設備齊全
有意請電
408-209-1505 周

富源請人

請售點員、Busboy、
收銀及帶位企檯
請電 650-872-1000
或親臨
359 Grand Ave. S.S.F.

家務助理 照顧老人 家務助理 誠聘管家 請家庭工 東灣 Dublin 老人女護 家務助理 照顧老人 照顧老人

照顧老人
帝利市 Daly City 照顧老婆婆，
6 日 X 8 小時或 6 日 X 24 小時，
供住宿，IHSS 政府支票優先考慮，粵語
請電 650-455-1653 楊太

三房，廳，廚，衛浴
各一，光潔交通便，
合正職不煙無寵物
小家庭
415-467-5536

吳家煮意

南三藩市請全職或
半職炒鍋 ( 週六、日 )、
經驗企檯
有意請電
415-832-0886

高薪經理

★ 各店正期待您的加入

2110 El Camino Real, Santa Clara
Merced、 Hughson
和 Lathrop 均請
炒鍋、油爐
可供食宿，需報稅
209-606-3072 陳生

東灣 Martinez 北方餐
港式餐館誠聘
館，高薪請炒鍋
炒鍋、抓碼，全工
及經驗企檯
請電
925-372-0843
或 510-381-0698
917-251-7622

誠聘樓面經理、部長、企檯、樓面服務員及廚房工
有意請電 Sam: 408-627-9688

請電 408-244-1686

誠聘全職炒鍋
薪優
電 408-859-3987

炒鍋 / 抓碼 Tracy 餐館 餐館請人 中餐請人 Reno 中餐 餐館誠聘

Grass Valley 草谷市離
新開張高級北方餐館，環境好，
廚房有冷暖氣，請經驗炒鍋、油爐、 二埠 50 分鐘北方餐館
請炒鍋和抓碼
英文流利企檯多名，薪優，需報稅，
地址 5450 Sunrise Blvd #E, Citrus Heights, CA 95610 包吃住。電或短信
530-263-5645
電話 916-833-6863

東灣餐館 Fremont 炒鍋 / 企檯

Burlingame 半島 - 悅和軒

415-539-8465

日本餐館

請油爐

San Leandro 北方餐館
誠聘廣東話油爐，全
職 / 半 職 無 須 經 驗，
薪 優 糧 準。510-2781789 / 415-595-1479

半島餐飲集團誠聘

油爐、燒烤、
麵食師傅及壽司師傅
全工，福利假期，薪優
請日電林小姐洽

誠聘炒鍋師傅
紅木城 Bon Appétit Café

日月軒

離屋崙 15 分鐘車程
請全工經驗油爐
510-856-8332
510-317-9618
17383 Hesperian Blvd., San Lorenzo

東灣 Concord BBQ
請燒烤、前台收銀聽
電話，全或半工，近
巴站。510-693-6998
或 925-348-0934

黃記煌餐飲集團 日餐員工
中半島日餐誠聘

Daly City 和 Newark 店誠聘前檯、
幫炒師傅、後廚、備菜員、麵點師傅、
洗碗工，薪優包住宿

提供 : 宿舍、醫療保險

Alameda 餐廳聘請
炒鑊、企檯
Busboy 或 Busgirl
有意請電李生
510-282-9151

3 房 2 廁出租
有車房，有家具
可步行至小學
電 408-781-1886
1785 Blue Spruce Way Milpitas

旺街日餐 拉麵店讓 餐館出讓

三藩市 Castro St. 日本 舊金山中餐外賣點心
日落區餐館出讓
餐 館 40 多 位， 位 商 店出讓，奶茶包貨
有意者請電或留言
業旺區人流多生意好
租平租約長
415-254-7470
泊車易租金平設備齊
接手即可營業
張小姐洽談
請電 415-988-3863
電 415-994-7203

‿Ⴘ֠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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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港式燒臘外賣 餐館出讓 油站出租

Fremont 最大中學對面商場內約 1300 呎，
租金平成本低易經營，設備全泊車足大燒豬爐
燒臘生意好評如潮，發展可觀
學生生意不斷增加和長期穩定，賺錢生意，
無燒臘經驗可培訓 。510-837-1662

位 於 南 San Jose 45 聖荷西近高速車流量
分鐘車程 Hollister 埠 大，加油機 6 台 12 槍
生意好，利潤高
仔中餐館，租金平，
接手即可營業
生意穩定。有意請電
電 650-272-1138
831-207-2885

餐館出讓 中餐轉讓 唐餐館讓 餐館急讓
二埠北方餐館出讓
地頭旺，包有生意
東主退休，有意請
電 916-588-0799

加州 Modesto
地段好，生意穩定
租平價優
有意請電
650-455-6839

1500 呎唐餐館出讓
內華達州 Reno 市經
營 20 多年，人口眾多
生意興隆，店主退休
電 775-313-2210

Home Depot 旁好地區
3000 呎租 $5500 含 NNN
位於 1715 West State
Highway #140 Merced
電 650-868-8700

買 / 賣靚車 高價收車

Auto 4 Less 高價收購 StarMax 華人車行高
舊車已 15 年！特價平 價現金收購二手高中
售近百部優質靚車！ 低 檔 車， 到 府 估 價 !
510-579-8235 David
特價平售優質靚車
3801 Peralta Blvd., Fremont
510-634-8878

APA亞裔家援服務處

415-616-9797
415-361-9826
劉姑娘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decline unqualified do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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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 Tao Business Classified

南三藩市
1-888-SING-TAO

中醫執照

賽神仙

彬彬門窗
廠價 8 折
安裝費

$110

起/窗

窗紗 門紗

272 Bayshore Blvd., San Francisco, CA 94124

415-812-3362
415-818-5646

華興防震工程
Lic#865282 BBB會員 國粵英台山

專精軟層房屋加固、違例土庫市府裝修告票
ADA自動門，廁所
商業餐館，土庫柏文
廚浴樓梯，水泥圍欄
新建加建，換熱水爐

手機 415-606-2060
公司 650-430-2838 伍生

D-FINITY

指點趨吉避凶，妙算事業婚姻
秘傳摸骨掌相，卦命擇日花根
詳查家宅財運，玄機五行一生
請電預約 415-668-7916
或 415-702-6821
地址 : 281-23rd Ave.
( 夾 Clement St.) S.F. CA 94121

門窗專家
20年專業換窗經驗
工好價宜保不漏水
人工$100起
415-830-2583

克倫裝修
地板 油漆

濼家建築公司

Law Jas Construction company
License # 1025322

Lic: 1064544

★裝木地板 $1.6 起 / 平方呎
★室內油漆 $2.5 起 / 平方呎
★室外油漆，價格優惠
★服務全灣區，免費估價
★ 20 多年裝修經驗

408-507-8469 鄭先生

恒達建築

Lic. # 1033149
新建加建•商業住宅•柏文維修
水電安裝•土木工程•廚浴翻新
承接各種房屋、辦公室清潔服務
請電 415-806-5888 David Tang

Lic # 1017973 保險齊全 新建改建 ADU 土庫
商業 基礎翻新 繪圖設計 代辨許可 廚浴翻新
電話 : 415-609-9620 誠聘工人
Email: hengda8932@gmail.com
www.hengdaconstruction.com

鴻基工程

水泥泵•挖土機

新建加建
廚房浴室
水電油漆
門窗地板
408-786-4810
www.lawjasconst.com

su construction studio
Lic:B959712

住宅 新建加建 ADU
申請水電Gas錶一站服務
內外油漆 水電木工程
裝修廚房 浴室門窗
各種地板 磁磚
保險齊全，代辦Permit
請電 510-851-2090 蘇生

銀海門窗
特惠

治療嚴重頸椎病腰椎
病和手術後遺症坐骨
痛強直性脊椎炎股骨
頭壞死嚴重失眠免費
試治。510-610-9789

TZ Construction
Lic: 889875 百萬保險
www.tzcons.com
新建加建•廚房浴室
設計畫圖•申請 permit
20 年經驗•專業奉獻
免費估價•招聘熟手

408-904-9094

timzhangconstruction@gmail.com

JW 建築公司

408-688-4488

email: zywu68@gmail.com

廠價直銷

5 個窗 $1,380
＋稅，包安裝
（有條件限制）

質量好，價格好，永久免費保修

Mike 裝修

佳美裝修

廚浴翻新 內外油漆
門窗地板 理石檯面
更換水管 燈電安裝
大小改建 精工價廉
408-718-9686 Mike

大小工程 加建改建 廚房浴室
地板門窗 內外油漆 水電磁磚
免費估價 工精價廉
趙師傅

方圓裝修

408-887-3059

美家裝修

美國製造
雙層玻璃隔音隔熱
工廠專業人員安裝
免費估價
服務全灣區

室內裝修，園藝油漆
門窗更換，瓷磚地板
廚房衛浴，大修小補
510-736-0888 請師傅
微信 fangyuanzhuangxiu

花園室內裝修

新建加建 • ADU 設計繪圖 •土庫合法廚房 精裝價廉 廚房浴室 雲石安裝 專業磁磚地板•屋前後行人道水泥
專精違建合法，政府告票•大小工程• 保險齊全 地板磁磚 油漆水電 更換門窗 專業木樓梯及水泥樓梯•紅木花園
圍牆水泥 大工小活 隨叫隨到
圍欄•廚房浴室•內外油漆
請電 415-793-5221 國粵語
免費估價 510-284-7685 周 電話 415-819-4789 415-910-9371
415-385-2591 英文 Lic. # 975559

宜家建築公司

Side-walk 專業維修
大小工程 ʩ 新建加建 ʩ 廚房浴室
內外裝修 ʩ 地基加固 ʩ 水電暖氣
免費估價 ʩ 加州 B 牌 ʩ 保險齊全
510-631-5838 鄭生

金和建築公司

精藝裝修
廚房浴室•地板磁磚•油漆水電
隔間改造•更換門窗•圍牆水泥
大工小活•隨叫隨到•免費估價
( 招裝修工人 ) 510-936-3206 陳生

Lic#883208 415-987-8322 保險齊全
新建加建 • 全屋裝修 • 土庫間格
地震工程 • 廚浴翻新 • 水電工程
內外油漆 • 門窗樓梯 • 地板瓷磚
換暖氣機 • 換熱水爐 • 精工價廉

Kai Construction Inc. 平輝水泥 永固水泥 CH 建築 美固建築 建民裝修 徐記水泥

廚浴翻新•土庫間隔
出租：水泥泵，挖土機，鑽樁機，
內外油漆•門窗更換
水泥破碎機。
瓷磚地板•工精價廉•免費估價 ★ 建築 A 牌，承接各種水泥，挖土工程
電 415-990-7265 / 510-309-4416
415-793-3889

Lic.#1013805

設計審批 • 新建加建
水嚨電力 • 專業隊伍
415-680-5366 雷生

Garden/Sidewalk
Driveway 水泥工程，
木欄 , 擋土 , 灣區最平
電:
415-690-6652

專工水泥工程地基擋
土牆,加固防震,行人
車道,圍欄砌磚前後花
園大小工程質優價廉
請電415-816-6685

新建加建 內外油漆
土庫間隔 水泥地基
瓷磚圍欄 陽台樓梯
防地震 Lic.B961419
415-830-7789 鐵架出租

Lic # 1079414
新建加建，油漆地板
拆房 地基框架 Framing
陽台圍欄，廚房浴室
門窗 510-920-8989 劉

新舊屋頂修補翻新廚
浴房更新車房加建水
泥地基地板圍牆內外
油漆 415-832-9916 董
510-697-6370

做水泥
擋土及紅木圍牆
精工價廉
電 415-637-8447

裝大理石 油漆 / 裝修 J Tang 建築 騰輝裝修 楓葉裝修 二埠建築 中興裝修 二埠快修 精工裝修 大小修補 陳生劃則 俊華裝修
專精雲石
地板瓷磚
廚浴翻新
陳生 510-508-8003
陳太 510-424-1249

20 年經驗 親自作業
油漆補漏 外牆加板
廚浴門窗 間牆圍欄
只收成本 不計利潤
415-676-8692 司徒生

Lic# 1088116 新建加建
土庫廚浴 瓷磚地板
油漆水電 價格合理
415-613-1311 中文
415-423-4061 英文

內外裝修 瓷磚油漆
廚房翻新 門窗防震
更換銅管熱水爐
甄生 415-694-3937
415-307-4310

廚浴翻新 油漆門窗 新建加建 土庫廚浴
#429956 專業
磁磚地板 隔間改造 瓷磚地板 油漆水電 廚浴翻新 內外油漆
木製圍欄 工精保質 門窗陽台 Lic#1088116 門窗更換 水電安裝
省錢省心 510-298- 中文 415-613-1311 專業 Stucco 價錢特平
0998 / 626-800-9129 英文 415-423-4061
415-533-2979

大修小補 內外裝修
石材油漆 地磚地板
廚浴翻新 專業快捷
價格公道 準時交貨
請電 916-862-3228

20 年經驗 磁磚雲石
廚浴門窗 土庫間房
水電油漆 樓梯陽台
圍欄水泥 工精價廉
415-254-7640 余生

客戶搬出 修換門窗
間隔房間 瓷磚油漆

415-604-7404 關
高薪聘中工和師傅

30 年經驗 電腦繪圖
新建加建 價格合理
專業精神 服務灣區
415-699-9249 國粵英
幫助申請姻親合法化

專業室內裝修
改建廚房 浴室
水電安裝 磁磚地板
內外油漆
510-282-1955 吳生

Concord 順意裝修 二埠裝修 名質裝修 裝修顧問 專業維修 明煥裝修 隨緣裝修 邦記裝修 小修小補 ＭＶ建築 啓賀裝修

地板瓷磚 內外油漆
水電維修 冷暖空調
認真負責 價錢公道
請電 925-309-0820
服務東灣，國粵語

房屋內外裝修
多年工作經驗
510-303-7668
蔡生

廚房浴室 更換門窗
瓷磚地板 大小工程
Lic # 1045839
請電
916-716-7772

怡東裝修

我包工，材料自定
室內裝修 園藝景觀
廚房衛浴 更換門窗
內外油漆 地板瓷磚
倒水泥 510-384-4694

老張電工

Lic # 883038
所有關於電的工程我
們都可以做，所有電
的問題我都可以解決
510-759-4942 小張

全屋改造廚浴翻新內
外油漆水電安裝各式
地板安裝門窗瓷磚雲
石大小工程保證質量
415-602-3833 李生

幫助購屋者分析裝修 水電木工 內外油漆
費用，助屋主及裝修 土庫間隔 廚房浴室
師傅大小工程裝修條 地板瓷磚 紅木圍欄
例及處理裝修無許可 更換門窗 換熱水爐
證被告 415-290-9486 電 415-420-9031 黃生

工精專業 價優誠信
25年專業經驗
內外油漆•廚浴門窗 土庫廚浴 瓷磚雲石
瓷磚地板•水電間隔 內外油漆 門窗更換
新建加建•工精價好! 水電工程 冷暖空調
415-710-8748 陳生 電 415-823-4592 謝

精美油漆

Sunnyvale
Painting

專業外牆，內牆油漆
鋪地板，鋪地磚
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免費估價 保險俱全
保證價錢最低

510-318-2590 408-612-7608

Insured, Bonded, Lic 810309

408-205-3798 Young

20 年專業經驗
Lic.#935103
房客搬出 廚浴翻新
裝修維修，廚浴翻新
誠接大小工程，商業
地板磁磚，水電油漆 修換門窗 間隔房屋 住宅，水木電，更換
瓷磚，油漆
欄柵園藝，工精價實
屋頂電 510-534-6469
蔡太 510-499-5751
510-610-9459 Mike
415-845-5964

永紅油漆 精繪油漆 內外油漆 廚櫃翻新

內外油漆大修小補廚
30 年專業經驗
內外油漆 大修小補
噴漆翻新 櫃門換面
房翻新瓷磚理石各種
保證質量，美觀
專業服務 價廉工美
地板車庫加建新舊屋 廚櫃翻新 精工價廉
價錢平通灣區
免費估價
劉生
頂修補翻新 415-832免費估價
9916 / 510-697-6370 電 510-432-7475 電 415-860-3207 馬生
925-997-2628

譚氏電器

3J 電氣公司

LIC：C10-1048944
加州註冊 Lic No.558739
專業接商業工廠，柏文，住宅，換電錶， 精於 Upgrade Service 和安裝汽車充電樁，熟
悉 PG&E 申請流程。另民用商業的電路安裝和
對講機，煙霧報警器。每年檢查，燕梳齊備 維修工程，保險齊全，質量保證，服務全灣區
日夜電 415-850-4939
曾生 415-568-0719

新型太陽能屋頂 $0投資★
高回報

Proroofing & Maintenance

各式屋頂 灣區最平

專業，精緻，美觀，節能
灣區最佳屋頂公司

United 屋頂公司
State License #577950
☆

專業屋頂公司

長期保證

(服務全灣區30年) Lic.#787221

500元

維修換新•住家商業•40 年經驗•十年質量保證
質優價廉• 免費估價•磁磚•瀝青•漏水•各種維修
專業可靠•售後周到

折扣

請電

指名找 Terry鄭 中文手機(408)221-7763

紅木屋頂公司

•大小工程•10 年保用•執照保險齊全•保證低價
•良好售後服務•我們的工人均有 20 年的工作經驗

免費估價 650-242-2245 * 服務全灣區 *
網站 : www.unitedroofingsf.com

老字號屋頂公司 服務灣區四十年
License# 530721 保險齊全

維修換新 大小工程 住家商業 各種屋頂
專業團隊 免費估價 十年保修 質量第一

省錢！省錢！屋頂專家！
Teams General Roofing, Inc.
Lic#864946 B

質量保證，價錢合理
屋頂維修保養
翻新、重舖
大小工程，保險齊全
承接各式屋頂工程

510-682-0808 ( 中、英、韓 )

或 510-913-1812
Website: www.proroofingm.com

公司成立於 1989 年

所有類型的屋頂 ☆ 住宅和商業屋頂
☆ 排水溝、落水管和天窗

State Lic # 1054215

Insured & Bond

專業團隊 ʩ 質優價好 ʩ 保險齊全 ʩ 準時交貨

E-mail: calstateroof@gmail.com

415-568-5375 John Li

加州執照Lic#862522

510-494-0809

無縫水槽，翻新屋頂
更換屋頂，屋頂漏水
質優價廉，免費估價
專業可靠，售後服務

美西屋頂公司
Lic#698113C39
38 年經驗 ʩ 大小工程 ʩ 華人主理 ʩ 無縫水槽
510-889-9068 或 408-506-0510 Wing 謝
E-mail: wingsroofing@gmail.com

請電408-439-8217林
或510-449-3615

尚渝屋頂 補漏專家 補漏 / 油漆

State Lic.#991970

★全新屋頂 ★ 屋頂翻新 ★ 商業住宅
★瀝青石仔 ★ Shingles ★ 無縫水槽

中文電 650-303-3705 馬先生 Ellison

最佳質量，15年經驗
各類屋頂，Shingle，磁磚，瀝青

SF Crown Roofing Inc.

Redwood Roofing Co.

電或短信 415-954-2278 電話 650-583-2124

精工屋頂

全灣區服務，免費估價，10 年免費保修

415-515-5593 text 或英文電 415-665-5899 英文電
sfcrownroofing@gmail.com

四季屋頂

Sky Roof Inc.

屋頂補漏 建新屋頂
換舊屋頂 免費評估
加州執照 百萬保險
中文電話

修補屋頂專家
翻新屋頂及新屋頂
所有各類屋頂
★價錢最低★

408-401-9466

C & H 水嚨公司

勝達專業水嚨

快達通渠

水嚨安裝，水嚨修理，換銅水管
換熱水爐，裝修浴室，通水渠
煤氣安裝， Lic #720543
510-717-6917 415-606-6917 黃生

專業餐館通渠，更換熱水爐
電腦探測，更換水渠，打樹根
510-332-3864 / 415-936-9023
408-290-5077 / 925-413-1169

金城水嚨

更換熱水爐、銅管、煤氣管
各種水管工程，緊急修理
安裝暖氣，裝修廚房廁所
質優價廉，誠信可靠，服務全灣區
盧生 415-604-7219 或 510-422-7931

35 年以上專業經驗

所有屋頂

Lic.#997202

免費檢查及諮詢

電 : 510-828-5414 Jay Han

緊急通渠

專治屋頂漏
20 多年經驗 ʩ 親自
屋頂漏水 翻新換木
牆壁出水等症
內外油漆 ʩ 修補各種
Patio 涼亭 內外油漆 修理或更換熱水爐 房屋漏水 ʩ 價錢特平
加州執照 百萬保險
水嚨頭，銅水管
415-238-6857
510-650-5818 李 電 415-713-4787 趙生
鄭生

廚房浴室 地板瓷磚
內外油漆 換熱水器
門窗水電 外木平台
櫥櫃理石 隔間改建
510-816-5460

Lic:C36#887869

24小時緊急服務全灣區、電腦檢查塞渠原因、
特快修理各類水嚨、廁所、漏水、專業更換熱水爐、
煤氣喉、新舊屋銅管、所有地下水渠大小工程。

電話415-702-7388 譚生
650-922-0093 或 510-333-0133

Ύ⾚Մㇴॵם㥺

專補漏水

Lic#677068 本公司專究屋頂數十年
不論屋頂天窗，水渠，牆邊，窗門水嚨漏
用30年做過的新舊屋頂經驗去做，加上新
材料的到來和多年起屋的經驗，信用可靠
415-759-9258 或 415-999-9718 鄺生

德利天面公司
老字號，工精價好，信譽保證
大小工程，精於天面補漏維修
牌照保險齊全 415-741-6055 Jimmy
415-699-6612 Kyle

偉業通渠
高壓洗渠、電腦探測
維修 : 水嚨頭、打碎機、
馬桶、熱水爐、排水系統
24 小時專業通渠

$50 起

請電高生
510-731-7456
415-699-0108

分類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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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專業水嚨公司 經 濟 通 渠
Lic# 851213

偉成水嚨公司
Insured,Bonded;StateLic#606-770
三十年經驗 #850-853
Cell:408-605-2201阿全
Cell:408-981-1816偉成
電話：408-288-9338

即 Call 即到 ★ 24 小時為你服務
20 年經驗 ★ 本公司真誠為您服務

天天通渠

聯繫電話 415-632-7895 黃生

不通
不收費

維修:水嚨頭、垃圾機、水管
、熱水爐、廁所、漏水修理、
高壓洗渠；電腦照渠、換渠
請 電 415-269-0915

Hardwood Floor Service

T&K 專業地板
免費估價

明潔地板

維修水嚨頭★馬桶★漏水處理
電腦檢查塞渠原因★高壓洗渠

緊急服務，不通不收費

先進設備，高壓洗渠，電腦檢查地下水管
快速更換熱水爐，水嚨頭，廁所，打碎機
一切漏水問題。
專業通渠

維修各種漏水、更換各類水管、煤氣
管、水嚨頭、打碎機、馬桶、熱水爐

415-420-6709
510-316-8609

電腦探視、高壓水沖洗

$50 起

先進設備專業的技術
幫你解決各種渠道堵塞和漏水問題

更換熱水器，水嚨頭，高壓洗渠，電腦探測
專業疏通餐館下水道
415-867-8589 / 510-564-6464

順景冷暖氣
安裝冷暖氣 商業雪房
10 年專業經驗
工精價優•快捷可靠•服務全灣區
510-861-8706，510-861-8917

長城鐵器
專做自動鐵門、鐵窗、
圍欄、捲閘、扶手，
防震工程、大小維修。
電 : 510-368-5861 鄭生

專業安裝各類地毯
地板地膠磁磚
誠信快捷
免費估價
電 415-542-8288

維修•安裝•彈簧•馬達

510-332-3864
916-490-8882
925-413-1169

通用地毯地板油漆 譚氏地板
精工： 地毯地板地膠、翻新地板、洗地毯、油漆、百葉窗

精
工
低
價

20 年經驗，專做紅木
圍牆陽台，10 年保證
期，6 呎高，每呎 $45
微信、電話
650-255-9309

防震鋼鐵架 鐵門
鐵閘 防盜窗 圍欄
扶手 加網 加固 維修
價格公道 燒焊執照
510-813-3223 古生

安達垃圾清理

清理家庭，商業，建築垃圾
負責拆、搬、運
15 yard 商業貨車 • 商業保險
政府註冊•安全可靠 • 服務全灣區
請電 415-730-5787 朱先生

J&L 冷暖電器維修

Lic: 73192340
冷暖氣安裝•冰箱•冷庫
專營冷暖氣安裝維修 ʩ 餐館雪櫃 ʩ 冷庫 ʩ 油爐
乾洗衣機•熱水爐•閉路電視
焗爐 ʩ 熱水爐 ʩ 閉路電視 ʩ 乾、洗衣機
室內水電維修換新•上門服務
各種家用電器 ʩ 室內電路 ʩ 三十五年專業經驗
馬生 415-806-2334，510-838-9382 415-290-1286 或 510-626-3112 或 415-489-8821 李生

多年經驗專業安裝各
種硬木地板修補翻新
打磨上多種顏色精工
價廉免費估價。請電
510-759-6818 譚生

二埠冷暖

安裝維修 商業住宅
冷暖空調 冰櫃冷庫
抽油煙機 室內電路
916-743-9998
Lic#911307
916-600-3218

My 車房門

Lic. #1000950 多年經驗
專業精通安裝維修保
養各類車房門及馬達
信心保證，免費電話
估價。415-806-0710

ＹＹ鐵器

專業維修及安裝
Lic.#977076
冷暖設備，商業冷櫃 安 裝 * 維 修 * 銷 售 *
熱水爐，水嚨頭
保養 * 配件 * 馬達 *
抽氣工程
彈簧 * 遙控器 * 車房門
請電 415-509-4687
請電 415-933-7173

鐵門加網 鐵門窗花
欄河扶手 防震鐵架
自動拉門 不鏽鋼
(415)678-9278 梁生
(415)866-3986

D Ｙ鐵器 DE 鐵工 常健鐵器 金山鐵藝

License#834864
各類鐵門 欄河扶手
鐵門鐵窗攔河
專業燒焊•整鐵門•走火窗•防盜窗 專業做 : 鐵圍欄，鐵絲網圍欄 鐵門鐵閘 自動拉閘
各種鐵門、鐵窗圍欄
電動鐵閘 防震鐵架 扶手鐵門、加網維修
樓梯扶手 門窗圍欄
加網維修扶手
遙控電門攔河扶手，
圍欄•樓梯扶手•拉閘•捲閘
請電
415-866-8969 陳生 手工包靚 價錢特平
電話
各種鐵門防盜走火窗。
鐵門加網•換鎖維修•免費估價
510-332-8816
415-632-8066
510-967-5115 余 415-846-1813 馮生
電 415-608-6204 陳生
請電 : 510-368-1811

圍牆大王 招健園林 庭院修整 園林家居 之尚園林 新興園藝

松興鐵器

免
費
估
價

1房 $99起
出租地毯連工料
0.78/呎起
高級地毯連工料
1.38/呎起
複合地板連工料
2.69/呎起
膠地板連工料
1.99/呎起
實木地板連工料
3.99/呎起

HM 冷氣電器維修

加強鐵器

專業鐵器

不通不收費
服務全灣區
415-535-8936
650-305-0010

耀民水嚨頭

暖氣冷氣 EB 車房門 至成冷暖 SF 車房門
專業冷暖工程
服務灣區！
免費估價！
加州執照 #773400
415-828-4210 黃生

友鄰通渠

專修理安裝水嚨頭•換銅水管•換熱水爐
水管破裂•通排水管•天板漏水•換馬桶
耀民水嚨電話 669-255-1390
408-571-8194 / 408-856-8778

3015 38th Ave., Oakland, CA 94619

上門修理大屏超薄電視
家用電器洗乾衣機 雪櫃爐頭
質量保證，服務全灣區
415-264-6546

廚房浴室漏水
屋頂漏水
上下水管漏水
換大渠、通渠
415-845-5964

50 元起

510-206-8863 手機 650-398-4993 408-657-3098

電視電器 Lic.#366186

消防

專業安裝
消防自動灑水系統
劃圖 許可證 年檢
415-920-3929 黃生
Lic # 1040980 保險齊全

專修漏水

24 小時緊急服務全灣區

起

專業安裝
各種新地板、樓梯
翻新打磨上各種顏色
免費估價平靚正。
415-539-7535 黃生

50

平價通渠

灣區地板 鄭氏地毯

Lic #1046708
專業安裝各種地板，翻新打磨
上色，精工價好﹗免費估價！
電 510-882-8948 彭生

$

至快通渠

24 小時緊急服務

415-260-3555 510-928-8810

24小時專業通渠★換熱水爐

Lic#909724保險齊全

24小時緊急服務全灣區

50

專修廚廁堵塞水嚨頭
打碎機、熱水爐、來
水去水，高壓洗渠電
腦探渠 $40 起，不通
不收費 510-381-1801

510-499-7239 ★ 415-676-8695

鵬程通渠

$

最平通渠

平快通渠

415-812-6402 或 510-912-7068

誠信通渠

安裝維修 : 冷暖空調、冰箱、商業冷庫、
廚房排氣、熱水爐、焗爐油爐、照明電路、
閉路電視、水電檢修、乾衣機。七天服務
415-728-6182 / 510-599-9365 郭生

台山鐵器

50

510-501-3853

G & L 冷暖維修

各類鐵門，欄河扶手，捲閘拉閘
防盜窗，鐵門加網，
電焊工程，防震工程，免費估價
電話 415-689-0838 或 415-317-3136

專業通渠 $

415-810-0272 鄧生

快速維修水管、熱水爐、
廁所，電腦檢查下水道，
高壓洗渠。

Lic.#991711
Insurance & Bond

▲高質，專業，服務全灣區 (25多年)
▲新裝，翻新各種硬木地板及復合地板
▲竹地板，樓梯扶手，多種顏色，持久耐用
▲地址125 Leland Ave. S.F. CA 94134
▲請電 (415)806-9241 Peter Truong

24小時快速 服務全灣區

專業通渠，快速維修各類水喉，高壓清洗去
水渠，電腦檢查地下水管，更換熱水爐，水
龍頭，廁所，煤氣喉，一切漏水修理。

專業通渠•高壓洗渠
電腦探測下水管道
排水管道不通不收費
更換排水管•來水管煤氣管
熱水爐•免費檢查

廚浴翻新，換銅水管
換熱水爐，水管破裂
通排水管，排水探測器
安裝修理煤氣喉

起

★ 100 萬責任保險★

急 Call 通渠照渠

承接商業住宅水嚨大小工程

$50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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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水泥
擋土圍欄
415-746-0128

木板圍欄 水泥地面
建雜物房 花園設計
真草假草 內外油漆
香港師傅 30 多年經驗
415-308-7833

合正洗毯

Lic#304834 新型強力蒸汽洗毯機
專業清洗住宅柏文餐館殺菌消毒
整潔快乾收費合理，誠實可靠
請電510-913-4885 415-272-2734

修整花園 種植花草
定期保養 噴淋系統
水坭擋土 護欄圍牆
裝修房屋 服務全灣區
415-596-2088 / 568-6712

www.gshanggarden.com

Lic# IT041729988
水泥磚石 擋土圍欄
草地噴淋 石片石米
花園整理 鋸樹除草
415-683-8631 蘇生

威信洗毯

KC

ACR 洗毯

專做花園工程
415-678-6636
408-686-2888

阿軍

水泥地面 紅木圍牆
假草真草 砍樹修樹
花園整理 內外油漆
室內裝修 大小工程
請電 415-481-8853

水泥工程
Side Walk•Driveway
Garden•$8 平方呎
紅木圍牆 $60 呎
保證灣區最平！
415-830-2583

環球東灣高壓蒸汽
東灣大型高壓洗毯， 大型高壓蒸氣洗毯
洗地毯，住宿，柏文
專業住宅，餐館商業
住宅柏文商業餐館
包乾淨 。
價錢特平，不乾淨不 價錢合理服務全灣區
收錢，七天服務灣區 包乾淨 510-517-8782 電 510-882-3993 或
415-297-2876 羅生洽
510-610-3781 鄺生
510-285-7371 鄺

新世界連鎖搬運 東方搬運 平 安 搬 運 富臨門搬運 新城搬運
加州執照 T-0191642 保險齊全

國語

執照號碼： T185236

首選人人搬家 安全快捷送到家
精搬鋼琴 本地搬運 中港台海運 垃圾清理
免費估價 加州長途 碼頭提貨 保險齊全

510-504-8666 408-482-3088 415-585-2615
www.RunRunMoving.com
30 年信譽保證 ★ 7 天營業

金源搬家
執照號 T191025 百萬責任險 20 多年經驗 服務全灣區

搬家搬廠 碼頭提貨 全美長途 倉儲物流
公司商鋪 精搬鋼琴 打包海運 清理雜物

415-942-4062 408-831-0868
510-934-7028 650-532-3820

小麗

精通國粵英語，服務全灣區、二埠及南加州
510-579-1888
www.imovingsf.com
510-659-8786 408-732-1860

專業快捷 誠信可靠！
大小家庭 公司商舖 取貨送貨
精搬鋼琴 清運雜物 保險齊全 亞洲熟女
我們重服務，小姐
現招聘有經驗司機

! E-mail: hongyunmoving@yahoo.com CALT190911

北京推拿師全身筋絡 專業按摩 消除疲勞
深層指壓， 淋巴美容
推拿拔罐除勞治痛手
$50 / 40 分鐘，請技師
服務一流
法舒服 80 分鐘 50 元毛
415-813-8811 巾消毒歡迎男女嘉賓
請電
預約電 415-823-0829
有房租
415-650-7007

小美
似水如火
Fremont
650-382-7950

!"#$% 
&'()*+,-./0
KL

,N

DE
FA

BC

>?

67

45

)%

*+
,-

!"
#$

9M%

OPQ

GH

IJ

@A

89
:;

<=

./
01

23

%&
'(

ᒒᑦਯਯ⺬

San Francisco Columbarium & Funeral Home
三藩市仙靈閣殯儀館，於 1898 年開始服務灣區，是三藩市唯一的市內骨灰靈塔閣，同
時也是市政府重點保護的地標性建築之一。環境優靜，不分宗教信仰，交通方便。
讓我們和您一起提前安排好生前預購，為自己和家人點一盞平安的燈，減輕家人的憂
慮，不添兒女的負擔，福氣延及子孫。

預購保值
全球接運

土葬，火葬
可分期付款

□ 三個月 3 Months



按摩

510-686-1855

老地方
電話 510-213-3387
奧克蘭

□ Check

□ 六個月 6 Months

網上訂報表格
請用手機掃描

□ Visa

□ Master

□ 一年 12 Months

□ 二年 24Months

––––– CVC –––––

有效日期 Expiration Date –––––––––––––––––––––––––––
簽名 Authorized Singature –––––––––––––––––––––––––––

訂報熱線：650-808-8866
文字短訊：650-822-8187
Email：circulation@singtaousa.com
網上訂報： https:/wwwsingtaousacom/
sf/subscriptionform/

★ 總社地址 : 395 Oyster Point Blvd, Suite 215, South San Francisco, CA 94080
★ 三藩市唐人街星島日報訪客中心 ( 需預約：415-395-9060） 625 Kearny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8

天福園背山面海，氣勢天成，視野廣闊，眺望三藩市海灣，
天氣清爽宜人，四季陽光普照，交通方便，
絕佳風水寶地，庇護子孫，代辦國內外骨灰遷移手續。

百年福地 預購保值 特價 分期 免息
多年專業經驗，貼心為你安排
從預購福地到臨終用地所有細節
828 Harrison St, Oakland, CA 94607
510-839-3388

華語專員
張小姐：

按摩

清新簡潔
環境幽雅
415-518-8462

信用咭號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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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性感 苗條豐滿
千嬌百媚 絕佳服務
聖荷西 408-202-6899
Hayward 925-223-7801
北灣 650-622-6113

□ C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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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寶貝

台灣熟女

態度好 • 服務佳
地區 - Mountain View
Sunnyvale
電話號碼
669-454-5151

付款辦法 Method of Payment

"ܬܧEESFTT@@@@@@@@@@@@@@@@@@@@@@@@@@@@@@@@@@@@@@@@@@@@@@@@@@@@@@@@@@@@@@@@@@

( 優惠期至 1/3

歡迎參觀及諮詢

如意
你所需要的
最滿意服務。請電
510-677-4225
屋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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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朋友

415-318-9310

Crystal.hoffman@sci-us.com
1 Loraine Court
San Francisco, CA94118
COA660 / FD1306



豐滿性感迷人
給你帶來
不一樣的感覺
415-539-9589

青春靚麗 服務周到
Bart 站旁邊 泊車方便
電 628-529-6145

ᮊ@@@@@@@@@@@@@@@@@@ࠢဉᵇ@@@@@@@@@@@@@@πක᎒ൃ॓പރᙋ୴Ǎ

節日優惠
最高八五折

三藩市仙靈閣，為滿足廣大客
戶對三藩市骨灰靈位的需求，
全新的花園式園區，經已開放。

美麗大方，嫵媚豐潤
專業級按摩
要年輕美媚的請勿擾
聖荷西 408-794-8465



415-939-3611/ 415-939-6883
415-692-1559

三藩安妮家

鴻運搬家
415-608-0756 510-388-3666

新城市搬運•專精
大小搬家、公司商舖、商業服務
精搬鋼琴、清理雜物、保險齊全
Lic # T0192270



415-203-5009
415-818-3616
415-290-3635

Sky Moving LLC

穴位推拿

汪汪

廣東

經驗豐富，自備倉庫，精搬鋼琴
服務一流，服務全灣區
美西長途 : 價格公平，每日往返 LA
價格最平，服務迅速



國語

專業搬運：家庭，公司，工廠



專業快捷，準時，口碑佳

415-632-8816 650-823-0362

415-999-1212
510-999-8868
408-780-1888



老字號搬家，商業住宅
寫字樓、鋼琴，清垃圾

人人搬家

加州執照 MTR0191854 保險齊全

搬屋搬廠 專業搬琴 碼頭提貨 搬屋搬廠 公司商舖
經驗豐富 價格公道 誠信可靠 精搬鋼琴 碼頭提貨
保險齊全 20年經驗 老字號
美西長途 清理雜物



東方華人搬運的首選 #T191863

Lic# 190362 保險齊全

經理

時南茜

Nan Shi

510-589-7918

黃豔梨
Lily Huang

510-282-8316

鄺永盛

Vincent Kwong

415-290-5731

鄧子正

Edward Tang

510-332-3809

外州版分類廣告收費

外州版
分類廣告部專線：650-808-8877
1-888-SING-TAO
電郵：classified@singtaousa.com

分類廣告

CSV Engineering

Sr Product Engineer

Intuitive Surgical Operations, Inc. seeks a
CSV Engineer (CE-SK) in Sunnyvale, CA.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the CSV roadmap
& further company policy for present & future
QMS IT infrastructures. Telecommuting
allowed from anywhere in the US. Req
Master's + 2 yrs rltd exp. Email resume to
Hien.Nguyen@intusurg.com. Must ref job
title & job code CE-SK in subj line.

Build frontend systems & imprve overall frontend
architcture for Amplitude prodcts. Optimize
performnce & scale of Amplitude’s data ingestion &
processing infrastrcture. Design solutns for extrme
throughput, millisecond latencies & resilient systems
to achieve close to zero downtime. Build innovatve
interfaces & rich UX to manage complex taxonomies.
Implmnt code-based solutns to take prodct
functnalities from ideation to implmntatn.
Send resume to: theodore@amplitude.com

餐館租售

華通裝修公司

* 更多新餐館出售將推出 *

內外牆油漆
水電木工，地板磁磚，廚浴改造
門窗更換，屋頂清洗更換，陽台圍欄
合法經營，按期完工

529:Livermore中餐約2500呎租金$5000淡酒東主退休售12萬

餐館出讓
1. San Mateo日餐2100呎設佳租低$24.9萬
2. San Mateo中餐2600呎 地點佳租平$28萬
3. E. San Jose簡餐地點佳1000呎$14.9萬
4. Newark台餐+茶點大商場內1717呎$10萬
5. Pleasant Hill餐館1466呎設全$15.9萬
6. Santa Clara越餐設全2300呎$26萬
7. Dublin越餐設全地點佳1780呎$16.5萬
8. Santa Clara 中餐租低可當中廚2400呎$18.9萬
9. Santa Clara餐館在大商業街1302呎$15萬
10. Fremont高級中餐有烈酒牌4665呎$25萬
11. Pleasant Hill中餐美區好生意1500呎$19萬
12. Dublin火鍋店設全地點佳1850呎$25萬
13.W. San Jose中餐在大商場設全1800呎$17.9萬
14. Alameda日拉麵店租廉1000呎$10萬
15.Milpitas餐館設全地點旺1100呎$20萬
16. Newark 高檔餐館+Bar 3200呎$25萬
17.舊金山餐館街角熱鬧1600呎$12.8萬
18. Milpitas中餐生意興旺租平1680呎$25萬
19. Alameda中式快餐大廚房租低1490呎$9.9萬
20. Sunnyvale印度快餐租平682呎$9.9萬

408-202-8300 經紀Tiffany鄭

騰潔專業清洗公司

☆每單位大字四個，小字四十五個，最少刊登三天。英文字母及數字當一個字。
☆惠登廣告請預付廣告費，若中途停刊，恕不退款，餘額不提供現金代用券
Credit Note .
☆廣告如有錯漏，請於刊出三日內前來更正。如係本報排版錯誤，限補刊三天。
☆涉及法律責任之廣告，請攜同身份證及有關文件辦理刊登手續。
☆改稿收費 2X2或以下每次$7，2X2以上每次$14
☆電話訂稿如有錯漏恕不補刊，為免錯誤，請多利用電郵。
☆惠登廣告請連同支票寄﹕ SING TAO DAILY
395 Oyster Point Blvd, Ste 215, South San Francisco, CA 94080

530:Pittsburg中餐麵點外賣店約900呎新裝璜店售9萬8千
531:Dublin中餐約900呎可做燒烤或外賣店售18萬
533:三藩市中日餐可改奶茶店約1200呎售10萬
535:Newark中餐約2500呎熱鬧商場內設備齊兩包廂售10萬
536:Pleasant Hill中餐約2200呎近City College租金合理售15萬
539:Fremont高級點心炒菜店約3000呎外邊座位生意旺售35萬
542:Pittsburg快餐店約1400呎設備新租$3900售10萬8千
546:Oakland中醫診所約1400呎設備齊含浴室可做按摩售4萬5千
547:San Leandro火鍋點心約4300呎獨立屋重新裝璜30抽風機售39萬
552:San Jose商業辦公樓分租或合租租金便宜請洽

副總裁Sofia (510)673-6879
sofiafong1207@gmail.com

UBI #603257253

3天

30 天

$21.00 $41.65

$63.70

$94.50

2x1

$36.00 $71.40

$109.20 $162.00

2x2

$48.00 $95.20

$145.60 $216.00

3x2

$72.00 $142.80 $218.40 $324.00

Software Engineer
ThoughtSpot, Inc. in Mountain
View, CA seeks Software
Engineer: Write code in
typescript/JavaScript using React
or Angular to develop or modify
any components needed.
Telecom-muting allowed.
Email resume (must reference
job code #41608) to
resume@thoughtspot.com

恆興裝修

新世界專業油漆公司 森森裝修
承接各項大小油漆工程，
華州最優惠價格，華州執照及保險

License，Insured & Bond
TREEBM * 859p9
水、電、土、木
大小修理

206-913-1409

周朗 Frank Zhou

425-202-7178 or 206-326-0516

專業內外油漆，廚房，室內裝修
上下水道裝修，內外裝修
十五年專業經驗

4126 148th Ave NE, Redmond WA 98052

國：206-235-4974 英：425-591-3236 Fax：253-661-0714

金龍建築工程公司

悟然居繪畫教室招生

Cao's Construction LLC

課程時間：星期五：早上十一點至下午五點
星期六 / 日：早上十點半至下午四點
課程班別：兒童及成人
課程內容：國畫，戲劇人物畫，素描，
水彩畫，油畫
聯絡電話 : Kristy Wang 425-443-7319
Candy Wu 206-280-2781

Skyline Properties, INC. 創盛裝修公司
黃麗儀

徐博士 206-523-0423

Christine Huang

華盛裝修

liyi_83@msn.com

UBI # 604-814-198
室內外裝修，水電改造
廚衛改造翻新
206-476-7198 楊生

萬通下水道公司

卓越地板地毯

Tops Hardwood Floors Inc.

Skyline Properties INC.

專精 : 住宅•公司
商業選址•建造佈局
及墓地選擇

Software Engineer
Software Engineer (Santa Clara,
CA) to add new features &
maintain existing code, dvlp
sware using C/C++, test silicon
device & analyze result,
customer support.
Resume to: HR, Qualitau, Inc.,
5303 Betsy Ross Dr., Santa
Clara, CA 95054

UBI # 603010503

地板地毯，工廠直營，樓梯廚浴，打磨翻新
商業家庭，品種多樣，倉庫展示，歡迎選購
現貨供應，無需等待，專業安裝，免費估價

手機 : 206-697-7688
Email: lang168@gmail.com
資深全職地產經紀，通國、粵、英語，服
務大西雅圖地區，專精 Bellevue 及 Mercer
Island 豪宅，無論自住或置業投資，必助
您達成目標。物超所值，夢想成真﹗

7天

206-451-3785

青城風水學院

承接室內外裝修
水電安裝 內外油漆
屋頂清洗
206-319-8011 陳生

14 天

1x1

尺寸

★ 舊房翻新 ★ 廚浴改造 ★ 內外油漆
Ace Rooter
★ 地板瓷磚 ★ 圍檔露台 ★ 屋頂更換 Drain Cleaning & Handyman Service
★ 門窗安裝 ★ 水電木工 ★ 價錢合理 專通下水道阻塞 ( 餐館住宅 )
排水管維修，七天營業
電話 206-717-1261
206-422-7827 黎生
粵語國語 陳師傅

高壓清洗地毯
License, Insured & Bond UBI: 604925467
居家辦公司清潔
20 年專業施工經驗
西雅圖銷量過千萬的經紀值得您的信賴﹗
搬家後清潔 ★ 清洗玻璃屋頂
新建加建，基礎木工，二樓陽台，車庫改造，
Blue Mountain Feng Shui Institute 舊屋翻新，水電煤氣，屋頂更換，廚浴改造，
內外油漆 ★ 房屋修補
安裝地板 ★ 庭院修整
地板，油漆，包您滿意
品質保障 ★ 價格優惠
歡迎咨詢估價 206-786-7007
二十餘年教授及指點風水經驗
電話：425-829-0423
Email: sfgdccao@yahoo.com

新記裝修

2022年12月13日起:
刊期

206-631-1168

精通台山話，廣東話、
國語、英語
你可信賴的房地產經紀

UBI # 604-955-246
全屋翻新 ★ 水電油漆
瓷磚地板 ★ 屋頂門窗
廚浴翻新 ★ 緊急維修
涼棚圍欄 ★ 地室擴建

206-383-5760

微信號 Z1912260048

修理專業：

R.Q.L

銳記建築裝修公司
UBI: #604-215-158

承接裝修及維修大小工程
水電安裝，油漆服務
華州牌照 保險齊全

206-288-9757 李生

專業油漆

日落山紀念墓園

UBI # 604-439-647
有牌，室內外，
真誠待客，歡迎查詢
206-375-7422 郭師傅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福位出售。最好的風水，最佳視野
最好地區，回憶花園，土葬與火葬均可
有意請打電話陶小姐 1-310-880-7842

恆宇裝修

清洗地毯 維修公司

UBI # 604-850-313
車庫門，電動花園鐵閘大門
冷氣安裝，室內外裝修
206-393-7084

UBI # 523345
房屋清潔
冷暖氣管清潔
地毯維修及清潔
206-487-8236

各類水電維修
及安裝
各類裝修
206-507-5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