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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甲店出售
Kirkwood地區

店主搬遷，意者請電

12/21-1/11
P
314-909-0182

314-808-2241

(Text)

Buffet店招人
男女服務生
12/7-12/28
PT/FT均可

外賣店請人

聖路易斯外賣店請前台
、接電話，全工/半工
均可。意者請電：

12/21-1/11
716-378-9658

招聘

小吃餐館請人，FT/PT
均可。有意者請電:
12/7-12/28

中餐廳請人
哥倫比亞市

廚房請打雜一名，包吃
住，晚上10點後請電

12/21-1/11
573-489-2287

餐館誠徵

服務業
房地產業
餐飲業
金融投資/保險業
旅遊/休閒業

汽 車 銷 售 Bommarito

NISSAN（尼桑）·Honda（本田）·Volkswagen
paid to 2/27
（福斯）·Ford（福特）等高檔車型本地最優價。
國語服務，我的經驗讓您買車省錢又安心。
聖路易地區唯一華語汽車銷售代表 :

12/28-1/18

王琮 636-346-9640 dwang@bommarito.net

房屋裝修

住家，室內外裝修，廚衛

有經驗炒鍋、服務生、 翻新，瓷磚地板鋪設，裝
煙機，通下水道。免費估
Busboy及送貨Delivery
9/14 - 12/28p
Lu Lu

314-878-6660 573-263-2649 314-239-1430 626-342-5777
快速通過聯邦按摩考試

不需要英文基礎，聯邦考試培訓， 不耽誤工作，政府承認。專業
9/6-10/25
考題（2016年下半年已陸續更新的最新試題），100%通過，可
用於31個州。代辦各州執照及學時證書。 11/1-11/22

12/21-1/11

,
uP

贈送教學配套光碟
UPLuLu

培訓只限於堪薩斯州堪城地區及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其他地區可
提供試題和光碟
請聯繫

626-863-9025 （Kevin）

中餐快餐店出售
，有意者請電：
11/9 - 1/4

314-426-4055
非誠勿擾

餐館請人
南區外賣店招聘，接電
12/14-1/4Time
話及打包，Part
。有意者請電：

314-496-1839

價，價格合理。為您服務

美甲店請人

誠請美甲師，前台接
12/28-1/18
電話，需英文流利，
PT/FT均可

快餐店請人
誠請前台收銀

12/14-1/4
有意者請電：

314-685-5866 917-251-2903
房間分租

Olive大道，近華人商圈
，包電、瓦斯，木板地，
有網路，衛生整潔

314-288-5933

徵求商業夥伴：

現有位置優越的196平方米空間適合東方水療中心、修指甲店或按摩
店。 每年應該可有60萬美元的收入沒有問題。您提供設備、固定設施，家具和員工。我將隔間
成適合您的需求。每年租金6比特幣。位於5400 Bunkum Road, Washington Park, Illinois
62204。距離密蘇里州聖路易市市中心6英里，位於Larry Flynt’s Hustler Club的隔壁。在這
個地點另有一個63平方米的空間，這將是開設小酒吧附視頻遊戲機的理想地點。每年租金1.5比
特幣。欲了解更多信息，請撥打電話或發送簡訊至618-960-6913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dan6363@gmail.com。請訪問www.monsterjobs.biz/5400觀看照片。

12/21-1/11 P

Business Partner Wanted: I offer exceptional location with 196 sq meters of space for

Oriental Spa, Nails, Pedicures, and Massage. Should be able to make $600k yearly cash flow with
no problem. You furnish equipment, fixtures,furniture and workers. I will build out to suite your
needs. Rent 6 Bitcoin a year. Located at 5400 Bunkum Road Washington Park Illinois 62204. 6 miles
from downtown Saint louis Missouri next door to Larry Flynt’s Hustler Club. Also at this location is
63 sq meters that would be ideal for small bar with video gaming machines. Rent 1.5 Bitcoin a
year. For more information call or text 618-960-6913 or email dan6363@gmail.com for pictures go
to www.monsterjobs.biz/5400

12/21-1/11 P

Limbs R Us
樹木清除服務
砍樹、修樹、樹樁粉
碎、清理屋頂上、電
線及籬笆附近樹枝，
樹枝及樹木清理，大
風雨緊急處理樹木。
免費估價，商業、住
12/7-12/28
家，有執照、有保險
、有勞工賠償保險。

誠徵辦公室助理
熟悉word、 excel 等簡易軟
體，通中英文，年齡、經歷
不限，全職，可合法工作，
請聯繫
wen.hsia@yahoo.com

房間分租
7/5-719兩格

7/26起一格 LuLu UP
包水、電、瓦斯，
每月Invoice
中國城，方便

314-239-1430

餐館請人
誠請服務生。
12/28-1/18
請電

636-293-2232
本報誠徵
記者一名，通中、英文，
自備相機、交通，會中打
意者e-mail簡歷

314-323-7319 wen.hsia@yahoo.com
(僅說英文)

邱太太糕點
邱太太知名糕點歡迎預訂，紅糖年糕$8, 紅豆年糕
$9, 椰奶綠豆糕$7, 蘿蔔糕$7, 芋頭糕$7，另有肉粽
、碗糕、肉圓

314-297-6507邱太太

聖路易新聞
新聞、廣告請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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