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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广告

The Washington Chinese Post

分类广告
艺术、教育

电话：240-453-9808
传真：240-453-9858
地址：15209 Frederick Rd. #208, Rockville, MD 20850
Email：ad@newworldtimes.us
CJ-001 1230

钢琴教授

CJ-086 902

SAT 家教
阅读，写作，数学

Churchill在校执教，
（前C2名师）
一次免费试教
Adam 301-919-8052
（Text，or 下午四点以后）
CW-026 1230

住宅装修

我们长期服务维、
马两州。您的住宅
如需要装修，
请电

钢琴教授

美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钢
琴教学三十余载。协助学
生参加各类比赛和考级，
有助于优胜者报考各类名
牌学校。
（首次课免费）.
朱老师，
电话
410-884-4114

碎机，疏通下水道，请
电陈师傅
240-252-9189
CQ-007 1027

出租（售）、驾校

汽车出租

租一年包修车年审拖车 150/月，
自己
过户买保险。租 1-3 月，
300/月。46月，
250/月。7-12 月，
200/月。一天
20 元，
一周 105 元。均自买保险。

仓库诚聘兼职
近北维大中华，
仓库货物
清点，
打包，
贴标，
有空调
wifi, 工作时间：周六/日，
时间灵活，薪优。电邮：
ee_craft@hotmail.com
张先生

$65/hr, full time, Reston VA

vbevard@suttonwhitfield.com
CZ-046 707 x

诚聘按摩师

维州Dulles Airport 附近购物中
心，富人区，小费好，月收入
$6000以上，正规按摩店急需请
人，全工和半工均可，需有按摩执
照，联系电话 571-333-4866
(另：代办维州按摩执照）
CO-017 18602

跌打正骨
香港梁啓謙大夫：骨折脱臼，五
十肩，膝蓋，坐骨，腰頸痛，内傷
麻痹。教授：詠春拳功夫。
10803 Inwood Ave,Silver Spring,
MD 20902（近豪煮意酒家）

301-332-6141
301-649-2715
CO-161 909

征 婚

女45 离异，忠厚善良，貌美
清秀，现住马里兰。寻人品
好，有稳定工作男士为伴。
电话929-330-8985

一年 52 Weeks

彩色

黑白

彩色

黑白

彩色

$32

$40

$190

$220

$365

$400

$64

$80

$380

$440

$730

$800

德诚装修

住宅装修 油漆瓷砖
地板门窗 厨卫阳台
陈先生：646-327-8264
高先生：443-847-4518

启 记 装 修
内外油漆 地室装修 水电维修
厨房浴室 门窗更新 地板瓷砖
阳台冲洗 经验丰富 价格合理

陈师傅：301-266-3399
专业施工30多年.承接房
屋装修.防水，
园艺，
手绘
风水布局平面图.疏通下
水管道，
供、
排水，
空调，
照
明，
电路检测等维修安装.
李工，
571-789-9995
CZ-144 1229

达美驾驶学校
DELTA DRIVING SCHOOL

招聘 (兼职 / 全职)
罗克维尔/DC現聘請前台
接电话，
英文流利，
熟练
操作计算机者优先。
要求：认真负责。
意者请电:
301-730-7778

CZ-162 909

诚聘按摩师

内外油漆
内外油漆 地板瓷砖
地板瓷砖 厨房浴室
厨房浴室
阳台围栏
门窗更新
地室装修
阳台围栏 门窗更新 地室装修
经验丰富
经验丰富 价钱合理
价钱合理
240
240--338
338--8856
8856

CW-002 1208

冷暖气维修 森林森装修

市中心小旅馆
DC 高尚区走路到白宫,
稳定月入$2.2 万,轻松升
值,包房产仅售$200 万。
电话：202-570-7177

维吉尼亚州高等教育局（SCHEV）认证的
国家按摩协会（MBlex)通过的600小时按
摩学校课程招生，接受转校生。$6695.
李医生 Weidong Li (301) 795-5888
spark@novatrainingcenter1.com

房 屋 维 修

更新维修各类住宅
门窗，
技术专业，
品
质 保 证 ，价 格 合
理。请电：
Jeff，
240-731-2781

CW- 035 203

NOVA按摩学校招生

CW018
CW
018 1228

门窗换新

维修和安装冷气，暖
气，冰箱，热水炉和家
庭电路，收费公道，有
执照和经验。请电周
先生：240-274-3888

CJ-024 51218

马里兰顶尖钢琴老师

CQ-003 1028

CZ-153 825

825

● 近 50 位家长倾情推荐 ─ 口碑最好!
● 平均 30 年以上教龄
● 学生成绩优异: 国际/国内/州比赛频频获奖
● 8 月 31 日前免费预订 (优惠代码: Welcome)
名额有限，
今天就预订！
www.yeswaylessons.com

CW-025 1118

華人大型旅遊公司招聘全職或暑期学生兼職導遊，會開車，中
英文流利，性格外向，能吃苦耐勞。有相關從業經驗者優先，
無經驗者公司亦可提供相關培訓。聯繫電話：917-561-3098
電郵：capitalvacation15@gmail.com聯繫人：鄭先生

Greencard or US Citizenship Required
6+ years exp, Bachlors Degree

$40

土木水电 室内翻新
内外油漆 厨房浴室
瓷砖地板 品质保证
阳台翻新 请电刘先生
202-997-5133

CW- 122 1110

旅行社招聘

Hiring Java Developer

$32

日月装修

CZ-095 923

CF-NI 817 909

二格（2 unit）

半年 26 Weeks

CW-022 1103

持牌教练，
DMV 注册，
经验丰富。指导新手上路
和熟手路考技巧。设教室和各类培训课程，
除不
电话：917-868-1908
良违章记录。灵活预约，
VA 免费接送。教练车有
201-757-3905(NJ） 保险，
确保安全。笔试考前培训。欢迎咨询免考
202-320-2838(MD) 路试课程。夏老师 571-353-9936
202-422-1991（VA）
WWW.DELTADRIVINGSCHOOL.NET
CZ-152 0119

$20

四周 4 Weeks

装修

征聘

专业快速服务于DC/VA/
MD 301-633-8856
410-698-6576 连先生

$16

CW-029 209

林 氏 装 修

空调暖气、热水炉、经销 长年安装维修空调，
Carrier 空调、上下水管道、 热水炉，
车库门，太阳
车库门维修与安装。电焊。 能 屋 顶 Fan，Sink 粉

一格（1 unit）

两周 2 Weeks

CJ-155

703-655-7962

CW-030 203

大连快修空调 龙祥专业服务

黑白

钢琴教授

www.wits-travel.com
25 座中巴求售: 2013年一
手车，
5 万 6 千英里，
保养
好。售价 $ 3.5 万美元
请电王先生

CW-027 0106

彩色

40 年的授琴经验，美
国钢琴教师协会成
员。注重启蒙根基，
保
送一年一度的鉴定考
试。301-460-4930
虞（Yu）老师

华盛顿国际旅行社

水电急修、装修地下室、厨房、卫生间、疏通水道堵
塞、磁砖、地砖、大理石、地板、门窗修理翻新、各种室
571-527-6336
703-291-4619 内外油漆，价格优惠。请电：301-728-8781
CW-011 18331

黑白

CJ-037 18217

CJ-006 1230

CO-016 1230

旅
游

周数
week
格
数 unit

广告标题限 6 个汉字，每单元格广告内容限 100 个 Letter Text 或 50 汉字。 Unit Size：
（1 1/4'' X 1 3/8''）

装修

德国钢琴博士、国内钢琴
教授、美国音协会员、获德
国演奏大师证书。中国欧
美著名音乐院毕业教学经
验丰富，学生遍布中美欧
并获奖。301-905-2985
余老师（马州、维州）

分类广告价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每周二次，逢周五，周六出报
分类广告刊登方式：
1.广告内容可传真，邮寄，Email 或电话告知。
2.每周广告刊登截止时间为周三。
3.接受各种信用卡和支票。
预收广告费，中途停刊不退款。

A22

CW-028 0113

梅林装修

免费估价 精工低价
水电、
木工、
油漆、
橱、
浴、
地室装修，
门、
墙、
窗户翻
新整修，
瓷砖，
地砖，
地板
更换，
15 年经验
808-226-0248
诚请熟手装修工。另有单房出租

装修

CZ-267 1118

诚聘护工
诚聘护工多名，照顾老人及
残障小孩。要求有爱心、有
耐心、有责任心。薪优。有
意者请电：703-675-9999

UMBC 研究项目招募 公爵印刷招聘平面设计师
CZ-131 1230

CZ-163 1014

UMBC 研究项目招募拥有2-6岁儿童的中国移民家庭。您与孩子
将参加有趣的研究活动，来帮助我们了解您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以及
儿童的发展。参与研究可获得高达160美金，您还可以获得关于父
母教养的信息，并且促进中国移民家庭的健康发展。请联系电话
(410)455-5755 或邮件 ccadlab1@gmail.com 了解详细信息。

餐 馆 招 聘

CZ-133 818

维洲 Chantilly 川菜馆请炒锅师傅
一名，
帮炒师傅一名。待遇优厚。
有意者请联系571-265-1928
CZ-726 lin

CZ-168 902

招聘按摩师

Duke Printing Center
要求会使用 Adobe Creative Suite，精通 InDesign，Illustrator，
Photoshop等设计软件,迅速进行印刷制作及设计稿再现；对设计创
作有准确的理解力和丰富的创意能力，能深入与客户沟通，会中英
文。联系电话：301-548-8833，联系人：张先生，
地址：15916 Indianola Dr.，Rockville，MD 20855
CZ-164 902

CZ-165 902

中医诊所诚请 SPA店诚聘
Bethesda 中医诊所诚请 full
time or part time 助手：part
time 需周五，周六工作，会英文，
有工卡。有意者请电徐先生：
240-606-4931

华盛顿城中心高级Spa现诚
聘前台经理一名，女性，英文
好，品貌端庄，能言善道。薪
资面议，请电：2024081828.

其他类别

按摩请人

诚聘女按摩 洛城中型SPA店诚请一名手艺好，勤劳和气
Rockville 按摩旺店诚聘平和勤劳女按摩师， 马州旺区正规店
师，客户稳定大费高小费好！
收入高，小费好，另请前台经理，我们也寻合 要求大力 手法好！色免！ 的女按摩师，收入稳定，半工和全工均可，
联系电话：301-800-5018
伙伙伴，意者请电240-308-1666
意者请电240-893-2569
CO-033 811 X

全身按摩加足浴$39

CF-0109 ni

CF-lin 1030

碧丽诗全身按摩+足疗

诚意高价收购

有丰富经验的师付为你用藏油膏做全身的指压按摩，加 全身经络热石头按摩$50/小时，全身+脚底按摩$40/小 长期收购中国各时期邮票，邮寄封
上藏药泡脚。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增加你的身体健康。 时。疏通全身经络，行气活血，祛病健身，养颜宜寿的目的。 片，金银钱币，清朝、民国各银行纸
1331 Rockville Pike, #E，Rockville, MD 20852
地址在Rockville Pike 1335 ,Rockville-“W Day Spa”。
币、税单等老旧东西,请联系:
另聘按摩师，新手培训。电话：240-618-8181
202-258-4574 高先生
电话：240-386-8292
CF-242 NI 17929

摩贸 SPA & 按摩用品批发

厂家直销，DC 地区（MD,VA 50 英里以内) 免费送货上
门。 公司网站：www.massagemalls.com.
免费电话咨询 1-800-909-8006；微信 7036065785. 另
聘按摩师，前台电话员：Call: 804-625-0887

CF-301 314

蓬阳会计事务所
专业，准确，快速报税, 和服务，联邦及单个州税
$60 起价，
精办个人，自雇及小型公司的税务申报
联邦, 各州以及特区1991-2010 年度税务申报公司
记账及员工薪资, 成立公司及其他商业组织, 代表
客户与审计部门交涉。联系电话：
240-779-1964

CC-726 lin

专业挑选钢琴

Linda Lin是服务于华府地区专业
的、资深的钢琴调音师，如要挑选
优质好钢琴请电 240-893-2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