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18春節特刊

祝您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eastwestbank.com/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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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賀詞

美南新聞集團

國際區帶來繁榮商圈

我們今天在休斯敦國際區共同迎接農曆新年狗年之到來, 更深感這個偉大的

種族大熔爐, 為我們創造了安身立命的大地, 過去一年來, 我們共同對抗了
哈威颶風之襲擊 , 大家同舟共濟 , 手牽手表現了無比之愛心。

過去十二年來,  國際區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已經成為休斯敦市一顆耀明的商圈,  
數以百計的新興商業不斷湧入 , 百利大道已成為車水馬龍的商業中心 ,  
我們確實感受到一片榮景。

今年是我們第二十二屆在此共慶農曆春節之到來 ,  更是迎接象徵忠誠精神之狗年 。

祝願大家安居樂業 萬事順遂

休斯敦國際區區長

李蔚華 敬賀

2018 年 2 月 16 日

Today we join with all Houstonians to celebrate the 2018 International Lunar New Year here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home offices.

This important cultural event represents our greatest American value – DIVERSITY.

We are very proud to be part of this great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hat is home to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event represents all people in our community and is a model for the entire world.

This is the 22nd annual Lunar New Year event that we have hosted here in this great city. This year we have all 
worked together to overcome a difficult natural disaster and we are still joining hands to make Houston one of the 
most diverse cities in the world.

This year is the Year of the Dog which represents good friendship and loyalty.
We hope all of you have a happy lunar new year and enjoy the year ahead.

Wea H Lee
Chairma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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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集團全體員工祝賀您:

狗年興旺,如意吉祥
財源廣進,吉星高照

Happy Chinese New Year

Chinese New Year Special 春節特刊



332018春節特刊



442018春節特刊



552018春節特刊



662018春節特刊



772018春節特刊



882018春節特刊



992018春節特刊



10102018春節特刊

行銷台灣，對僑界的服務沒有打折
陳處長發表新年談話，肯定僑

胞的力量
（ 休士頓 / 秦鴻鈞 ）甫於去年九月底抵休履

新的「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陳家彥處長，於日
前對本報表示： 抵休才四個多月，已深刻體會僑
界非常支持辦事處。我來時，哈維風災剛過，看
到僑團、僑社，自動自發的積極投入市政府的救
援活動，感覺非常窩心！這𥚃的環境好，人都好，
僑胞為多為專業人士，在各自領域內非常頂尖，
非常優秀，令人欽佩！陳處長也提到他們的工作，
是美南五個州，注重各州的經濟、科技、文化的
認真推動，這也是台灣設辦事處的最主要目的。
即在加強與各方面的關係。如去年底 Sugar Land 
的「械動影」 放映展演；如剛舉行過的警察大學
「 百優計劃」； 以及台灣與美國高中、大學的短
期交流，互相承認學分的「2+ 2 」 計劃； 都在爭
取台灣與美國聯邦、州、巿的交流互動、參與今
年加入聯合國功能性組織等等。而我們的目標是： 
（ 一 ） 行銷台灣，（ 二） 加强對僑界的服務。
陳處長也提到，他們的工作需要很多僑界的協助、
幫助，如「 急難救助 」，如僑務榮譽職人員，希
望僑界支持我們，提供資訊。讓大家更廣泛的了
解觀光與本地產業聯絡。在「 文化 」 方面，陳處
長也提到過去一、二年美術館的「 故宮文物展」，
及「五月天」 樂團來休市的精彩展演。

       新年伊始，陳處長也藉本報向大家拜年，
恭喜大家新年快樂，大吉大利！他說 :

2017 年中華民國在總統蔡英文博士領導下，
是積極建設和改革的一年，在台灣民眾與海外僑
胞和台商

共同努力之下，我們在新南向政策、經濟結
構轉型、強化社會安全網及司法改革等方面的成
果都陸續展現 。

    我們的國家是一個自由、民主、繁榮、公
義的國家，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台灣自
然資源

相當有限，能夠有如此發展，誠屬不易，尤
其我們身處在一個多變的地緣政治環境當中，我
們必須團結一致

積極因應東亞地區瞬息萬變情勢的挑戰，持
續改革，以確保我們國家更自由、更民主、更繁
榮及更公義，

而海外僑胞及台商朋友們對台灣持續堅定的
支持，則是我們國家繼續前進的重要動力。

    誠如蔡英文總統所言，要維持區域的和平
與繁榮，兩岸關係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請國人同胞放心，兩岸關係不會暴走、不會
僵住、也不會走回過去不相往來的老路。

維持現狀是我們不變的立場，也是台灣向區

域、向世界做出的有效承諾。但我們也要提醒，
維持兩岸的和平及穩定是兩岸共同的責任，而更多國際事務的

參與也是台灣大多數人民共同的心願，
應該給予尊重。     
    中華民國政府的施政一向以民意為依歸，駐休士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樂願提供我美南地區僑胞朋友
更親切及便民的服務，也樂願傾聽各方的意見，以完善服務。

本處近年來經常於美南各大城市辦理行動領務
以服務僑胞，未來也會持續在各方面積極精進服務品質，提供

更好的服務。
    在此農曆新年的開始，狗年在我們傳統文化中代表興旺、

吉祥、好運及富貴，
本人謹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感謝美南地區全體僑胞及美國友人在

推動台美關係方面的各項協助。
期盼大家持續攜手合作共同強化台美關係，使中華民國台灣成

為一個更強健的民主國家，
我全體僑胞成為美國社會中不可或缺的正面力量。今年是狗

年，大家都說金犬來福好運到，
敬祝所有僑胞朋友們闔府安康、十犬十美、萬事興旺！

陳家彥處長

生命只有幹出來的
精彩沒有等待出來

的輝煌— 

休市地產界精英王藝達女士
王藝達可說是休巿地產界的「 

異數」！ 2012 年才全職作地產的
她，已創下連續四年千萬的銷售業
績，在 全美著名的 Keller Williams 
Realty 旗下經營打造自己的團隊。
在公司裡，她年年是 Top 5, 名列
第 2 或 3 名，是公司的 ALC ( Agent 
leader concert ), 這對全職作地產才
四年的她而言，的確創造了休市地
產界的奇蹟。

王藝達女士有句名言：「 生命
只有幹出來的精彩，沒有等待出來
的輝煌」，一語道出她成功的訣竅： 
人生只要你肯去作，去發揮，都會
有成績出來的。

王藝達的成功，是力行，是心
態，也是她面對人生的態度。在休
巿快二十年，她努力磨鍊她對商業
經營管理的能力，從一開始在加州
阿罕布拉大學學「 經營管理 」，
到 1990 年代與先生經營餐廳，從
波士頓，到加州，到休士頓，從低
端到高端，她所走的每一步，都
在累積她的人生資糧。從 2006 年
起，她因為個人喜好，作一些小的
商業，住宅投資開始，開啓了她
從 2012 年起全職作地產的機緣。
2015 年 Keller Williams 的上海新公
司成立，她還親自前往，為公司訓
練新的 Agent,  現在她在休士頓，
也不斷幫助公司新的 agent, 希望把
個人地產投資方面的經驗，拿來幫
助所有的投資商，不論您的投資是
五萬，五百萬，或五千萬的投資，
她都能根據個人需要，為您量身定
作一些投資方案，不會因你的投資
金額少，而忽略了你。或是大的投
資，她也會很仔細認真的為您分析
風險，回報率，絕不因客戶多，而
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位。

 也因為她有實際經營生意的經
驗，她幫客人選地點，找商舖，特
別精準。她還幫國外的客人經營，
管理很多店舖，商業，也都非常有
成績，極受客戶的信任。

與 王 藝 達 聊 天， 你 會 為 她 的
「幹勁」所震懾！難怪她在地產界
會“一鳴驚人＂，處處顯示“新人
新氣象＂。王藝達常說：“什麼是
事業？＂

——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
幹一件一生都幹不完的有意義的
事，順便賺點一生都花不完的錢。
而“什麼叫團隊？＂ ----- 一起
經歷過風雨洗禮，跌宕起伏，浴血
奮戰，榮辱與共，艱難困境，依
然迎難而上，創造奇蹟，那才叫團
隊！

現身兼「 藝達國際投資顧問
有限公司」 總裁，Keller Williams 
Global Luxury Property Specialist , 國
際高端房地產投資專家，及房地產
工程開發管理公司（Ada Realty ) 執
行總裁 的王藝達女士介紹美國的房
地產巿場，及該管理團隊經驗及優
勢如下：

美國房地產是一個相對透明的
市場，主要的市場的租賃和售賣信
息都是公開的，有相應的網站可以
查詢，美國的房地產走勢相對穩
定，很少大起大落，選擇了好的項
目可能獲得好的租金收益。同時如
果有好的投資管理團隊的經驗和優
勢，才可以將整體資產和利潤達到
要求，而成功實現投資的性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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