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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蕭翠薇蕭翠薇
迦南地產迦南地產
1919年豐富房產經驗年豐富房產經驗
住家專精住家專精::西南區西南區﹑﹑醫學中心醫學中心﹑﹑糖城糖城﹑﹑KatyKaty﹑﹑PearlandPearland
商業專精商業專精::店面店面﹑﹑倉庫倉庫﹑﹑購物中心購物中心﹑﹑辦公大樓招租辦公大樓招租﹑﹑買買
賣管理賣管理﹑﹑土地投資土地投資
E-mail: tsuiweihuang@yahoo.comE-mail: tsuiweihuang@yahoo.com
電話電話﹕﹕281281--798798--08680868

马上要开课啦!

学习英语的七大元素
会话 - 听力 - 拼写 - 写作  
单词 - 文法 - 阅读

密集的英语课程
与老师互动，线上实时教学
网络课程

请致电! 
(832) 242-9099 

三个校区:
Southwest Houston
2950 S. Gessner 
Located Near ChinatownLocated Near Chinatown

Pasadena
213 W. Southmore

North Houston
16801 Greenspoint 
Park Drive

网址:
www.ic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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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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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筆 者 在
海 外 居 住
的 美 國 所

在地，是全美國最大的德州。（本來應該是阿拉
斯加州，不過因為該州不在美國大陸土地之內，
所以無論在經濟及政治體制上，都以德州為首）
。在過去40 多年以來，德州皆是美國共和黨勢力
的大本營。本屆美國總統大選之時，也是美國國
會山莊競逐之日，拜登以民主黨的優勢的姿態，
曾經揚言德州議會一如白宮寶座一樣，由民主黨
取而代之。不過今次共和黨在多州的競爭中，失
手於民主黨，但是德州，仍然可以讓他們死守這
個司令部，而在12月10日當天，還有百多名衆議
院的共和黨議員，合力簽署了一份由衆議員邁克·
約翰遜領導的法庭議案，以支持德州總檢察長肯·
帕克斯頓（Ken Paxton）在美國最高法院的選舉挑
戰：德克薩斯州訴訟賓夕法尼亞州、佐治亞州、
密歇根州和威斯康辛州在今次總統大選中違憲。

據《國會山》（The Hill) 報道，議案中寫道
：“這份摘要引起我們作為國會議員的關注，成
千上萬的選民對此表示贊同，認為2020年總統大
選所涉及的違憲違規行為，對其結果和美國選舉
制度的完整性產生懷疑。”

這是一個赤夥夥的死撐上任總統特朗普的不
認輸的行動，也暴露出特朗普 仍在抵賴的賭徒個
性，客觀上譜寫了美國總統大選的荒誕紀錄。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的12 月3 號已過了一個多
月，結果已是塵埃落定，世界多個領袖，包括與

美國同盟的英、德、加、日、
澳及近年與美國多邊爭論的中
國的領導人，早已紛紛向民主

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發表賀詞，祝獲勝出。然而特
朗普仍在12 月12日早上，在網站上還推文堅稱，
若計算合法選票，他在今次選戰中大勝。

他寫道： 「我在選舉中舉得壓倒性的勝利！
但請記住，我指的是以計算合法選票的角度看，
我勝選。並不是指所有那些從各地奇蹟般飄過來
的假選民和欺詐選票！真丟臉！」

可惜特朗普這則貼文，一樣被推特（Twitter
）官方標註為爭議內容。

全美50州12 月14日進行選舉人團投票，正式
確認拜登以306票對232票贏得選舉。每四年一次
的選舉人投票，向來只是一種形式，但今年的投
票，卻因為特朗普對選舉的攻擊而受到關注。14
日的投票有兩項意義，一是使特朗普完全失去翻
盤的機會，二是特朗普對選舉的攻擊被擊退，是
美國的勝利，因為美國從此可以翻過他醜陋的一
頁。

我認為特朗普對選舉的攻擊之所以醜陋，是
因為他的攻擊完全沒有事實根據。任何有常識的
人，如要對別人作出指責，都必須拿出證據，但
是他不斷指責選舉 「大規模舞弊」，導致他的勝
利被 「偷走」，但是卻從來沒有拿出證據來。這
種情況竟然可以在教育普及的美國中發生，簡直
是匪議及反智。

因為拿不出證據，因此特朗普的律師團所提
出的超過50項選舉舞弊訴訟，全部敗北，沒有一
項勝訴，甚至被包括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法官所嚴

詞駁斥。法官的態度很明白，律師團拿不出證據
，就要讓開！

手上既無證據，但又不承認敗選！周三（12/
16）凌晨零時40 分左右，特朗普疑似氣到睡不著
，發推文批評祝賀拜登當選的共和黨聯邦參議院
領袖麥康奈（Mitch McConnell）。展開咒罵：
「米契（麥康奈），我有7500萬張選票，是歷屆

現任總統的新高紀錄。你太早宣佈放棄了。共和
黨必須學習抗爭。對此，我的選民會很是生氣！
」

美國選舉人團14日投票正式確認民主黨拜登
贏得大選，國會預計將於下月6日接受選舉人團結
果。但是特朗普仍不願意認輸。他周二（12/15）
深夜又發數則推文指控選舉舞弊，還聲稱有民調
顯示，92%的共和黨員認為選舉遭到操弄。

美國最高法院已有決定，不僅擋下德州想干
預四個決戰州選舉結果的企圖，還讓特朗普本來
寄予厚望，以為可以透過法院完成連任的盤算，
就此破滅。為了推翻大選結果，他一路走來的路
途，皆是漫長而且荒誕。

在美國 近200 年的歷史上，從來不曾有任何
一位總統，做出像特朗普在過去一個多月一樣的
動作，針對行之有年的選舉程序，點燃起大規模
攻擊，絲毫不願善罷干休。截至目前為止，特朗
普方面的選舉訴訟，除了一件之外，絕大多數都
以失敗收場，受理法官通常以嚴厲口氣對提告理
由批評一番。不論在哪一州，特朗普從來不曾接
近為大選翻盤的地步，而他如果要從總統當選人
拜登手中搶回勝利，至少必須在三州推翻拜登勝
出的結果才行。

不過奇怪的是： 美國仍有過百萬的特朗普的
忠貞份子，不二鉄捍，不惜一切手段，短時期內
，投注大筆金錢及精力，為他打選舉官司，希望
能改變今次已定的大選結果，即使游走在法律邊
緣也樂此不疲。理論上可以說： 在拜登1月20日
就職之前，特朗普陣營還可能持續提告，但是最
高法院駁回德州提告四州的案件之後，特朗普己
經頒下 「極刑」，因為他的大選翻盤的機會，已
從原本的 「不太可能」，變成 「絕不可能」矣！

再說一下特朗普的鉄桿份子，原來也有為數
不少的華裔選民隱藏在內。這主要是以下幾類：

首先是來自亞洲中南半島國家的難民，尤以
越南人為主，他們是堅決反共，而中國大陸是當
今世界上最大的共產國家，眼下世界己無任何國
家可以跟中共對抗，只有美國才有此力量；而只
有特朗普才有此能耐。其次是來自港澳及中國大
陸的一些移民，他們對於中國政府血腥殺害1989
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的學生及北京市民的強烈譴責
，至今仍未平反。並且至今仍然殘暴對待中國各
地信奉及練習法輪功學員，這兩大歷史寃案，造
就他們對中國大陸政府的極權的不滿及憤怒。而
特朗普的出現，正好為他們出了一大口氣！

最後要指出的是身處美國的台灣民眾。他們
目睹中國大陸對香港的 「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的
中途反悔、對 「一國兩制」的只有一國並無兩制
的存在、對台灣近年的不斷以飛機犯台、又干擾
聯合國一些國際組織接納台灣加入，以上凡此種
種，皆是做成極大的反效果，能夠代表他們表達
抗拒的，非特朗普莫屬！這就是美國華矞民眾支
持 「政治素人」特朗普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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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抵賴不走的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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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哀 「網路鞋王」 謝家華火災離世

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謝家華
經營的Zappos出名的客服再度 「發功」
，歡迎客戶致電聊心事、吐苦水。《紐
約時報》報導，住紐約的女顧客羅絲王
本想詢問購買母親節禮物的問題，跟身
處在拉斯維加斯的客服莫松（Crystal
Mouzon）卻聊天了 45 分鐘，兩人像母
女般無話不談，還討論疫情結束後要做
哪些事情。羅絲說隔離期間甚感苦悶，
莫松的聲音平靜又溫暖，這次通電談心
，讓她如釋重負。

Zappos 員工卡瑪（Brian Kalma）發
想，對外宣告該公司的客服專線什麼都
可以聊，被隔離的民眾想買麵粉、找食
譜，都可找他們幫忙，不一定要買鞋子
，他說這全因為公司 「員工共治」的理
念，讓他們創意無窮。

紐約市西奈山醫院的療養中心主管

普區諾（David F. Putrino）聽說Zap-
pos 服務不設限，於是找上該公司，
表示他想採購血氧濃度測量計，但到
處都缺貨，幾天後，Zappos不但幫他
買到500套血氧計，還額外捐贈了50
套。普區諾不禁大呼這服務 「太神奇
了」。

謝家華 2009 年以 12 億元將 Zappos
賣給網購平台亞馬遜。他在今年8月
提早退休，正式辭任Zappos執行長，

身家估計達8.4億美元。
不過Zappos的成功，未有滿足謝家華，
他在Zappos總公司所在的拉斯維加斯，
發展一系列活化舊城區計劃，包括以貨
櫃搭建悠閒購物中心Container Park，涉
及金額達 3.5 億元。謝家華向以別具創
意、敏銳的商業觸角而聞名，工作期間
，也致力培養積極的工作場所文化。他
早在2009年接受訪問時透露，計算機科
學背景，使他相信快樂可以作為一門科
學來研究，因此開始研究讓人們感到快
樂的原因。 2010 年，謝家華出版暢銷
書《傳遞快樂：通往利潤、激情和目標
的途徑》，斷言快樂的員工，有助企業
取得更大的成功， 「光靠錢還不足以帶
來快樂，快樂是當你由衷地接受自己一
無所有」。《紐約時報》報道，謝家華

堅持領取3.6萬元年薪，而且會跟其他
員工坐在一個不起眼的隔間內。

謝家華沒有結婚，也沒有子女，僅
飼養羊駝 Marley 和愛犬 Blizzy，即便

擁有巨大財富，平日只住在Airstream房
車裹。他在 2012 年訪問表示： 他本人
不反對結婚，只是較喜歡和不同的人出
去玩，不是正式約會， 「從統計學上講
，如果所有婚姻有一半離婚收場，維持
已婚的人之中，又有很多是不幸的婚姻
，這種形勢其實對自己不利」。

謝家華 2010 年曾出版《Delivering
Happiness: A Path to Profits, Passion and
Purpose》一書，他在當中寫道︰ 「單靠
金錢並不足夠帶來快樂……快樂是就算
你失去所擁有的一切(身外物)，卻仍真
心 覺 得 無 問 題 。 」 (Money alone isn't
enough to bring happiness . . . happiness is
when you're actually truly okay with los-
ing everything you have.)《紐約時報》指
，謝家華堅持只收3.6萬美元(約28萬港
元)年薪，在辦公室內亦與員工坐在一起
；另據報，新員工在過試用期時，若對
方想離職，公司會額外支付2,000美元(
約1.56萬港元)，目的是讓員工思考是否
真的想為公司効力，而非只短視的為 金
融。

網路鞋類零售商Zappos.com退休執
行長、華裔創辦人謝家華（Tony Hsieh
）11 月 27 日過世。謝家華從小在灣區
矽谷庫比蒂諾長大，是台灣移民第二代

，也是矽谷之子，更是成功的連續創業
家。美國加州灣區許多人，包括美國各
類族群 人氏，對於他的英年早逝，都感
到萬分驚訝與無限惋惜。與謝家華一家
熟悉的人說，謝家華非常聰明，對於謝
家華遭遇不幸感到相當意外，惋歎天妒
英才。他個人有着獨特的想法，而且一
家人都生活得非常低調。他的善良與慷
慨 影響無數人。這包括他的父親在內。
謝家華父親謝傳剛曾在2011年時，幫兒
子將英文自傳故事，翻譯成中文，並在
台灣銷售，書名為 「想好了就豁出去」
。其中提到了非常多謝家華從學生時代
的各種想法與創新精神，也成為華人青
年創業的典範故事。

謝家華的父親謝傳剛表示，謝家華
27日在親愛的家人包圍下平靜地離世。
謝家華的善良與慷慨，曾感動和影響了
無數人的生活，且永遠地照亮了這個世
界。親友表示， 「傳播快樂」一直是謝
家華的口頭禪，因此與其哀悼他的離世
，不如讚頌他的生命。

天才橫溢的謝家華，從九歲開始，
就顯露了商業頭腦與各種點子，1999年
25歲時，以2億6500萬元把交換連結公
司賣給微軟，之後又創辦了Zappos網站
，一路帶領網站從零到超過10億元。

了解謝家華的灣區華人表示，雖然
謝家華創業成功，成為了億萬富翁，但
他的父母在灣區仍非常低調、謙虛，從
未因此而改變生活模式。

美國康乃狄克州法醫中心（Office
of the Chief Medical Examiner）表示，
「網路鞋王」、鞋商Zappos的華裔創辦

人謝家華因火災身亡一案，已判定是意
外事故，死因與嗆傷引發併發症有關。

康乃狄克州法醫中心發出簡短電子郵件
聲明回應彭博資訊的詢問，表示謝家華
的死亡是因 「吸入濃煙引發併發症」，
並且判定是場 「意外」。康州新倫敦郡
官員表示，還在調查起火原因。

哈佛大學畢業的謝家華是網路榮景
時代取得成功者，謝家華能在網路上賣
鞋成功，獨特處在於消費者在買鞋前必
須先試穿，而Zappos為購鞋用戶寄出三
種尺寸，讓用戶試穿後留下最合腳的一
雙，再將另兩雙寄回，運費由Zppos負
擔，因而大受網路消費者青睞。

謝 家 華 也 因 推 廣 「全 體 共 治 」
（holacracy，或譯作零管理）這種非傳
統管理方式，成為頗受歡迎的科技論壇
講者，這是種不考慮個人職位位階，由
公司組織廣泛做決策的企業治理做法。

謝家華住在拉斯維加斯市中心的拖
車公園，當地吸引富有創造力的人在街
上工作，並有自由漫步的寵物羊駝。他
的辭世引發許多科技界名人哀悼，包括
亞馬遜執行長貝佐斯，拉斯維加斯民眾
也感念他推動改造城市的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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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妳治李醫生免費幫妳治，，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

國，每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
了車禍怎麼辦？壹般來講，傷
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壹系列
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
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妳
就不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
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
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
，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
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
以幫妳免費治療！不用妳自己
掏壹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
單！不管是妳的過錯還是對方
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汽車
買了保險，妳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妳治
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壹
次就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
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
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
，有壹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
上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
是壹直從事體力勞動，腰痛病
已經好幾年了，起先感覺腰部

酸痛，由於工作忙，沒有引起
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
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
，並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
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難以維持
。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
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了上
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
路需要人扶，並且壹側臀部肌
肉開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
所做牽引治療，第壹次治療疼
痛就減輕很多，壹個療程下來
，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走
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
需壹個人。再治療壹個療程，
癥狀基本消失，身體恢復，現
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
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之後
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
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
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
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壹分錢
，而且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
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
很快去看李醫生，但看了幾次

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
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了大毛
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
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
電話給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
，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錢，
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
筋動骨，不去看醫生，不知道
車禍後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保險
公司負責，白白錯過了免費治
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年、
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
人（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
出現了病癥。壹般是頭部、視
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
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兒
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
遺癥有壹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
期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現
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
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
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
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
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眩
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

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
治車禍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
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
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
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
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
並配合推拿、註射、器材和營
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
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
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
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
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
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
，車禍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
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
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壹、三、
五全天，二、四、六上午。

疫情期間李醫生接受電視采訪疫情期間李醫生接受電視采訪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五五））
15、在冬季低溫時，汽車停放時間一長

，發動機起動較為困難。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因氣溫低，燃油的氣化率下
降，混合氣變稀而不易燃燒造成起動困難。
同時因氣溫低，機油粘度變大，發動機運轉
阻力增加而造成起動困難。另外，蓄電池電
解液的化學反應慢，造成起動時輸出的電量
不足、起動機功率不足和點火電壓不足，使
發動機難以起動。所以，汽車在寒冷的季節
起動之前應先對發動機進行預熱。可向散熱
器和水套中灌注熱水或蒸氣，利用水套中的
溫度傳導至氣缸壁，使起動時進入氣缸中的
燃油易於氣化，並可提高可燃混合氣的溫度
，以便利於燃燒。還可根據需要對蓄電池進
行預熱以增強蓄電池的電量，提高起動電流
和點火電壓。

16、汽車在空車與重載行駛時轉向盤均

擺動，且在平坦路面上行駛擺動較嚴重。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是由於前束不符合技術

標準以及橫直拉桿球頭、轉向機內部配合間
隙磨損過大或轉向機固定螺栓鬆動、轉向節
銷與襯套磨損過大所致。上述原因造成的松
曠所形成的合成力矩，會推動轉向盤左右擺
動。

17、汽車在行駛時一遇到故障即引起轉
向盤擺動，且重車時擺動更嚴重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情況下是由於前輪輪胎
磨損不均，使用新補的輪胎或墊胎不均及鋼
圈變形所致。因為，車輪轉速較快時，驅動
轉向盤旋轉的力矩主要來自於化胎或鋼圈的
偏擺度。當輪胎或鋼圈的擺差超過3 mm時
，偏擺力矩就能驅動轉向盤左右擺動。應去
修理廠檢查，視情更換化胎或鋼圈。

18、在良好的路面上高速行駛，重、空
車時轉向盤均擺動，重車時擺動嚴重，且車
速越快，擺動越嚴重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是由於製動鼓與輪轂連
接螺栓鬆動，輪轂軸承孔松曠以及製動鼓鏜
削偏離中心而使製動鼓厚度不一，產生不平
衡量所致。因為，在高速行駛的情況下，車
輪轉速很快，驅動轉向盤擺動的力矩主要來
自於製動鼓與輪轂的旋轉均勻度及其平衡量
，在不平衡量的作用下，慣性與前傾角均產
生驅動轉向盤擺動的力矩。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本報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想為自
己創造更優質的生活，買房子是其中關
鍵性的條件之一。自從新冠疫情爆發，
美國房市上下起伏，在年底，則呈現大
漲的局勢，休斯頓地區11月地產的成交
額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四十多個百分點，
顯示房市需求量增加頗高。無論買房是
為了投資或是增加生活質量，都需要找
到一位值得信賴的專業人士，在諸多繁
雜過程中能放心又省心。

休斯頓有位傑出的地產專家，他叫
做Edward Wang，客戶對他稱譽有加，
獲得滿分的評比。在首屆金鷹地產“奧
斯卡獎”中，他榮獲 「傑出服務獎
(Outstanding service award)」。能深得客
戶之心，來自於他優質的服務、對市場

的分析與洞見，也源於他以客戶優先，
將心比心，客戶能感受到他的真誠與專
業。

分享投資功夫與心得
Edward 過去是 IT 專家，擅長運用

大數據分析趨勢，知道哪裡是潛力地段
。他因成長環境以及愛好，自己本身有
做地產投資，對房地產領域一直有所研
究，他將自己的經驗與心得分享出來、
並將地產資訊散發給朋友，讓朋友們都
穫利頗豐，當他最後真的踏入地產業時
，在很短的時間內便闖出一片天。

以客戶的角度來考量
和Edward接觸過的人都會覺得，他

態度非常的親切溫和，做事很認真。他
把客戶看做朋友，像是為自己家人買房

子一樣，他知道買賣房子是人生的大項
目，經紀人要站在客人的角度，理解住
戶或投資者的需求，用他們的視野來看
最需要的是什麼？

同時，客戶已經把一切託付給房仲
，房仲們需要更加用心的幫客戶仔細注
意買賣房子的細節，跟客戶一起衡量分
析所有的交易，提供他們房地產最新的
消息，點點滴滴都要很細心。

1031延稅優惠與協助退伍軍人貸款
買房

Edward 最近運作比較多的是 1031
的案例，就是物業交換，這樣做的好處
是可以幫客戶延遲交稅並且再創造賺錢
的機會，就是轉投資將房地產買賣的淨
賺運用在其他的房地產上。此外，Ed-

ward也幫助退伍軍人貸款做房地產
，美國政府對退伍軍人貸款買房有
優惠政策，符合條件的民眾可以諮
詢Edward。

疫情下的房市大漲
疫情之下，房屋市場反而更旺。新
冠爆發後，許多專業人士在家上班
，年輕專業的高收入者對空間的需
求增加，希望能有自己的房子，自
己的活動庭園。房地產市場非常火
旺，有些人用現金還不一定搶得到
房子。

其背後因素，還有一點是民眾
怕錢會貶值，希望可以買能保值的
項目，房地產恰恰算是很好的選擇
，保守但是會固定成長。長期而言
，房地產是穩定的投資，有人自住
、有人投資再租出去。出租的話，
一直會有現金進來，相較於目前銀
行利息低，房租收入豐厚許多。因
此，把錢放到房地產上是許多人會

做的選擇。另外，年輕人有了工作之後
，不再選擇租房子，自己買房也是積蓄
的好辦法。

德州房市穩定成長
德州的房屋市場很穩定，很多外地

人搬來德州居住，以從加州搬來的最多
。德州的生活條件好，房價好，生活便
利，物價比較划算，油價便宜，天氣也
好，加上商業成長比美國其他城市來得
更穩定，因此不斷有人口遷移進來。
Edward有很多從外州來的客戶，主要都
是靠口碑與客戶介紹。Edward對客戶非
常的專心，不會一口氣接太多客戶，都
是先把每個客戶應該做的事圓滿達成，
把每一個項目都做到盡可能的好，難怪

乎他的顧客滿意度如此高。客戶皆樂於
幫他再介紹新的客戶。

口碑超好
在住宅房地產領域，每一個合作都

有評分，在休斯頓這麼多地產經紀人中
，Edward的評分非常的高，並且口碑相
傳，因為他盡力的幫助客戶達成夢想，
每一筆成交都代表他所費的心血與努力
，佳評是一點一滴的累積出來，他的評
分這麼高，絕對是實至名歸。

在 Houston Association of REAL-
TORS 的網站 www.har.com中，每筆合
作都會評估經紀人，包括能力、專業知
識、溝通互動、客戶經驗等，買主的第
一手經驗積累每個經紀人的評分，我們
發現，Edward Wang在所有項目都是滿
分，顯 示客戶對他百分之百的滿意。
高品質的服務團隊

Edward同時受過中式與美式教育，
中文英文俱佳，可以與美國人、亞洲人
、甚至黑人打成一片，他的背景兼具中
西教育的優點，更多元化，接受度也更
廣，因此各個族裔的人都樂於與他互動
。

目前Edward組織一個服務團隊，希
望培養出有共識有默契、能一起努力的
合作夥伴。目標是專業周到、客戶第一
、注重品質，讓客戶能得到最好的服務
。

Edward專精於房屋買賣、租賃、投
資 ， 包 括 商 業 及 住 宅 。 連 絡 電 話:
832-453-8868。電子郵件: info@ewas-
sociatesrealty.com。

口碑出眾口碑出眾、、值得信賴的地產專家值得信賴的地產專家: Edward Wang: Edward Wang
提供優質的服務提供優質的服務 對房地產市場深具洞見對房地產市場深具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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