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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紀元記者蕭慶雯德州布蘭

諾報導】程雅君女士來自台灣，具

有 20 年加州商業不動產投資經驗。

1994 年獲得加州房地產經紀執照，

2006 年獲得國際認證的「商業不動

產投資師」（CCIM）稱號，專精商業

不動產。她還持有高級房地產專家

（SRES）的稱號，並深諳 1031 交換

（1031 Exchange）、生前信託（Living 

Trusts）等。今年 1 月，程女士並獲

得了德州商業地產經紀人執照，她表

示，願用她豐富的經驗服務於達福地

區的廣大客戶，包括華人朋友們。

　　程女士現服務於位於西布蘭諾的

Coldwell Banker Commercial 經 紀

公司。自去年從加州洛杉磯搬至達拉

斯以來，倍感德州尤其是達福地區是

一個投資的好地方。特別是最近豐田

（Toyota）汽車公司在全美 100 多個城

市的選擇中，最後百裏挑一選定在布

蘭諾市落戶，由此而帶來的投資機會

非常多。程女士表示，她已有客戶要

從加州到德州來投資了。

　　程女士介紹說：「商業地產投

資一般包括旅店（hotel）、汽車旅

館（motel）、 商 業 中 心（shopping 

center）、公寓，及企業廠房等。」她

表示，其中公寓投資比較熱門，在洛

杉磯是如此，在達拉斯也是這樣。因

為相對比較容易入手投資。

投資商業地產資金要求
　　程女士表示：「如果客戶有 50 萬

美元資金的話，我會建議買 Tripple 

Net 的 商 業 地 產。Tripple Net 既

是 Net-Net-Net 或 NNN， 指 的 是

Property Tax（地產稅），Insurance

（保險），Maintenance（公共區域的

維護）皆由房客負責，例如漏水等都

不用管。這類商業地產包括 Jack in 

the Box、Burger King、Starbucks、

CVS Pharmacy、Walgreen 等。這類投

資是非常聰明的，其投資回報率（cap 

rate），買 Starbucks 達拉斯是 6%，

在洛杉磯是 5%，Jack in the Box 也

是這 樣。」

商業地產投資注意事項
　　 程 女 士 說：「第 一 要 看 頭 款

（down-payment）有多少。一般對商

業地產來說，頭款至少是 30%。投資

額門檻要 150 萬美元，頭款要從 50 萬

美元談起。一個小小的 Starbucks 或

KFC 投資額都要 150 萬美元。」

　　「第二，除了頭款之外，其次還

要有投資智慧、很了解投資風險。」

程女士接著舉例何謂風險：「例如房

客有可能生意做不下去了，破產了，

或搬走了等等，要能承擔暫無房客的

風險。還有，在找朋友合資購買公寓

時要注意，要一齊買，一齊退，不能

一部分人先退場了，把風險留給其餘

的人。這方面也有風險要考慮。」

　　程女士表示，Starbucks 和 Jack 

in the Box 等商業客戶因為是上市公

司，風險比較小。CVS Pharmacy 大一

些的要 700 萬美元，頭款額要 300 萬。

　　「第三，投資方面的教育很重

要，要找專業的經紀人。」程女士表

示：「我獲有國際認證的商業不動產

執照，且在多年的服務中，獲得眾多

客戶的好評，他們並提供了推薦信

（recommendation letter）。」

　　程女士誠摯的表示：「我願用

我 20 年專業經驗來幫助德州的投資

客。我們希望找到合格的投資者，即

asset equity 在一百萬及以上，無論

是買或賣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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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 Gracie Frisco, TX PLAN 4850 - RIVERSIDE - 3,021 SQ FT    七月可搬入  

Richwoods Hollow  
    

原價 $449,000 特惠價    $439,000    

5628 Gracie Frisco, TX PLAN 240 - WOODLAND - 3,600 SQ FT    七月可搬入 

Richwoods Hollow  

 14198 Doonan Frisco, TX PLAN 265 - NORTHLAKE - 3,983 SQ FT    八月可搬入  

Richwoods Hollow  

380 

75 

121 

 •    有門控 

 •    大師級規劃社區 

 •    Frisco學區 

 •    有可及時搬入的房屋  

 

原價 $485,000  特惠價     $475,000    

原價 $508,000 特惠價     $498,000    

214-707-0347 

2層樓，正面入口，3車庫，超過10,000呎超大地皮。5房、3衛、用餐間、家庭間、遊戲間，6寸住宅外牆厚度，

Rheem牌即熱式熱水器，Low-E窗戶，升級房屋隔熱設施，工程木地板，花崗岩廚房檯面，鐵錠主軸樓梯。 

超大地皮，正面入口，2層樓，4房+書房、3.5衛、遊戲間，進門及家庭間為拱形天花板，廚房升級，硬木地板，

大量瓷磚、花崗岩廚房檯面、不銹鋼家電套餐，鍛鐵樓梯，即熱式熱水器，屋頂使用TechShield輻射絕熱層，

還有更多！

2層樓，正面入口，3車庫，超過15,000呎超大地皮。4房+書房、4衛、用餐間、家庭間、遊戲間、媒體間，

6寸住宅外牆厚度，Rheem牌即熱式熱水器，Low-E窗戶，升級房屋隔熱設施，工程木地板，花崗岩廚房檯面，

鐵錠主軸樓梯。

•    優越的地理位置

資深商業不動產投資師程雅君願為達福地區華裔客戶服務

達福地區是商業地產投資的好地方

圖：程雅君女士

　　最近的研究顯示有換屋打算的人

今年呈現急遽增加的趨勢。有的人是

要換大房子，例如家中有新成員加入

的人，有的是要換小房子，例如孩子

長大離家的空巢期父母就有這種需

要，還有些人只是換不同地點的房

子。有一個研究顯示最近這些要買房

子的人當中有 75% 是屬於第一種類型

的：換大房。今天我們就針對這群買

家的需要討論。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精準預測

未來，但我們可以從去年的狀況來

分析研判。我們來看看那些本來打

算去年要換大房子的買家但最後決

定暫緩的情形。假設原本他們的房

子 值 約 $300,000, 想 要 換 $450，

000 的房子，放 10% 自備款，所以

需貸款 $405,000。暫緩之後，若依

據 Cash Shiller 價格指數，他們的

房子在去年增值了 10%，現在可賣到

$330,000，假設他們沒有為了賣房子

而增加支出的話，他們可以有 $30000

的財產增值。但是原本 $450,000 的

房子現在也增值到 $495,000，原先

百分之十自備款（$45000）加上房

子增值的 $30000，他們現在可以

有 $75,000 自備款，但是仍需貸款

$425,000，相較於一年前只需要貸款

$405,000，增加的貸款代表每個月負

擔的金額就隨之增加了。

　　根據一項房價預期的調查，房價

在未來的 18 個月預期大約會上漲百

分之六，利率根據聯邦住宅貸款公司

（Freddie Mac) 的預估，在這同時期

大約會上漲一個百分比，所以如果你

有計畫想要換更好或更大的房子，看

來現在換會比晚一點換來的好。

　　有任何房地產方面的問題 , 歡

迎您來電 972-839-7323 詢問許雪

美！◇

換大房？現在正是時候

編者注：許雪美女士乃超數千萬頂級房地產經紀人，是 D 雜誌頂
級評列華裔地產經紀人，曾榮獲 D 雜誌「達拉斯市最有影響力的
400 人」、全德州 Top Producer 等多項大獎。

【許雪美房地產專欄】

程 雅 君 女 士（英 文 名：Carole 

Tam）的聯繫方式是：電話 469-

999-8746， 網 站 www.caroletam.

com。她表示，大紀元讀者如有任

何商業投資問題，均可與她聯繫。

目前，她也有一些熱門商業投資

listing，如在西布蘭諾的 CVS，

在阿靈頓市的 Walgreens 等，歡

迎來電詢問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