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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月最後一週，Zillow平臺上的基礎30
年固定按揭利率在一週內上漲了10個基點，這
已經是連續第二週出現這樣的漲幅。假設一位
優級貸款人以0.8的貸款價值比辦理按揭貸款[1]
[2]，其適用的按揭利率截至1月31日已經上漲到
4.06%，這是2017年3月以來最高水平。在過去
13個月中，只有七天的按揭利率高于這一水平。
[1]優級貸款人：Prime borrower，指信用較好的
貸款人，具體分數根據不同貸款方的規定有一

定差異。[2]貸款價值比：Loan-to-value ratio
（LTV），貸款金額與抵押品價值的比例（本文中
為房屋價值）。

2017年最後一個月，按揭利率上漲了30個
基點。市場已經形成了清晰的認知：經濟數據顯
示美國的勞動力市場景氣、消費支出不斷增加、
工資上漲穩定且國內需求持續上升。這些都證
實了美國經濟的發展潛力，而這樣的經濟前景
遲早會將按揭利率推到更高點。與此同時，其他 國家的經濟發展也一片大好，歐洲和日本的經

濟發展都達到至少近十年來的峰值。
除了經濟發展的因素以外，對財政赤字的

預期也會進一步推高利率。美國財政部在1月最
後一週上調了2018年初預期發行的國債規模，
為市場提供了有關長期融資基準預期需求的詳
細信息。正如預期，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在1月
31日宣布維持利率不變，這也是美聯儲主席耶
倫在任期內的最後聲明，但圍繞利率展望的措
辭選擇略偏鷹派作風（偏激進）。1月底至2月底
近一個月期間，按揭利率繼續上揚。截至2月21
日，利率進一步上漲至4.28%。(本文轉自Zillow
公眾號，ID: Zillow_China)20182018年年11月按揭利率走勢月按揭利率走勢

經濟前景和赤字預期將推動經濟前景和赤字預期將推動
按揭利率在按揭利率在20182018年內創出新高年內創出新高

20182018年年11月底到月底到22月底按揭利率走勢月底按揭利率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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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在美國買房有哪些限制，和本地居
民有什麼不同？這是很多初次置業美國的外國
人關心的重要問題。本期我們就從外國人和本
國人在美國購房的對比，以及中國和美國房地
產對比兩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

1、外國人和美國本地人，購房差異有多
大？
外國人：非美國居民的外籍人士。
本地人：指有美國綠卡或美國籍的人。

購房資格無限制
從購房資格方面來講，美國並不限制外國

人在美國買房，且無套數限制。美國聯邦政府從
來沒有禁止外國人在美國購置房地產，任何外
國人都可以在美國買房子。美國是一個移民國
家，是歡迎外國人在美國購置房產的，在買房方
面幾乎沒有任何的限制。

房屋類型基本無限制，紐約的合作公寓
除外

從房屋類型來說，無論是商業樓宇、土地還
是住宅，都是開放的市場，但在紐約，有一種房
屋類型，對國外人限制較多，就是合作公寓
(coop)，由于審查嚴苛，一般外國人不會購買。

房貸資格：外國人的房貸制度更嚴苛
海外購房者在美國買房能貸款嗎？當然可

以！一般來說，海外買家的貸款首
款相對較高，必須高于35%以上，
最高可以貸到200萬美元。而且海
外購房者在美國申請貸款的周期
會比較長，其中審閱、確定買家的
還款能力是關鍵。

出售房產：都需要繳納資本
利得稅，外國人還需要預扣

聯邦政府對外國人在美國買
房買地雖然沒有限制，但是對他們
出售房地產則有專門規定。根據
1980年外籍人士房地產投資法案
(Foreign Investment in Real Prop-
erty Tax Act of 1980, FIRPTA)，當
非居民外籍人士出售美國房產時，
需要預先扣留賣價的10%作為此
房產的資本利得稅的預扣。預扣由
過戶公司從賣價的款項中直接提
交給美國國稅局。

中國和美國房地產，到底有
哪些差異

各個國家由于房產環境、法
律制度不同，買房時的面臨的各
項問題也不盡相同。作為當下熱
門的海外置業地——美國，受到
越來越多國人的青睞。那美國在

房產制度、房貸政策、產權性質等方面有哪些不
同呢？我們整理了中美房產的十個不同點，一起

來看看吧！
文章來源：美房吧

外國人和本地人待遇有什麽不同外國人和本地人待遇有什麽不同？？
在美國買賣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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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喜歡出境游的中國人能把任何節日
變成假期，一小撮投資者們也玩出新花樣：不止
旅游，順便看看當地的房子，尋找更多投資機會
。

房產搜索平臺 Juwai.com 近日發布一份
《2018出國旅游調查》，調查發現在有海外房源
搜索行為的群體中，有92%的人計劃在2018年
出國旅行，而有購置物業打算的人占到77%。在
有購房計劃的群體中，60%打算在度假目的地
購買。而在剛剛過去的春節長假中，可能就有
25%的受訪者已經實踐了看房計劃。另有受訪
者表示，他們將在夏季或國慶黃金周出國看房。

就像旅行需要提前做好攻略一樣，順便看
房也得早早安排。調查發現，計劃海外購房者中
，49%將會安排約見國外經紀人，大部分計劃約
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代理商看房。他們看房的
目的也並非全為了投資。如果孩子在海外留學，
父母們為畢業後子女安居樂業而早做打算，看
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目的地選擇上，美國仍是最受歡迎的國
家。26%的受訪者打算在這裏看房，其次澳大利
亞。值得關注的是，亞洲國家也在主流看房序列
之中。

假期出國看房並不是新鮮事兒。從2008年
美國經歷次貸危機，緊接著歐洲經濟普遍不景
氣之後，海外房產就一直被是做低估的價值標
的。在這十年裏，一線海外經紀人們也感受到中

國投資者的熱情。他們在試著學會適
應中國買家的需求和習慣。

過節看房的中國買家
計劃看房的中國買家通常會提前

1-2個月與當地經紀人聯繫。他們會將
時間安排得較為緊湊。“大多數人可能還要去觀
光購物，時間有限。”美國蘭登灣地產公司總裁
Mike Lovullo對界面新聞說。在Lovullo看來，春
節看房現象從十幾年前就開始了。

看房者通常是為在附近上學的孩子來物色
房產。“離學校近、又安全的兩居室是他們最喜
歡的戶型。”Lovullo說。

加拿大的經紀人也證實了這點。“有時家庭
也會改變看房計劃，他們會選擇在夏季來看房。
主要時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買方孩子的上學計
劃。”加拿大Engel & Völkers Toronto Central公
司經紀人及銷售顧問Jennifer Chan評論。

學區房的位置是看房者最在意的關注點，
其次是房屋類型。據Chan介紹，加拿大高等教
育資源分布使得買家會多關注在西部大學、滑
鐵盧大學、多倫多大學和約克大學附近的物業。
而當子女開始找工作之後，看房者的偏好也相
應變化。“對于剛上學的孩子，父母會購買新的
公寓房。許多家庭决定讓孩子畢業後留下來，導
致他們選擇聯排別墅和獨立屋。”

Lovul-
lo 發現，首
次 看 房 者
數量不少，
占 五 成 以
上。“這幾
年 人 數 有
所增加，可
能 是 因 為
留 學 生 數
量 越 來 越
多。”

除 了
為 孩 子 看
房，投資也
是 看 房 者
的 目 的 之
一。這在東
南 亞 看 房
者 中 尤 為
明顯。

2013
年 因 為 看
好 泰 國 房
產市場，劉
煒 去 芭 堤
雅 創 辦 樂
思 置 業 房
產 經 紀 公

司。這四年裏，他發現中國買家多為投資性客戶
，少數人買房用于自住以及養老。

他們在假期看房時，也會選擇熱點樓盤、市
區以及中心區域項目。“30平左右的一室一衛戶
型最受歡迎，大多數人都比較關注收益率。”因
為中國買家對泰國房產市場興趣漸長，經紀公
司還會提供接送機服務。

風水、戶型和朝向的執念還在
從業已經43年的Joyce Rey是美國豪宅銷

售圈裏的“老司機”，她曾在2010年就在北京與
一家藝術畫廊合作，兜售位于比佛利山莊的豪
宅。“我大約12年前第一次注意到中國買家，這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在Rey看來，每到新
年期間，看房的中國買家數量就會增加。而且，
他們還有一些特殊偏好。

“中國人喜歡新建築，最好是能拎包入住，
因為他們沒有時間或專業知識去接受房屋改造
的挑戰。”Rey還發現，中國買家會很注意數字，
包括地址和門牌號，風水大師經常被邀請到現
場，判斷房屋的能量流。

這些對房子的“執念”偶爾超出經紀人們的
想像。英國世嘉置業創始人Sally Wang從2013
年開始接觸國內買家，她發現如果按照傳統中
國人對房屋的偏好，要在倫敦尋得一處合適的
物業太難。倫敦有些舊宅是三角型，而中國買家
會更喜歡方方正正的戶型。

朝向問題也很令人頭疼。倫敦緯度高，在夏
天，日照時間最久的是朝西的房屋，而在中國買
家眼中，坐北朝南的房型才算完美。另一些執念
也與“迷信”沾邊。一位買家曾因得知所看物業
門口有一座二戰紀念碑取
消了看房預約。“這是當時
倫敦最好的項目，但買家
們覺得很不吉利，我們甚
至連車都沒停，直接開走
看下一處樓盤了。”Wang
對界面新聞說。

在 對 房 屋 執 念 上，
Chan總結了中國買家的一
些心態，她認為：如果物業
僅被買來作為一種投資，
那麼買家往往會放弃這些
風水迷信；但如果是用于
自住，這些“迷信”仍然適
用，它會間接影響買家的
居住體驗。

買不買？說不準

對看房者而言，過節看房所需做的功課並
不少。但即便假期再長，也不會超過兩周以上。
看完房要不要出手，也面臨不確定因素。Lovullo
發現，有些買家下决定很快，但仍有一些看完房
後需要更長時間做决定。各地不同的市場狀况
和限制性政策也將决策過程拉長。

美國並沒有限制海外購房者的政策，但複
雜的交易流程時長困擾Rey：“我們常在細節問
題上來回溝通，或許這個領域還需要更多對文
化差异更懂行的專家。”

而在加拿大，大溫地區和多倫多的政策令
海外買家望而却步。Chan認為：“買家經常抽假
期來檢查房屋和看房，但因為他們大多數人都
是第一次購房，而外國人稅又高達15%，這影響
了許多購房者的最終預算。”

在泰國，目前對海外買家的政策限制主要
集中在土地和別墅購買，以及貸款不便上。劉煒
認為，最終買家是否能做决定，除了對物業滿意
程度和自身情况考慮，還取决于買賣雙方的信
任感。

“通常，立即買房的客戶很多是國內已經做
了‘功課’，假期過來對樓做進一步考察確認；或
者是老客戶推薦，信任基礎比較好。觀望者則一
般與我們的前期溝通並不多，也在貨比三家。”

Wang曾發現，一些開發商和經紀人為了促
成交易，竟告訴買家在英國買房的印花稅只有5
英鎊。“這種現象真的存在，也需要改善。”

從資產價值來看，買房非小事。對看房者而
言，無論是節假日看房，還是在國內做“功課”，
充分瞭解信息是前提。
來源：居外網

中國投資者的過節新方式中國投資者的過節新方式：：
出國看房出國看房

數據來源：Juw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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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 Tan
陳太太

( 國 , 台 , 英 語 )
281-630-2212
281-340-4116

R01-SIA REALTY星印美地產56C_8

Sandra Tsui
陳小姐 
 ( 國 , 英 語 )  

281-650-0742 

1. 黃金花園公寓出租，3房2浴，大客廳，月租$1300
2. 糖城, Clements High，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花崗石臺面。僅售  
    $549,000.
3. 糖城,  二層樓大洋房與獨立辦公室， 5120尺,  花園， 網球場，多停車位 
   ，僅售$900,000
4. 密書裏市，二層樓漂亮大洋房， 5房，4 浴，三車庫，僅售$299,500
5. 近中國城，二層樓洋房, 3房，2.5浴, 僅售 $165,000, 好房客，投資良機。
6. Montgomery區，住宅土地，湖邊，鐵門，高級社區.
7.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租$0.58， 
    可立即搬入。
8. 大休士頓區，多種房型出租屋， 歡迎來電詢問

281-787-9300

住家﹑商業﹑投資管理

賣房高手

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

MeiMei Ou
獲獎經紀人

經驗豐富(20年)

誠實可靠

meimeiou28@gmail.com 微信號：Meimeiou28
R01-REMAX-MEIMEI 美美地產56C_8

以下好房哈維Harvey都沒淹水:
1) 糖城名社區洋房, 4仠呎5房/3.5浴, 漂亮樣板房戶型,  
    $42萬, 房子地勢高, 哈維連街道也沒淹. 
2) 城裏房子全翻修,漂亮可愛, 3房2浴+書房,近百利市/醫 
    學中心,交通便利
3) Katy熱門區美房, 近湖邊, 3560呎,4房3.5浴/書房/GR/賣
    44.9萬, 租$3200,交通便利.
4) Katy好區美屋, 3仠5呎, 5房/3.5浴/書房/GR. 格局好看
    實用.交通方便.
5) 西北區洋樓, 2500呎/4房/2.5浴.近Exxon/45/99號,交通
    超方便, 僅26萬

16300 Sea Lark Rd Houston, TX 77062

281-468-6368

Email:goldenkeyhomeloan@gmail.com

新舊房屋買賣
商業地產投資
專業地產知識
免費市場分析

買房貸款
重新貸款
最佳利率
無費貸款

低費貸款
手續簡單
信息保證

誠徵有執照的Loan Officer

CEO
Mortgage Broker, Realtor
微信：sammywang88

經驗豐富地產、貸款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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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一開年，美國樓市就迎來好彩頭。據
福布斯和房產信息平臺Zillow Research 報道，
2018年 1月初美國所有房屋總價值31.8萬億美
元，同比增加6.5%，創下自2014年7月以來最大
同比增幅。就在中國春節前夕，Global Property
Guide 也大呼美國房市連續五年上漲，由于房
市需求強勁，2018年將繼續走高。

一. 美國經濟回暖，購房需求不斷增加
從2017年起，美國經濟持續穩定上升，勞動

力需求旺盛，股市表現強勁，特別是在減稅和基
礎建設支出的宏觀背景下，購房需求也不斷增
加。

美國統計局(U.S Census Bureau)2017年 12
月數據顯示，美國住房房產平均銷售價格達39
萬8900美元，同比增長4.3%，銷售價格中位數
增長2.6%，達33萬5400美金。美國統計局指出，
雖2017年房產銷售量達到2006年以來的歷史
新高，但房市需求和增長依然強勁。

美國房產經紀人協會首席經濟學家Law-
rence Yun表示，“房源供應不足在過去的幾年
一直存在，加上目前美國勞動力市場表現強勁，
工資上漲，房屋價格在2017年全美範圍增長達
5.8%，是收入增長的兩倍。”據美國房產經紀人
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預測，
2018年全美現有房產價格中位數將達到5%的
增長。

低利率也是房價持續上漲的原因之一。
2017 年 12 月，美國聯邦基金將基準利率漲至
1.25%-1.5%，但利率依然很低：

30年期平均固定利率2017年 12月從4.2%降至
3.95%

15年期平均固定利率2017年12月從3.43%降至
3.39%
5年期可調平均利率2017年 12月從3.39%降至
3.23%

二. 川普新稅法對美國房地產業更優惠
美國房地產業一直都是稅收最優惠的產業

。美國鼓勵住者有其屋，而房地產業興旺，長遠
可以為政府增加稅收。這次稅改，可能由于川普
出身房地產業，新稅法對房地產業也是待遇優
厚。通過稅改，房屋貸款利率稅收減免額度降低
，稅改前，只要帶息貸款在100萬美金以下的個
人，都能享受稅收減免。稅改後，把享受貸款稅
收額度上限降為50萬美元。

三. 華人聚集地區房價或持續上漲
2018年房價上漲已經是大勢所趨，從地區

看，中國買家關注的熱門市場的房價預計漲幅
更大，比如加州的聖何塞、洛杉磯和華盛頓州的
西雅圖。

根據世界權威金融分析機構標準
普爾(Standard and Spoor’s)的數據，截至
2017 年 11 月，美國 20 個主要城市房產
全部強勁增長：
西 雅 圖 ( 華 盛 頓 州) 位 居 榜 首：上 漲
12.71%
拉斯維加斯(內華達州)：上漲 10.6%
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州)：上漲 9.04%
聖地亞哥(加利福尼亞州)：上漲 7.45%
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州)：上漲 7.02%
坦帕(佛羅裏達州)：上漲7.02%

達拉斯(德克薩斯州)：上漲
7.02%
底 特 律 ( 密 歇 根 州)：上 漲
6.98%
丹佛 (科羅拉多州)：上漲
6.94%
帕克蘭(佛羅裏達州)：上漲
6.94%
波士頓(馬薩諸塞州)：上漲
6.26%
夏洛特(北卡羅來納州)：上
漲 5.76%
紐約 (紐約州)：上漲 5.71%
鳳凰城(亞利桑那州)：上漲 5.54%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蘇達州)：上漲5.41%
亞特蘭大(佐治亞州)：上漲5.14%
克利夫蘭 (俄亥俄州)：上漲 4.13%
邁阿密(佛羅裏達州)：上漲4.06%

華人聚集的大城市，2018年的房價走勢
如下：
舊金山

舊金山灣區都市圈的房價中位數為112萬
8300美元，未來1年，舊金山灣區都市圈的房價
漲幅預計為8.1%。

洛杉磯
洛杉磯都市圈的房價中位數為62萬5600

美元，未來1年，洛杉磯都市圈的房價漲幅預計

為6.5%。

紐約
紐約都市圈的房價中位數為42萬9400美

元，未來 1 年，紐約都市圈的房價漲幅預計為
2.3%。

西雅圖
西雅圖都市圈的房價中位數為46萬3800

美元，未來1年，西雅圖都市圈的房價漲幅預計
為4.9%。

達拉斯
達拉斯-沃斯堡都市圈的房價中位數為28

萬美元，未來1年，達拉斯-沃斯堡都市圈的房價
漲幅預計為5.6%。
資料來源：美房吧

買美國房的要抓緊了
買美國房的要抓緊了 !!華人聚集的州華人聚集的州華人聚集的州

房價居然還在漲房價居然還在漲房價居然還在漲

達拉斯達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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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四分之一的美國
房屋售價高于標價？

I/房地產專日/180501B簡 房地產現況

2012 年美國有 17.8% 的房產售價超過標價
，到 2017 年，這一比例提高到了 24.1%。

房產成交價格一般比標價高 3.1%。
在聖何塞、舊金山、鹽湖城和西雅圖，一半

以上的房產都以高于標價售出。
2017 年全美售出的房屋中，24.1% 的房產

售價超過標價，賣家售房所得平均比他們最初
獲得的報價多 7,000 美元。在 2012 年，以高于
標價成交的房產比例僅為六分之一（17.8%）。伴
隨房產市場的復蘇，這一比例在接下來的五年
間增長了 6.3 個百分點。

這種情况是多種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其中
包括房源的供不應求、人口結構轉變、強勁的經
濟增長與利好的融資條件。儘管價格相對便宜
的房屋面臨著嚴重的房源短缺，但完全沒有抑
制購房需求，特別是年輕人和首套房買家（點擊
閱讀）。他們的事業處在上升期，同時也在準備
組建自己的家庭，因此選擇在這個階段購買屬

於自己的房子，
告別租房生活
也是理所當然
的事。此外，較
低的按揭利率

減輕了還款負擔，增強了他們的住房購買力和
購房意願。

從地域分布看，部分房產市場中高于標價
售出的房產比例明顯高于其他市場。
加州的聖何塞和舊金山比例達到 68.5% 和
64.5%。
猶他州鹽湖城（Salt Lake City）的比例為 55.4%。
華盛頓州西雅圖的比例為 52.4%。
猶他州普洛佛（Provo）的比例為 51.1%。

這些市場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生活質量
較高，因此房產銷售帶來高額利潤也在意料之
中。談及利潤，以上五個市場中，賣家的售房利
潤平均至少 2 萬美元。根據 Zillow 對全美
100 個都會區展開的分析，聖何塞的房產成交
價和標價差值最大，該地區房屋賣家獲取的利
潤平均為 6.2 萬美元。

總體來說，房產市場競爭激烈對于賣家更

為有利。而對于買家來說，競爭激烈意味著房屋
銷售更快，一般來說美國房屋會在 80 天內成交
（包含全部的結算手續）。而在聖何塞、舊金山和
西雅圖這些熱門市場，房屋平均不到 50 天就能
售出。激烈的競爭導致買家很難憑藉首次報價
獲得心儀的房屋，想在競價中勝出，他們往往需
要給出更誘人的報價。根據 Zillow 集團 2017 年
消費者住房趨勢報告，買家通常需要花費超過
四個月的時間才能買到心儀的房屋，而且期間
多次提交過報價。
全美最大的 25 個都會區
售價高于標價的房屋比例

儘管在競爭激烈的房產市場競價成為普遍
現象，但是“在標價的基礎上爭取降價而非提高
報價”的談判規則仍適用于大部分地區。雖然

2017 年全美有四分之一的房屋成交價高于標價
，但同時也仍有近三分之二（65.9%）的房屋低于
標價成交（剩餘近 10% 的房屋則以標價成交）。
在這些低于標價成交的房屋中，成交價格平均
比標價低 6.2%，約為 1.48 萬美元。

超過標價成交的房屋比例最低的幾個房產
市場包括：
佛羅裏達州布雷登頓（Bradenton）和邁爾斯堡
（Fort Myers），比例分別為 9.2% 和9.6%。
阿肯色州小石城（Little Rock），比例為 9.9%。
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頓（Scranton），比例為
11.5%。
俄亥俄州揚斯敦（Youngstown）比例為 11.8%。
（本文轉自Zillow公眾號，ID: Zillow_China）

為什麼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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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在美帝也一樣
沒來美國之前，我一直認為美帝

人民熱愛生活不加班。所以對於在天
朝日日加班水深火熱的我來說，美國
的工作生活就像是童話一樣美好。後
來在美國待了一段時間，我才知道，童
話裡的故事都是騙人的。

如果項目很趕，訂單緊張，該加班
的時候還是得加班。工作日正常時間
下班後多待幾個小時，週末時間不休
息回去加個班，甚至為了多掙點加班
費而故意加班幾個鐘頭，這樣的情況
大有人在。

來自紐約審計署的一項研究，總
結出了美國平均每週工作時間最長的
十大城市，其中紐約高居榜首。正如人
們通常認為的那樣，紐約人來去匆匆，
城市繁忙。數據顯示，就日常通勤和坐
班時間而言，紐約人花費的時間最多：
第一名：紐約；每週工作時長：49.08小
時
第二名：舊金山；每週工作時長：48.58
小時
第三名：華盛頓；每週工作時長：48.39
小時
第四名：休斯頓；每週工作時長：48.18
小時
第五名：沃斯堡；每週工作時長：48.01
小時
並列第五名：芝加哥；每週工作時長：
48.01小時
第七名：波士頓；每週工作時長：47.36
小時
第八名：夏洛特；每週工作時長：47.35
小時
第九名：巴爾的摩；每週工作時長：
47.25小時
第十名：西雅圖；每週工作時長：47.23
小時

而這些城市之所以能登上美帝城

市加班時長排行榜，少不了這幾大行
業的“助攻”：
1.設計師：當你開始學設計時，你的目
標是：設計出一款與範思哲一樣美到
震懾人心的服裝或是打造巴黎盧浮宮
金字塔入口的貝聿銘:從此名震江湖

然而現實是，不僅要每天畫圖畫
到太陽再次冉冉升起，還要不厭其煩
地一次一又一次改圖來滿足客戶...
2.媒體工作者：加班簡直就是他們的
職業操守必備。拿節假日來說，普通人
只要興高采烈地等待假期的來臨好好
放鬆一下即可。

但媒體工作者此時正在絞盡腦汁
策劃著，寫著，錄著，那些讓普通人放
鬆的節假日節目，稿子，片子。
3.銷售人員：不得不承認，對於大部分
銷售人員來說，賺的錢與工作時長成
正比
4.金融精英：別看他們一個一個在職
場打扮的有模有樣，結交的都是上流
社會，但是你不會知道他們就是傳說
中起的比雞早，睡得比狗晚的那一群
人...
5.程序員:如果你在早上上班路上看到
一個眼眶發黑男子，千萬不要覺得他
是犯罪嫌疑人而報警，因為他有可能
只是因為老闆說了句“幫我改點東西”
，然後寫代碼寫到淩晨。

既然說到了程序猿，我們怎麼能
放過讓不少人津津樂道的美國科技行
業呢？當然，有些人善於調節自己的工
作時間和工作效率，從而合理分配時
間。但不可否認的是，絕大部分的 IT
人士還是由於經常加班，身上落下病
根的不在少數，更有因為工作太累而
猝死的，讓人心痛不已。

例如，亞馬遜。這家可以稱的上是
科技行業中特別不受員工喜愛的公司
之一。有媒體甚至以“血汗工廠”來形

容亞馬遜的
工作環境。超
過 100 名 亞
馬遜員工曾
受 訪 表 示，
Amazon 太沒
人情味了，在
Amazon 工作
會使工作和
生活失去平
衡。
其中吐槽最
多的，就是亞
馬遜的加班！
加班！加班！

曾經在一篇文章看過一個
例子，一名亞馬遜Kindle團隊的
老員工，為公司貢獻了多年，但
當她爸爸患上癌症需要她照顧
時，它不得不經常請假，而且晚
上和週末也不怎麼能加班了。於
是這位員工向公司申請去一個
壓力小一點的部門工作，被駁回
，老闆同時也對她表現出了明顯
的不悅。後來她不得不請了無薪
假回去照顧父親，但請假後亞馬
遜再也沒讓她回來“他們想你全
身心投入工作，恨不得你一周七
天都在工作！”
美國加班政策和補貼

如果讓歐洲人加班，那幾乎
是不可能的; 如果讓中國人加班
，有加班補助想想也就算了。如
果讓美國人加班，必須認真的給
他講清楚加班補貼和調休等相
關政策，他才有加班的可能。
美國目前的加班費標準規定，大
多數工薪勞動者的年收入如果
不到 47476 美元，每週工作時間
在超過40個小時後，雇主每小時
要支付1.5倍的工資。
不過，即使在政策明確規定的情
況下，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
，我們根據網絡上收集的資料，
總結了一些美國雇員認為老闆
讓其加班的不合理要求，以及解
決途徑。

問題 1:在一周工作 40 個小
時後，老闆希望我加班。但我不
想加班，老闆在我不情願的情況
下強制我加班違法嗎？

回答：從聯邦法律來看，老
闆是可以要求員工加班的，如果
員工拒絕，可以辭退。美國公平
勞動標準法中，沒有限定每週雇
主要求員工的工作時間上限。它只規
定了雇主需要付雇員加班工資。

問題2：我一周雖然沒達到40小時
工作時間，但是我有時候一天超過工
作時間 8 小時，我有權利拿加班工資
嗎？

回答：一般來說，如果一天工作超
過了 8 個小時，老闆不需要給雇員加
班工資。聯邦法律只規定了一周40小
時的工作時間，而不是每天工作時間。
不過，美國各個州的法律有所不同，比
如在加州，每天工作超過 8 小時也是
算加班費的。

問題3：我的老闆能讓我加班工作
而不付工資嗎？

回答：如果是因為本來可以在 40
小時的最低工作時間要求中完成的任
務，因為雇員的個人原因沒有完成，老
闆是有權利讓雇員稍稍加班完成任務
而不付工資的。如果不是因為未完成
的認為，從另一方面來說，多於的工作
負荷實際上是有助於員工升職的，當
然，員工也可以選擇不做。
加班的主觀原因

不容置否，有相當一部分的人加
班並不是被迫無奈，而是心甘情願，因
為他們承擔了不小的生活壓力。一般
人有兩到三個小孩，有的家庭還不是
雙職工，而是妻子在家做家庭主婦，試
想，一個人養三四個人，還要供房，養

車的，甚至養寵物，如果不是能力特別
強的人，不加點班，工資哪夠，不加點
班，哪能升職？
另外，加班與否，也整個社會經濟發展
也相關。在經濟還沒有完全復蘇，恢復
繁盛時代的時候，對於大多數人而言，
保住自己的飯碗比什麼都重要，這樣
想來，加班也就自然而然接受了。

還有一些人加班，不是公司要求，
不是生活所迫，而是對自身成就的滿
足感。一個癡迷於設計科技產品的人，
最大的喜悅莫過於親自研究，親自把
關生產，親自檢測，然後看著自己的成
果如何被世人所熱捧。這樣一來，即使
是加班，也樂在其中。

I/房地產專日/雜版/創業工作/180423A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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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美國勞工部評的美國勞工部評的1010個對健康個對健康
有害的工作你的專業中招了嗎有害的工作你的專業中招了嗎？？

【來源:商業內幕】
美國勞工部公佈了一系列數據，而它附屬的onetonline網站

根據這些數據總結出最有可能損害健康的職業。排名根據接觸
污染物、疾病和感染源、暴露在危險、輻射、輕微受傷、和坐著的
時間（研究表明長期不動會縮短壽命）等因素打分，得分越高，說
明這份工作對健康越有風險。

同學們快來看看這10個職業，如果打算讀或正在讀這些專
業的需要做好心理準備哦！
(十)手術和醫療助理、技術人員
總體健康得分：57.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2、接觸污染物
3、暴露於危險環境
(九)能源機械工程師和鍋爐操作員

總體健康得分：57.7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暴露於危險環境
3、發生輕微燒傷、割傷、或釘刺危險
(八)汙水處理廠和系統操作員
總體健康得分：58.2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暴露於危險環境
3、發生輕微燒傷、割傷、或釘刺危險
(七)組織病理分析員和技術員
總體健康得分：59
三大健康風險：
1、暴露於危險環境

2、接觸污染物
3、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六)海關檢查人員
總體健康得分：59.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發生疾病和感染源
3、暴露於輻射
(五)足療師
總體健康得分：60.2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2、暴露於輻射
3、接觸污染物
(四)獸醫和助理
總體健康得分：60.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2、發生輕微燒傷、割傷、或釘刺危險
3、接觸污染物
(三)麻醉師、麻醉護士和助理
總體健康得分：62.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2、接觸污染物
3、暴露於輻射
(二)空乘人員
總體健康得分：62.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3、發生輕微燒傷、割傷、或釘刺危險
(一)牙科醫生和助理
總體健康得分：65.4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接觸疾病和感染：75
3、坐著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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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就業分析報告顯示，約半數年薪在57，
000美元以上的工作需具有電腦編程知識或技
能。專家表示，如果對 SQL、Python 和 java script
等這些電腦語言一點概念都沒有的求職者，將
難以引起雇主的興趣。

CNN新聞網報導，你若從未聽過SQL、Py-

thon和 java script等電腦程式語言，現在的雇主
很可能看不上你。

就業市場分析公司Burning Glass和甲骨文
學院的最新報告顯示，約半數年薪57，000美元
以上的高薪工作需具有電腦編程知識或技能。
該報告是針對2600萬個招聘廣告所做的分析。

甲骨文學院愛莉森？米
勒表示，這反映即使非高科
技工作也需要編程能力。她
說：「電腦操作已成為每個
行業的工具。」目前包括分
析資料的商界人士、設計師
、創建網站的營銷人士及做
研究的科學家都需要一些
編程知識。

收入前 25%的個人被
定義為高收入族群。目前這
個群體的最低收入為 57，
000 美元。根據就業市場分
析公司 Burning Glass 及甲
骨文公司旗下慈善機構「甲
骨文學院」（Oracle Academy
）分析了2，600 萬個招聘廣
告顯示，約半數薪資在 57，
000元以上的工作要求有基
本的編程能力。

非高科技工作也需某
種編碼能力

甲骨文學院米勒（Ali-
son Derbenwick Miller）表
示，這一數字反映了即使非
高科技工作也需要某種的
編程能力。她說：「分析運算
已經成為每一個行業的工

具。」這意味著，各行業的員工都需要 編程知識。
的確，目前包括分析資料的商務人士、設計師、
創建網站的營銷人士及做研究的科學家都需要
一些編程知識。

非科技領域的雇主及員工也這麼認為。草
地維護公司 LawnStarter 分析師傑克連恩表示：

「具編程知識已經成為求職者不可
少的技能」，因為這些技能可以幫
助員工理解任務，並更有效地與其
它部門合作。

科普蘭在就讀倫斯勒理工學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時，主修電腦科學專業，但
後來從事行銷工作。她說：「雖然我是從電腦編
程轉進市場行銷，但有編碼的背景對我幫助很
多。首先，當我在進行創建網站的計劃時，我能
夠很容易地與編程人員溝通。最終，這使得我的
項目能夠更快更準確的完成。」

金屬回收公司 ElectroMetals 的行銷人員
Alex Barshai表示，他的公司不需要求職者具備
優秀的編程技巧，但那些擁有編程能力的員工
明顯有比較強的分析能力，因為在學習編程的
過程中，培養了分析能力。

小企業貸款公司LiftForward的首席科技長
Mike Grassotti 表示，編程能力受歡迎的另一個
原因是能協助員工「將瑣碎的任務自動化」和
「讓這些員工能找出其他人認為不可能的解決
方案。」

不需上大學讀電腦專業也能學會編碼
當然，仍然有許多的高薪工作不需要編程

能力。例如：工程承包商平均薪水65，239美元，
很多石油鑽井平臺工作人員年薪可達100，000
美元。這些工 作都不需要編程能力。此外，在未
來幾年內，對於專業編程人員的需求將下降，因
為企業將這些工作外包給海外的編程人員，他
們的薪水一般較低。

雖然如此，美國勞工依舊需要有編程技能
或知識，而且對擁有這種能力的員工的需求也
將持續增加。編程培訓公司Coding Dojo執行長
Richard Wang 表示，幾乎在未來的每一項工作
都需要編程的一些知識。「在數字經濟時代，知
道如何編程是能出人頭地的必備的技能，我相
信編程最終會成為雇主要求的 必備技能。」

對於那些沒有編程技能的人而言，不需要
上大學攻讀電腦專業也能學會編程，甚至有免
費學習的機會。根據網絡雜誌Wired評比，Co-
deAcademy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案之一，此外還有
Girl Develop It及Udacity等免費方案。

美半數高薪工作要懂程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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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個最佳的Entry-level工作！(上)
【來源:網路】

如果你剛剛畢業正在找工作，或
者還在思考想從事怎樣的工作，不用
著急！為了讓即將邁入職場的你能瞭
解哪裡才有好的職位，Wallet Hub 分
析了美國勞動局，牛津大學，求職網站
Indeed.com以及Salary.com的數據，找
到了最好以及最壞的Entry-level工作
。

為了進行此項排名，Wallet Hub分
析了 109 個 Entry-level 的職業來評估
它們的升職機會，增長潛力以及職業
危害。分析方面包括：起薪，失業率，至
2014就業增長率，薪資增長潛力，人工
智能替代率等。每一個分析方面都會
進行0-100評分，100為最高評級，0為
最低。Wallet Hub 隨後對評分進行了
加權平均，得出了最後排名。以下為總
評分最高的16項工作。
16. Industrial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2,812
升職潛力排名：50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27
職業危害排名：38
15.Aerospace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8,613
升職潛力排名：29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33
職業危害排名：38
14. Certified nursing assistant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25,392
升職潛力排名：56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
25
職業危害排名：24
13. Chemical engineer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70,586
升職潛力排名：1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
28
職業危害排名：38
12.Electronic engineer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67,524
升職潛力排名：39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
22
職業危害排名：36
11.Web designer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53,849
升職潛力排名：13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40
職業危害排名：13
10. Architect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47,540
升職潛力排名：15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6

職業危害排名：57
9.Training specialist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49,011
升職潛力排名：42
立刻就業可能
性排名：2
職業危害排名：
80

8.Software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3,924
升職潛力排名：26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4

職業危害排名：79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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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afety technician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39,990
升職潛力排名：38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6
職業危害排名：61
6.Electrical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5,976
升職潛力排名：23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4
職業危害排名：36
5.Environmental，health and safety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
數 （entry
level）： $54,
841
升職潛力排名：43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0
職業危害排名：38
4.Web-applications develop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56,299
升職潛力排名：20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20

職業危害排名：18
3.Safety representative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57,067
升職潛力排名：67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
職業危害排名：56
2.Systems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6,935
升職潛力排名：60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3
職業危害排名：38
1.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3,262
升職潛力排名：25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5
職業危害排名：38

16個最佳的Entry-level工作！(下)

16個最佳的Entry-level工作！(上)
【來源:網路】

如果你剛剛畢業正在找工作，或
者還在思考想從事怎樣的工作，不用
著急！為了讓即將邁入職場的你能瞭
解哪裡才有好的職位，Wallet Hub 分
析了美國勞動局，牛津大學，求職網站
Indeed.com以及Salary.com的數據，找
到了最好以及最壞的Entry-level工作
。

為了進行此項排名，Wallet Hub分
析了 109 個 Entry-level 的職業來評估
它們的升職機會，增長潛力以及職業
危害。分析方面包括：起薪，失業率，至
2014就業增長率，薪資增長潛力，人工
智能替代率等。每一個分析方面都會
進行0-100評分，100為最高評級，0為
最低。Wallet Hub 隨後對評分進行了
加權平均，得出了最後排名。以下為總
評分最高的16項工作。
16. Industrial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2,812
升職潛力排名：50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27
職業危害排名：38
15.Aerospace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8,613
升職潛力排名：29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33
職業危害排名：38
14. Certified nursing assistant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25,392
升職潛力排名：56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
25
職業危害排名：24
13. Chemical engineer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70,586
升職潛力排名：1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
28
職業危害排名：38
12.Electronic engineer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67,524
升職潛力排名：39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
22
職業危害排名：36
11.Web designer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53,849
升職潛力排名：13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40
職業危害排名：13
10. Architect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47,540
升職潛力排名：15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6

職業危害排名：57
9.Training specialist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49,011
升職潛力排名：42
立刻就業可能
性排名：2
職業危害排名：
80

8.Software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3,924
升職潛力排名：26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4

職業危害排名：79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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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界 传 奇

华商是中国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引进的外资中，侨资占比七成以上。华商企业不仅为祖（籍）国带来
大量资金，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
者、开拓者和参与者。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华商经济进入转型升级与创新发
展新时期。如何转型？如何创新？华商们有话说。

华商故事

靠创新站稳脚跟

快 40年了，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中国
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谢国民更加坚定了自
己当初的选择。

1979 年，中国颁布了第一个利用外资的
法律——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许多
外国企业还在观望时，祖籍广东的谢国民带
着 1500万美元来到深圳投资，拿到了深圳市
首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正大集团成为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在华投资的外商集团。此
后，他又相继在珠海、汕头拿到了首号执
照。

谈及当年投资的底气，谢国民说，这源
于他带来了当时中国农村最缺的 3 样东西
——技术、资金和市场。

在深圳，谢国民提出“一个人养一万只
鸡”。“这个目标怎么实现？我们靠标准鸡棚、
专业服务队伍、最好的饲料来养最好的鸡
种。”他介绍说，通过分工，正大集团将养鸡环
节交给农民，在饲料、配送、销售等环节提供
一条龙服务。这个朴素逻辑就是后来在中国
普遍流行的“公司+农户”理念。

如今，正大集团在中国投资规模超过
100 亿美元，业务涉及饲料、食品、医药、
零售等领域，遍布中国每一个省份。

上好佳集团同样是进入中国较早的一家
侨资企业。邓小平南巡后，菲律宾华商施恭
旗看好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积极回国投资，

于1993年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上好佳工厂。
上世纪 90年代初，中国的食品还是用透

明塑料袋包装，施恭旗将全新的设计观念、
包装技术带回国内，以至于当时很多人都以
为上好佳是进口食品。

施恭旗还创新经营管理，为工人涨薪、
改造食堂、安装暖气，还让工人自主投票决
定工厂去留。施恭旗认为，适应中国的文化
习惯，管理人比资金更重要。“结果，90%的
人要我们留下来。”

目前，上好佳集团在各地设立了 15 家工
厂，除了生产薯片、糖果、饮料、巧克力制品等
休闲食品外，还从事包装材料的生产，上好佳
也成为中国无人不知的零食品牌。

统计显示，全球华侨华人 6000多万，华
商企业资产约 4 万亿美元，各类专业人士接
近 400 万。他们具有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
成熟的生产营销网络、广泛的政界商界人脉
以及沟通中外的独特优势。

靠创新转型发展

近 年 来 ， 电 子 商 务 、 移 动 支 付 发 展
迅 速 ， 如 何 与 互 联 网 联 姻 ？ 如 何 实 现 转
型 发 展 ？ 这 是 摆 在 华 商 们 面 前 的 现 实 问
题。

正大集团和阿里巴巴合作卖饲料，教会
村民们做电商，谢国民说，“这就是创新，
老虎加了翅膀又飞天了。”近年来，正大集
团积极参与农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为传

统农牧食品业发展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自
身也实现了互联网转型。

而在模式创新上，正大集团以往的“公
司+农民”变成了如今的“四位一体”模
式：农民当股东，负责种、养；企业负责深
加工，承担市场风险；建立对接餐厅、超市
的销售网络；鼓励创业者开设餐厅，打通从
种养到餐桌“最后一公里”。

“新时代充满了机会，但不能沿用老办
法，要有创新思维，如果还是按照旧的做
法，就要被新时代淘汰。”谢国民说。

上好佳集团同样遭遇挑战。“我们发现过
去一直倚重的大卖场、超市的销售增速明显放
缓，‘新零售’正当其道。”上好佳（中国）有
限公司董事长施学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新事物和新业态的发展不应忽略。”

在保持原有的渠道和市场情况下，上好
佳丰富销售模式，更多关注便利店、机场、火
车站、加油站等人群密集地方的销售。同时，
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密切关注新一代消
费者的需求，坚持在“健康、营养”基础上，不
断贴合消费者的喜好。

靠创新赢得未来

“每一个时期都要根据当时发展情况和
环境，创造有利机会。”这是香港富华国际
集团董事长赵勇多年的体会。

上世纪 90年代初，北京还没有一个像样
的商业交流平台。赵勇发现了这一商机，在

当时北京饭店对面建立了北京长安俱乐部，
对北京商业交流起到重要作用。从位于北京
市通州区的世界侨商中心，到积极参与北京

“侨梦苑”侨商产业聚焦区建设，再到积极
拓展海外布局，富华国际集团在紧跟国家发
展战略中实现了新跨越。

“改革开放 40 年来华商在中国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就是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过
程中遇到的同样问题。”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
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主任许又声鼓励华商同中国企业合作，
既当红娘，又当新娘，在利用互联网、高
科技实现自身转型的同时，帮助中国企业
转型升级。

施学理认为，政府的扶持和协助，在
企业转型创新中起到重要作用，此次博鳌
亚洲论坛上中国释放的扩大开放新信号，
为华商提供了更好地参与中国新时代发展
的平台，上好佳也会把握机会，积极探索
跨境电商。

“当下华商经济涌现出一些可喜的新特
点，包括新型战略拓展眼光、新兴经济元
素、新时代发展定位等。”香港世茂集团董
事局主席许荣茂认为，这是海外华商适应
时代、国家、市场变化，不断推动自身转
型升级的产物，是华商经济新的生命力所
在。

许荣茂建议，侨资企业可以进一步加大
“一带一路”方面的业务，创新经营，做好
创新的推动者和开放的催化剂。

华 商 紧 跟 改 革 开 放 鼓 点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叶 子

施恭旗

谢国民许荣茂

赵 勇

图为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现场。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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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一個讓孩子綻放天才本色的地
方一個讓孩子更明事理的地方一個讓孩子
放飛夢想的地方

暑期將至，相信很多家長都希望您的
孩子能擁有一個豐富生動、多姿多彩的快
樂“營養”暑假。進入第25個年頭的華夏
中文學校為不同學齡段的小朋友們精心準
備了一套暑期夏令營文化娛樂大餐：有寓
教於樂的中文系列課程、有形式多樣的手
工泥塑、畫畫書法、象棋魔方、體育音樂
、軟雕飾品、葫蘆絲課程、有機器人、乒
乓球特色營訓練課程、有專門為初高中學
生設計的強效數學、英文電腦訓練課程、
有特殊輔導班的課程、還有大型的讓孩子
們展示自己才華的慶祝活動等等。優質免
費的校車服務、低廉的學費稱得上是全德
州性價比較高的夏令營。我們的主題是：
讓每一個孩子在夏令營中過得有滋有味，
在快樂中享受學習，在學習中經歷成長。
相信今年豐富多彩的夏令營課程將為孩子
們帶來一個不同尋常的夏天。

“2018華夏暑期夏令營”是為在休斯
頓地區的孩子們設計的集學習、娛樂、旅
遊為一體的暑期夏令營。從周一到週四每
天上午是系統的中文課教學。按學生的中
文程度分班。教學目標:夯實基礎、拓展思
維、及時有效地取得學習進展。學生通過
三個月中文的系統學習，能跳一級進入9月
份的秋季中文班。週一到週四每天下午開
設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才藝課，按學生的
年齡分班。內容包括：書法、國畫、中華
武術、手工泥塑、軟雕飾品、象棋魔方、
乒乓、葫蘆絲、音樂舞蹈等多門課程。教
學特色：形式多樣、緊扣中華文化主題，
注重實效性、多樣性和趣味性。華夏暑期
夏令營的孩子們每週都有機會參加10種以

上不同的課程學習。特
殊輔導班內容包括：
Public Speaking/Com-
munication、 DebateI、
小主持人、速算與巧算
、英文閱讀與寫作、GT
預備班（詳情見課表）
。另外為配合初高中學
生新學年之進度，學校
特開設了強效數學、英
文電腦訓練營。與此同
時，我們還開設了機器
人、乒乓球和辯論演講
、小主持人特色營。
（詳情見課表）每週五
則是開闊視野的戶外參
觀旅遊活動。孩子們通
過參加夏令營活動走向
戶外，親近大自然，同
時也培養和鍛煉了邏輯思維和學習興趣，
增長了知識。

暑期夏令營校車服務週一至週五,華夏
暑期夏令營提供免費的校車服務,深受廣大
家長歡迎。校車幾乎覆蓋了休斯敦主要地
區：東線至醫學中心，西南線站點就設在
糖城的自然博物館門口，每天孩子們早上8
點上車，下午5點半到站。高高興興來學校
，平平安安回到家。
享受特惠驚喜
4月15日前繳費免報名費＄30。
5月10日前繳費減報名費＄15。

一次性註冊12週的學生，學費立減
$200並送特殊輔導班課程一門。 （De-
bate、小主持人課程除外）

一次性註冊10週以上的學生，學費立
減$100並送特殊輔導班課程一門。 （De-

bate、小主持人課程除外）
一班小同學報名十週以上含十週，學

校可提供免費午餐。
“2018華夏暑期夏令營”自2018年6

月4日起至8月24日止，星期一至星期五
7:30AM－7:00PM。

現暑期報名工作已全面展開，請大家
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課程並及早報名
。

歡迎來電詢問或到學校網站上下載招
生簡章、報名表。

華夏中文學校地址: 5925 Sovereign
Dr .＃115

網址： www.houstonhuaxia.org ;
聯繫電話：713-541-3339
281-798-3016
832-433-0706

20182018年華夏中文學校暑期夏令營正在火熱招生中年華夏中文學校暑期夏令營正在火熱招生中

【華夏中文學校總校 閱讀寫作班: 吳
若曦】 今年的2月15號是中國新年的大年
三十，我一直盼望著這一天快快到來，因
為可以看春節聯歡晚會，可以吃好吃的東
西，可以拿紅包。但是又有點小小的遺憾
，因為時差，中國的晚上是我們的早上，
早上我還要上學呢！不過，媽媽說可以幫
我錄下來，只要有時間就可以再看。

“春晚”是我最喜歡看的節目，舞台
特別特別漂亮，色彩斑斕。還有升降功能
，隨著各式各樣的節目，它可以有很多變
化，真是很奇妙！那些表演簡直是太精彩
了。有唱歌跳舞、有相聲小品、有雜技魔
術，有武術曲藝等，看的你眼花繚亂，心
花怒放。媽媽說：“這些表演都是經過了
一遍又一遍篩選後才入選的，都是高質量
的節目。世界上好多國家都在看呢！”我
馬上想到一個詞叫“走向世界!”

“春晚”還有一個有趣節目是搶紅包
，那也我很感興趣的一件事。當鬧鐘響起
，媽媽就推開我的門:“起床啦，春晚開始

了！” 我一看才六點，哦！可以有一個多
小時看節目搶紅包啊!（學校離家很近）連
忙衝到洗手間洗臉刷牙，再回到客廳時我
先跟爸爸媽媽拜年，祝他們身體健康！萬
事如意！幸福快樂！又去親親我的小妹妹
，祝她快快樂樂每一天，越來越漂亮!還去
跟阿姨說新年好！他們一起對我說：“曦
曦，新年快樂！天天快樂！”我感覺好溫
暖，一家人在一起真好！爸爸走過來親切
地對我說:“曦曦，趕快吃早飯吧，要吃飽
吃好，一會兒還要上學。”仰望著在南非
工作的爸爸，心想：要是爸爸不去了該有
多好，可以天天陪我們。雖然我知道那是
暫時的，那邊的工作結束了爸爸就會回來
，但是，看到媽媽每天工作很忙，還要照
顧我們，很辛苦！我盼望爸爸早點回來，
一家人天天在一起。我愛我的爸爸媽媽！

就這樣，邊吃早餐邊想著我的小心事
，邊看節目又是喝彩又搶紅包，不知不覺
很快就到了上學的時候了，爸爸說要送我
和妹妹去學校，我們姐妹倆別提有多高興

了!
帶著美好的心情來到學校，我真想跟每個
見面的人說“新年好!”分享我的快樂。當
然，我也盼望有人跟我說新年好！果然，
午餐時我終於得到了這樣的祝福，好開心
！

好不容易盼到下午放學，就想趕快回
家去吃年夜飯。我知道年夜飯是中國過年
最講究的一頓飯，我家阿姨一共做了八道
菜，都是我們愛吃的。看到這五顏六色各
種各樣的菜品，我迫不及待地跑過去拿起
筷子夾起一塊肉就往嘴裡塞。一邊吃一邊
說：“好吃！好吃！”妹妹也學著我的樣
子去夾，因為她還小，沒有我夾的順溜，
逗得爸爸媽媽和阿姨哈哈大笑起來。

在爸媽的祝福聲語、阿姨的精心烹飪
、“春晚”的陪伴下，一家人說說笑笑，
歡歡樂樂吃了一頓豐盛的年夜飯，我和妹
妹都得了三個紅包。

難忘今年的大年三十！這是最好的一
天！

[閱讀寫作班：楊萬琳 指導老師：徐敏]我家屋後有一個大後院
。這後院裡有一塊綠綠的小菜園，裡面種滿了瓜呀，豆呀，西紅柿
呀，還有各式各樣花。每年春天東風一起，瓜一長，花一開，全家
高興得忙開了！爸爸忙著澆水、施肥；媽媽忙著拔草剪枝；奶奶忙
著像照顧我和弟弟一樣，精心伺弄瓜瓜豆豆、花花草草。我和我弟
弟最喜歡開開心心地在這個美麗的小菜園裡玩了。

有一天，奶奶告訴我說：“菜院裡有好幾隻小蝸牛。它們很怕
光，也怕人。如果你碰到它，它就會把頭和尾巴伸進殼裡。可好玩
啦!”

第二天天剛亮，我就和弟弟去捉蝸牛。我們走了好幾圈，一隻
蝸牛都沒找到。弟弟快要洩氣時，我想了一個好辦法。我對弟弟說
：“我們找錯地方了，奶奶說蝸牛不是喜愛在沒光的地方嗎？走，
我們到牆角那邊去看看。”弟弟一邊點頭一邊說：”那我們就看沒
光的地方吧!” 他剛講完，順手把菜葉翻了一下，果然看到菜葉下面
正好有兩隻胖胖的蝸牛正在睡懶覺呢!真是不費吹灰之力我們就把它
捉到了。看著被我們驚醒後縮成一團的蝸牛，我心想：它們餓不餓
啊？想吃東西了吧？我跟弟弟說:“我們給蝸牛吃點東西吧！”弟弟
說:“吃什麼呢？”我板著指頭說:“蝸牛喜歡吃黃瓜、菜葉、豆角、

胡蘿蔔，還有桃子、西瓜、蘋果。” 弟弟十分驚訝地說：“姐
姐，蝸牛怎麼像人一樣會吃這麼多蔬菜和水果啊？”“是啊！他除
了吃這些東西，還會吃牆皮、報刊、指甲和自己的殼。 ”我得意地
說。弟弟用仰慕的眼光拉著我的手說：“姐姐，你怎麼知道這麼多
啊？”“書上說得！”我接著說：“多看書會長好多知識啊！你還
小，長大一點你就知道了。”“嗯！”弟弟又不解地問：“這麼小
的蝸牛怎麼會吃那些硬硬的東西啊？”“因為它們有牙齒啊！”我
們摘了些菜葉和豆角給這兩個蝸牛吃，吃著吃著又見它們鑽到沒有
陽光的地方去了。蝸牛最怕陽光，喜歡在潮濕陰暗的地方生活。我
和弟弟說：“走！我們回家吧，不要再去打擾它們了。”

一踏進家門，奶奶就問：“捉到蝸牛了嗎？”“捉到了。”
“在哪兒?”“放回去了。”“為什麼？”我和弟弟異口同聲地說：
“它們不喜歡陽光，就讓它們去自己喜歡的地方吧！”“這叫'放生'
！”奶奶說，“你們姐弟倆真是善良可愛的好孩子啊！”奶奶的話
說得我很開心！但是看到弟弟有點惋惜的表情，我彎下腰輕輕地在
他耳邊說：“我們向爸爸要個玻璃罐子，捉一隻來把它養在罐子裡
好不好？”弟弟仰起臉，開心地拍著手點點頭。真是個小精靈啊！

我讀懂我弟弟！我愛我的弟弟！

我和弟弟捉蝸牛

華夏中文學校總校華夏中文學校總校20182018閱讀寫作班作文系列閱讀寫作班作文系列
難忘今年的大年三十難忘今年的大年三十

吳若曦吳若曦

楊萬琳楊萬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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