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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產稅率每年是會不一樣嗎？
美國房產稅率每年是會不一樣嗎？
房產稅受什麽影響？
美國的房產稅一般是由郡政府徵收。雖然
不同的郡的房產稅計算方式不盡相同，但基本
計算原則是相似的。由于房產稅是郡政府的主
要收入之一，通常郡政府會在特定的時間段內
（一般是當年 7 月初至下一年 6 月底）
，先擬定政
府在該轄區內的所有小區的相關預算支出，再
統計轄區內的全部可徵稅的地產房產總價值，
以預算支出除以總價值得出稅率。所以理論上
來說這類房產稅稅率每年會有所微調。還有一
部分郡政府會實行反推方式，即以一固定稅率
做基準，根據每財年的轄區總房地產價值的增
減，來浮動其當年預算。
郡政府在制定房產稅稅率時會設一個上
限值，因為有時一個房產或地產可能橫跨幾個
小區，而在每個小區內部的學校和社區都有其

獨立預算，這樣一個房產就有可能會被重複
計算在總預算中，這種情况下政府就會綜合
考慮計算出合並稅率或是使用上限稅率。
郡政府每年會請專門的資產價值評估機
構評估該轄區內的各房地產的公平市場價值
，再以其公平市場價值的大約 80%-90%作為
徵收房產稅為目的的房產價值。如果房產在當
年有買賣成交，當年的房產價值則以買價為准。
房產稅稅率乘以房產價值所得出的是
基本稅費（Basic tax）
。除基本稅費外，
每個郡還會收取一些雜稅，普遍用于
街道或地區的學區維護與建設，社區
大學，街道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居民健
康基金等。由于每個地區的公共設施，
城市經營，和發展規劃不同，所以每個
郡所收的雜稅稅費種類不一，數量不
同（有些地區的雜稅只有一兩項，而有
些地區雜稅有十多項）
，且每年也可能
會做調整。這些雜稅分門別類，會有其
不同的計算方式，亦是基于政府預算

來計算分配的。所有上述稅費都是統一納入房
產稅範疇，明細會顯示在每年的交稅憑單上。
取材美房吧，作者：倪霽瑤，畢業于美國聖托馬
斯大學，提供跨境投資稅務，公司合規管理，企
業架構規劃；美國個人稅，EB-5 投資移民，L/B/H
類簽證稅務規劃；美國公司經營本地化稅務，財
務，及審計事項等稅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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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售樓處登記

首先買家要清楚，開發商不會因為你沒有買方經紀人
而給你優惠價格，相反，通過經紀人反而有時會幫您爭取到
一些優惠。所以在選購新房時，建議要找到值得信賴的地產
經紀人一起去選購。而且經紀人會提供您很多專業建議和
信息，購屋過程中，您的權益也會得到多一層保障。
而您如果第一次參觀新房時沒有帶經紀人，自己直接
在售房處登記了的話，您就放弃了擁有買方經紀人的權利，
買方的權益就無法得到很好的保障了。在售樓處登記後，您
就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接收到該小區的相關信息更新。

2. 貸款預批證明和房款資金證明
買家要瞭解清楚該開發商是否要求您提供貸款預批證
明 (Pre-Approval Letter) 才允許您購房。另外，是否必須通
過他們指定的貸款經紀人辦理預批。如果是全額現金購買
房子，是否也需要他們指定的貸款經紀人查閱您的銀行資
金證明。越早按照開發商指定的步驟完成這些證明，才能夠保障 利付款過戶。
您儘早有資格選購房屋。

3. 瞭解買房方式

在美國，購買新房與二手房有不同的游戲規則，簡單的說，
二手房的賣家一般是屋主，買家可以與其討價還價；而買新房，
賣家一般是開發商、建商，價格大多是公訂價。另外，買新房未必
由房產經紀代理，可自行購買，但相對風險也得買家自行承擔。
這裏小編整理了一些“買新房之道”
，供各位買家們參考。

7. 簽約時的注意事項

注意簽約後是否有反悔期限？還要留意合同上的毀約的懲
罰條款
、交房延誤的條款、因買方延誤過戶的懲罰條款、房屋的
現在的新房很多需要搶購，開發商可能有不同的售房方式，
保修內容和期限
。
例如：采取排隊，先到先得；電子郵件通知售房，並根據回復先後
順序購房；抽籤買房；按登記的先後順序；或按照提交貸款預批
證明的先後順序買房。事先一定要瞭解清楚售房方式，並提前做 8. 準備購房資金的注意事項
好準備，才能夠儘早購買到心儀的房屋。
如果買家是外國人，要清楚在國外的資金匯到美國是否有
限制？要找到可靠的渠道，保證按時匯款過來。如果需要貸款，並
且有部分資金需要從其他帳戶轉入自己帳戶，儘量在申請貸款
4. 瞭解房屋所在地點的優缺點
房屋附近是否有高速、大馬路、火車道、機場或工廠等噪音 前的兩個月辦妥，以避免銀行追查資金來源。
如果有部分資金是家人贈予的購房禮物，要跟貸款的銀行
源？是否是路沖？周圍有沒有高壓線、垃圾場等負面影響的問題？
確認最多可以有多少資金為禮金
，另外該筆資金一定要從送禮
校區如何？是否屬於地震帶、水淹帶或周圍有沒有污染源等等。
人的帳戶轉出，並留存好所有匯款收據。

5. 瞭解房屋本身的優缺點

瞭解房屋的朝向、格局、裝修用料、建築商的聲譽，還 9. 交房時的注意事項
交房前會有檢查房屋的機會，您可以花錢請專業驗房師來
有房屋是不是 Condo？HOA 月費多少？以及月費包括哪
些管理費用？HOA 對房主有哪些限制（寵物、停車、出租房 檢查，也可以自己進行檢查。建議儘量詳細的檢查，並要求開發
商及時修理所有發現的問題。交房前打電話將水、電、煤氣、垃圾
屋……）
？小區是否有泳池，健身房等等。
等帳戶轉到自己名下。從賣房處領取所有鑰匙，包括大門、信箱、
小區泳池、健身房等的鑰匙，最後您就可以盡情享受您的新房了
6. 賣房的流程
。
賣房流程，每家建築商的要求會有些許不同。一般來
講，在選購好房屋當天，會要求買家先交訂金（5,000-房價 來源：美房吧
5%不等）
。之後一般在 1 至 7 天內
要求回去簽訂正式合同。簽正式
合同之前反悔的話，訂金可以拿
回。
簽約後，一般也會有幾天反
悔時間，具體要看合同的細節。
如果房屋還只是基礎建設階段，
之後一段時間售樓處會通知買
家去選擇裝修材料。再之後就是
交房前 30 天左右通知買家交房
日期，買方就要馬上著手辦理貸
款申請，以便能夠在交房日時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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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豪宅市場持續升溫

哪些城市最受亞洲買家喜愛??
哪些城市最受亞洲買家喜愛
據 Beauchamp Estates 和 Leslie J Garfield & Co.房地產報告
顯示，外國買家對美國豪華住宅房地產市場的投資已躍升至新
紀錄高點，在截至 2017 年 3 月的 12 個月裏，海外投資者在美國購
買的售價超過 100 萬美元的房屋銷售額已達到 74.8 億美元，比去
年同期增長了 72%。

01 紐約曼哈頓

曼哈頓是海外買家購買美國豪華住宅地產的一個關鍵樞紐
。曼哈頓的豪宅中 27%的買家來自海外，而 63%的買家來自國內
。這些海外買家是真正的國際買家，主要有中國、英國、法國和德
國買家。
美國房地產中介公司 Leslie J. Garfield 的經紀人瑞克表示，
那麼，全球富豪喜歡去美國哪個城市買豪宅?
亞洲買家是曼哈頓今年最大的外國買家群體，其中約有 30%至
NAR 數據顯示，近 40%的海外買家交易都是加州洛杉磯、紐 35%出現在豪宅預售活動，10%到 15%的人最終購買。
如今，海外買家購買的曼哈頓豪宅平均每平方英尺為 3618
約州曼哈頓和佛羅裏達州邁阿密。這三個地方是全球富豪在美
美元，購買面積平均為 9509 平方英尺。這些房產要麼是一個家庭
國的首選目的地，其主要買家源自于亞洲、拉丁美洲等地。
聯排別墅，作為在紐約的居所，要麼是一個
大型的側複式公寓或頂層公寓，作為孩子
在曼哈頓的一個臨時住所或者求學時的落
腳處。

未來房價預測
根據 CoreLogic 的數據，華人最關心的幾個城市未來房價增
長預測如下：

1. 紐約

02 邁阿密
在海外置業群體中，邁阿密一直都是
受青睞的城市及國際現金買家非常偏好的
市場，其房地產市場現在完全由國際買家
和業主主導(尤其是拉美買家)，而美國國內
買家只占 20%的份額。
目前，邁阿密豪宅平均每平方英尺的
售價為 2749 美元，而海外買家通常會購買
13107 平方英尺的豪宅。

紐約曼哈頓

香港的資金在增加。
目前，海外買家
購買的洛杉磯豪宅平
均每平方英尺
2901 美元，購買
面積平
均
為
11211 平
方英尺。

紐約都市圈的房價中位數約為 42 萬 9 千美元，較去年同期
相比上漲了 7.4%，與上月相比則環比上漲了 2.7%。
根據預測，紐約都市圈未來一年的增速為 2.3%。與其他城市
相比，曼哈頓地區的房屋價格較高，房價中位數約為 144 萬美元。

2. 洛杉磯

洛杉磯都市圈的房價中位數約為 62 萬 6 千美元，其中洛杉磯、
橙縣房價漲幅排名全美第一。根據 CoreLogic 數據顯示，洛縣、橙
縣 21 世紀，自 2000 年 1 月(包括房市泡沫)以來，至今房價飆升至
全國最高的 171%。
03 洛杉磯
該指數多次顯示洛杉磯、橙縣房價領先全國，當地指數去年上漲
洛杉磯是美國三大海外買家目的地， 7.5%，排名全國第四，自2012年上漲52%，排名全國第五。相較整個
當地豪宅市場上有 20%的買家來自海外， 20個大都會城市綜合平均，去年房價平均上漲6.3%，過去五年上漲
亞洲買家仍然是最活躍的。洛杉磯經紀機 40%。根據預測，洛杉磯都市圈未來一年的增速為6.5%。
構首席執行官兼創始人馬裏奧表示，雖然
來自中國內地的資金減少，但來自臺灣和 3. 達拉斯
達拉斯-沃斯堡都市圈
的房價中位數約為 28 萬美
元，較去年同期相比上漲了
5.7%，與 上 月 相 比 上 漲 了
0.7%。根據預測，達拉斯-沃
斯堡都市圈未來一年的增
速為 5.6%。

4. 邁阿密
邁阿密自 2012 年房價
漲 幅 達 50%，21 世 紀 上 漲
129%，去年上漲 3.6%。邁阿
密正處于發展階段房產價
格遠低于國際一線城市，升
值空間巨大，是美國房地產
市場的後起之秀。
來源：美房吧

邁阿密

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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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為何熱衷投資美國房產？
有望達到 10～15%以上。

房價及房價走勢

據美國地產經紀人協會 (NAR) 統計，2017 年外國買家在美
國置產總價值為 1,530 億美元，相比于去年同期的 1,026 億美元增
長了 49%。中國人赴美置業的總金額高達 317 億美元，相比上一
年的 273 億美元上漲了 16%。中國買家連續第 4 年成為美國房地
產市場最大的海外買家。
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熱衷于購買美國房產呢？
美國專家表示，這其中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買家是為了子
女留學美國，有的是為了全家移居美國，還有的純粹是為了投資
美國房產，實現海外資產配置，讓家庭資產保值和增值。

中國：房產泡沫逐年加劇，隨時
可能破裂
美國：無暴漲暴跌歷史，全國年
均漲幅 5%
在經歷裏前幾年的房價暴
漲後，中國房產泡沫逐漸加劇。
在北京中心地段，面積 80 平方
米售價 1,000 萬元的住房不在少
數。而深圳平均房價達到居民平
均年收入的 70 倍。通常，這一比
例在 3 至 6 倍被視為正常水平。
如此巨大的房產泡沫隨時可能
有破裂的風險。
目前國內房價走勢是怎樣
的呢？來看看國家統計局近日發
布的 2018 年 3 月份 70 個大中城
市商品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况
統計數據。同比來看，一線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下
降 0.6%，降幅比上月擴大 0.5%；
二手住宅銷售價格本月首次出
現下降，降幅為 0.1%。二線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漲幅分別比上月回落
0.2%和 0.4%。三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
漲幅均比上月回落 0.3%。相比 2017 年同期，房價漲幅明顯回落。
根據美國官方數據，美國房產自 1963 年到目前的 50 多年裏
，總漲幅達 16 倍左右，每年平均漲幅約 5%。但美國房價對美國居
民的收入來說相對合理。舉個例子，在全球游客最多的城市——
美國佛羅裏達州奧蘭多市黃金地段，一套室內面積約 125 平方的
房子，總價僅約 200 萬元人民幣，每平米價格僅約 1.5 萬元人民，
且售價包含精裝修及全套家電和家具。

房屋投資收益

那麼投資美國房產相比較國內炒房到底好在哪裏呢？讓我
中國：短期炒作風險大，出租回報率約 2%
們來細數兩者之間的五大不同。
美國：適合長期持有，每年綜合收益超 10%
中國目前的房產泡沫大，短期炒作風險大，
一旦泡沫破裂，投資人將遭受巨大
損失。如選擇長期投資，國內房子的
租金收益約 2%，比如在寧波投資一
套 200 萬的房子，年租金大概只有
4～5 萬。如果 200 萬是貸款，按照二
套房貸款利率、30 年貸款期、等額
本息還款方式等計算，30 年總共要
付約 200 萬利息，平均年利息約 7 萬
。也就是說，如果房子不漲價，每年
還要淨虧 2～3 萬。相比之下，美國
房產短期暴漲獲利的難度很大，因
為賣房要承擔雙方經紀人的費用，
如果頻繁買賣，交易費會吞噬大部
分房屋利潤。但長期投資的回報率
還是非常可觀的。一般情况下，房租
收益加上美元增值、美國房價年平
均增幅等，再除去房產稅、物業稅等
費用，買美國房子的每年綜合收益

Sandra Tsui

陳小姐
(國,英語)

281-650-0742

房屋面積及裝修
中國：按建築面積計價
美國：按實用面積計價，附贈陽臺、花園、車庫等的面積
國內房子的價格都是按照建築面積計算的。房子的實用面
積約只有建築面積的 60～85%。而且國內房子大多數是白胚房，
使用前還得辛苦裝修。
美國房子面積只算室內實際使用面積，沒有公攤面積。一般
情况下，陽臺、花園、車庫（位）都不算面積。而且，美國房子很多
都是精裝修的，有些房子甚至配齊了全套家具、家電，拎包就能
入住。這也為投資人節省了一筆客觀的費用和時間成本。

房屋出租方式
中國：房產租賃市場不成熟
美國：專業經紀人或物業公司打理，業主每月坐等收租
國內缺少專業的房屋租賃經紀人，投資人往往要自己負責
出租房子，又麻煩又容易出現空租期。
在美國，房東往往把房子交給房屋租賃經紀人打理。經紀人
負責找租客、收租金、維修房屋等一切出租相關事宜，每個月提
供出租收益情况和匯租金給房東，收取租金的 5%～10%作為管
理費。投資人既省心又有收益保障。

強勢美元 VS 人民幣貶值預期
一個國家的貨幣，其匯率的強弱，長期看是比較國與國的強
弱。無論從經濟、軍事、外交方面看，美國都是當今世界影響力最
強大的國家，這點毋庸置疑。美國的強大勢必導致美元強勢，因
此美元資產已成為全球資產配置的不二選擇。
美元之于中國人的財富，相當于抗凝血素之于血液。我們的
人民幣資產，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不具備全球流動性的，因為有
外匯管制。美元的流動性在全球是最強的，甚至與黃金齊名。當
人民幣資產部分置換成美元資產時，資產的流動性將提高，而一
份流動性好的血液才帶來健康的肌體與財富的活力。
雖然從長期看美元一直是強勢貨幣，但不代表匯率短期內
不會波動。近期的美元匯率相比較去年和前年已處低位，可以說
是投資美國房產的絕佳時機了。這樣的好機會，你把握了嗎？資
料來源：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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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 Tan

陳太太

(國,台,英語)

281-630-2212
281-340-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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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地產
住家﹑
商業﹑
投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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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Mei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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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豐富(20 年)

獲獎經紀人

281-787-9300

誠實可靠

meimeiou28@gmail.com 微信號：Meimeiou28 賣房高手

281-468-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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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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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費貸款
重新貸款
手續簡單
最佳利率
信息保證
無費貸款

Email:goldenkeyhomeloan@gmail.com
16300 Sea Lark Rd Houston, TX 77062
R01-REMAX-MEIMEI 美美地產56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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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買房首付最低多少

美國貸款買房的基本知識
人喜歡提前付完貸
款，所 以 在 選 擇 貸
款 的 時 候，需 要 考
慮到將來打算在這
個房子住多長時間
、多 久 付 完 貸 款 等
因素。

2. 如 何 拿 到 最
低的房貸利率？
信用分數越高
利 率 越 低。同 樣 的
市場行情下每個人
拿到的利率不一樣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區
別之一就是信用分
數；一般來說：
FHA 貸 款 要 求 的

3.5%很難申請到房貸。

用房子抵押貸款（Cashout）也是投資、上學
的常見選擇，比商業貸款利率更低、更簡單：
假設一支基金的平均回報為 9%，用房子抵
押貸款出錢利率為 4%，再用錢投入買基金，則
年收益為 5%。
現 在 美 國 學 生 聯 邦 貸 款 利 率 在
4.29%-6.84%之間，如果用房子抵押貸款，可能
會省幾個點的利率。
另外，小型 Business Loan 通常規定還款時
間短（1-5 年）
、壓力大、貸款又很繁瑣，如果用房
子抵押貸款作為自己生意的投資貸款時間為 30
年，這樣壓力就會小一些。

貸款金額也會影響利率
FHFA（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每
年發布 Conforming Loan 的上限，超過這一額
度的房貸，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 不能購
買。很多房貸公司，尤其是規模比較小的那種，
並不是從自己兜裏掏錢給所有客人，而是轉手
打包賣給其他財團，而 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 就是最大的兩個買家。如果這兩家公
司不能購買，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可選擇的貸款
項目會少很多，另外利率會更高。
過 去 10 年 FHFA 的 貸 款 上 限 一 直 是
$417000（1 unit），2017 年 第 一 次 上 調，變 成 4. 貸款買房的幾點提醒
$424100。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一樣的利率。除了市
總 額 在 $424,100 以 下 的 房 貸，是 標 準 的 場行情外個人信譽和房子貸款的金額都會影響
Conforming Loan，通常可以拿到最好的利率。 利率。
房價較高的 County，FHFA 的貸款上限也 第二、貸款之前至少兩個月不要存過千的現金。
會高一些。下面的地圖由 FHFA 發布，灰色部分 即 使 是 合 法 的 錢，如 果 沒 有 可 以 跟 蹤 來 源
為 $424100，黃 色 部 分 為 $424100-500000；粉 色 （Traceable）的 Paper Work，也是不可以的；不
部分為$500001-636149；橙色部分為$636150；紅 但不能使用，而且會影響貸款的批淮。
色部分為$636151 及以上。以我所在的 NOVA（北 第三、銀行只相信你的 Tax Return。如果你 Tax
維吉尼亞州）為例，這是全美房價最高的區域之 Return 上顯示的收入不夠的話你實際收入再多
一，Fairfax、 Loudon,、Arlington 等郡的貸款上 也是空口無憑。另外他們會看你的收入和支出
限 均 為 $636150，這 被 稱 為 Super Confirming 的比例。
Loan。
第四、貸款過程中不要買任何大額貸款的東西。
超過 Conforming Loan Limit 的房貸稱為巨 有朋友房貸還在走流程，覺得房子有著落了，趕
額貸款（Jumbo Loan）
，選擇會少很多，利率會較 緊買一個車。本來房貸已經 Pre-Approved，忽
高；以我所在的 NOVA 為例，總額超過$636,150 然有重大支出而銀行在正式審批的過程中就給
的房貸即為 Jumbo Loans，如果你需要貸款的額 拒絕了，因為風險增大了。
度正好超過這條線，最好想辦法把貸款總額到 第五、有些貸款公司有專門針對外國人的項目，
這條線內，可選擇的貸款項目會更多、利率也會 還有些貸款不查收入、但是利率較高因此適合
降低。
報稅少、貸款只是用于 3-5 年過渡的客戶。即使
若想查找你所在區域的 Conforming Loan Credit 較低、首付不夠、Tax 較少、以及拿的是非
上限，有兩種方法：
移民簽證，也可以向房貸公司諮詢。E/H/L 簽證
打開聯邦住房金融局官網的這個地圖，把 通常可以申請房貸，F/J/M/B 等簽證一般銀行不
鼠標放到地圖上，在左上角的搜索框裏輸入 接受。
zipcode 查找。
(取材居外網)
下載聯邦金融局的表格，包含全美 3000 多
個郡和城市的數據。

買房是很多中國人移民美國後的首要大事
，貸款又是大多數人的選擇。下面是關于美國貸 最低信用分數是 580。
Fannie Mae 貸款要求的最低信用分數是 620
款買房的基本知識。
甚至 660。
大部分傳統房貸（conventional loans）要求
1. 美國房貸的種類
Mortgage 通常有 30 年、20 年、15 年和 10 年 最低 660；低于這條線通常只能拿到次級貸款
，並且利
固定利率，以及 7/1 ARM、5/1 ARM 等可調節利 （2008 年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就是它）
率。很多人選擇 30 年固定利率貸款，因為利率不 率要高不少。
從歷史行情來看要想拿到最好的利率，信
變讓人覺得安心，另外 30 年分期月供低，同樣的
用分數至少要
720 以上。根據我 2015 年買房的
首付和收入可以負擔更高的房價，因此房產經
經驗
（流程參見這裏）
，房貸公司通常會使用最
紀人經常推薦它。很多新人不知道 7/1 ARM 和
保守的
model
，
他們計算的結果比你免費查詢的
5/1 ARM 這些選項。
所 謂 ARM，就 是 Adjustable-Rate Mort- 信用分數可能要低很多，因此如果你在 Discovgage。比如說 7/1 ARM，還款時間為 30 年，前 7 er 等信用卡帳號裏看到 FICO 分數有 750，千萬
年利率不變，此後每年根據市場情况進行調整 不要沾沾自喜覺得足夠了。
如果你的信用分數有 760 以上，通常來說就
但是限定了最大的變動幅度；5/1 ARM 則是前 5
能拿到最好的利率了。當然，如果你的分數在
年利率不變。
800 以上，也有個別房貸公司可能提供更加優惠
ARM 和固定利率的貸款有什麼區別呢？
ARM 前幾年的利率通常要低不少。在固定 的利率。
利率期結束後，ARM 的利率會隨市場變化而調
整。根據 HSH 的數據，從 1986 年至今美國房貸 首付比例不能太低
的利率總體來說在走低。假設你 2010 年購買了 20%或以上：通常能拿到最好的利率。請注意很
7/1 ARM 貸款，2017 年到期之後利率會降低，因 多房貸公司的利率有固定的線，比如 20%、10%、
為此時整個市場行情已經低了不少。反之如果 5%等，如果你準備的首期付款只有 19%，最好想
你 2010 年購買的是 30 year fixed，不管市場怎 辦法再找點錢、湊夠 20%，利率可能就會低不少 3. 申請房貸的三種常見用途
如 果 按 貸 款 目 的 來 看，房 貸 可 分 為 Pur麼變化你的利率不變。當然 ARM 也有風險：如 。另外，很多房貸公司要求公寓的首付不低于
chase
（購買）
、Refinance（重新貸款）和 Cashout
20%
。
果市場行情在走高，固定利率期結束之後你的
（抵押貸款）
。
10%-20%
：
Single
House
和
Townhouse
通常可
利率可能會增加（但是上升幅度一般在合同中
重新貸款（refinance）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省
以首付較低，然而這通常意味著利率越高。如果
有限制）
，而 30 year fixed 就不會。
錢方法
。很多朋友貸了 30 年固定利率後就再也
除以上兩點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要考慮 你準備的首付只有 9%，最好湊齊 10%。
沒有考慮過貸款和利率事情了
，然而利率市場
：準備持有多長時間、預計多少年後會出售。美 5%-10%：對于 Fannie Mae 房貸來說，首付最
像股票大盤一樣隨時變化
，
比如最近幾年的利
國 NAHB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 Build- 低為 5%；巨額貸款（Jumbo Loans）首付不低于
率就比較低，如果用 Mortgage Calculator 計算
ers) 的 研 究 發 現，美 國 人 平 均 在 一 個 Single 10%。
一下或許每月能省幾十甚至幾百塊。
3.5%：這
是
FHA
房
貸
要
求
的
最
低
首
付。低
于
Family House 居住的時間為 13 年。另外很多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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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學不看書每天 7 小時
網遊的美式教育
家庭式教育在國外並不 需要的知識，所以她不顧別人 在固定的小圈子裡活動更有價
罕見，很多父母會因為各種原 的質疑而堅持要讓孩子們這樣 值，年紀輕輕就具有了國際視
因讓自己的孩子在家進行學習 ，儘管她承認現在孩子們也不 野，在學校的孩子可做不到。
Katie 也有自己的規矩，堅
，並且收到的效果也都很不錯， 能完整地寫下字母表。
為了讓孩子們有最好的 決不能熬夜玩，8 點前要熄燈睡
所以外國人對這種教育方式也
都習以為常，但這位來自英國 遊戲教育，Katie 家裡有四台高 覺，不能玩限制級的遊戲，孩子
的媽媽 Katie 卻因為自己特殊 配置的電腦，5 個 ipad、1 個 Wii 們遵守的都特別好。
現在，Katie 的大女兒因
的家庭教育吸引了大家的關注 遊戲機和兩個 PS 系列遊戲機，
，因為她不讓自己的三個孩子 家 裡 的 網 速 也 經 過 了 升 級， 為自身感興趣所以每週都會上
看書，取而代之的是每天 7 個 Katie 的家裡甚至要比網絡會 一次英語和數學的課程，而另
外兩個兒子對那些一點也不感
所還要高級。
小時的網遊時間。
她讓孩子們玩的遊戲也 興趣，所以還都只是每天玩遊
Katie 最大的女兒今年 12
歲，另外兩個是 7 歲和 10 歲的 多種多樣，基本上現在比較受 戲，唯一需要外出的就是每週
兒子，三個孩子即不看書也不 歡迎的她都會讓孩子們來玩， 二的足球時間，照 Katie 的話說
《模擬人生》 ，那就是每週一次的體育課。
去學校，每天的任務就是媽媽 比如《部落衝突》
總之，Katie 很滿意自己
《精靈 PokemonGo》...
要求的最少打 7 個小時的。
她表示有些遊戲世界觀 的教育方式，當然她也希望自
通常是這樣的，二兒子會
最先起床，有的時候從早上五 十分龐大，即使是大人也不一 己的孩子們以後能夠成材，但
點就開始玩遊戲，然後大約在 定能夠玩懂，所以這樣的遊戲 她也表示不強求孩子們改變自
八點左右小兒子也開始了，最 要等到孩子們大一點再開始玩 己，並且她還說至少當孩子們
長大後會回想起來，自己的童
。
後才是大女兒。
同時，Katie 還說通過遊戲， 年過得很開心。
Katie 覺得遊戲要比教科
書更能影響孩子，在遊戲中孩 她的三個孩子交到了全世界各
子們也可以學習到很多生活中 個年齡的朋友，這要比上學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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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留學不得不懂的
學生手冊

【來源:搜狐教育】
美國高中的學生手冊因校
美國高中留學規劃工作成 而異，但也有共同之 處。整體來
為主要工作之後，低齡留學生 說，美國高中的學生手冊包括
的家長和學生本人都有必要弄 學校各位教師的聯繫方式、學
清楚美國高中可以給學生提供 校榮譽誓言、學校成績評定系
的資源，對學生的要求以及對 統、畢業要求、學校榮譽體系、
學生的期望。來看經驗留學這 學校紀律及懲罰措施這些方面
的敘述。幾經探 索，我終於在學 的 內容。而每個方面的內容都
校公佈的一份叫做《學生手冊》 有非常具體的條款說明。可以
(Student Handbook 、 Student 說《學生手冊》就是學生在美國
And Parent Handbook 或 者 高中上學的行為指南，學生只
Community Handbook) 的 文 件 要照著這個指南說明去做學校
中找到了可以解答眾多曾經縈 鼓勵學生做的事 情，不做學校
繞在心頭的難題的答案。如獲 禁止做的事情。學生通常就可
至寶地把這些文件介紹給即將 以爭取到好的結果。
入讀美國高中的留學生們。看
下面我就以聖約翰預備學
著那些同學和家長 高興的 神 校 (Saint John's Preparatory
情，我也如同他們一樣高興。畢 School，MN)為例向大家介紹一
竟，我讓學生找到了在美國高 下學生手冊的具體內容。
中留學成功的鑰匙。
聖約翰預備學校的學生手

冊一共有 62 頁(A4 紙)內 所獲得的認證。這些信息在學
容，除 了 第 二 頁 列 出 的 生選擇學校之前往往已經有所
學校各個崗位的任職人 瞭解。
員姓名、電話、聯繫郵箱
一般學校信息這部分，主
，以及負責事項之外，一 要包括了出勤與缺勤，需要強
共有 12 個 部分。從前到 調的是學校每天都會記錄學生
後分別是學校介紹(In- 的出勤與缺勤情況。學生要準
troduction)、 學 校 一 般 信 息 時上課，家長要在學生出現缺
(General school information)、安 勤情況 3 天內向學 校核實情況
全 交 通 與 用 藥 政 策 ( Safety, 。家長可以通過當面、書面、電
transportation and medical poli- 話的形式和學校核實學生缺勤
cies)、學 術 政 策 (Academic for- 的情況。如果缺勤出現後 3 天內
mation policies)、社區與學生政 未得到家長核實情況，則會被
策( Community and student for- 記錄為學生無故缺勤。學生在
mation policies)、紀律政策和程 上課的日子離開學校需要在學
序(Discipline policies and proce- 校辦公室辦理離開手續、學生
dures)、家長政策(Parent forma- 返回學校需要在學校辦公室辦
tion policies)、國 際 學 生 政 策 ( 理返校手續。如果學生沒有辦
International student formation 理離開手續，那任何錯過的課
policies)、入學與財務政策(En- 都會被記錄為無 故缺勤。
rollment and financial policies)、
為了讓所有同學都能參加
修 改 政 策 的 權 利 (Right to 社團或體育比賽，學生一定要
amend policy)、 附 錄 與 資 源 ( 在學校有 3.5 小時以上的時間。
Appendices and resources)。
沒有待夠半天以上的學生將不
學校介紹這部分，主要介 被允許參加下午的社團活動。
紹學校的歷史與辦學目的，辦 除非學生要參加葬禮、家庭遇
學哲學以及核心價值觀和學校 到緊急情況或者預約了醫生。

小。
學
不可赦免的缺勤。針對不
校 會 可赦免的缺勤的懲罰包括失去
嘗 試 錯過評估的學分，失去學生的
通 知 權限或其他紀律行為。這些缺
有 無 勤包括但不限於跳課(skipping
故 缺 class)、未經許可的早退( leaving
勤的家長。學校希望家長能夠 early without permission)。
主動的通過 Schoology 軟件或給
參觀大學(College visits)需
學校打電話監督學生出勤。因 要安排在沒有學術課的期間。
為出勤問題，可能要召開家長 若要在教學周內參觀大學，則
會。18 歲以上的學生不可以在 需要通過可赦免的缺勤申請程
學校為自己找藉口。遲到(Tar- 序。
diest) 的 學 生 會 被 記 錄 為 遲 到
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法律對
(Tardy)，遲到 10 分鐘以上將被 學生逃課有明確規定。每個學
記錄為缺勤(遲到)。學生 遲到次 年出現 3 次無故缺勤的情況則
數累積多次會導致：告知家長 會書面通知家長。每個學年出
(parent notification)、 家 長 會 現 7 次無故缺勤的情況則會被
(parent conference)、留 校 察 看 學校報告給當地縣曠課特遣隊
(Detention)、停 課 (suspension) 等 。如果學生被特遣隊認定曠課，
後果。
則會收到曠課辦公室的監管。
可以赦免的缺勤。為了避
除此之外，學生醫療缺勤、
免損失學分和其他懲罰，學生 學生醫療離校、自習時間、上學
要事前得到缺勤批准。符合可 前與放學後監督、對學生使用
赦免的缺勤要做到：
學校設施的期望、學生卡(IDs)、
1.家長必須在缺勤出現 48 晚餐服務、著裝規範、個人物品
小時前提交可赦免缺勤表;
、溝通渠道(校曆 Calendars)、關
2.在缺勤前得到學校行政 閉、延期開放以及天氣相關的
人員的書面批准;
聲 明、家 庭 溝 通、學 生 通 訊 錄
3.學生必須遵守缺勤規定， (Student directory))、成績單及學
這些規定包括通知老師，評估 生成績等相關要求都清楚的列
完成的時間等。學校希望家長 在學校的學生手冊中。
提出缺勤申請的次數保持在最

中國學生融入美國大學的難題
據新加坡新聞媒體 Channel 融入，如混合分配宿舍以及增加英語課程。但很
NewsAsia 駐華盛頓記者哈裡 多專家稱僅僅讓學生來適應校園是不夠的，學
• 厚 頓（Harry Horton）的 採 校自身的改革才是更為重要的事情。
訪報道稱，不少中國留學生 國際教育機構的佩吉•布魯門托（Peggy Blu都 對 如 何 融 入 美 國 大 學 和 menthal）對 目 前 學 校
文化有自己的看法。喬治城 內的改善狀況形容道：
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 “我們見過非常有想法
）學生包翰（Bao Han，音譯） 的課程幫助教職工學
說：
“有的人會說‘我想更好 習拼讀中國名字。中國
的體驗美國學習生活’
，因此 文字對大多數美國人
他們會和美國人、其他學生 來說都太難了，不過很
交朋友。但也有的人會說‘我 多學校都覺得教職工
只是來這上兩年學’
，所以他 需要正確地讀出名字。
們 會和中國朋友出去遊玩。 ”
”
大量中國學生的湧入
另 一 名 中 國 學 生 黃 逸 軒 實際上是很好地解決
（Huang Yixuan，音 譯）說： 了大學的財政問題，而
【來源:NewsAsia】
“我相信對中國學生來講
，探索周圍世界是件好 且還使得學校能提供
來美國學習的中國學生數量近年來大增，
事情。我也覺得中國學生在嘗試改變這裡的人
更多的獎學金給美國
目前 1 百多萬的國際學生中有超過 30%是中國
對他們的刻板印象
。
”
本土學生，特別是那些
留學生。隨之而來的是，部分中國學生表示他們
與此同時，大學嘗試採用各種方法來幫助學生
不能負擔大學昂貴學
在融入美國文化的過程中遇到問題。

李元鐘保險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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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費的人。
儘管無法對大學中的改變做出準確評估，但通
過提高學校的國際化程度，所有學生將從多元
文化課堂環境中大大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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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用“界限”實現獨立教育
話賬單都得孩子自己付。而上大學
【來源:爾灣】
美國是崇尚獨立自主的國家，我們常說讓孩子獨立，自己的 以後，除了學費外，其他一切開銷孩
事自己做，這一點都沒錯。在這裡我就不談我們是不是應該讓孩 子們都得自己賺取支付。
而且富人的孩子們還不得存有
子自己吃飯穿衣寫作業收拾玩具等等老生常談的 話題。在美國，
父母一般認為孩子天生具備獨立能力，對於孩子能自己做的事， 僥倖心理爸爸可能會把巨額遺產留
他們不阻撓不干涉，不管孩子做得好不好，反正能自己做就很好 給他們，因為爸爸可能會計劃著把
。某種程度上說，這 種給予孩子的獨立其實也是給予孩子自由， 所有財富捐贈出去，就像 facebook 的
給予孩子自我選擇慢慢成長的權利。獨立所賦予孩子的，是相信 年輕總裁紮克伯格一下子 便捐贈
自己可以做到可以做好的一種叫做“自信”的東西，孩子 不會因 99%的股份，這也是美國富人們的獨
為自己穿鞋子速度太慢而被父母責備，不會因為作業寫得不夠 立界限，錢不一定留給孩子。
對於美國的獨立界限，我非常欣
漂亮而被老師批評，只要是自己的事自己完成，無論家庭還是學
賞的一點是，美國父母非常重視孩
校或社會，都會對獨立自主的孩 子進行讚賞與包容。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有很多人，小時候並不出眾，甚至有點木 子冒 險精神的開拓。他們相信孩子
訥，但最後卻能成為極具創造力的發明家或者科學工作者。這就 基於好奇心的驅動，天生具備冒險
是因為父母肯定他的獨立界限，不拿他與他人比較，給予孩子自 精神。而冒險精神所賦予孩子的創
造力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是無窮的。
我成長的自由的原因。
教育中獨立的另一面是家長的獨立，在美國，幾乎沒有哪個 為此，在美國的森林，你會看見 負重
家長會認為自己在為孩子做牛做馬，即便是眾多全職太太，她們 行走的父母，後面跟著負重行走的
全職在家的原因，大多也是因為要陪伴孩子，享受與孩子共同成 孩子，他們可能徒步幾小時，找一個
長的過程。而她們大多不會為了孩子放棄自己的夢想，不會放棄 適合露營的地方，跟孩子們一起安
自己的時間，不會放棄夫妻倆甜蜜的約會時光。美國的夫妻，即 營紮寨。在沙灘上，你也會看見美國
便在孩子小生活很忙 亂的時候，也必定堅持每週一次的約會，請 父母各拿一塊大的 衝浪板，後面跟
一個 Baby sitter（臨時兒童護工）回家看管孩子，夫妻二人便外出 著孩子們各拿適合年齡段的小的衝
吃飯看電影約會。儘管剛開始時孩子可能會為父母把他們交給 浪板，一家人一起沖進大海裡挑戰浪頭。不斷地被巨浪拍進海裡
臨時護工而哭鬧，但他們會很堅定地告訴孩子，這是爸爸媽媽的 ，鑽出來又重新再來。
寬寬九個月大的時候，我和先生跟隨一個傳教組織到森林裡
私人時間，晚點他們就會回來，然後，高高興興地離開。
另外，在美國，一般非常重視獨立的時間和空間，孩子一般從 露營。當時我用背架背著兒子，我先生背著我們一家人的所有用
出生開始就擁有自己獨立的房間，孩子可以決定房間的佈置，自 品，包括帳篷睡袋食物水炊具還有孩子的奶粉尿布 等等。我原以
己收拾房間，同時孩子也有權利拒絕別人進入他的房間打擾。父 為走一會就到了，結果那些老美們帶著我們在森林裡走了兩個
母進入孩子的房間需要征得孩子的同意，進入前先敲門等都是 多小時，才找到一個適合做營地的地方，讓我們紮營做飯。晚上
需要遵守 的界限。在美國，父母一般不與孩子同住一個房間，父 睡在帳篷裡，除了慘厲的風聲外，還
有時遠時近的狼叫，因為美國的森林
母的房間孩子們沒有得到同意也不能隨便進入。
一個好友跟我說她每天下午做晚飯前，都得有半小時左右獨 都有棕熊或者黑熊，我們得把垃圾掛
處 休息的時間，她會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或看看書或小躺一會， 到樹上，以免熊來找垃圾吃的而襲擊
不允許孩子打擾。即便三個孩子哭鬧打架，她也絕不會從房間裡 我們。一個朋友說他和太太曾經跟孩
衝出來救火。久而久之，她的三個孩子知道她的這種界限，在那 子們去露營，睡覺前忘了把垃圾掛到
半小時內絕對不會去打擾她，而是乖乖地在各自房間或者客廳 樹上，結果睡至半夜一頭棕熊來翻垃
玩耍。
圾。嚇得他們大氣不敢出。最後他們
獨立就是這樣一種界限，這種界限可以保護父母和孩子雙方 想出一個辦法，把他們的所有炊具，
在各自的時間和空間裡不被打擾地成長，同時滋生出尊重他人 鍋碗瓢盆之類的使勁敲打，把熊給嚇
的界限，養成不去打擾幹預他人的品格。如果沒有這種界限，父 跑了。
母和孩子雙方都會變得想去操縱 對方，從而陷入權力之爭，衝突
有一次我們去海灘玩，那是一個
不斷。而如果沒有這種界限，孩子也很容易失去對他人私人空間 比較荒野的海灘，到了後我被嚇了一
時間的尊重，覺得隨便探究他人隱私是理所當然。
我家在洛 跳，那裡的浪非常高，看起來像災難
杉磯，常常有朋友從各地過來作客，我對孩子們的要求是，無論 片裡的海嘯巨浪，我們站在那裡實在
誰到我家作客，客人住的房間，孩子們沒得到同意不能進入。孩 覺得自己很渺小。我正準備打退堂鼓
子們因此也養成了不去打擾他人的習慣，即便 有時真的興奮想 ，怕海浪把我的孩子沖走了。我先生
去找客人與他們玩，也知道得先敲門說“Excuse me”
（打擾了）
。
向來比較勇敢，但也有點卻步不前。
判斷你是否執行好獨立界限，你可以想想當你的孩子剝開一 這是旁邊一個老美爸爸和他四五歲
顆糖，非常自然地把糖紙塞到你手裡時，你是順手丟到垃圾桶呢 大的孩子，他們一見這般巨浪便興奮
，還是對孩子說：
“親愛的，垃圾桶在那裡。”然後讓孩子自己把垃 得尖叫起來。爸爸不顧一切地沖進了
圾丟進垃圾桶。美國很多 富人富可敵國，但他們的孩子卻都要自 大海，被大浪沖進去又浮起來，不斷
己去打工賺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比如最近熱門的富豪總統候 地翻滾著。他的孩子有點害怕不敢到
選人特朗普，他的孩子們都非常優秀，但他的孩子們在年少時得 水裡去，爸爸一直在高喊鼓勵他，最
自己打工賺零花錢，特朗普只給他們提供生活費和教育費，連電 終孩子也跑到海裡去。見此狀況，我

怕我自己的那種孩子被沖走啦，怕感冒著涼啦，怕受傷啦之類的
擔心理論會冒出來，躲一邊去了，讓老公帶著兒子 也走進海裡去
。
聽起來是不是很可怕？但美國人樂此不疲，到森林裡露營和
到大海裡衝浪是常見的跟孩子度假的一種方式。到孩子十幾歲
的時候，父母已經可以放心讓他們獨自到森林裡野外生存。想想
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應對緊急情況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得
有多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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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學女生
最愛學的 10 個專業
【來源:搜狐教育】
出國留學選擇專業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
專業的重要性有時候甚至超過學校的綜合排名
。大家一定也都聽說中國留學生大部分都選擇
了商科這個說法，那麼美國高校的女生最熱門
的專業又是哪些呢?
根據美國教育部 的統計數據顯示，每年美
國的畢業生中，獲得商學學士學位的占總畢業
生 160 萬的五分之一左右，約占 32 萬人次!這也
從側面書證明了商學學士學位是最受美國 高下
畢業生的追崇!不僅僅是因為商學專業的就業範
圍廣泛更是因為該領域的畢業生中期收入中位
數較之其他領域要高出不少!
其實就從男生和女生上來說就是有區別的
，更何況是專業了，一般男生偏愛理科，女生偏
愛文科吧。這都是從上學起共同的認知，更何況
是出國留學所選的專業了。下面看看福布斯雜
誌近日針對性別做了一項最受歡迎的專業的調
查!
2016 美國高校最受女生熱門的專業：
10、人文科學專業

就業推薦：教育學專業畢業生多從事中小
美國共有 3 萬 1064 名女性獲得人文科學專
就業推薦：信息和信息技術專業畢業生多
學教師工作。
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學位總 從事銷售、公共關係和管理等工作。
6、視覺和表演藝術專業
3、社會科學和歷史專業
數的 66.2%。
美國大概有 8.25 萬女性獲得社會科學和歷
就業推薦：人文科學專業畢業生多從事中
美國共有 5 萬 3841 名女性獲得視覺和表演
藝術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 史學士學位!這個專業能夠上榜有令人震驚的。
小學教師、寫作、編輯、管理和銷售等工作。
學位總數的 61.4%。
因為無論是這專業本身還是該專業的就業並不
9、英語語言和文學專業
就業推薦：視覺和表演藝術專業畢業生多 佔有優勢!
美國共有 3 萬 7357 名女性獲得英語語言和
就業推薦：社會科學和歷史專業專業畢業
文學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 從事中小學教師、設計、形象藝術、表演和娛樂
生多從事中小學教師、銷售和研究等工作。
等工作。
學位總數的 67.9%。
2、健康專業和相關的臨床科學專業
5、心理學專業
就業推薦：英語語言和文學專業畢業生多
美國共有 9 萬 4192 名女性獲得健康專業和
美國共有 7 萬 1385 名女性獲得心理學專業
從事中小學教師、寫作、編輯和銷售等工作。
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學位總數 相關的臨床科學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
8、生物和生物醫學科學專業
類專業學士學位總數的 85.4%。
美國共有 4 萬 6217 名女性獲得生物和生物 的 77.1%。
就業推薦：健康專業和相關的臨床科學專
就業推薦：心理學專業畢業生多從事諮詢、
醫學科學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
中小學教師和銷售等工作。
業畢業生多從事護理、理療師等工作。
學士學位總數的 59.4%。
1、商學專業
4、教育學專業
就業推薦：生物和生物醫學科學專業畢業
美國共有 16 萬 4276 名女性獲得商學專業學
美國共有 8 萬零 754 名女性獲得教育學專業
生多從事研究、教學和醫學技術等工作。
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學位總數 士學位，占當年獲得商學專業學士學位總數的
7、信息和信息技術專業
美國共有 5 萬零 664 名女性獲得信息和信息 的 78.7%。在美國的中小學中，女性教師的比例 49%。
就業推薦：一般而言，商學院畢業生在管理
技術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 特別高，所以教育學是女性大學生最最著名的
、銷售、諮詢和金融領域就業市場廣泛。
“軟專業”
。
學位總數的 62.5%。

美國留學藝術碩士需要多少費用
【來源:搜狐教育】
毫無疑問，美國留學是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
最熱門選擇。現正值留學美國申請階段，不少同
學申請美國藝術碩士，但是美國藝術碩士的美
國留學費用也是不容小覷的。下面為大家介紹

一下美國藝術碩士的留學費用及美國藝術碩士
的相關信息。
美國藝術類碩士學費相對其他專業要稍高
一些，總體費用由學費、生活費兩大塊組成，學
費尹地區和院校有所區別，私立院校費用相對

就要高許多，而選擇公立院 校則要偏低。學費： 於職業發展，同時也具有大學教書的資格。
15-20 萬，生活費：5-10 萬元(美國優秀的藝術類
在美國沒有類似法國國家高等美術學院和
院校大多集中在較發達地區，所以生活費與學 中國中央美院那樣的中央領導學院存在。紐約，
費都相對較高。
洛杉磯和芝加哥等城市中都有一些不錯的藝術
在美國，美學學士通常縮寫為 BFA，全稱是 學院，但是算不上中央領導 潮流的學府。在音樂
Bachelor of Fine Arts，是 教育上，朱利葉音樂學院可以說是美國第一的，
視覺或表演藝術專業教 原因是美國音樂人才集中在紐約，那裡可以聘
育 的 本 科 學 位。MFA 請樂團、歌劇院中的專家來兼授課程，以保證擁
(Master of Fine Arts)翻譯 有 世界最好的音樂家教員。
而在藝術和設計上美國則沒有一個城市有
成中文應該是創作碩士，
而非字面上的藝術碩士。 這樣的權威地位，全國也沒有具有領導性和獨
BFA 和 MFA 範疇相當廣 一無二地位的高等教育學府。所謂傑出的藝術
泛，從雕刻、編制、繪畫、 院校僅僅是就某個專業而言。比較知名的院校
設計、插畫、室內設計、平 包括加州藝術學院、紐約大學、帕森斯設計學院
面設計、動畫、攝影、電影 、薩凡納藝術與設計學院、羅德島設計學院、視
，到珠寶設計和多媒體設 覺藝術 學院、舊金山藝術大學、芝加哥美術學院
計 等。MFA 是 美 國 創 作 、克裡富蘭藝術學院和帕森斯設計學院等。以上
領域中最高的學位，沒有 就是對美國留學藝術碩士的相關介紹，希望能
博士學位。在美國設計界 夠助大家一臂之力。美國藝術 碩士花費不菲，但
工 作，MFA 就 是 最 高 學 物有所值，它的就業前景令人十分看好，所以打
位，能夠拿到 MFA 是相 算留學美國藝術碩士的同學們不用擔心值不值
當高的榮譽，不僅能有助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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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兩年制 MBA 和一年制 MBA
有何區別？
有何區別
？
【來源:搜狐教育】
會有沒課的週五，也別指望工作和生活
美國 MBA 留學是具有非常大競爭 的平衡。整個項目的壓縮，給你留下了
力的，同時從學制上來說，美國 MBA 大 很少的空閑時間。如果你落下了，就沒
多為兩年制，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國家為 有機會再追趕上去了。作為 50 年前開
一年制 MBA，那麼這兩種學制的 MBA 創一年制 MBA 的先驅，在歐洲工商管
有什麼區別呢?
理學院(Insead)，早上 8:30 開始上課，下
和 極 限 運 動 參 與 者 一 樣，美 國 午 7 點結束。節假日也是如此。
MBA 專業的學生費盡唇舌讓他們的朋
在這種模式中，大部分核心課程被
友、家人以及未來的雇主相信，他們正 安排在最初 4 個月的衝刺期內。工科和
經歷著一次相當累人的經歷。商學院是 經濟學科的畢業生們可能會覺得某些
緊張的——我們 發現人們都這麼說)。 課程是小菜一碟，比如統計學和會計學
這個口頭禪模糊了一個事實：包括幾乎 ，而對那些沒有數學背景或者沒有接受
所有美國 MBA 課程在內，很多 MBA 課 過經濟學教育的學生來說，它們卻難如
程都是兩年制，而大多數歐洲的 MBA 登山。
課程都是一年制。
班級構成也是不同的
除了時間長短外，還有什麼區別呢
美國一年制 MBA 課程的班級裡，
?兩類課程的時間並非決定商學院排名 委培學生可能會更多一些，學生的年齡
的主要因素，雇主似乎也沒有厚此薄彼 或 者 更 大 一 些。歐 洲 的 某 些 一 年 制
。課程提綱看上去也很相似。不過，所有 MBA 班級，學生的平均年齡明顯大一
的課程顯然不會一樣。
些——通常大約 29 或者 30 歲，這意味
首先，美國一年制 MBA 和兩年制 著他們擁有更多的工作經驗。經驗較豐
的緊張程度存在區別。
富的學生可能會發現，在一個很少有人
在一年制的課程安排中，你別指望 曾有管理經驗的班級裡討論領導力，會

讓他們有挫敗感。
至於課堂內容，區別也很明顯
一年制的項目會把一個原本
10 次 3 小時的課程壓縮成 16 個 90 分鐘
的小節。而兩年制的 MBA 課程，如西班
牙 Iese 商學院開設的 MBA 課程，卻有
時間堅持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模式，即每節課都圍繞一個商
業案例展開討論。這意味著時間較短的
MBA 課程不會花時間來複述材料。學
生在教科書上可以找到這些材料。
這兩種學習模式的關鍵性區別是
在校外。兩年制項目的核心，是第一學
年和第二學年之間長暑假中的一次實
習。這份夏季工作可以讓學生們暫時放
下學習，嘗試一份為期 12 周的不同職
業。
美國 MBA 專業兩年制的項目會提
供謀劃調動的空間以及更多交際的時
間。而一年制的課程把學習精簡為瘋狂
的快跑，在患難與共之中建立友誼。所
以，那個好哪個不好，還是要看是否適
合你自己。

美國大學為錢狂招中國留學生
搶佔本地學生資源

據美國福克斯新聞網
報道，中國留學生奪去了
美國留學生的大量資源。
中國學生根本沒準備好留
學，他們根本不知道分析
【來源:僑報網】
目的，是賺取比本地大學生學費高出數倍的金
性文本到底意味著什麼，也很難達到分析性思
美國各地大學中的中國留學生每年均大比 錢。許多中國留學生水平不夠格，但中國留學生
考或寫作的基本要求。即使這樣，美國大學仍然
例增加，美國大學大量招收中國留學生的主要 卻擠走了美國學生的入學機會。
競爭多收中國留學生。

報導稱，在美國，中國留學生的數目已增長
至 30 多萬。僅密歇根州立大學，中國留學生的數
量就已達到 4400 多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
國留學生的數量也 已達到 1200 多人;而 10 年前，
這所大學裡中國人的數量只有 47 名。波士頓地
區的大學中，中國留學生的數量達到 4.5 萬人。
福克斯新聞網的報道批評美國大學為錢忘
義。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前往美國，他們正奪
取本屬美國學生的資源。高校機構變得越來越
貪婪，這也就意味著許多美國學生收到了大學
的拒信，而中國學生卻在中國的土地上享受被
錄取的喜悅。
金錢推動中國留學生一直湧入美國。因為
留學生支付的全部學費幾乎是本土學生支付學
費的兩倍。美國的大學和學院當前正熱烈歡迎
亞洲的學生，甚至還雇傭會說普通話的員工來
錄取中國學生、幫助後者順利進入美國大學。
報導認為，中國學生就學術而言並不比美
國學生準備更充分。一些學校發現，他們需要更
改甚至簡化課程、來滿足中國學生的語言以及
學習要求。報道還稱，中國部分學生前往美國求
學時，似乎有花不盡的錢，他們一到美國就買上
奧迪、奔馳或雷克薩斯。而美國學生往往開家裡
的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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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的“快乐老家
快乐老家”
”
——四川雅安大熊猫栖息地见闻
本报记者
本报记者

前不久，四川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嘎日村
一村民在放牛途中发现了一只大熊猫下山找水喝。
据这一郭姓村民讲述，当天下午 2 点左右，自
己上山放养牦牛途中，在村里名叫嘎日沟的地方又
一次发现了大熊猫，他用手机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记者从当地村民中了解到，嘎日沟去年一年中

“熊猫圣殿”的国宝荣誉

陆培法
陆培法

至少有 8 次野生熊猫目击事件,这可把宝兴人乐坏了！
翻开雅安地图，雅安的最北端是宝兴县的夹金
山，世界首只大熊猫在这里被发现；雅安的最南端
是石棉县拖乌山，世界首只圈养大熊猫在这里被放
归；而地处南北遥相呼应的中心雨城区，中国大熊
猫保护研究中心碧峰峡基地就坐落在这里。

自然保护区，1994 年 7 月，设立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2006 年 7 月 12 日，纵横成都、雅安、甘孜、阿坝
4 个市 （州） 12 个县 （市） 的“卧龙—四姑娘山—夹
金山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其中核
心区面积雅安 （包括宝兴、天全、芦山三县） 占比在
一半以上。

从成都乘车向西行大约 250 公里，记者站在宝兴
县城的一条大街上，惊奇地发现，从街头看到街尾，
高楼林立，群山环绕，水汽饱蘸，据说大声喊话都能
引来一场雨水。
雅安的宝兴县，历来被称为“熊猫圣殿”；现在
“熊猫走廊”的放归地
当地人都誉为熊猫老家。
出了宝兴县城，过青衣江大桥，沿着东河向北而
行 20 来公里，一圈脉冲电网在深山老林中透出了现
在四川凉山冕宁县的冶勒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
代气息，前面的标牌告诉我们，“蜂桶寨自然保护
记录到一组大熊猫的画面。经专家辨认，这正是 4 年
区”到了。
多前被放归的圈养大熊猫“张想”。“张想”是全球首
这里不仅是世界上首只大熊猫的发现地，还是出
只放归野外的雌性大熊猫，今年已经 6 岁半，这是红
产“国礼”大熊猫最多的地方。1957 年 5 月 18 日，象
外相机首次记录到“张想”放归后的影像。
征着和平友好的大熊猫“平平”、“硗碛”送到了原苏
画面中，大熊猫“张想”显得十分警惕，它用嗅
联莫斯科国家动物园。“平平”、“硗碛”均来自宝兴
闻的方式，仔细辨别是否有同类留下的气味儿。这组
县，它们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走出国门的“国礼”大
画面拍摄于 2017 年 2 月 26 日下午，从 3 点 19 分抓拍到
熊猫。从 1957 年起到 1982 年，中国先后从宝兴县调
第一张照片，一直到最后一段视频，大熊猫一共逗留
走野生大熊猫 130 多只，其中 17 只作为“国礼”赠送
了 4 分钟左右。除了对红外相机感兴趣，大熊猫还在
给原苏联、原西德和朝鲜、美国、日本、法国、墨西
另一棵树旁仔细嗅闻。
哥、英国等 8 个国家 （中国共送出“国礼”大熊猫 23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和民介
只 ， 除 宝 兴 县 17 只 外 ， 雅 安 市 天 全 县 也 送 出 “ 国
绍，大熊猫分布有三大要素：水、竹子和树，针叶林
礼”大熊猫 1 只，雅安共计送出“国礼”大熊猫 18
下面有竹子，而且竹子密度又不是很大，那是很典型
只）。
的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张想”能选择在这个地方
2006 年 7 月 12 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四
出现，说明“张想”完全适应野外的生态环境。
川大熊猫栖息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时，有专家称：
“张想”是一只雌性大熊猫，2011 年 8 月 20 日出
“没有宝兴，大熊猫的故事就无从说起。”
生。“张想”的妈妈“张卡”来自邛崃山系，是一只
1839 年，法国人在宝兴县蜂桶寨邓池沟建起了天
野生大熊猫。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通过母兽带仔
主教堂。140 多年前，来自法国的神父阿尔芒·戴维走
的方式，让“张想”从妈妈那里学到独立生存的本
进了雅安的浩瀚群山中，在这个被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领 。 经 过 两 年 的 野 化 培 训， 2013 年 11 月 6 日 ，“ 张
里，他发现了大熊猫，并把大熊猫首次介绍给了全世
想”被放归到四川石棉县栗子坪自然保护区，成为了
界。
全球首只放归野外的雌性大熊猫。
记者看到，位于邓池沟天主教堂背后的宝兴县大
大熊猫“张想”的放归地是在四川石棉县栗子坪
熊猫文化宣传教育中心已经对游人开放，这是中国首
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的拍摄地是在冕宁县冶勒自然
个集饲养、繁育、宣传大熊猫文化的综合性教育中
保护区。这种跨越保护区活动的行为，专家认为科研
心，两只大熊猫“川星”、“希梦”正在这里 （它们的
意义十分重大。
父母都是宝兴的野生大熊猫）。
经过海拔 2000 多米的公益村，用不了几分钟就
2016 年 12 月 28 日，一只名叫“盼盼”的雄性大
到了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公益海保护站。四川雅
熊猫在成都病逝。在这只 31 岁大熊猫的身后，130 多
安石棉县栗子坪彝族乡公益村，是进入保护区路上的
只大熊猫跟它有血缘关系。
最后一个村庄，这里九成以上村民是彝族。
2017 年 9 月 14 日，福州 （海峡） 熊猫世界的另一
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相岭山系，小相
只大熊猫“巴斯”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以 37 岁的
岭山系中的大熊猫栖息地总面积 80204 公顷，仅有 30
高龄去世。这只名叫“巴斯”的雌性大熊猫，它还有
只野生大熊猫在这里生活。
一个名字叫“盼盼”，因为它是 1990 年北京亚运会吉
从 2009 年至今，小相岭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先
祥物“盼盼”的原型。
后放归了大熊猫“泸欣”、“淘淘”、“张想”、“雪雪”
这两只名为“盼盼”的大熊猫，它们都创下了一 “华姣”、“华妍”、“张梦”、“映雪”、“八喜”9 只大熊
个新的世界纪录：全球年龄最大的雄性大熊猫、全球
猫，并顺利完成了大熊猫放归后活动数据的采集和分
年龄最大的雌性大熊猫。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它们都
析。
来自同一个地方——四川省宝兴县。
目前，保护区内安装了近 200 台红外相机，工作
人员定期收集、更换红外相机数据卡，观测区域内野
作为世界和平的使者，中国大熊猫在共和国历史
生动物的生活情况。今年，保护区计划新安装 400 余
上功不可没！
台红外相机，以公里网格方式布置，以便更好地监测
1979 年，按照国务院指示，四川筹建蜂桶寨省级

区域内生物多样性情况。
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2017 年 12
月 28 日，在四川省栗子坪自然保护区内，野化放归
大熊猫“淘淘”被成功回捕。据了解，“淘淘”是全
球首只采用母兽带仔方式野化培训的大熊猫，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放归自然，其在野外成功生存 5 年，验证
了人工繁殖大熊猫经过母兽带仔野化培训方法放归自
然的成功，也创造了人工繁殖大熊猫放归野外存活时
间的新纪录。
专家介绍，人工繁育大熊猫经野化培训后放归自
然，能补充大熊猫野外种群血源，复壮大熊猫野生小
种群，实现大熊猫野外种群的可持续发展。

“熊猫首都”的显赫地位
雅安碧峰峡基地位于雨城区碧峰峡景区，景区因
林木葱茏、四季青碧而得名。传说是补天英雄女娲所
化而成，景区内多个景点均与女娲有关，颇为神秘。
在碧峰峡景区你能呼吸到群山幽谷酝酿的芳醇空气，
寻找到万古犹存的补天遗迹。景区由两条峡谷构成，
左峡谷长 7 公里，右峡谷长 6 公里，呈 V 字型，是一
个封闭式的可循环游览景区。
记者步入基地，只见绿树环绕、竹林苍翠。
2003 年 12 月 28 日，中国功能最完善、设施最先
进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建
成开园。包括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海归大
熊猫“泰山”先后生活在雅安碧峰峡基地。
2006 年 7 月 12 日，一个让人兴奋不已的喜讯从立
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传来：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第 30
届世界遗产大会一致决定，将中国“四川大熊猫栖息
地”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核心区面积 5370
平方公里，其中有 2940 平方公里在雅安境内。在栖
息地内生活着近 300 只大熊猫，占全世界大熊猫种群
数量的 30%，是世界上野生大熊猫最多的地方之一。
雅安作为“熊猫首都”的地位，已经赫然凸显。
2008 年 5 月 12 日，当汶川特大地震袭来的那一
刻，卧龙巨石翻滚、漫天尘土，大熊猫受惊吓后发出
的惨叫声萦绕在卧龙上空。
“紧急疏散卧龙大熊猫。”一夜之间，雅安碧峰
峡基地和卧龙核桃坪基地转换了主次地位。数十只
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核心种群及 10 多只已经
配种的大熊猫被转移到了雅安碧峰峡基地，一时
间，雅安成为了震后大熊猫的“诺亚方舟”。
多年来，雅安切实通过各种手段实施大熊猫及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据市林业局数据显示，目前，
雅安已正式建立了 6 个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
护区，保护区总面积达 18.07 万公顷。其中，以保护
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有 5
个。
大熊猫是大自然赐予雅安的宝藏。保护大熊猫，
保护人与动物共同的这片净土已经成为雅安人民的统
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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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加勒比明珠
加勒比明珠」」 搭遊輪揭開古巴神秘面紗
星期一

2018 年 6 月 11 日

哈瓦那國會大廈。
哈瓦那國會大廈
。(王朝旅遊提供
王朝旅遊提供，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哈瓦那古城堡。
哈瓦那古城堡
。(王朝旅遊提供
王朝旅遊提供，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搶攻暑期到來的下半年商機，
休士頓旅遊業紛紛推出旅遊方案，開發新景點路線， 不走一般
大眾熟知的路線，反而主打特別有質感的文化之旅；近年來，有
著神秘面紗的古巴成了炙手可熱的旅遊新熱點。
為了讓更多旅客能了解古巴的魅力，王朝旅遊以搭乘遊輪方
式，將在 11 月帶領遊客暢遊古巴這迷人國度，尤其 11 月至隔年
3 月是古巴旅遊旺季，此時正值北美冬季，古巴成了最適合的避
寒勝地。王朝旅遊經理 Stella(麗貞)表示，會以遊輪帶團，主要
是古巴若走陸路，長途巴士舟車勞頓比較顛簸辛苦，遊輪旅行是
華人近來接受度高的旅遊方式，除了可在郵輪上體驗各種遊樂設
施，定點停靠下船遊玩，更可以深度探索，玩得更盡興。
由於現今美國財政部嚴格管制與限制特定人士從美國或經由
美國前往古巴，Stella 說，政策緊縮不減旅遊興致，這時候跟團

哈瓦那老城。
哈瓦那老城
。(王朝旅遊提供
王朝旅遊提供，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Monday, June 11, 2018

是最好的選擇，由專業旅遊業者帶隊，在古巴也能玩得開心又安
心。
王朝旅遊將在 11 月 4 日至 12 日推出皇家加勒比(Royal Caribbean)古巴 8 天遊輪，由董事長和經理親自帶隊，700 元起/人
，765 元可選房間；另一團則是 11 月 15 日至 22 日，超值維京
(Viking Ocean Cruise)古巴 8 天遊輪，由經理帶隊，2873 元起(陽
台房，包機票)。
Stella 表示，兩團都是從邁阿密出發，不同的是，皇家加勒
比停靠哈瓦那(La Habana)，哈瓦那是古巴的首都和最大城市，
有 「加勒比海明珠」 美譽，哈瓦那氣候溫和，四季宜人，也是著
名 「哈瓦那雪茄」 的故鄉。
超值維京則選擇停靠西恩富戈斯(Cienfuegos)和聖地牙哥
(Santiago De Cuba)，路線稍有不同。聖地牙哥是古巴第二大城

，海港城有著蜿蜒的起伏巷弄，傳統歷史建築坐落其中，非常具
有文化風貌。西恩富戈斯是古巴南部海岸城市，西恩富戈斯古城
(Urban Historic Centre of Cienfuegos)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其建築技術、城鄉景觀設計都非常值得親自體驗
。
Stella 說，古巴行相當受華人好評，由於古巴建築古蹟都保
有當時殖民時代的風情，不少旅客到了當地才真整體驗古巴風貌
，揭開神秘面紗，才發現這是個令人流連忘返的地方；比如說，
哈瓦那有濃厚西班牙色彩，但同時又帶有非洲特色文化，色彩相
當豐富濃厚，遊客到此地絕對值回票價。
現在兩個古巴遊輪團都正在熱賣中，有興趣的民眾可以電話
聯繫 713-981-8868，詢問更多行程細節，或微信聯絡：aat713
。

西恩富戈斯古城。
西恩富戈斯古城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聖地牙哥。
聖地牙哥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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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中文學校總校漢語水平考試學生感言



我喜歡上這樣的課

[ 範璟元]2016 年夏天，我在華夏暑期班認識了徐老師，從此就喜歡
上她的課。
我喜歡上徐老師課的原因是，她的中文課很有生趣，帶給大家耳目一
新的感覺。比如講生字詞，她會舉一反三，根據偏旁、讀音、字義，給
我們列舉出音同字不同、形同義不同，來辨別不同的字形和字義。 “平
平仄仄中國話，一筆一劃方塊字”這是徐老師經常跟我們說的話。她還
教我們記字的方法，編出一個個小口訣，讓一個個難記的漢字變得很有
趣，記起來也就方便多了。徐老師還教用我們“切蛋糕”的方式給課文
分段分層，寫段意寫層意。剛開始我抓不住重點，不知怎樣歸納。老師
就一步步啟發我們、引導我們、鼓勵我們。當我慢慢懂得了歸納要點，
每當我做對了的時候，老師就馬上表揚我給我鼓掌，還讓大家向我學習
，老師的讚美增加了我的自信心。在循序漸進中，我掌握了認字記字和
閱讀分析課文的方法，每一篇課文就沒再那麼枯燥和難懂，反而覺得很
趣。就這樣，不知不覺學中文的興趣越來越高了，每天盼著上中文課，
每天自覺完成家庭作業。
暑期班結束後，當媽媽問我願不願意上 HSK 輔導班，我說我願意。因
為那是徐老師的課。但是我心裡還是沒底，感覺這個課程很難，媽媽其
實也有點擔心我會很吃力。就這樣，我帶著有點害怕和緊張的心情走進
了課堂。
多虧在暑期班上了徐老師兩年的中文課，她給我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在 HSK 課堂我面對一個個不同的題型，一道道難解的答題時，我會運用
老師教過的學習方法來面對，這個課帶給我的快樂和新鮮感又是別樣的




風景，讓我忘記了起初的擔心，也
放下了壓力。
詞彙量的多少、語法知識的程
度、詞性詞義的辨別、複句類型的
掌握，是學習這門課應具備的基礎
之基礎。老師教我們這些基礎知識
的同時，還教我們記筆記、做題技
巧、閱讀的方法；還教我們學會運
用工具書，時刻查詞典的習慣。學
會了查漢英詞典，我學習的速度加
快了，理解詞義的程度也提高了，
激發了我的表達熱情。每一次老師
一提問，幾乎都是我第一個就舉手
範璟元
，這是我最開心最自豪的時候。有
時候老師會說：“元元，再等等大家，你好像在做搶答題啊!”我聽了心
裡可美了！
兩年來，我感覺自己一下子長大了不少。無論理解能力表達能力都有
了飛躍的提高，也感覺自己好像懂得了很多很多。在一個個成語故事和
歷史人物中，了解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一個個中國的傳統節日和
地方特色中，領悟了中國的可親可愛。
今年夏天暑期班，我又跟徐老師學中文。秋季我還會繼續上 HSK，我
喜歡上這樣的課！

我愛 HSK
【湯家為】 學 HSK 之前, 我沒有掌握很多中文知識
，心裡不是很自信。但是徐老師針對各種題型，給我們
準備了很多不同的資料，由淺入深地來幫助我們學習基
礎知識，訓練我們的閱讀能力。為了提高我們的學習興
趣，老師經常給我們講中華文化和歷史故事。比如，中
秋節時她給我們講中秋節的來歷，給我們講蘇軾的《水
調歌頭》；過年時又給我們講“年”的故事。有名的宋
詞和有趣的故事，讓我感到很新鮮也很有意思。就這樣
，跟徐老師好好學中文的想法也就在我的心裡產生了。
學習 HSK 需要大量的詞彙量，語法知識和書寫能
力，知識面是很廣的，要想學它好非下功夫不可！首先
老師要求我們會用漢英詞典，隨時查隨時問隨時交流。
原來我沒這個習慣，覺得很麻煩。但是，看到同學們都
很積極，我也就不甘落後，一點一點地去做，不知不覺

養成了一進教室，第一時間就要拿詞典的好習慣。然後
老師再教我們很多語法知識，雖然有難度，但老師有辦
法讓我們搞懂和學會。最後再教我們識別題型的方法和
答題的技巧。徐老師認真教，我認真學。以前我的字寫
得歪歪扭扭的，媽媽很生氣。經過老師的一再引導，我
的字寫得比過去工整多了，漂亮多了。爸爸媽媽看到我
的進步可高興啦！徐老師也不斷地誇獎我。每次的作業
交上去後，她都非常仔細地檢查，還寫上很多鼓勵的話
。我現在信心滿滿，因為我知道只要好好學，就會有收
穫。聽說很多學 HSK 的人得到獎學金去中國學習，我希
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實現這個願望。我覺得，要想學好中
文，HSK 是一個最好的選擇。因為我愛 HSK !
今年暑假我繼續選了 HSK 課程，爭取更大的進步
，好好準備年底的 HSK 考試。


湯家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