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

2018 年 9 月 10 日 星期一
Monday, September 10, 2018

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80911_4 分之 1 版繁

12043

发行人 李蔚华/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长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长 朱幼桢/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长 秦鸿钧/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总编辑 盖 军/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a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www.itchouston.org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網址：www.scdaily.com

人往高處走！ 你家在哪？

全美 TOP
TOP10
10 最繁榮發展最快的城市
說到美國最好的城市，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觀點和衡量方式。美國
一家房地產網站通過調查，列出全
美最繁榮、改善最快的城市名單。
房地產網站 RENTCafé說：
“詢
問十個人，你會得到十個不同的答
案。”RENTCafé對美國最好城市有
敖德薩（Odessa）
德克薩斯州
人口變化：+25%
收入變化：+38%
房價變化：+91%
高等教育變化：+26%
貧困率變化：-36%
失業率變化：-24%
華盛頓特區
人口變化：+15%
收入變化：+30%
房價變化：+135%
高等教育變化：+42%
貧困率變化：-11%

自己的衡量指標。
該網站認為好的城市需要有較
高的改善程度，因為一個城市必須
“有
進步的能力”
。該網站說，
“從長遠來看
，這被認為是有吸引力的。”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數據，為了
確定什麼因素使得城市日益繁榮，

失業率變化：-19%
查 爾 斯 頓（Charleston）
南卡羅來納州
人口變化：+35%
收入變化：+16%
房價變化：+39%
高等教育變化：+34%
貧困率變化：-15%
失業率變化：-10%
豐塔納（Fontana）
加利福尼亞州
人口變化：+60%
收入變化：+3%

房價變化：+60%
高等教育改變：+57%
貧困率變化：+3%
失業率變化：+18%
北 查 爾 斯 頓（North
Charleston）
南卡羅來納州
人口變化：+34%
收入變化：-3%
房價變化：+59%
高等教育改變：+53%
貧困率變化：-2%
失業率變化：-1%
澤西城（Jersey City）

RENTCafé研究了人口超過 10 萬城
市的六項指標，以瞭解這些城市在
2000 年至 2016 年期間的改善情况，
並挑選出改善最快的城市。
這些指標包括收入中位數的
變化、房房價值、受過高等教育居
民的比例，以及人口、貧窮和失業
新澤西州
人口變化：+6 9%
收入變化：+14%
房價變化：+71%
高等教育改變：+61%
貧困率變化：+4%
失業率變化：-20%
Pearland
德克薩斯州
人口變化：+ 183%
收入變化：+8%
房價變化：+21%
高等教育改變：+57%
貧困率變化：-4%

率的變化。最後的排名是基于六個
主要領域
綜合考慮。
文章來源：
掌中看米
國

失業率變化：+14%
邁阿密
佛羅裏達州
人口變化：+8 19%
收入變化：-4%
房價變化：+48%
高等教育改變：+54%
貧困率變化：-3%
失業率變化：-19%
布朗斯維爾
（Brownsville）
德克薩斯州
人口變化：+930%
收入變化：0%

房價變化：+21%
高等教育改變：35%
貧困率變化：-9%
失業率變化：-28%
米德蘭（Midland）
德克薩斯州
人口變化：+1035%
收入變化：+30%
房價變化：+82%
高等教育改變：0%
貧困率變化：-34%
失業率變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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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確保交易安全

在美國絕大多數州政府為了保持
房地產交易的公平性，往往禁止定金
由買方的房地產經紀人或賣方的經紀
人控制。否則，一旦違約，買主要求退
還定金時，賣主的經紀人常常會找各
種理由拒絕退還。如果定金是在買主
經紀人手裏的話，一旦買主違約，賣主
近年國內買家到美國買房投資的話題非常熱門，但大多數 要扣下定金時，買主經紀人也同樣會找各種
的買家對于投資國外房地產總有許多顧慮。在國內購買房產都 理由拒絕交出定金。所以，定金存放在中立
會遇上這樣那樣的問題，若是要投資美國房產，不僅人生地不熟 的第三者——產權公司手裏，這樣一旦發生
，就連交易流程也不清楚，有各種顧慮不無道理。這裏我們不妨 糾紛，定金就能很快地退還給買主或被賣主
跟著外國房網來探討一下美國房產市場的安全性，以及在美購 扣下。
房的可行性。
在美國買房交易時，第三方支付平臺就
類似支付寶一樣的，買賣雙方達成交易協議
一、在房產交易中買家最關注的兩大問題
，買家付錢給支付寶，賣家發貨，買家確認收貨，支付寶付款給賣
Q：也許看到這裏你會有疑問，將所有的資金匯入產權公司會是
任何房地產市場都不可能生來便擁有完善的體制規範。美 家。
安全嗎？它占有了那麼多資金，卷走錢財逃跑怎麼辦？
國房產市場最初也是跌跌撞撞，時有糾紛，問題不斷，總的來說，
A：在美國，第三方資金監管者（Escrow Holder)通常是資金監管
在房產交易中兩大關鍵問題是，產權是否清晰可售和交易資金 產權轉移過程：
是否安全。
所有的產權過戶手續都是由中立的第三者即產權公司辦理 公司(Escrow Company)、產權公司或者銀行等，而房產經紀或代
，當買主與賣主分別簽好了過戶所需文件，買主要把付的房款用 理則可以幫助客戶選擇合適資金監管者。首先，產權公司隸屬國
二、解決辦法——產權保險公司
銀行本票(Cashier Check)的形式支付給產權公司(不是賣主) 或 家或州政府部門管轄，並且擁有其頒發的資金監管執照，其資金
為了應對以上一系列問題，美國房產市場逐漸興起，由辦理 第三方監管公司，如果是按揭的話，銀行要把貸款額電匯(Wire 流動受政府嚴格監管；另外，產權公司需要繳納一定金額的保證
，以備特殊情况下向客戶賠償。所以，資金
房產業務的律師發展而成的新興行業——產權保險公司。他們 Transfer)到產權公司的賬戶上，這時候房地產交易才真正完成。 金（類似銀行準備金）
交由產權公司監管是絕對安全的
。
為購房者提供調查、產權保險、資金監管、過戶登記等服務以確 產權公司就會根據房地產買賣合同的有關條文，把一些費用，諸
保產權的安全可靠並且能夠合法交易，如同貼身警衛般保障購 如：傭金，產權保險，過戶的其他雜費，從房款中扣除，並立即支
房者的權益，即使真的遇到麻煩，最差的結果也能把錢拿回來， 付給賣主，所以很多賣主在過戶後數小時內就可以拿到房款。這 Q：如果產權公司破產？
A：產權公司都隸屬于州政府保險部門的管轄範圍，如果產權公
最大程度上保護了用戶的權益。
就從根本上杜絕了房地產經紀人介入控制房款的機會。
司面臨破產解散，則必須遵守州法進行關閉清算。通常在結束經
營之前，面臨破產的產權公司會被出售或者兼並。所有的保單也
三、產權保險公司如何確保房產交易安全
四、產權保險公司的收費標準
將被新東家接手，監管賬戶和信托賬戶也將被重新清算。
這裏所說的保險並不是普通的房屋保險，而是專門的產權
通常產權調查的費用為 200-300 美金
取材網路
保險。也正是因為美國有了這樣的產權保險，才會完全由市場而 ，而 產 權 保 險 的 保 費 為 房 屋 總 價 值 的
不是政府職能機構來監管完成全部過戶程序。其中提供第三方 0.3-0.5%，而保額一般為房產的總價。美國
賬戶和產權轉移過程是相對重要的。在整個房地產買賣交易的 各州均有的經紀人賠償金儲備系統的設
過程中，只要投資者購買了產權保險，費用在 200-300 美元，此費 立提供了解決方案，該系統是由各州政府
用在購房時一次性繳納，產權保險公司將以第三方的身份全程 制定的，因此在相似的同時也有所差异。
參與，其具體負責事項及流程如下：
一般來說，一次肇事賠償的最高額可達 5
產權核查：
萬美元。
調查賣主房子的產權記錄，即物業產權轉移的歷史情况，同
時也要調查該房子的產權上有沒有債務，如欠地產稅，物業管理 五、為何產權保險公司能夠監管資
及市政府的罰單等。如果有問題，必須要解決了才能轉移產權，
金？
如果賣主不願意解決所查出的問題，那麼買主就可以中斷合同，
在購買美國房產過程中，產權保險公
定金退回給買主。
司從交易前的產權調查，產權保險，資金
監管，過戶登記，同貼身警衛般如影隨形
產權保險：
地保障了購房者的權益，即使真的遇到麻
產權沒有任何問題，產權公司會給該房產提供產權保險，負 煩，最差的結果，便是把錢拿回來。由此可
責買賣雙方產權轉移和過戶手續，其性質為獨立與買賣雙方外 見美國房產市場體系非常成熟完善，投資
的保險公司。一但房產的產權出現問題，發生意外，產權公司承 者都是非常安全的。眼光銳利的投資者大
擔風險，給予賠償。
可放下種種顧慮，將重心放在投資目標的
選擇上，莫要錯過了目前這段投資的黃金
提供第三方賬戶：
時機。

I/房地產專日/180828B
房地產現況 3Status of Real Estate簡 房地產現況

在美國買房

星期一

2018 年 9 月 10 日

Monday, September 10, 2018

你知道有一個最佳購房日嗎
美國買房不是一件簡單的小事。在這一過
程中，傳統觀念認為最要考慮的因素是位置、位
置、位置，但如今購房時機也成為不容忽視的一
項，會對購房者產生巨大影響。
綜合《商業內幕》
（Business Insider）以及財
富的報道，最新研究顯示，買房最好的月份在 10
月，每周最好的日子是星期一，一年 365 天當中
10 月 8 日是最佳買房時間。
RealtyTrac 對過去 15 年中 3200 萬住房銷售
情况進行調查發現，10 月份購房可獲得市場價
格之外 2.6%的折扣，在所有購房者中僅有 270
萬（8.4%）得到了這一優惠。而 4 月是買房最糟糕
的月份，購房者會支付超出市場價 1.2%的費用。
除 10 月之外，買房最佳月份還有 2 月、7 月、
12 月和 1 月，這是因為傳統經驗認為這段時間賣
房者更多，因此市場上房源充分，但價格並不一
定有優勢。
此外，RealtyTrac 還發現，周一是購買房子
的最佳日子，這一天平均折扣為 2.3％。周五次之
，折扣 2％。而周二是最不宜買房的日子，這一天
最多只有 1％的折扣。
RealtyTrac 發現，10 月 8 日買房是最為划算

的一天，購房者可獲得 10.8%的折扣，除這一
天 外，11 月 26 日（折 扣：10.1%）、12 月 31 日
（9.7%）
、10 月 22 日（9.6%）和 10 月 15 日（9.1%
）也是最佳的買房日。
那麼哪一天不要去購房呢？1 月 19 日，這
一天房價會比市場價上漲 9.6%，另外還有 2
月 16 日和 4 月 20 日。
依據 RealtyTrac 的數據，10 月 8 日外加
星期一，兩個日子湊在一起定會在購房上得
到極大的折扣，那麼，離我們最近的這一天
會是哪一年呢？兩年之後的 2018 年。
具體到美國的各個城市，哪一天成交最省
錢呢？
RealtyTrac 分析發現，在特定的日子購房
可為買家節省至少 10%的花費。下面是 11 個美國
大城市最佳的購房日。

亞特蘭大
最佳購房日：1 月 15 日
折扣：14%
2000 年以來平均成交價：184,528 元

波士頓
最佳購房日：18 月 8 日
折扣：38%
2000 年以來平均成交價：347,464 元

芝加哥
最佳購房日：9 月 30 日
折扣：10%
2000 年以來平均成交價：232,147 元

達拉斯
最佳購房日：10 月 22 日
折扣：38%
2000 年以來平均成交價：176,964 元

洛杉磯
最佳購房日：10 月 1 日
折扣：25%
2000 年以來平均成交價：433,295 元

邁阿密
最佳購房日：12 月 31 日

折扣：13%
2000 年以來平均成交價：205,731 元

紐約
最佳購房日：2 月 13 日
折扣：13%
2000 年以來平均成交價：405,591 元

費城
最佳購房日：2 月 18 日
折扣：18%
2000 年以來平均成交價：216,625 元

舊金山
最佳購房日：10 月 8 日
折扣：25%
2000 年以來平均成交價：570,263 元

西雅圖
最佳購房日：4 月 1 日
折扣：25%
2000 年以來平均成交價：314,887 元

華盛頓
最佳購房日：12 月 31 日
折扣：25%
2000 年以來平均成交價：359,421 元
取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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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房產有道：
十條建議變身美國投資達人
5、聘請一位房地產律師。
房產交易過程牽涉到許多法律細節，需要專業人員的幫助
。美國有 50 個州，每個州的法律不同，各州的房地產法更是
不盡相同。為了確保國人的利益在美國購房流程中的每一步都
能獲得維護，應聘請一位當地優秀的房地產律師。

。難免會出現一些錯誤，這也就是為什麼讓你核對該聲明並確
認一切是正確的至關重要的。

6、獲得美國按揭貸款的預先資格。

9、過戶前要預約驗房。

美國申請房貸的流程與國內大抵相似，主要是：選擇貸款
機構——獲取貸款機構預先資格——貸款機構審核申請人資質
——房產評估——貸款機構放貸。預先合格審核有助于買家瞭
解自己是否有資格貸款，以及可以貸多少款。這個步驟同時也
幫買家了解放貸機構是否願意提供貸款。

過戶前驗房的主要目的是確信買家所要買的房屋條件與買
家最後敲定要買的質量基本一致，包括約定修理部分的完成。
水、電、氣管道電路系統，安全監視系統，白蟻測試處理管線
等都是驗房的重點。建議買家在驗房前，先列出擬檢項目，驗
房時逐一過目、測試，發現問題，及時與經紀人溝通，儘量把
問題目標製成圖像作品。

7、對房屋進行評估。
在房產買賣過程中，貸款銀行會派出貸款銀行，對交易的
房產做出正確評估，評估報告將決定銀行最終批出多少貸款。
眾所周知，自美國從經濟危機中復蘇後，當年崩潰的房地
產市場也變成了復蘇的亮點，受全球房產投資者的青睞。其中
，在過去的一年間，中國已成為美國房地產市場最大的海外買
家。雖然美國的房地產市場整體上有一定的升值空間，但在購
房前應注意考察市場，避免在價格已經回升、缺失後續上升空
間的地區購房。小編為大家介紹十條在美國投資房產的建議，
希望對您的美國房產投資與置業有所幫助。

1、制訂組合一個財務計劃，以確保是否真的能夠
負擔買房的費用。
在購房前，必須要對自己的經濟有所瞭解，這樣可以避免
在購房後有可能會使自己陷入其他的財務問題。

2、做一位理性買家。
即使在網上被房子漂亮的照片吸引，也不會一時衝動直接
預約賣家看房並打算購買。應實地實地考察，並對房屋周圍的
生活設施有一定瞭解。當然，沒有什麼比跟房屋附近的鄰居們
聊天更能瞭解房屋的詳情了。

3、找一位經紀人。
一個優秀的買方經紀人能夠幫助買家處理買房過程中遇到
的一切問題，為買家提供最符合需要的房屋信息。此外，當買
家看中心儀的房子，經紀人還會幫買家準備以保護買家為前提
的各種合同，允許買家在一段時間內對房屋進行檢查或是對社
區進行調查，使買家在這段時間內能合法的退出合同而無須承
擔任何法律風險。在交易中出現問題，經紀人會代表買家與賣
方交涉，最大限度地保護買家的利益。另外，按照美國賣房的
交易規則是由賣主支付買賣雙方的傭金，經紀人為買家的服務
是免費的。

4、報價合理。
房屋的報價應該基于在過去六個月內這一區域銷售的房屋
價格、房屋的大小、房屋的保養程度等因素而定。且該報價應
該還包括屋主能為購買該房屋所付出的價格，以及在檢查過程
中出現任何不可預見的費用等。

8、在完成交易之前核對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的聲
明文件。
政府文件提供了關于有關各方的基本細節以及大量的數字

10、購買房屋業主保險。
在美國買房，除非買家用現金，否則貸款公司一定要你在
過戶之前購買屋主保險(homeowner insurance or hazard insurance)，主要保賠火災對房屋造成的損失，以及其它原因對
房屋或個人財產造成的損失，或客人甚至路人發生的意外。(
文章來源：美房吧)

如何計算自己房子的出租回報率？
如何計算自己房子的出租回報率
？
投資房產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現金買房，第二種
是貸款買房。

一、現金買房的租金回報率
租金回報率=每年淨房租收入/購房總價%
每年淨房租收入=年租金收入—持有房屋費用及出租衍生
相關支出
購房總價，就是房屋買家支付給賣家的金額。
年租金收入就是跟租戶約定的年租金。
持有房屋費用及出租衍生相關支出一般包括：房產稅、
房屋保險、社區費、維修費、空置期分攤、出租管理費等項
目。
空置期分攤：購買的房屋有可能不能馬上找到租客，會
有一段時間是空置的，因此在計算平均的淨房租收入的時候
，應當把分攤到每年的空置期租金扣除。根據經驗來看，空
置期分攤到年，一般為半個月的房屋租金。
物業管理費：如果委托房屋代管人幫忙照料房屋，收取
租金，打點修理水電設備等…所支付的管理費，一般為每月
租金的 6-8%。
根據房屋類型、所在的位置和房屋狀況的不同，應當計
算在內的項目也不一樣。買家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自行判
斷。例如，獨立屋一般沒有社區費，但也有些獨立屋所在區
域有社區規劃、大門及社區公共設施，因此也要交社區費。
城市屋一般繳納的社區費中已包括共同火險, 不必另外買火
險，這樣計算房屋保險費的時候，不用將火險金額計算在內

Sandra Tsui

陳小姐
(國,英語)

281-650-0742

。另外，
房產稅的
稅率在每
個州也是
不一樣的
，從 1%到
3% 不 等,
加州地產
稅大多為
1.2-2% ,
所以投資之前選擇應先確定目標房屋的稅率。

二、貸款買房的租金回報率
假設貸款全部采用每年分期固定還款的方式。
租金回報率 = 每年淨收入 / 自付額%
每年淨收入 = 年租金收入 - 持有房屋費用及出租衍生相
關支出—年固定還款額。
自付額(頭款)即購房總價扣除銀行貸款的部分。
雖然房產的建築物部分會折舊，但是建築物下面的土地
卻永遠屬於業主，而且會隨著當地的經濟發展而升值。持有
一套房產，就像持有一隻股票。你不但每年可以獲得固定的
分紅，而且還擁有了未來資產增值的機會。根據長期統計美
國房地產每年平均升值約為 6%,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考慮
問題，投資並持有房產，相對于銀行存款，是一種更優的投
資選擇。(文章來源：美房吧)

1.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木地板，漂亮
水晶吊燈，櫥房花崗石臺面, 高級櫥櫃 。僅售 $499,000.
2.西北區,兩層樓高級洋房，4房2.5浴，二車庫，新內外油漆及新外墻，浴
室重新裝修；2018洗碗機，2017 熱水爐。洗衣/烘幹機/冰箱並售。僅售
$203,000.
3.土地：Montgomery區，湖邊住宅土地，湖景優美, 有鐵門管制，高級社
區. 僅售$169,000
4.土地：Rosharon， 近288公路，社區住宅土地，2 Acres,僅售$63,000.
5.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月租$0.60
， 可立即搬入。
6.大休士頓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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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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搬家，這些重要的事情
你需要先瞭解！
在美國，房子完成過戶的最後一步是賣
主將鑰匙交給買主，然後買主就可以搬家了
。如果你買的是新房子，直接就可以搬進去
。如果你買的是舊房子，賣主的責任僅限于
把房子掃乾淨。但大部分原屋主會在離開的
時候，停止電、水、煤氣、網絡和垃圾等服
務，因此這部分服務的開通需要提前準備，
否則會在剛剛搬入後，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
窘迫。

2 整理物品並打包
搬家前列一張家具清單，按房間排列，
注明什麼家具放哪間房間。包裝箱也要注明
搬到哪間房間。這樣搬起來就比較省時間。
普遍人達成共識的是打包遠比搬那一下來得
累，此話不假啊。特別是家裏有買買買的人
，那真是夠嗆。建議大家買點箱子和打包的
工具吧。

到了事先預約好的時間，大卡車和搬運
工會上門來提供搬運服務，把東西搬到卡車
上——開到目的地——下到新家裏，都是標
準化的流程。熙煦建議大家提前預約，尤其
是暑假的搬家旺季時，提前大半個月預約也
不過分。
至于車，若自己不能開到新家的話，可
以購買門對門服務。簡單說就是有大卡車會
到你家取，然後“嗖”一下停在新家，然後
付錢就是了。

4 搬家後入住重要事項清單

對非美國公民的特別善意提示
美國移民法規定，只要不是美國公民，
不論你是綠卡、學生、還是持有工作簽證的
人士，都必須在搬家後十天內填寫 AR-11 表通
知移民局。這些非美國公民的人士，可以選
擇以郵寄或上網的方式通知移民局。

1 更改通信地址
搬家前你要到郵局或在網上填寫更換地
址的表格。可能要七到十天才能收到從舊地
址轉來的信件。
在美國，每一家都有信箱，無論是住在
貧窮一點的破舊公寓裏，還是高大上的獨棟
，在美國每個家庭必須有信箱——因為這是
一個高度依賴通信的國家！儘管現在網絡如
此發達，但大家依舊會看到路人一本正經地
拿著信去寄，每個人回家的時候都會打開信
箱檢查郵件。
為什麼？因為美國各個機構對于鎖定人
高度依賴地址。信用卡、SSN、賬單、各種賬
戶的開關、駕照、報稅、車管所……所有的
所有，都需要地址。
而且這個地址不是隨便填就完了哦，謊
報地址是會惹上麻煩的。其實就從這一點就
可以看出美國政府的強大監控能力。只要是
你參與了社會活動，政府都有辦法監控到，
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和地址的綁定。
在美國，地址很重要。你生活的方方面
面都和地址綁定在一起。
銀行注冊地址要換，包括儲蓄卡地址、
信用卡的賬單地址等；
車管所相應地址要換，包括駕照、車輛
注冊單、車輛所有權憑證上的地址等；
工作/學校登記的地址要換；
保險系統的地址要換，少說也有醫療保
險、車保、租房保險/自家房子的保險等；
網絡、電費的服務商的地址要換，不然
賬單寄過來收不到；
很多購物商家的地址要換，不然寄到老
地址好麻煩。
搬家後要注意的一件事是查收前住宅的
賬單並及時交付，否則造成過期遲付，會影
響信用分數。不管你以前是不是自動付款，
最後一份賬單不能自動付，會寄到你給的地
址。你一定要注意查收，及時交付。新住宅
的賬單也要妥當處理。首先上網找各家公司
的參加自動付款的說明，然後按說明辦理。

否則他們無法通知你綠卡進展
狀況。
過戶時會預付一個月的貸
款利息，所以過戶後的第一個
月不用還貸款。因為每月還貸
款的小本子一時半會兒寄不來，第一個月的
付款單就在過戶文件中，千萬不要忘了付，
否則會因遲付而罰款。如果能自動付款，就
辦理自動付款。但每個月要保證自動付款的
賬戶有足夠的錢。
過戶費清單上有些東西是可以減稅的，
像預付的利息，為減低利率而交的點(Points)
和貸款保險。所以要把過戶文件收好備查。
年終還會收到貸款銀行給你的貸款利息清單
。這些東西報稅時要用。

哪些人必須通報新地址？

打包好了一定要記得編號，不然東西一
多一亂，還真記不住哪個是哪個。還有一些
小的零件，比如螺絲啊、小釘子啊這些，建
議放在單獨的袋子裏。若是長距離搬家，還
真不建議運類似大型的家具，到了新家去買
新的或者二手的，便宜不少。
最後，我們提醒大家：沒事兒不要亂買
東西，特別是預見了自己是在美國租房、需
要多次搬家的人更不應隨便買東西，不然
“後患無窮”。

3 尋找搬家公司
如果是東西不多的話，建議自己租車比
較省錢。如果自己搬，也要提前一周到租車
公司定好哪天要用車。卡車有不同的尺寸，
根據家具的多少來決定車的大小。
一到兩個房間的家具，可租十英尺的卡
車；三到四個房間，可租 16 英尺的；五到八
個房間，可用 24 英尺的。小一點的車好開，
自動擋的比手動的好開。有升降機便于上下
東西。沒有升降機的話要選車身離地面距離
較近，並有上下貨跳板的。
如果請人搬家，要提前兩周預約搬家公
司。一般收費是按照一小時來計算，二到四
個人，最少收費三個小時，再加$50 左右的油
費。洛杉磯有各式各樣的搬家公司，你可以
上一下華人工商資訊網或 Craigslist，就能發
現很多搬家公司的廣告。大多數搬家公司的
價格是每小時$50-$80，一般配兩個搬運工，
加上一輛大卡車，加上小費。

入住前需要檢查的主要服務與設施項
目：
鑰匙 Key
用水 Water
用電 Electricity
天然氣 Gas
電視/網絡服務 TV/Internet Service
入住後重要的地址更改清單：
DMV 駕照地址 Vehicle registration
銀行卡預留地址 Banks
保險公司 Insurance companies
郵局 Post Office
社會保險 Social security
醫生/醫療服務 Doctor/Health Service
學校相關 School
非美國居民需要通知移民局

5 開通水、電、氣以及網絡賬戶
電話，電視，網絡服務可能要提前 10 到
20 天預約。如果你的生活依賴網絡，不能上
網就不能過日子，一定要提前約好網絡公司
來接通線路的時間。如果是同一個城市的搬
家，可以直接打電話到本地的服務商那裏要
求轉地址 Transfer。
客服會直接給你轉移到新家去，賬戶不
變，裏面的信息跟著相應變動。只需要在核
對信息後，告訴客服哪天關掉舊地址的電，
哪天開通新地址的電，記得轉移費非常便宜
，非常方便。

6 記得及時通知相關連絡人
搬家後要通知所有親戚朋友和有關公司
更換地址，比如工作單位，信用卡，銀行，
等等。如果你有給親屬申請綠卡，別忘了給
移民局或簽證處寫信告訴他們你的新地址，

除了美國公民外，所有在美國的 14 歲以
上，持移民、非移民身份的人士及在美停留
超過 30 天以上的人士都必須在搬家後 10 天內
通知移民局地址變更。14 歲以下及在美停留
不超過 30 天者則不會因為沒有向移民局報告
地址變更而受到處罰。

如果沒有及時通知移民局會有
什麼處罰？
如果沒有依規定向移民局通知地址變更
，可能受到罰款美金 200 元以下或拘留 30 天
以下的處罰，或二者並罰。如果故意不通知
移民局，可能受到罰款美金 1,000 元以下或拘
留 6 個月以下的處罰，或二者並罰。
在移民法上，如果被發現，會被拘留並
遞解出境。正在申請移民利益（如綠卡，簽
證，延期，身份轉換等等），如果移民局無
法下達書面通知或移民局的通知被郵局退回
，其申請將被視為自動放棄而被拒絕。拒絕
後的申請除非有特別理由，不得上訴。如果
正在上庭和將來要上庭的，如果不通知移民
局，可能被缺席裁決遞解出境。
一般的更改地址是在移民局的網站上進
行，或者下載表格，填寫好以後寄過去。在
改地址之前，需要準備好三樣東西：
Receipt #(收據號碼)，如果有 Pending 的
案子，也就是待審理的案子；
進入美
國的時間和
地點（非美
國公民需要
提供）；
舊地址
和新地址。(
文章來源：
美房吧)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80904C
美國生活
星期一

2018 年 9 月 10 日

簡上

Monday, September 10, 2018

A6

60 條美國生活 Tips 全是
過來人的經驗和智慧((上)
過來人的經驗和智慧
想去美國留學或工作生活的朋友們看過
來，立思辰留學 360 整理了大量美國生活學習實
用攻略，讓你到了異地他鄉也能過得如魚得水。
食
1.吃飯要給小費（tips）
，一般給消費數額的
10%-15%，快餐店不用給小費。
2.美國的肉都不放血，做清燉的要冷水加
熱使勁放血。
3.餐廳飲料都無限續杯。快餐店交錢拿杯
子。飲料自己隨便打。
4.最常用的美食 app 就是 Yelp 和 Pinterest
。Yelp 類似國內大眾點評網，有時候給餐館會在
yelp 上放優惠，所以不管去哪個餐館前都記得先
yelp 一下看看。Pinterest 是一個圖片流網站，內
容上五花八門，食物和菜譜非常非常多，是個看
圖學做飯的好去處。
5.只要周圍有中國超市，大多數中國能買
到的食物都可以買到，沒比國內貴太多。
住
6.美國的房屋大概是分：Dorm，Apartment
和 House。
Dorm 是學校宿舍，一般有公用廚房客廳
還有衛生間。
Apartment 是小區。小區一般提供 Studio、
1B1B 到 4B4B（第一個 b 指的是 bedroom，第二個
b 指的是 bathroom）這些選擇。Studio 和 1B1B 類
似，比 1B1B 便宜一點，包含衛生間和廚房，只是
廚 房 客 廳 和 臥 室 之 間 沒 有 門 隔 開。 1B1B 到
4B4B，就是一室一廳到四室兩廳。
House 就是獨立棟，一般都是三間房以上，
帶小院子，像是小別墅。
7.洗手間裡的馬桶叫 toilet。家裡的洗手間
叫 bathroom。外面的洗手間叫 restroom。
8.所有衛生間裡都有一次性馬桶座圈紙和
廁紙。

9.有的插座和中國不一樣，
記得帶轉換器。
行
10. 除非你住在紐約，車是
你出行的最佳方式，人人都開車。
天一黑，路上幾乎一個行人都沒
有，還是開車安全一點。
11. 學車考駕照：美國駕照
分為筆試和路試兩部分。
筆試的部分自己刷交規書
就可以了，很多地方都可以免費
考很多次。交規書（Driver Manual
）可以到居住地附近的汽車監理
所 （DMV-Department ofMotor
Vehicles）拿。
路試部分就麻煩一些了，
會有一個考官坐在車裡評估你開
車。
12. 關於買車。拮据的同學
可以買二手車，建議從正規的車
行購買。車行雖然比私人定價貴，
但是還是有一定保障，汽車歷史
也 都 可 以 打 出 來 給 你 看。車 的
paperwork 還有車牌子申請等等
也都是他們幫你直接搞定，你就
在家等著正式車牌子郵寄過來就
好了，比較省心。
13. 加油站沒有人會跑過來為你服務，自
己加油，自己付帳，加油站都有擦玻璃的一套物
品，加油的時候可以順便把玻璃擦了。
14. 在公共交通發達的城市，比如紐約，的
同學，可以辦一張公交卡，每個地鐵站都有自動
售賣公交卡的機器，可以直接充值，按程收費；
也可以買周卡或月卡，一周或一個月內無限次
乘坐公交和地鐵。充值後的小票（receipt）要收好
。
15. 如 果
公交卡丟了，立
刻找地鐵服務
窗口要一張申
請掛失的表格
和信封，根據你
充值時收到的
小票填寫，然後
找個郵筒投遞
了，不需要貼郵
票。過一個月左
右，交通系統會
把你損失的金

額打回到你的信用卡上。
16. 每個公交車站都貼有公交路線和到達
每一站的時間表，所以按照時間表趕公交，有利
於合理規劃時間。
17. 美國的公交車並不是每站必停的，如
果你要下車，拉一下座位上方的拉繩，駕駛室的
前方顯示屏上會亮起“Stop Requested（要求停車
）”
，司機就會在下一站停車。所以需要提前瞭解
自己的下車站點。
18. 上公交車時，和司機打招呼。下車時，
對司機說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之類，而司
機也會予以回應。這是美國人的一種禮貌習慣。
購物
19. 在美國刷信用卡都要出示 ID CARD，
可以是你的 passport 或駕照。
20. 用學校郵箱申請亞馬遜 prime。亞馬遜
prime 保證兩天左右到貨非常方便，學生賬戶前
半年免費。剛到美國沒有車出行不便瑣事繁雜，
最方便的就是網購。
21. 多填寫商場裡的各種地址和 E-MAIL
登記卡。因為他們會給你寄打折卡。
22. 大部分商品都收稅。每個州的稅率不
一樣。紐約市稅率為 4%，服裝在 100 美元以下不
收稅。

23. 除食品外，很難見到 made in USA，常
見的都是 made in China，made in Vietnam，made
in Indonesia，made in Honduras。
24. 化妝品想買低端的去超市、高端的去
商場、想買得全去網站或者化妝品商店（Ulta 和
Sephora）
。
25. 在商場買衣服，在標注的期限內，可以
隨便退貨，售貨員不會追問退貨理由。
26. 使用信用卡很便利。它還能幫助你建
立你的良好的信用記錄和消費記錄。記錄越好
越多，你就可以拿到更好的房貸，更好的車貸。
衣
27. 在美國買衣買鞋沒有太大問題，價格
又比較白菜，所以出國時能少帶就少帶。
28. 女生必備晚禮服，建議在打折的時候
買，同樣的裙子新上架一百多美金。打折的時候
十美金，只要你不換學校，同樣的晚禮服不能穿
兩次。男生必備西裝。
29. 各種露背吊帶裙。三十歲以下的女生
大都穿這些。
30. 沒有人用肥皂洗衣服，也沒有人做飯
放味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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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條美國生活 Tips 全是
過來人的經驗和智慧((下)
過來人的經驗和智慧
31. 人字拖流行，英文叫 flip-flops。英文解釋是
穿在走路時會發出“flip-flop”的啪啪聲。
工作學習
32. 申請個人 Gmail 郵箱。Gmail 是美國最
廣泛使用的郵箱，國內的雅虎、新浪、網易、QQ
等郵箱發出的郵件很容易被外國人當做垃圾郵
件忽略掉。
33. 上課所有人都積極爭著舉手回答問題
。如果你會而不舉手，會被認為很傻。
34. 提前預習，老師不會講書上例題。
35. 沒有人會借你作業抄，只會告訴你思
路。同樣你也不要把作業給別人抄。
36. 不要作弊。這個抓到就是 F，嚴重會退
學，然後一生黑，千萬別幹。
37. 開學頭一個禮拜如果覺得自己選的課
不好，要趕緊找自己的 counselor 換。要按照自己
的喜好和未來的發展方向選課。
38. Facebook 能有效的幫助你與你每天見
的同學保持聯繫。而且，它是個幫助你記住人名
的好地方。
39. LinkedIn 相 當 於 求 職 版 Facebook。你
LinkedIn 上的個人資料頁面相當於你的求職簡
歷。
40. 建議大家都準備一個紙質或者電子的
calendar，每門課的 syllabus 一發下來就馬上把各
種 due date 標注下來，大分值的項目比如 project
和 paper 一定要重點標注。所有科目作業的 due
date 都標注號以後我們需要預估一下作業需要
的時間，大作業給自己留出至少一周的時間準
備。

41. 有意識地記人名。外國
人特別在乎名字，和他們說話特
別經常要使用他們的名字，記住
他們的名字絕對是和他們一起學
習以及社交相處的第一步。
玩
42. 電影院在正片開始前，
通常會放 10 到 15 分鐘近期上映
影片的 trailer（預告片）
，所以雖然
有時遲到 10 分鐘，也能趕上片頭
。
43. 地鐵裡，幾乎所有人都
塞著耳機在看書，既有 Kindle 也
有紙質書，要麼就是用手機在玩
消除遊戲。你也可以帶本書看看。
44. 在美國一定要看得懂
橄欖球，就算看不懂也要學會當
你們學校進攻的時候站起來尖叫
，一起喊口號，隨著樂隊的歌曲扭
。
45. 很多博物館，如紐約的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都不強制買票，
只 設 建 議 票 價，你 也 可 以 捐 錢
（donate）買一張票，捐多少錢隨
意。
46. 有些博物館、動物園、植物園一周內會
有一天免門票，有興趣的話可以提前瞭解。
47. 想到紐約百老匯看戲，可以到 47 街上
的 TKTS 售票亭排隊，能買到當天音樂劇、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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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半價票。但排隊的人非常多，最好在放票前 1
個小時就去排隊，搶位置稍好的票。
語言
48. 提高一對一交流能力和公眾演講能力
。學會一本正經地說英語，用英語推銷自己和自
己的觀點，是日常 presentation
，找導師，畢業答辯，日後找工
作的關鍵。
49. 建議辦理一個 Netflix，普 通 模 式 一 個 月 只 要 9.9
刀。Netflix 非常方便，看劇看
紀錄片看電影看動畫片時候
把英語字幕打開，遇到不認識
沒看明白的停下來查字典或
者分析，選一些科學類 documentary 可以提高學術表達，選
擇家庭類校園類的電視劇可
以提高日常表達。
50. 學會說 NO。聽不懂
的話，說 sorry 然後再問一遍。
51. 別人打噴嚏時可以
說 Bless you。
52. 公共場合開門的時
候要等下一個人接過門再走

（如果後面有人的話）
。要跟前面幫你拉著門的
人說 thank you。很重要的禮節。
53. Yes, please 和 No, thank you 這兩個搭
配用法切忌用混。
54. 購物時，售貨員見到你第一句話一般
是“How are you today?”
，這時應該很自然地回
答“good”
。
如果在一件商品前停留時間過長，售貨員
會問你“How‘s everything going?”如果你不需要
幫助，可以回答“I’m fine thank you”
。
買東西結帳之後最好說一句“Have a nice
day”
。
健康安全
55. 不要隨便接受別人給的藥或者糖，也
不要給別人，因為可能是毒品。
56. 請一定要帶治感冒和胃腸感染的藥！
57. 信用卡丟失趕緊掛失。別等著。
58. 牙醫超級貴，而且不算在保險內。出國
之前最好把牙檢查檢查。
59. 各種緊急事件要打 911。記住自己的地
址，可以清楚地告知警察你在哪裡。
最後
60. 要熱情地告訴別人自己的國家是什麼
樣的，因為他們有時並不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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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信用制度的學問
【來源:https://www.guruin.com/
articles/756 Jill】
在美國生活，信用是一件很重要
的事，分數的高低會影響到很多層麵，
像是租房子可能會要求查信用，如果
想要貸款買房子的話，更不能沒有良
好的信用度，而信用高的人也能夠獲
得較優惠的利率；如果信用度低，盡管
收入再高也沒有用，甚至有可能無法
貸到款，不過要建立良好的個人信用
並不困難，一起來看看如何建立並提
高信用紀錄吧！
影響信用的因素
美國有三大信用報告機構，分別
是 Equifax（FICO）、Experian 和 TransUnion，根據法律，人們每 12 個月就可
以免費向這三大機構索取一次自己的
信用記錄，也有一些免費查詢信用分
數的網站可以做參考。
根據不同的報告機構，分數的算
法會有一些差異，一般平均信用分數
在 660-720 之間。而分數的高低又可
以分為四類: Excellent（720 分以上）
、
Average/Fair （660-719 分 ）、 Poor
（620-659 分）
、Bad（620 分以下）
，如果
想要貸款買房子，信用分數基本上都
需要大於 728 分。
想了解信用記錄的第一步就是要
知道有哪些因素會影響信用：
• 信用卡使用狀況：按時支付信用
卡債，欠款越少較好，有消費有還款的
紀錄為佳
• 歷史還款記錄：每個月是否能按
時支付貸款或是信用卡帳單
• 破產等不良記錄
• 是否欠稅、及時繳付罰單

• 信用歷史長度：帳戶的平均開戶
時間
• 帳戶總數：一般來說你只需要開
通必要的帳戶，並不是開的越多就能
更快速累積分數
• 帳戶餘額
• 信用查詢次數：一年之內查詢信
用記錄的次數越少越好
建立、提高信用記錄
• 社會安全碼：信用記錄是和你的
社會安全碼做連結
• 信用卡：如果能辦信用卡的時候
就盡早申請，以便累積信用，並且每個
月按時支付帳單，如果怕忘記支付帳
單，可以設定 auto pay，從帳戶自動扣
款
• 保留第一張信用卡：雖然通常第
一張信用卡的額度不高，但是信用歷
史是從這裏開始累積，因此不要隨便
取消，建議前幾張申請免年費的信用
卡，就可以一直保留；不過如果你已經
是在美國待了超過十年的老移民，可
能這個影響也不會太大，因為即使是
從後面申請的信用卡開始累積也已經
夠信用分數了
• 申請更多信用卡：雖然新開卡的
時候信用分數會降低，但如果你能保
持按時支付帳單，累積信用的速度會
加快，但並非隨意申請信用卡，也不要
建議在短期內申請太多張
• 提高信用卡額度，但同時不要使
用太多信用卡額度：提高信用額度代
表銀行越信任你，但是相對的你欠款
越多便會影響分數
• 申請貸款：按時還款能夠快速累
積信用，比如說按時還款車貸能很快

提升信用記錄
• 不 要 逃 避 帳 單：拖
的越久隻會對分數累積
越不利
• 謹慎防止個人信用
被盜：重要的資料避免
放在錢包裏，像是社會
安全卡、額外的信用卡、
出生證明表等
補救信用記錄
• 有的時候銀行等單
位可能在你的信用記錄
上出錯，但你有責任去
修正錯誤，可以參考此
篇文章，主要步驟如下：
1. 如 果 可 以 在 網
站上提出異議當然是最
快捷的，但是很多專家
建議，最好的辦法還是
寫正式郵件，寄給相關
單位
2. 根據不同機構的要求，填好表
格
3. 在信裏一定要條理清楚地列
明你要 dispute 的內容，不要隻是說哪
一點不正確，要列舉事實並證明你認
為這個信息不正確的理由；總之，在寫
這封信的時候，要事實詳盡，條理清楚
，要假設看信的人完全不知道發生了
什麼事情
4. 提供證據：支付記錄，法院文
件，來往信件等等都可以作為證據跟
你的主要信件一起提交
5. 在寄出去之前，把所有內容都
複製一份留底
6. 把申訴信件寄給相應的機構
7. 通常信用機構動作會提交慢，
可能要 45 天才會給你回複，所以如
果你要貸款買房或者買車，最好盡早
去處理信用的事情
• 如果有欠款，可以去和銀行協商，
表示願意支付餘額，但請他們去除不
良紀錄
• 如果你的信用記錄因為某些原因
已經變得很差了，也不用太絕望，因
為一般的壞信用記錄（例如信用卡沒
有還，賬單拖欠）一般 7 年之後就會
被清空，即使是很大的事件（例如破
產）也會在 10 年之後被清空
• 每年定時檢查信用報告：檢查是
否有錯誤的記錄列在信用報告上；上
文提到的幾家主要的信用報告公司
都有義務每年為你提供一次免費的
信用報告，前提是你得自己去要，可

以 去 它 們 的 網 站 申 請 或 者 打 電 話 降低你申請通過的機率，但無論信用
1-877-322-8228
卡通過與否，Hard Pull 的記錄只會保
• 如果有機構質疑你的信用記錄， 存兩年。
例如信用卡申請被拒，找工作因為信 下面幾點可以教你如何有效申請信用
用原因被拒，你都有權利去要你的信 卡而減少信用扣分的風險：
用記錄來查看；如果你發現你的信用 • 沒有太大好處的信用卡無須申請
報告裏麵有錯誤或者過期的信息，你 ，好卡也需循序漸進地申請，建議可以
有權利聯係信用報告公司以及為這些 注意信用卡紅利回饋的類別選擇自己
公司提供信息的機構，他們有義務幫 所需的卡
你去更正不正確不完整的信息
• 如果要申請信用卡的話，最好能
申請信用卡
在一天內申請完畢，然後以三個月為
每當你申請一張新卡的時候，都會留 一輪，這種方法稱之為 App-O-Ra下一次 Hard Pull 記錄，也就是說會有 ma (AOR)，因為如果你在一天內申請
一次查詢信用報告的請求，而銀行會 多家不同銀行的信用卡，銀行之間還
認為 Hard Pull 數量越多意味著你需要 無法調閱剛剛產生的記錄，能提高通
更多的錢，你的信用分數會被扣分，也 過的機率

美國生活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80904A
星期一

2018 年 9 月 10 日

簡

Monday, September 10, 2018

A9

在美國頤養天年,
在美國頤養天年,
從零了解退休計劃金額和年限
在美頤養天年需要準備多少退休計劃金？這是人們常問的誤區
問題。現實生活中，這個問題的
“正確打開方式”
應該是：妳計劃
什麼時候退休？需要準備多少退休計劃金？
金融圈的黃金問題之一：人們要為退休計劃存多少錢？對
於花銷大的朋友們，有人說 1 百萬都不夠。當然這些都是無稽之
談。據世界最大投資公司之一 Vanguard 的數據顯示，65 歲以
上的美國人的退休保險儲蓄金平均約為 17 萬 5 千美元，每年開
支約為 7000 美元。
為什麼這兩個退休保險金的價格差距這麼大？這是因為影
響退休計劃的變數非常多：例如家庭大小，居住城市，消費水平
，未來醫療需求等，這都將導致退休計劃存儲金額的差異。那麼
一般美國人怎麼解決這個難題呢？

簡單大概的解決方案：
Mr. Money Mustache 上一個名為 Pete 的人，在還未掙到 7
位數薪水的時候，30 歲的他就舒適地辭職了。受這篇博客的啟
發，筆者便寫下這個指南想分享給大家應該從什麼時候開始準
備退休計劃？每年該存多少錢？
首先需要考慮的是：妳想要什麼時候退休。
這是個不常被問及的問題，因為大多數人都假設他們到 60
或 70 歲才退休。但這卻是很多人需要考慮的問題，因為提前準
備好退休計劃可以提早退休。
因此，一旦妳確定了退休的年紀，接下來的事情就相對容
易了。筆者根據不同的退休年份和不同的工資水平每年所能儲
存的退休計劃金額，制成了下表。

3. 圖表還顯示如果妳從零開始儲存退休計劃金額，將要花多久
的時間。如果妳已經儲存有一筆客觀的資金，又將要存多久的時
間達到足夠的養老金額。
4. 圖表中有四種不同的軌道，每個軌道有不一樣的回報率。實際
上，股票市場自 1871 年以來，已經回到平均每年 9.1%回報率。但
當妳越接近退休購買退休計劃，一般鼓勵保守的方式，回報率為
7%起。
正如妳所見，如果妳能拿出收入的 65%投入到退休計劃，那
將能夠在短短 11 年後就可以開始退休了。
如果，另一方面，妳只能使用 10%或 15%的收入用於退休計
劃，那妳將要把退休的時間延長至 35-60 年後。
因此如果妳 22 歲開始工作，計劃 62 歲退休，在社會安全福
利金外，存儲工資的 10%-15%為退休計劃金是不錯的選擇。更多
選擇項，可以點擊此處退休計劃金額存儲率和年限表格。

如何規劃退休計劃繳納時間？
如果有個薪水不錯的工作，又該每年存儲多少退休計劃金呢
？需要存儲多少年呢？這個問題，在 Networthify.com 可以找到答案
。妳只需要輸入妳的薪水，妳每年預存的退休計劃金額（註意這是
指稅後的薪水）
，即可算出妳退休的時間。
例如妳現在的除去稅收後收入為 5 萬美金，每年存儲 2 萬美
金的退休計劃金，那麼 22 年後，妳將可以退休了。
如果妳現在的 納稅後收入為 7 萬美金，每年仍存儲 2 萬美
金的退休計劃金，那麼 妳將要繳納 30 年的退休計劃金，才可以
退休。
除去家庭開支的花費，我們可以看到開支和退休時間的直接
聯系，儲存越多的退休保險金將能更早開始退休。因此，越早開始
退休計劃，越好。

在看圖前先明白以下幾個假設：
1. 社會安全福利金（Social Security)不考慮在退休計劃內。對於
60、70 歲退休的人，社會安全福利金將是收入的主要來源。
2. 假設妳退休前的花費和妳退休後的花費一樣多，以建立安全
的消費差額。其實在現實中，退休後的花費一般都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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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假日購物 哪天出手最划算
(本文轉自僑報網)假日購物最佳時間至少是 當天遭遇缺貨的可能性是 83%。同時，這一天也
妳最有買東西欲望的那一天。如果妳想挑一天網 是在線銷售增長最快的一天，同比增長達 18%。
購，那麼這個日子是 11 月 26 日。
總體來說，盡管感恩節當天是購物的最佳日
據財經網站
“市場觀察”
（MarketWatch）報道 子，但如果妳對產品的具體類型有要求，可能要
，Adobe Digital Index 依據過去 8 年對 4500 家公 尋找更好的購物時機。
司以及 5500 萬商品進行的銷售數據得出結論，
看看 Adobe 為消費者總結出的四類商品的
感恩節當天網上購物比任何時候都便宜。該公司 最佳購買時機。
預計，火雞日的平均折扣可以達到 26%。
玩具：感恩節前的周六（Nov.21st）是為孩子
交易網站 DealNews.com 對去年 11 月份的交 選擇玩具的最好日子，當天的平均折扣約為 18％
易情況進行分析後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它在報 ，不過妳可能面臨脫銷的命運，這對父母來說是
告中稱，當涉及到最佳交易時間時，那一天一向 個大問題。
都劃定在感恩節當天。
電器：感恩節前的周一（11 月 23 日）最宜出
感恩節成為最佳購物日，Adobe Digital Index 手，這一天妳可以拿到 18％的平均折扣。
首席分析師加夫尼（Tamara Gaffney）稱，事實上，
飾品：感恩節當天購買的話一般會有 25％的
同以住讓消費者盡快逛街購物做法不同的是，越 平均折扣。雖然之後會有定期折扣，但價格往往
來越多的零售商更傾向於在網上推出促銷活動。 會略高一些。
推動這一趨勢的另一個因素是，在過去三年
服裝：盡管感恩節當天折扣在峰值（約 28％）
中，
“黑色星期五”折扣提前到了感恩節當天。就 上，但如果妳有足夠的耐心，會看到價格一路下
是說，如果妳想搶到最便宜的商品，只有早早地 滑的趨勢，通常有 50％至 80％的折扣。
守在電腦旁才能如願。否則因需求過高，感恩節

7 大方法，教妳在留學期間找到工作
（本文轉自搜狐教育）如果中國留學生 富的時候，教授推薦是最好的渠道。但
們在國外留學期間遲遲找不到實習工 也不是說妳讓他推薦他就會給妳推薦
作的話，不妨試試下面這些方法，相信 的。
會對大家找實習工作有所幫助。
因此，妳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1.在課堂上給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
1 請求教授推薦工作
當妳沒有任何經驗，簡歷並不豐 所以妳需要，好好預習功課，認真完成
作業，課堂上和下課後多跟教授互動。

2. 課 下 與 教 授 們 多 交 流。多 去 Office
Hour 不但會讓教授覺得妳很勤奮，也
能讓他真正了解妳這個人。以後做推
薦的時候就會更加有說服力。

信息都是跟本學院的專業有關的，都 不會容易被 Filter 掉。
是為大家過濾過的。而且學校收到的 5 完善 LinkedIn 資料
職業信息都是招人的公司就想要這個
很多大公司的 HR 會每天花壹些
學校的學生，中獎率挺高的！
時間看 Linkedin。因此，填好 LinkedIN
2 到學校 Career Center 尋求幫 3 找師兄師姐介紹
的資料非常關鍵：讓妳的 profile 看起
美國找工作，最主要就是靠校友 來獨特。讓雇主壹眼就可以看出妳為
助
Career Center 分為學校 了。小編目前也聽了很多美國留學生 什麼特別，和妳想尋求的職業目標。大
的和學院的兩種。學校的大 分享會，他們幾乎所有人都會找前輩 家壹定要保持自己的 LinkedIn 在最新
Center 往 往 會 發 布 實 習 和 們幫忙找實習，至少關於實習和公司 的狀態，也要細心不要有什麼打錯字
工作的新聞，而且都會幫學 的壹些信息會找他們了解。因此，跟師 的現象出現。
生改簡歷，修改 Cover letter 兄師姐維護好關系非常重要，他們其 6 關註 CSSA 或 CSA
。除 此 之 外，Career Center 實是最好用的啦！很多師兄師姐已然
CSSA 和 CSA 都是本著為中國學
還會不定期舉辦壹些面試 在公司裏工作了，如果妳感興趣，通過 生服務的原則的。除了會開辦活動促
“近水樓臺先得月 進大家的友誼，也會不時發送跟職業
技巧學習會和職業規劃的 他們遞簡歷，可謂是
。而且，請師兄師姐幫忙可比請教授 相關的信息。有的 CSSA 辦的比較成
相關講座。值得註意的是， ”
有時候主講人本身就是某 推薦容易多啦，大部分就是混熟了就 熟的學校還會特別分出
“職業規劃”
部
些大公司的人力資源主管， 好。這麼好用的辦法，壹定不要放過啊 門，不定期請職場專家來做講座。所以
給這些人留下印象也會對 ！
，要記得成為他們中的壹員哦！
妳找工作或者實習有幫助。 4 多瀏覽公司網站&各種行業分 7 多關注一些行業博客
有的對職業比較重視的學 類網站
關註妳有興趣的行業的人士開的
校，還會不定期舉行不同行
大 公 司 都 有 自 己 的 Internship 博客，這樣不僅能讓妳學到最新的行
業 的 Internship Panel，直 接 Program。有的是只有暑假有的，有的 業知識，還能讓妳知道這些人目前都
會有公司的負責人過來招 則是滾動招人的。反正大家去自己想 在進行怎樣的 project。如果妳發現自
Intern。
去的公司 Career 這欄下面找就可以找 己對這些 project 很感興趣，那妳不妨
有些學校的各個學院也 到了，方便快捷。但是如果這個大公司 也是從 Volunteer 開始做起，然後慢慢
都 有 自 己 的 Career center。 也通過學校的 Career Center 招人了， 加入 Inter 的行列。
學院的小 Center 發的職業 最好是用學校的系統來申請，這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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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品牌

中国小商品

世界大品牌

本报记者 王
从针头线脑到精美饰物，从鞋袜服装到毛纺织品，从各种
玩具到电子产品，义乌小商品在世界声名远扬。在义乌国际商
贸城，共有 7.5 万个商铺，180 多万种商品，集聚着最为充裕
丰富、物美价廉、竞争力强的小商品。据说，如果在每个商位
前逗留 3 分钟，按每天 8 小时计算，需要一年半才能逛完。
在义乌，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1 万多名客商常年居住于

萌

此，每年都有 180 多万种商品销往世界 2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小商品看似不起眼，人人能做，处处皆有，但一旦形成规
模，就会产生巨大能量。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
制造国和集散地，中国小商品凭着巧工奇思获得各国消费者喜
爱。商品交换，文化交融，小商品背后，有着大市场、大文
化、大品牌。

近 40 年兴盛不衰

万访客从速卖通选购商品，每天平台上
发往全球的包裹约 200 万个。
中国小商品畅销世界，保证产品
质量是关键。王茹芹称，中国小商品
在起步阶段质量并不低，有着独特的
手工和技术，但是随着市场利润的驱
动，有一些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她建
议，小商品生产市场化，需要合理的
价格机制形成。“不应该把‘便宜’作
为小商品市场的特征。小商品应该保
持‘精’‘美’‘廉’的统一，形成更
健康的市场。”

义乌小商品的生意经
一件来自义乌的小商品，如何漂
洋过海，到世界各地？
从浙江义乌装箱，选择陆路，可以
搭乘 9 个方向的国际班列，去往 30 多个
国家，最远能到 1.3 万公里外的西班牙
马德里；选择海路，先到宁波舟山港，则
有 240 条集装箱航线，通往全球 100 多
个 国 家 的 600 多 个 港 口 ；如 果 选 择 网
路，则更为便捷。在跨境电商线上服务
平台，可以实现出口清单一键申请、无
纸报关、及时放行。遍布全球的海外仓，
可以把来自中国的小商品运往世界各
地。
以小商品贸易而闻名的浙江义乌，
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从早年
顶着“投机倒把”的帽子沿街叫卖，到
1984 年提出“兴商建县”的大胆口号；
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以商业资金积累进
军加工制造业，到进入新世纪逐浪电子
商务大潮……义乌以“敢为天下先”的
精神，
“买全球，卖全球”。几乎在世界的
每一个国家，都能看到中国小商品。
义乌见证着中国小商品在世界市
场中的发展壮大。在与国外市场的同
台竞技中，义乌小商品城如何做到近
40 年兴盛不衰？
坚持诚信经营是根本。在义乌流
传着这样一句话：“要学做生意，先要
学做人。”“我们在义乌经商，代表的
不仅仅是自己，也代表义乌，甚至代
表中国小商品的形象。”一位商铺老板
说。在长期的经营中，商户们自发形
成诚信自律的良好风气，市场管理者
也在制度建设和技术保障方面积极有
为、大胆创新，从而逐渐将义乌市场
打造成中国诚信建设的市场样本。
良好的产销关系是关键。义乌小
商品数量之全、更新之快居全球之
先。这里，集聚着最为丰富的小商品
生产、消费、流通的市场信息，支撑
和引领着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在义
乌，渠道触角伸入世界各地，商品投
入国际市场的速度最快。由于消费者
和制造商的连接，商品更新换代速度
不断加快，加速了商品价值的实现。
“义乌有着非常好的产销关系，生
产厂家通过销量推动质量发展，走向了
质量型的生产轨道。”中国商业史学会
会长王茹芹认为，义乌的市场机制、产
销关系已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地方政
府的推动功不可没。

商品集群，贸易畅通

中国小商品畅销世界
中国小商品在海外广受欢迎已是
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小商品质量的提
高，有些已荣登超级市场的货架。
在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赛场，金
光闪闪的大力神杯来自广东东莞，路

“隐形冠军”声名在外

具体品牌还需加紧塑造

二〇一八俄罗斯世界杯带火了浙江义乌体育用品。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体育用品的销量比平常增长了二三成。
世界各国国旗等商品一个月销量达八千余万件。图为六月十三日，俄罗斯客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采购球迷用品。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4 月 27 日-4 月 31 日举办的第 13 届中国（义乌）文
化产品交易会，吸引了来自俄罗斯、法国、澳大利
亚、瑞士、意大利、乌克兰、匈牙利、南非、拉脱
维亚、保加利亚等 4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25 家企业参
展。图为文交会非洲馆里，来自南非的客商在现场
演示非洲鼓。
吕 斌摄 （人民视觉）

义乌市自 2014 年开通“义新欧”中欧班
列 以 来 ， 截 至 今 年 7 月 底 ， 共 往 返 运 行 463
次，累计运载 38994 个标箱，辐射 34 个国家，
成为全国开行线路最多、满载率最高的班列。
图为 8 月 27 日，暮色中的浙江义乌铁路口
岸运输依然繁忙，集装箱大卡往返其中。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边贩卖的吉祥物玩具来自浙江杭州，
数万球迷挥舞的国旗、呐喊号子则大
多来自义乌；
在去年的圣诞期间，中国生产的
圣诞树占到了全球的 2/3。义乌一家工
厂，有 80%的圣诞产品运往欧洲，纽
约的圣诞装饰品和圣诞老人玩偶也多
来自中国；
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繁华的市中
心，各类商店和超市中也可见中国小
商品，从工艺品、丝绸、服装、瓷
器，到海鲜、酱醋、风味小吃，应有
尽有……

中国小商品何以畅销世界？专家
认为，商品集群形成的规模效应以及
贸易畅通的营商环境是关键。
“中国小商品生产有历史、有技
术、有工艺，已经形成了丰富的小商
品体系。这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基础
决定的，小商品市场品类丰富、功能
齐全，解决了不同地区的市场需求。”
王茹芹说。
广阔的市场需求和丰富的产品供
给，让中国小商品形成巨大的规模效
应。以手机壳为例，中国是手机壳全
球生产中心，有 1000 多家个性化手机

壳制造厂家聚集在深圳和义乌两地。
柔性手机壳批发价 3 元一个，快递小
包物流费用大概为 2 元，卖 1 美元利润
就达 40%左右。
此外，畅通的国际贸易也为中国
小商品走向世界提供了便利。尤其是
近年来，借助电子商务，中国小商品
与国际市场的距离更近了，成本更低
了。
阿里巴巴旗下面向全球市场的零
售平台速卖通已覆盖全球 220 余个国
家和地区，品类涵盖时尚珠宝、服装、家
具、电子产品等，平均每日有超过 2000

包含微距、鱼眼等多种功能的手机
镜头，集合火石、温度计、长绳于一体的
野外生存手镯，可以用激光灯划出行车
道的自行车尾灯，各式各样的手机壳以
及各种“神器”，可谓是“只有想不到，没
有买不到”。不少外国网友表示，这些中
国小商品虽小，却充满创意，让生活工
作更有趣、更便捷了。
品类丰富、功能强大的中国小商
品已成为享誉世界的大品牌。然而，
像“多功能手机镜头”“自行车尾灯”
这样的热销产品，消费者只能以其功
能为产品命名，却没有一个叫得出来
的品牌名称。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小
商品生产体系和市场规模，但中国小
商品市场多以经营低品牌附加值的产
品为主，长期以来处于产业链低端，
少有具体的产品品牌。有的产品在全
国乃至世界市场占有率都很高，但却
缺少品牌塑造，只能做行业的“隐形
冠军”。
为什么中国小商品声名在外却缺
乏具体品牌？王茹芹分析认为，品牌
是由市场形成的，市场上的知名品牌
多为大宗产品。小商品缺乏品牌评估
机制，且社会推广力不够，所以缺少
响亮的具体品牌。而对商家而言，小
商品单价价值较低，经营者主要目的
是盈利，品牌意识比较淡薄。
那么，小商品有无必要塑造具体品
牌呢？品牌是产品在市场上的旗帜，凝
聚着产品质量、信誉和特色。小商品有
着大市场，做出自己的品牌，就有了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
“ 小商品也能做出大
品牌。当然，对小商品而言，销量是品牌
的重要参数。”王茹芹说。
正如日本的无印良品，同样是以
销售小商品为主，却能独具特色，不
仅在日本，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保持着
令人羡慕的增长率。在与零售商的合
作中，品牌商开始处于绝对的“主
场”位置。
如何塑造中国小商品品牌？王
茹芹建议，除了政府引导，要更多
发挥社会团体、小商品协会的作
用，设置小商品品牌创新基金、完
善评估体系，形成更好的小商品推
广机制，促进小商品的质量管理、
品牌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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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硯文師生夏日歡唱音樂會在美南國際電視台演播廳舉行
【泉深 / 圖文】 9 月 5 日
下午，德州玉佛寺 菩提合唱
團演唱指揮詹硯文老師率 10
餘名聲樂學員在美南國際電視
台演播廳舉行師生夏日歡唱音
樂會，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親臨現場致
賀辭並全場欣賞完這場每年一
度的詹硯文師生音樂會。
這是筆者首次見到的詹老
師師生小型音樂會。學員都是
退休老人，平均年齡 75 歲，
最小年齡也在 65 歲，最大接
近 90 高齡。詹老師每個星期
三下午在同一個地點向學員教

高度協調統一，激發聽眾的情
感共鳴。三大男高音歌聲嘹亮
，震耳欲聾，一曲《我的太陽
》，將音樂會推向高潮。
獨唱歌手唱了觀眾喜歡和
熟悉的中外歌曲，歌聲時而婉
轉動人，如山澗中的潺潺流水
；歌聲時而激情澎湃，如大海
的滾滾浪花；歌聲時而又憂鬱
悲傷，彷彿 涕泗橫流 。
最後，詹老師彈唱一曲華
人音樂經典歌曲《我住長江頭
》，將中國古典詩詞與西方藝
術歌曲形式相互交融，為師生
音樂會增添亮點。

唱中外歌曲，包括美聲唱法、
流行唱法、也有校園歌曲和民
族唱腔等，中西合璧。在演唱
前，詹老師教學員咪呀嘛呀的
練習發聲，調整氣息打開嗓子
，做好演唱準備。老人學唱歌
除了自得其樂外，學唱態度都
非常認真，一絲不苟。沒有經
過嚴格地訓練和學習，根本不
會唱這些高難度歌曲。
學員們為音樂會準備了合
唱 、 二 重 唱 和 獨 唱 節 目。 歌
手 Sue Chen 專門為演唱會準
備了十首歌曲並全部演唱。合
唱群體的唱腔有高音有低音，

在演唱前，
在演唱前
，詹老師教學員咪呀嘛呀的練習發聲
詹老師教學員咪呀嘛呀的練習發聲。
。

詹硯文師生夏日歡唱音樂會在美南國際電視台演播廳舉行。
詹硯文師生夏日歡唱音樂會在美南國際電視台演播廳舉行
。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親臨現場致賀辭。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親臨現場致賀辭
。

合唱：
合唱
：1. 《Caro mio ben》
ben》, 2. 《nel cor pli non mi sento》。
sento》。

第 24 屆精英獎籌備工作就緒
【鄧潤京/休斯敦報道】8 月 16 日，在
休斯敦城中心的萬豪酒店 （Marriott Marquis Hotel） 舉行集會。為籌備即將於 10
月 6 日舉行的盛大頒獎典禮做重要的準備
。
籌備的主辦單位是大休斯敦非洲裔商
會 （The Greater Houston Black Chamber , GHBC）。所頒獎項是精英獎（Pinnacle Award）。該獎項表彰傑出的非洲裔
美國企業家在商業上的成功以及他們對社
區和行業所做出的積極影響。本次聚會共
提名 10 個單位或個人將可獲取殊榮。
“大休斯敦非洲裔商會是休斯頓非洲
裔企業的代言人。因此，我們期待著能認
識到這個城市中一些最好的企業主。我們
將慶祝他們的成功和對社區的貢獻。同時強調
非裔企業對社會的巨大經濟、政治和文化價值
。” GHBC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傑弗瑞•華萊士

羅倫薩•
羅倫薩
•巴特勒獲貢獻獎
巴特勒獲貢獻獎。
。
（Jeffery Wallace）如是說。。
大 休 斯 敦 非 洲 裔 商 會 （GHBC） 成 立 於
1935 年，是該市第一個非裔美國公民組織。
GHBC 已經發展成為休斯頓社會經濟進程的積

現任委員。
現任委員
。
極參與者。該組織是一個 501(c)(6)，非營利，
私人，會員驅動的組織，服務於大休斯頓地區
。GHBC 幫助其合作夥伴和會員了解休斯頓龐
大的、多樣化的人口。也了解各個行業以及這

座城市許多特有的細微差別。
坐 在 輪 椅 上 的 羅 倫 薩• 巴 特 勒 （Lorenza
Butler）多年來為大休斯敦非洲裔商會的興旺做
出了不懈努力。在當天的會上獲頒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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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
“2018 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參訪團
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參訪團”
”記實
(本報訊)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台親會)“2018 促進兩岸文
化交流參訪團”在總會長梁義大和領隊吳慧穎執行秘書帶領下，
於今年 5 月下旬赴兩岸展開“促進兩岸文化交流之旅” ，在六月
上旬圓滿完成參訪行程，總會還特別將去年國僑辦贊助本會的
56 民族服裝印製“中國 56 民族服飾集錦”，沿途致贈每一拜會
單位，以增進交流並發揚中華文化！今年部分團員返台拜會，在
台北拜訪了前陸委會張顯耀副主委，除對張副主委在馬政府時所
受的委屈，後來得到法院判決得還以清白討回公道表示慰問，很
難得張副主委對馬英九先生沒有一句怨言，今年一月初即開始為
低迷的兩岸關係奔走和大陸有關涉台部門接洽，期望在 2020 年
藍營再拿回執政權時，馬上為冰冷的兩岸關係重新註入新動力，
期望迅速恢復以前兩岸互助互利的榮景，張副主委無怨無悔為
“兩岸和平發展”盡心盡力令人欽佩！在台接著拜會支持統一的
新朋友民間團體“中國統一聯盟”戚嘉林主席和台灣第一個勞工
政黨“台灣工黨”鄭昭明主席，就當前兩岸關係的急劇惡化座談
交流，並提出相應的對策，期許日後為兩岸的統一加強聯繫和互
動，工黨鄭昭明主席更率領多位幹部，專程從台南至台北款宴參
訪團。在台的第二天行程我們拜會了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鄭致毅理
事長，我們就最近蔡政府僑委會去“華僑”改為“僑民”的政策
，就如過去扁政府執政時的“僑胞三等論”再現，感到憂心。
今年在大陸的拜會參訪，主要多由地方台聯負責接待，有北
京市台灣同胞聯誼會、湖北省台灣同胞聯誼會、江蘇省台灣同胞
聯誼會和上海市台灣同胞聯誼會。在北京以拜會為主，我們拜會
了老朋友：國台辦、台盟中央、中華海外聯誼會和全國台聯。新
朋友：北京市台灣同胞聯誼會、中華全國歸歸國華僑聯合總會和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期盼日後能加強海外的聯繫交流和互動。
在北京我們參訪了“台灣會館”，館內展示著清朝時期台灣鄉親
從大陸移民來台，很多遺留下來的文物和台灣鄉親進京趕考“金
榜題名”、榮耀鄉裡的史蹟，更證明台灣和大陸密不可分的關係
，我們還提出建議將這些文物史蹟應送去台灣巡迴展覽，蔡英文
政府的“去中華文化”、“去中國化”將不攻自破！北京市台聯
是在北京的主要接待單位由李懷峰主任陪同在北京拜會，王蘭棟
黨組書記和高峰會長並設宴款待參訪團。這也是參訪團第一次在
北京短短三天的期間，拜會了七個中央和地方單位，更證明了北
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 「關注台灣鄉親福祉，促進兩岸同胞交流」

中國統一聯盟戚嘉林主席((坐中
中國統一聯盟戚嘉林主席
坐中))率同幹部與參訪團合影

的宗旨，多年為兩岸和平發展不畏艱難的奮鬥，已得到大
陸中央和地方的重視和支持！
在湖北省的拜會參訪，則由湖北省台聯劉東建副主任
陪同參訪拜會，並精心安排參訪團到黃鶴樓、辛亥革命武
昌起義紀念館和湖北省博物館感受楚文化的沈淀，湖北省
台聯江利平會長並宴請了參訪團並座談交流，接著參訪團
赴宜昌，前台灣民進黨台獨政客曾狂言狂語打飛彈要炸掉
的三峽大壩參訪，我們堅決反對這批台獨政客“慘無人道
”沒有人性惡行，因為這將危及無數平民的生命，必然會
被全世界譴責和製裁的! 隔天參訪團搭乘三峽遊輪前往三峽
人家參訪，除了觀賞三峽兩旁的秀麗風景並感受少數民族
的土家文化。
在江蘇省的拜會參訪，則由江蘇省台聯王子錚調研員
、沙雲飛科長、潘寧主任科員三位領導陪同，當晚抵達南
京時，江蘇省台聯鄒振球會長即設宴款待為參訪團洗塵，
六月六日這天在南京的行程是此次行程的重點，江蘇省台
聯請中山陵管委會特別安排參訪團在中山陵寢有謁陵儀式
，參訪團準備了謁陵大花圈向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致敬，值得
一提的是參訪團非常榮幸是整修墓室關閉八年來第一天對外開放
，台親會是第一個得以進入墓室向孫中山先生致敬的社團，且當
天每位團員西裝筆挺要登 392 級台階，老天作美沒有炎陽高照，
讓每位團員登完台階後而不致汗流夾背，恭敬的向革命先行者孫
中山先生致敬！接下來參訪團參觀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總統
府)、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雲錦博物館和夫子廟。接著
赴鎮江的金山寺、西津古渡，很難得國僑辦 2016 年接待本會在
北京和新疆參訪的蔡嶸領導，現調派鎮江市服務，也在鎮江市統
戰部時部長和台聯劉會長午宴時，撥冗至宴會餐廳歡迎參訪團並
敘舊。參訪團接著去蘇州的拙政園、蘇州博物館考察，蘇州市台
聯還特別安排至兒時大家耳熟能詳可背誦“楓撟夜泊”這首詩歌
的古剎“寒山寺”參訪，寒山寺文化研究院姚炎祥院長撥冗接待
參訪團，座談交流並開釋“和合文化”，每位團員聽完姚院長開
釋後，心中都充滿了法喜還獲贈“2007-2017 和合之路”和寒
山寺兩本精緻的書籍。
最後一天的行程是拜會上海市台聯，由陳建處長和聶學林秘
書陪同接待，一早我們到了八百壯士死守的“四行倉庫”古蹟參

前陸委會張顯耀副主委與參訪團合影

參訪團在中山陵進謁孫中山先生陵寢時合影
訪，倉庫的外牆仍留著當年八百壯士浴血抗日的砲彈痕跡，可見
當時戰況的慘烈!中午，上海市台聯盧麗安會長，也是中共十九
大唯一在台灣土生土長的黨代表，在復旦大學招待所設宴款待參
訪團，所有團員恭賀盧會長不負眾望成功完成了參加十九大的任
務和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發動全體會員鄉親朋友在去年歲末踴
躍每天投票支持盧會長榮獲“2017 感動中國十大人物”的殊榮
，並對台灣民進黨蔡英文政府無端取消盧會長在台戶籍感到不齒
，餐會結束前梁總會長還致贈盧會長 「以台灣的女兒為榮以生為
中國人為傲」 的獎牌並合影留念。下午，參訪團赴浦東展覽館和
去年 10 月 31 日習近平國家主席專程從北京帶領六位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來上海瞻仰的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當晚上海市委、上
海市台辦季平副主任設宴給團員們餞行，圓滿完成了今年北美洲
台親會的“促進兩岸文化交流之旅”，大家相約明年元月召開的
年會再見！梁總會長感謝今年能圓滿完成舉辦北美洲台灣鄉親聯
誼會“2018 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參訪團”的所有接待單位和地方
台聯及辛苦協調促成的前江蘇省台聯胡有清會長及全國台聯紀斌
副會長、楊毅週副會長在此一併致謝！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
供稿)

台灣工黨鄭昭明主席((坐中
台灣工黨鄭昭明主席
坐中))率同幹部與參訪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