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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家都在討論如何在美國
買帶草坪帶泳池的獨立屋時，你是
否知道，美國的地產專家其實已經
幫你總結出來了“七大效應”，不知
道的話，可能會投資收益受損哦！

1. 星巴克效應
1997年同時出售兩個相同戶

型的房屋，一家在星巴克附近，售
價為$137,000。另一家旁邊沒有星
巴克，售價為$102,000。15年後，美
國平均房價提升了65％，沒有挨著
星巴克的那棟房子增值到$168,000
，而挨著星巴克的那家房價翻了將
近一倍，達到 96％，售價為$269,
000。

2. 有選擇的裝修
投資回報率最高的是對中檔

浴室進行改造。3000美金的工程可
以得到5130美金的價值，相當于1
美金可以換回1.71美金。裝修回報
率最小的是廚房改造和整理地下
室。頂級廚房品牌 Reno 可能會花
費$22,000，而這項花銷，1美金只能
得到0.51美金的價值。

3. 選擇合適的詞匯描述房產
避 免 使 用“ 獨 一 無 二 的

（unique）”、“需要裝修（TLC = Ten-
der Loving Care）”、“適合投資（in-
vestment）”和“有潛力的（potential
）”，這些詞匯有可能會使房屋成
交價格降低7％。

但是使用比如“奢華的（luxu-
rious）”、“迷人的（captivating）”這
類詞語，會使房子成交價提升
8.2％。更長更詳細的房屋描述也
會使房子成交價提升。

4. 何時賣房有講究

銷售季節决定
房屋價錢。在美國，最糟糕的售房
時間是11到12月份。最好的銷售時
間是在3月到4月，銷售時間有明
顯的縮短。

5. 不走運的數字
如果房子的地址是“777”，那

麼它的房屋估價將會降低2.1％。如
果房屋門牌號包含“777”（如：
17779 Main St.），它的售價將會減
少 1.8％。奇怪的是，歷史上
有7家含有該數字的房屋實
際 售 價 比 預 估 售 價 高 了
1.8％。

6. 定價的心理學
如果房屋售價中含有數

字 9 (如：$450,000 vs. $449,
000)，那麼它會快4-7天銷售
成功。因為這樣會讓人感覺

房產價格在44萬多，而不是45萬。
其實差距只有1000美元而已。

7. 房屋地址
數據顯示房屋地址與房屋價

值有關。主街上的房子比中價位房
子低4％，以湖泊或日落命名的街
道上房子會賣出高16%的價錢。尾
碼也很重要。優先選擇“道（Way）"
而不是“街道（Street）。
(取材美房吧)

不能不知不能不知！！
美國地產投資“七大效應”



AA22房地產現況2Status of Real Estate

星期一 2018年9月24日 Monday, September 24, 2018
I/房地產專日/180911B 簡 房地產現況

對于海外華人來說，無論身在何方、走出去
多遠，總會有那麼一兩樣來自故鄉的牽絆會讓
你關心甚至煩惱，比如，遺產繼承？再比如，移民
之後中國的養老金該怎麼辦？比如，年屆60的Q
女士就很想知道，國內親人留給她的一套房產
該如何繼承才好？

案例一：獨生子女家庭也會有“其他繼
承人”

J先生是家中獨子，他來美國發展後，父母
仍留在中國國內並擁有房屋等財產。在父母先
後去世後，J先生回中國準備繼承那些遺產，沒
想到，他被要求先去公證處做一個公證，以證明
其他繼承人對J先生的繼承沒有异議。

J先生很納悶，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哪裏
還會有“其他繼承人”？經過瞭解，發現真的有其
他繼承人，而且數量還不少。原因在于，J先生的
父母是先後去世的。

根據中國法律，當他父親去世時，由于母親
仍在世，所以，家中的財產只有一半屬於父親遺
產，另一半是屬於父親和母親的共有財產；同時
，屬於父親遺產的那部分要在父親的“配偶、子
女、父母”這些笫一順位繼承人之間進行分配。

當時，J先生的奶奶依然健在，所以，奶奶應
該分得其中的三分之一。後來，奶奶也去世，因
此奶奶的繼承人（比如J先生的叔伯、姑媽等）就
成為這部分財產的利益相關者。

J先生要想得到自己父母的遺產，首先需要
理清所有“其他繼承人”的關係圖譜、並一一找
到這些人，然後帶他們去做公證，缺任何一份材
料都會導致繼承無法實現。J先生為此已經焦頭
爛額。

對于Q女士有關國內房產的疑問，她一方

面不知道應該以何種
程序來繼承，二來想
知道一旦把房產變現
，怎麼才能把人民幣
變成美元帶到美國來
。按照現在相關的資
料表明，如果她是唯
一繼承人的話，
☞根據中國目前的稅
則規定，最好趁房主
還在世時簽定一份買
賣合同，因為在贈予、
買賣等多種方式之間
比較的話，還是買賣
來得最實惠，會少交
一些費用。至于要把
人民幣兌換成美元出

境，則需要按照中國政府的有關規定來實行，目
前的政策是，中國公民每年每人有不超過5萬美
元的額度。

案例二：中美遺產分割原則
有別，需注意遺產管轄權問題
北京的H女士與丈夫育有一女，由于感情

不合，夫妻二人準備離婚並正在做手續的過程
之中。為了讓H女士散散心，H女士的媽媽邀請
H女士帶孩子到美國來玩，沒料到，H女士在休
斯敦遇到車禍並不幸去世。

車禍責任方給付了一筆賠償金，H女士的媽
媽原以為這錢應該有自己的一份和H女士孩子
的一份，沒想到，這錢全部給了H女士的丈夫。

原來，遺產有一個管轄權的問題，由于這是
在美國發生的人身損害賠償，因此適用的是美
國法律；而按照美國法律，在夫妻關係存續期間
，如一方死亡，財產全部歸另一方所有（有遺囑
除外）。因此，這筆賠償金分文沒有給到H女士
的媽媽和孩子。

不甘心的祖孫二人尋求律師的幫助，律師
瞭解到H女士在北京有房產，而且價值七、八百
萬人民幣，于是律師幫助祖孫倆獲取了美國的
證明文件，以證明在導致H女士身亡的事故之
中，賠償金全額給付了H女士的丈夫。然後，祖
孫倆帶著這些文件到北京跟H女士的丈夫打官
司，北京的法官據此在分割房產時進行了傾斜，
這才沒有讓老人和孩子太過吃虧。

在此需要特地提醒海外華人華僑有關遺囑
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如果對中國境內的財產不
過問、不知情，一旦有事，會非常麻煩。若能在生
前就列出遺囑，則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繼承遺
產時的麻煩。

繼承遺產分法律繼承和遺囑繼承，中美法
律皆規定遺囑繼承要優先于法律繼承，換句話
說，如果一個人生前寫有遺囑，他可以在遺囑裏
想把財產給誰就給誰，想怎麼分配就怎麼分配。

如果沒有遺囑，則進入法律繼承程序，需要
按照笫一順位（配偶、子女、父母）先行分配，如
果笫一順位的繼承人都不在了，再進入笫二順
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來分配財產。

而遺囑又分四大種：自述、口頭、代書以及
公證。其中，公證遺囑的法律效力最強。而其它
三種各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
‧自述遺囑需要當事人手寫，而且要寫明自述
人姓名、日期、住址、身份信息等，總之，寫的越
詳細越好。這是最方便、最經濟、也是最常用的
一種遺囑方式。
‧口頭遺囑是對處于病危等特殊處境之中的人
的一種方式，需要有醫生或其它見證人在場。
‧代書遺囑也很普遍，但要求有兩個無利害關
係的人在場作證，否則就算寫了也是無效遺囑。

另外，由案例一所引發的有關公證事宜，對
于海外華人華僑來說也有一些細節需要注意。
張教授提醒說，對于那些打算放弃中國境內遺
產的人來說，如果已經入美國籍，則需要去所在
州的州政府做公證，如果是綠卡持有者，則需要
去中國駐美國的領事館去進行公證。

案例三：中國養老金，誰能拿？誰不能拿
？

休斯敦的W先生當年通過停薪留職、自費
留學的方式離開中國來美，期間也一直沒有跟
原單位辦正式離職手續，現在，他想知道自己是
否有資格得到中國的養老金？而Z先生則是通過
申請避難的方式入了美國籍，他也想知道自己
是否還能享受中國的養老待遇嗎？

對于有此類疑問的人，
需要問清楚你之前出國是怎
麼出來的？只要是獲准出國
定居的，就可繼續享有國內
的養老金、退休金、醫療等等
待遇。

一個“獲准”兩字，攔截
住了一大批人！包括早期出
國的華僑華人，時間集中在
80年代、90年代初；也包括
通過非常規渠道出國的人。

根據中國的現行規定，
出國定居者，不論有沒有改
變國籍，只要在出國前辦理
了離退休手續、在國外持續
開具“生存證明”、滿足中國

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和社保條件，就可以依法領
取養老金。對于領取的年齡，現行規定是男性職
工年滿60周歲，女性職工滿50周歲，女幹部年
滿55周歲，並需要依法繳納社保滿15年。事業
編制人員視同繳費。

所以，對于W先生來說，他需要找到原單位
的人事部門，正式完成離職手續，調出檔案、放
進人才服務中心，然後才能加入當地社保，在滿
足其它要求後（比如繳費年限不足的話需要補
交），才可以領取養老金，養老金會定期發放進
銀行帳戶裏。

而類似Z先生那樣的政庇者、或者非法移民
，將不可能領取中國養老金。

雖然外籍華人可以領取中國養老金，但中
國國內對此有著強烈的彼此對立的聲音。

反對的人認為，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既然
移民了，就等于放弃了中國國籍，成為其他國家
的公民，不應該和中國公民一樣享受國內的社
會福利政策，單位或者國家沒有義務承擔他以
後的養老。

支持的人則認為，退休後移民其他國家，至
少曾以中國人身份在中國工作，將自己的青春
和心血奉獻給中國的建設事業，工作了一輩子
並按要求繳納了社保，退休後應該享受屬於自
己的那份養老保險金。

美國華裔老人兩邊拿福利在美國也是一件
頗招爭議的事情，主要原因是一部分老年華人
刻意隱瞞自己的真實收入，一方面拿著中國國
內的退休金，同時還以低收者的身份享受美國
的各項福利待遇比如白卡、老人屋等。這種現象
不僅令當地人側目，即使是在華人圈裏往往也
會招來罵聲一片。
文章來源：美國理財保險

獨生子女未必100%繼承！
華人如何繼承國內父母房產華人如何繼承國內父母房產、、領福利領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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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地產業具有如下特點：
（一）房地產業投資風險意識較強投資决策科學

美國房地產業的發展與整體經濟發展比較協調，之所以如
此，主要是房地產投資者的風險意識強，投資决策科學，對經濟
發展與房地產業的關係把握得比較準確。投資者在决定房地產
投資的每一項决策之前，往往要作大量的分析研究，從人口增長
、就業情况、供求關係、投資機會等等作大量的研究，有時研究時
間跨度前後十年，對前十年的情况和後十年的預測都要仔細研
究，然後在研究的基礎上，設計投資數學模型，進行模擬的資金
流量檢驗。

房地產業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性還體現在對住宅購買力
的分析方面。由于美國聯邦國民抵押協會的按揭標準規定，確定
個人購房按揭還款能力的指標是“28-36”----即借款人每月的供
款額一般不超過家庭月收入的28%，如果借款人還有其他債務
（如供車等），則供樓款加其他債務支出不能超過家庭月收入的
36%，如果超過此限，那麼就被認為是住房負擔過重，買房者應

該另外選擇較便宜的房子。房地產開
發商根據這個指標，結合對民眾收入
的調查，對住宅價格進行定位，就可
以較好地保證所建設的房屋與民眾
購買力相協調。

（二）商業房地產以整體租賃作
為主要經營方式 很少分割出
售

美國象商場、辦公樓、工廠等商
業房地產主要以租賃為主要經營方
式，雖然有買賣，但比例比較小，而且
買賣往往是整幢轉讓，受讓者再分租
，分割出售的很少見。房地產以租賃
為主要經營方式，有如下優點：有利
于房地產的專業化規模化經營；可以減
少了公共部分產權分割帶來的許多麻
項；有利于租戶盤活資金，資金不會被

套在房地產上，且進退容易；有利于房地產證券化的發展。房地
產租賃經營的另一個好處是，提高房地產市場分析的“效率性”，
由于房地產租金水平能比較準確地反映房地產市場的供求關係
以及社會整體經濟形勢，租賃經營將使房地產價格的透明度增
加，收集信息的效率提高，克服了房地產售價的易變和不可捉摸
性。成薇商業地產部門可以提供洛城商業投資諮詢和買賣業務。
經濟學家認為正常的房地產市場，從投資角度來看，某一房地產
是否值得投資，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其產生租金的能力。這就是為
什麼有關房地產經濟的理論、估價方法等一般都是建立在租金
分析的基礎上的，而比較少用售價來分析。

（三）以規模化和專業化經營房地產業經營 杜絕空手
套白狼的企業入市

現代社會的發展導致了社會化、專業化分工，美國房地產行
業也體現了這一特色。美國房地產行業分工明確，有專門的土地

開發商、建設商、中介經紀商、保險商
、抵押服務等機構。土地開發商負責
土地開發，地塊劃分商（Subdivider）,
負責地塊的規劃設計，中介經紀負責
市場銷售策劃，保險機構負擔災害風
險、抵押信用風險、產權保險風險，抵
押服務則負責抵押貸款的後續管理。
由于分工細，每一市場參與者都對本
行有豐富的經驗和知識，而且實力雄
厚，往往都是跨州、甚至跨國的集團
公司，開發的房地產上規模、上檔次，
房地產管理也上檔次、高效率。例如，
美國最大的寫字樓投資者之一 -----

“寫字樓投資信托基金公司（Equity
Office Properties Trust）”擁有287幢
寫字樓，總面積760萬平方米，分布
在26個州。

美國房地產投資的專業化還體
現在用房的不建房，建房管房的不用
房方面，例如大型商業中心，一般都
是由大型房地產公司（或基金）開發
並持有產權，然後由商家租賃經營。

（四）房地產貸款以使用者為主建築商次之
美國的房地產抵押貸款以消費市場為主，主要是為個人買

房提供資金。據統計，美國的個人購房按揭貸款總額占房地產全
部抵押貸款總額的 76%，如果加上多戶型住宅，則比例高達
82.4%。其它貸款包括開發貸款、建設貸款、商業樓貸款、農場貸
款等等加起來才占17.6%。這種貸款結構的理由很簡單：只有購
房者買得起，開發的商品房才能賣得出去。商品房賣得出去，房
地產開發商有了資金，就等于支持了開發商。相反，如果把錢貸
給開發商，購房者沒有資金支持，只能是房越建越多，積壓越來
越多，結果只能是房地產公司經營困難，金融機構的爛帳壞賬越
來越多，最後危及金融市場的安全。另外，貸款流向開發市場的
結果也可能會使沒有資金實力的房地產開發公司，玩空手套進
入房地產市場，影響房地產市場穩定。實踐證明，美國的這種貸
款結構是非常合理的，這也是抵押證券化的基石。

（五）健全的保險制度在美國房地產業裏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

保險業在美國房地產業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房
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保證，房地產市場的運作靠保險業來分散
和避免風險。有關房地產的保險包括自然災害方面的保險、建築
期保險、抵押信用擔保、抵押證券發行擔保、產權保險等方方面
面。健全的保險制度分散了房地產投資風險，使房地產投資、買
賣、房地產抵押等安全可靠，房地產成為一項收益穩定，風險有
保障的投資工具。

（六）集中使用土地，使得土地的利用率高
雖然美國地大物博，人口密度不高，但是美國在土地利用方

面充分顯示出經濟家的精打細想，充分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土地
的集約化程度和利用效率很高。美國的城市用地的開發比較注
重內部挖潛，而不追求外延擴展，除住宅建設按美國人的習慣一
般一戶一幢外，商業房地產則集中在市中心區，全都是高樓大厦
，然後在市中心周圍留足充分的綠化用地、休閑用地，使城市既
環境優美，又生機勃勃。成薇商業地產部門可以提供洛城土地投
資諮詢和買賣業務。如紐約市，是世界經濟中心城市，全市面積
645平方公里，但商業用地（寫字樓、商場、酒店、車庫等用地），只
占30.37平方公里，比例不到5%，在這塊比例不大的土地上，提
供了176萬就業崗位，而工業用地也只有58.32平方公里，比例不
到10%。
(取材網路)

淺議美國房地產行業的特點行業的特點



AA44房地產現況4Status of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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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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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Westheimer and Hillcroft , I-59, 交通方便. 3房3.5浴, 二車庫, 花崗石臺面, 不
銹鋼廚具,木地板. 僅售 $355,000.  租 $2,500/月,可立即入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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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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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土地：Rosharon， 近288公路，社區住宅土地，2 Acres,僅售$63,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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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大休士頓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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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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資金籌備、諮詢經紀，漫長的美國買房看房後，當你
看中了一套自己滿意的房子，卻不知道如何出價才好，這時候
應該怎麼辦？其實在美國買房，出價議價都是很有講究的。小
編就和你談談出價議價那些事兒。

出價在英文中叫Offer，
買家給Offer有三種情況：

1、給出的價格和賣家的叫價一樣
2、給出一個低于叫價的價格
3、你為了打敗其他的競爭者，出一個高于叫價的價格。

下一步便是等待賣家的回應
當買家給出自己的報價後，賣家或是接受報價，或是不接

受，但願意和你商量，于是賣家再給出一個新的價格coun-
ter-offer，這樣一直到雙方都同意的價格。

如何出一個合理的價格。既不會太低又不會出太高，究竟
要如何定價呢？

要正確出價，首先你要對這個市場、
這個房產有充分瞭解：

1.判斷這個房子值多少
2.參考周圍相同類型的房產近期成交價和最近上市的房價
3.到底有多喜歡這個房子，自己的承受能力有多大
出價需要注意事項：
目前美國房市這麼熱門的情況下，盡可能在房屋一上市就

出價是最好的。出價前要做好準備，比如資金、預批信。建議
買家事先要做好功課和事先準備，瞭解自己對于各項狀況的承
受能力。

出價的技巧和房市的走向很有關係。
如果房市處于低迷的狀態，市場上房源眾多，買家少，也

就是常說的買方市場，可以考慮這樣的策略：先壓低價格，慢
慢討價還價。

但如果是賣方市場，許多好的房產一上市，都是用搶的，
這時候選擇這樣的策略就不合時宜了。然而買家也不能隨便就
出個高價，這時候更要講究出價的技巧。

專家建議：查詢相同狀況下，該區其他房子過去1到3個
月內成交的房產價格，以此為參數，看看多少房子的最終成交
價是加價的，加了多少百分比？哪些因素導致這些房產加價出
售。又有多少房子是降價出售的，又降了多少個百分比？為什

麼降價出售。通過比對讓自己心裏有數。
具體看想出手的房子戶型、新舊程度、院子大小、綠化程

度、保養程度等，參考其他房屋售價。
上市天數在出價時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以紐約為例，

房產銷售很快，基本上一棟房子不出一個月就能脫手。如果出
現一個房子上市很久都沒有人要，一定要搞清楚原因。如果自
己能夠承受，就是一個殺價的好機會。

可以詢問賣家為何要出售房屋：比如旁敲側擊地看看這房
子有沒有降價的餘地。就比如說賣家急需資金短缺或者去外地
工作啊，又或者造了新房需要搬家，這種賣家比較急于脫手的
情況下，一般來說會比較容易接受低一些的出價。但如果賣家
並不著急，那麼他就比較會慢慢耗，一定會等著能讓自己滿意
的價格。

出價的“黃道吉日”：其實出價也確實有一個所謂的黃金
時間。專家建議，推薦買家可以找一些周一剛上市的房子。只
要對房子滿意，立馬報個合理的價格，但是限賣家在24-48小
時內回應，這樣在周末大批人馬看房前，已經和賣家達成了協
議。不用和別人去擠，也順利拿下了好房子。

打聽賣家總共收到多少offer：
如果只收到一兩家，那麼可以適當地壓一下價格。但如果

賣家收到了二三十封offer，買家又對這個房子非常喜歡，志
在必得的話，那麼要想能夠順利拿下，就需要全價接受甚至是
加價了。畢竟好房子難得，如果實在喜歡，那麼為了省一兩萬
而失去了好機會，也是得不償失。

收到Counter-offer，怎麼應對？
當買家最終給出一個offer時，有時候賣家接受了你的報

價，那就可以順利進入下一步，簽訂合約。但是經常的情況是
，賣家不滿意你的出價，在你的價格加上了一些，之後發回給
你，問你同意不同意，這就叫counter-offer。也意味著真正進
入了討價還價的階段。

出價後，怎麼和賣家討價還價。
1.是否賣房市場：如果是賣房市場，那麼還價的餘地很小

。如果對房子很滿意，賣家加上的價格也沒有很離譜，建議果
斷答應這個價格。

2.買方市場：本身報價可能就較低，稍微適當的還價也可

以。

簽了合同以後，也有機會討價還價
簽合同之後呢，其實還有兩個可以討價還價的機會。
第一個是做完房屋檢查報告後，如果報告顯示房屋有問題

，修理的金額比較大，可以因此為由要求對方修理或者降價。
美國法律規定，一旦有房屋檢查報告，賣方一定要公布于眾。
這樣，如果賣方不同意降價或修理，你退出，這份報告也會影
響以後的買家。所以一般來說，賣家會選擇讓步。但是要注意
的是，這個房屋檢查報告一定要找專門的檢修師傅來檢查，這
樣才比較完善和專業。

第二個機會是做完房子價值評估。如果評估價值低于合
同價，而且合同裏也沒有寫明即使評估價值低于合同價，合
同也有效的話(現在是賣方市場，價格炒起來後，合同價比
估價高很多是正常的)，那你可以和賣方溝通，要求他們降
價，這樣你才能將貸款做下來。如果賣方不想麻煩，一般也
是會同意的。

俗話說得好，該出手時就出手。省錢固然重要，但各方面
都完美的好房子可遇不可求。當遇到中意的房子之後，如果真
心喜歡，那麼就儘量別去計較那一兩千或者是一兩萬的還價，
當斷則斷，才不會為了錯過好房而後悔懊惱。

在美國買房子是可以砍價的，但一些中國買家開大口壓價
，反而讓對方覺得沒有誠意，從而失去機會。華美優勝表示，
相對來說，美國房地產市場成熟，信息公開，欲出售的房屋不
會隨便亂開價，因此，在討價還價時，無需大幅壓價。

(文章來源：美房吧)

I/房地產專日/180915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買房如何出價大學問美國買房如何出價大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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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買房有哪些不同的房屋貸款類型？
Fixed-rate Mortgage的中文是什麼？
Adjustable-rate Mortgages中文又是什麼意思？
Hybrid Loans, Balloon Loans, Interest-only Mortgages又分別

是什麼？
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和可調利率抵押貸款有什麼差別？
……
很多中國買家在美國買房會選擇Mortgage。Mortgage是什

麼？是美國一種貸款買房的支付方式，貸款銀行提供給買家這
筆貸款用來填補從房子首付到實際房價的金額差距。Mortgage
中文就是我們常提到的“按揭貸款”，是房屋抵押貸款的一種
形式。

美國房屋貸款要求買家每月償還債務。貸款包括Interest
和Principal。Interest中文意思指利息，Principal中文也就是本
金。利息是買家使用貸款銀行所借的貨幣資金而必須支付的代
價，對貸款銀行來說，利息是利潤的一種特殊轉化形式。本金
則是貸款銀行在計算利息之前的借給買家的原始金額。

如果買家的現金首付（Down Payment）低于房屋購買價
的 20%，貸款銀行可以強制要求買家建立一個第三方賬戶
（Escrow Account，也稱作 Impound Account）。買家需要每
個月通過這個第三方托管賬戶支付當月的付費用，比如房產稅
、地稅和各種房屋保險費用。房屋貸款會被放入賬戶用來支付
費用。隨著稅率和保險費的波動，這個賬戶裏的錢也會減少。
貸款人將每年進行一次審核，以確保有足夠的資金用于支付費
用。

瞭解如何選擇合適的房屋貸款，可以幫助買家在未來幾年
成為一個財務輕鬆的房主。同時買家還需要瞭解如何在做房屋
貸款交易時為自己爭取最有利的條件，如何避免支付更多的利
息費用。如果對房屋貸款沒有一個清晰的認知，當房屋貸款還
清時，發現支付給貸款方的利息總數已經遠遠超過了買房的本
金，這種例子也是屢見不鮮。

舉例說明，假設買家借了144,000美元房屋貸款，並自己
支付36000美元作為首付，購買了18萬美元的理想住房。如果
買家這筆144,000美元的房屋貸款，是30年期固定利率房屋貸
款，利率為7%，那麼買家需要在貸款期限內支付高達200,892
美元的利息。這不僅是一筆巨大的利息支出，也比買家原來借
的貸款本金金額更大！

所以建議買家不要過度申請貸款，而只尋找最符合自己需
要的房屋貸款。那麼，什麼類型的房屋貸款才是適合自己的呢

？現在是時候開始瞭解房屋貸款的選擇了。
與其他金融和投資產品一樣，買家可以選擇不同類型的房

屋貸款。這些不同類型的房屋貸款之間的差異可大可小，利率
也有高有低。

基本房屋貸款類型：固定利率房屋貸款（Fixed-rate
Mortgages）&可調利率房屋貸款（Adjustable-rate Mortgages）

兩種不同的基本房屋貸款類型：Fixed-rate Mortgage，中
文：固定利率貸款，簡稱“FRMs”；和Adjustable-rate Mort-
gage，中文：可調利率貸款，簡稱“ARMs”。這兩種房屋貸
款的主要區別在于貸款利率是如何確定的。

在可調利率貸款出現之前，只有固定利率貸款存在。固定
利率貸款期限通常是15 - 30年。固定利率貸款，顧名思義，
指在貸款的利率在貸款期限內一直固定不變。

固定利率貸款利率保持不變，買家每月的支付金額也不變
。不喜歡不確定性，擔心利率變高的買家，可能會喜歡這種

Fixed-rate Mortgage，固定利率貸款。
另一方面，可調利率貸款的利率是不同的，可調整的。可

調利率貸款的利率通常每6到12個月調整一次，但也可能會頻
繁到每個月都發生變化。

可調利率貸款的利率主要取決于利率的總體變化。當利率
普遍上升時，買家的貸款利率將會隨之升高，從而使買家需要
支付的貸款總額增加。相反，當利率下降時，買家的貸款利率
通常也會下降，需支付的總額減少。喜歡生活中經常有所改變
的買家，可以考慮這種可調利率貸款形式。

混合貸款（Hybrid Mortgages）
並不是只有純粹的固定利率貸款和純粹的可調利率貸款是

可用的。生活在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好處之一，就是可
以有各種各樣的選擇。除了以上兩種貸款，還可以選擇Hybrid
Loans，中文意思為混合貸款（或貸方有時稱為“Intermediate
‘ARMs‘”）。這種貸款一開始就像固定利率貸款——最初利
率可以固定三、五、七、甚至十年（通常被稱為3 / 1、5 / 1、
7 / 1或10 / 1）。過了這個期限，這筆貸款將成為可調利率貸款
，通常每12個月調整一次利率。一些混合貸款的利率調整更為
頻繁，但也有一些混合貸款只會有一次利率調整。

氣球貸（Balloon Loans）
Balloon Loans中文意思為“氣球貸”，也是一種抵押貸款

的類型。乍一看似乎有點像混合貸款：氣球貸的利率在一定期

限（例如，5年，7年，或10年）內是固定的。然而，在這個
期限結束時，全部的貸款餘額就都到期了，這時借款人必須還
清全部貸款（利息加本金）。

借款人之所以喜歡氣球貸，是因為跟混合貸款或可調利率
貸款一樣，氣球貸的利率低于固定利率貸款。在利率高的時期
，或當買家沒有支付傳統抵押貸款的支付能力時。買家可能會
被氣球貸所吸引。

然而，氣球貸的危機性較高。如果買家在貸款期結束時無
法再獲得一筆新的抵押貸款來代替舊貸款，買家可能會無法支
付大額貸款餘額。如果買家在這時急于尋找一筆新貸款，但受
到自身信用條件所限制，新貸款可能會有非常高的利率。

在房地產行業，氣球貸也被稱為“子彈貸款（Bullet Loans
）。為什麼？因為如果這筆貸款是在抵押貸款利率非常高的時
候到期，對買家來說，就像被子彈擊中一樣，可能造成巨大的
財產衝擊。

要知道，抵押貸款再融資從來都不是一件可以百分百確定
的事情。氣球貸只能作為一種財務危機的短期解決方案。

建議買家唯一一種可以考慮氣球貸的情況是，如果買家需
要購買一處特定的房產，而氣球貸是買家唯一的抵押貸款選擇
，同時買家確定，當氣球貸到期時，可以支付貸款餘額或可以
再融資。或者買家的家庭成員可以幫助買家進行重新貸款，這
樣買家可以考慮氣球貸。如果必須拿到一筆氣球貸，請盡可能
地延長貸款時間，最好不少于7年（當然，10年是最好的），
並且在氣球貸到期前至少6到8個月開始再融資（重新貸款）。

只付利息抵押貸款
（Interest-only Mortgages）

隨著房價在高成本城市及周圍地區的迅速增長，21世紀
初，貸款機構又推出了一項新類型的貸款——Interest-only
Mortgages，中文也就是“只付利息貸款”。與傳統的抵押貸
款不同，只付利息抵押貸款在初期只要求借款人支付非常低的
金額。因為最初的支付僅僅包括利息，不需要償還本金。

在預先設定的期限（比如3、5、7、或10年）過後，本金
的償還才會開始，本金償還開始後，每月的貸款支付金額會顯
著增幅20、30、40%或以上。這使得這種貸款面臨一個重要的
問題——一些借款人可能在經濟上還沒有準備好每月支付更高
的金額。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只付利息貸款有著氣球貸款的所
有的缺點。

因此，建議買家在選擇只付利息貸款之前，先要完全理解
這種貸款所有的條款和條件。(文章來源：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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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美國華裔移民後代的22大特徵
【來源:洛杉磯華人資訊網】
BuzzFeed刊登了一篇令人捧腹同時引人深思的文章《華裔移民後
代的22大特徵》（22 Signs You Grew Up With Immigrant Chinese
Parents）。任何一種概括總結都有其不足之處，這篇文章自然也不
例外。但不論準確與否，它至少能博君一笑。

1。你的成績單與你朋友的成績處於不同的分級系統中：A=
average（只是一般般）；B=below average（代表低於期望）；C=can

‘t have diner（不准吃晚餐）；如果是D=don’t come home（那別回
家了）；F？F=find a new home（還是去找個新家吧！）

2。你吃過好多美味可口的中國菜，卻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做，
因為你媽媽從來不准你進廚房。

3。外面的鞋子絕對不可以穿到家裡。
4。從小到大，你堅定地認為世界上只有三種職業：醫生、律

師、會計師！
5。遇到挫折時，你從來不會得到很多的同情，取得成就時，

也不會得到多少的讚賞。

6。當你興高采烈時，你的父母會很快地給你潑一盆冷水。
7。你小時候的照片中一定有一張是齊留海的髮型。
8。在你還是學生時，家長(微博)反對你談戀愛，可是一畢業，

家長就會突然變了個樣，驚訝地問你：“你怎麼會還沒有男/女朋
友？！”

9。當你總算有了對象後，你最好保佑他/她不是以下2種人
中的一種：1。其他種族；2。藝術家。

10。你從小就被送去學小提琴、鋼琴，或二樣都學。你父母會
一直督促你練習，可當你真的想要成為專業的音樂家時，你的父
母卻會嚇到魂飛魄散。

11。你不是在學校，就是諸如Kumon一類的補習班，再不就
是在父母的中餐廳裡幫忙。不知道還有誰比你更慘。

12。必修課：數學、數學、數學！選修課：戲劇、體育和宗教。
13。你父母學習各種最新潮科技的能力簡直令人恐懼，而這

只是為了能有更多的渠道聯繫到你。
14。你與全球最佳、最無意識的環保人士住在一起。他們將

“再利用、維修和循環利用”的口號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15。你會驚奇地表現，在你白人朋友家的冰箱裡竟然放滿了

諸如Camembert和Brie一類的奶酪。而你的朋友在你家冰箱裡發
現榴蓮時，想必也不會太高興。

16。在打包行李時，你媽媽總要插手幫忙。她總是會往裡塞幾
條一次性內褲，外加足夠一個家庭吃一個月的各種食物。

17。你父母極少帶你去海邊玩耍，而就算去了，他們也會從頭
包到腳，而且對吃海鮮遠比去游泳更感興趣。

18。你父母愛死了叫作保鮮膜和鋁箔紙的東西。
19。當你第一次去中國時，你會發現，比起中國的同齡人，你

跟美國的俄裔、希臘裔、菲律賓裔同齡人以及其他種族的移民同
齡人擁有更多的共同話題。

22。長大後，你才會慢慢地發現，父母對你的嚴加管教只是他
們生活在一個陌生國家的緊張情感的自然流露。

美國10大最勤奮以及
10大最不勤奮的城市

福布斯發布消息，公布了美國10大最勤奮和最不勤奮城市地圖，對於正
在物色新地點開展業務的公司，或許會有幫助，因為多數新公司自然希望能
了解各地的勞動力素質和人口增長情況。可能德克薩斯居民會覺得略有驚訝
，因為德州有3個城市進入前10。

根據10大最勤奮城市地圖顯示，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擁有全美國最勤奮
工作的勞動者，每周平均工作時間長達40.7小時，德州Plano, Irving以及Gar-
land分列第3，5 和第7名。
這組勞動力數據來自壹家成立了三年的個人理財網站Wallethub，該網站基於
美國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美國勞工統計局（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
tics）、國家和社區服務團（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以
及壹家睡眠監測機構SleepBetter.org提供的數據，根據平均每周工作小時數、
通勤時間、勞動力參與率、擁有多份工作的工人數量、 每位居民志願工作
小時數、平均每月人們睡眠不足的天數以及平均每日閑暇時間，得出壹套計
算公式。人口遷移數據來自美國人口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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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要在美國的城市中消失嗎？
【來源:僑報網】

長期以來，美國中產階級一
直是全球富足的象徵，但如今
光環不再。21世紀的美國城市，
中產正逐漸消失。這話並非聳
人聽聞。看一看皮尤研究中心
經過兩年的研究所發佈的報告
，從 2000 年至 2014 年，在全美
229個大都市中203個中產階級
規模出現縮減。

什麼是中產？按皮尤研究中
心定義，中產階級家庭收入應
為美國中值水平的三分之二至
兩倍之間。2014年，美國一個三
口之家的家庭收入在 4.2 萬至
12.5萬美元之間即為中產。但相
比 2000 年，美國家庭收入中值
2014年減少了8%。

25%的大城市，中產人數已
不到城市人口的半數，如華人
聚集的紐約、洛杉磯、波士頓和
休斯敦。而在2000年，中產階級

“非主流”的城市還不到10%。

皮尤特別給出了北卡羅來
納 州 戈 爾 茲 伯 勒（Goldsboro,
North Carolina）和德克薩斯州
米德蘭的例子，這兩個城市中
產人數都出現大幅下降。
在中產嚴重縮水的同時，皮尤
的研究還發現另一個問題：美
國貧 富分化的嚴重性。

高 收 入 人 群 從 2000 年 的
17%升至20%。229個城市中，79
個城市的高收入人群達到 20%
的平均水平。低收入人群從
2000 年的 28%增至 29%，103 個
城市的低收入人群達到這一水
平，比2000年多出了11個。

不僅皮尤，美國勞工統計局
資料也告訴我們：2015 年全美
8141 萬家庭中，所有成員都不
工作的家庭有 1606 萬，達到
19.7%，意味著每五個家庭中，就
有一個家庭其成員不出門工作
。如果不是政府公佈的數字，這
樣的一個事實誰會相信。

再來看看勞工統計局的另一組
數據。
目前聯邦最低時薪標準為 7.25
元，但仍有許多州實施的標準
低於這個數。

這個讓許多美國人收入達
不到的聯邦標準已有近10年沒
有變動了。在物價飛漲的今天，
美國人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

這些問題有多嚴重？皮尤研
究中心認為，美國城市中產的
衰落是美國21世紀最大的政治
和經濟問題之一，再加上美國
貧富差距的全面擴大可能會導
致美國社會產生可怕的後果。
從這點出發，我們就不難理解
川普之所以在競選中高歌猛進
了。那麼，中產能否成就川普，
川普能否拯救中產，他能否讓
曾經偉大的美國重振雄風，只
能試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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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十大唐人街都在哪兒美國十大唐人街都在哪兒？？
100多年前，華人開始遠渡重洋，抵

達北美大陸開創新生活，在落地生根
之後，在北美大陸的一些城市中也出
現了唐人街。雖然當今的華人已經在
美國加拿大各個城市的不同地方定居
，唐人街早已不是華人居住的唯一地
點，但因為其記載著早期華人移民的
歷史，一直還是海外遊客的遊覽地，也
是在北美，能看到中國字，聽到鄉音的
去處。

在全球各地，許多大城市，從倫
敦、溫哥華、墨爾本到馬尼拉，都有唐
人街。美國則有很多唐人街。這些地區
與其他移民文化分享他們的文化，從
視覺、聽覺和飲食選擇上，體現出異域
風情，讓遊客感受到一種獨特的體驗。
在美國，中國城是留學生心中不可或
缺的一站，因為只有在中國城才能解
得了那一份鄉愁和思念。在美國不同
的城市或大或小有著不同的唐人街，
今天為大家帶來去美國不能不去的十
大唐人街：
1. San Francisco（舊金山，舊金山）

從 1850 年代開始，作為華人到
美國落腳的第一個集中區的是舊金山
唐人街。舊金山唐人街是亞洲之外最
大的華人社區，它位於金融區附近，擁

有狹窄古老而倍具風情的街道。
到唐人街遊覽自然不要錯過享

受美食，因這裡實在是個美食家的樂
園，不論粵菜、川菜、江浙菜、京菜、台
菜或中西糕餅，在這裡都可吃得到。金
門蛋撻，湖南家鄉菜更是不可錯過的
美味。
2. New York City 紐約

從第五大街開始，紐約唐人街會
帶你進入一個真正的中國城。在那裡
可以遠眺帝國大廈，擁擠街道上，幾乎
望眼所及都是中文招牌、廣告，走在唐
人街街頭，耳邊聽到的對話也幾乎都
是中文，販賣著新鮮魚類、蔬菜的傳統
市場攤販，是當地唐人街的最大特色。

各色美食令人眼花繚亂，如果有
時間朝皇后區的日落公園走去，你還
會發現法拉盛這個紐約最大的華人聚
居區。
3. Chicago 芝加哥

從市中心出發20分鐘就能到達
芝加哥唐人街，一個世紀以來這裡聚
集了 7 萬多華人，他們的祖先是 1905
年隨著鐵路建築工程來到芝加哥的。

大街入口處建有一座中國式大
牌樓，雕樑畫棟，正面刻有孫中山手書
的“天下為公”，背面刻有“禮義廉恥”，

成為芝加哥唐
人街的標誌。

當地的老
四川飯店以招
牌辣子雞吸引
著無數的回頭
客。
4. Seattle 西 雅
圖

這裡的唐
人街聚集著來
自中國、菲律賓
、越南及日本的
各色亞裔。華裔
勞工在 1860 年
左右在西雅圖
定居。慶喜公園
（Hing Hay Park
）是當地一個重
要的社區活動場所，同樣重要的還有
陸榮昌亞洲博物館（The Wing Luke
Asian Museum）。

晚餐的時候，麥克麵館等餐館必
然是座無虛席
5. Philadelphia 費城

在費城定居的廣東移民最早可
以追溯至18世紀，但唐人街的真正建

立則是在上世紀60年代才開始。
費城唐人街是一個規模雖小卻

充滿活力的社區，在這裡你不但可以
嘗到原汁原味的北京烤鴨，同時各色
東南亞風味的餐館也能讓你流連忘返
。
6. Honolulu 檀香山

建立於1860年代的檀香山唐人
街有將近15個街區，除了中國移民外，

還有韓國人、日
本人、菲律賓人
，在這裡組成了
一個龐大的亞
裔社區。

白天，遊
客們享受著陽
光，品嘗著各式
熱帶水果，入夜
則是酒吧天堂。
喜愛美食的遊
客一定不能錯
過美味的生蠔
和扇貝，也不能
錯過皇家飯店
的叉燒包。
7. Boston 波 士
頓

位於波士
頓的市中心的
唐人街雖然規
模不大，但有著
130年的悠久歷
史。唐人街的入
口矗立著龐大

的中國石獅，當地的餐館有著各式不
同的風味。
8. Los Angeles洛杉磯

雖然大部分的華人聚集地已經
分散到洛杉磯郊區，但市中心的唐人
街依然充滿魅力。沿著66號公路，很快
你就能看到掛著燈籠，充斥著平價時
裝的唐人街。

當然和其它的唐人街一樣，無論
是傳統的揚州炒飯，下午茶還是海鮮,
都散發著誘人的香味。鳳凰餅店的草
莓蛋糕更是不容錯過。
9. Houston 休斯頓

雖然沒有傳統的中國建築和歷
史遺跡，但休斯頓的唐人街依然是地
道的亞洲城。在市區的西南部大約 6
英里的範圍內，香港商城聚集著各色
店鋪和美食，海鮮皇宮更是廣受歡迎。
從包子到火鍋，這裡一樣不缺。
10. Washington, D.C.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的唐人街始建於1930年
，但大部分的華人已經搬到了郊區。如
今的唐人街僅是一個不大的商場，與
先前的那些唐人街比較，這裡的規模
顯然是最小的，然而絲毫沒有影響它
的吸引力。

唐人街入口中文招牌的星巴克
格外引人注目，托尼的海鮮樓和蒙古
燒烤吸引著眾多的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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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美國新到美國你還適應嗎你還適應嗎？？
對於很多新到美國的人來說，剛到美國，一切都顯得那麼的新

鮮，但也常常覺得難以適應。
一、過人行道要先按路邊的按鈕，待綠色指示燈閃現後，要

迅速通過。
二、美國人看到陌生人也會打招呼或微笑示意。看到之後，

要禮貌地回應，不要躲閃對方的目光或裝做沒看見，那樣會被視
為不禮貌或沒教養。和親近的人可以禮節性地擁抱。

三、在飯店吃飯要給小費，一般給消費數額的10%--15%，
快餐廳不給小費。另外，理髮、在賓館讓服務生幫忙等對服務行
業的都要給小費，這可能會增加美國留學生活費用，但無法避免
。

四、在美國一般都是刷卡消費或者用旅行支票，要帶ID卡。
五、所有衛生間裡都有一次性馬桶座墊紙和衛生紙。
六、電壓和插頭和中國不一樣，充電帶轉換器。
七、每天早晚要洗澡，經常更換衣服。
八、在商場購貨要填寫有關地址登記和E-MAIL，因為他們

會給你寄打折卡。經常去的超市，可辦優惠卡。
九、各種東西買的時候都收稅，但每個州都有那麼幾天不

收稅。在不收稅的那幾天買東西，就便宜多了，可以幫助減輕美
國留學生活壓力。

十、洗衣服要直接烘乾，不要在外或陽臺上涼衣服。

十一、牙醫巨貴，而且
還得提前預約，排很長時間
。來美之前把牙該檢查檢查
，做做窩溝封閉，避免蛀牙。

十三、所有餐廳飲料
都無限續杯，快餐店交錢拿
杯子，飲料自己隨便打。

十四、30 歲以下的美
國留學生女生請穿比基尼
去各種游泳場所，但拒絕連
體。

十五、加油站自己加
油，自己付帳，加油站都有
擦玻璃的一套東西，包括紙
什麼的，加油的時候可以順
便把玻璃擦了。

十六、不要接受生人給的藥或者糖，也不要給生人，因為可
能是毒品，你承擔不了責任，也沒人承擔你的責任。

十七、擊掌要使勁、響亮，握手也是要用力。
十八、到美國探親，推薦買一個AT&T的手機，7點以後電

話免費，美國的手機卡和手機一起買。

十九、美國人特別歡迎的禮物是中國的十二生肖掛件和各
種動物工藝品。

二十、請一定要帶足治感冒和胃腸感染的藥和其他一些常
用藥。到美國藥店買要一般都要醫生處方。到醫院看個小病，很
不方便還很貴!

美國空姐告訴妳坐飛機美國空姐告訴妳坐飛機
只喝瓶裝水的真實原因只喝瓶裝水的真實原因

根據"紐約郵
報"引述美國空服
員協會（AFA）指
出，美客機航班
上飲用水受到環
境保護署（EPA）
規範，但規定從
寬，機上飲水用
的水管多久清洗
一次，或許沒有

人會按時按點去檢查的。
伴隨著航空公司越來越多，競爭壓力增加，各個國

家的航空公司都開始拼服務、拼餐飲，也遇到一些旅
客非常喜歡機上餐飲，比如飯盒要兩份。但是根據美
國航空公司知情人士認為，尤其是經常天上飛的空服
員對機上飲料更是退避三分，尤其是熱水、咖啡或茶。

由於管理方面的疏忽，機上需要用到飲用水，包括
開水、冰或熱開水、熱茶及咖啡等，受到不少質疑，美
媒甚至報導許多機上咖啡壺從未清洗過。英國"獨立報
"（Independent）報導，航空公司多久清洗機上的飲水用
管線。

美網路媒體財經內幕（Business Insider）私下採訪空
姐說，"空姐絕不會在飛機上喝熱開水！"鑒於此，一些
經常旅行的空中達人也建議旅客機上若要飲水，最好
選擇有瓶蓋的礦泉水，或者自己攜帶的水。

CNN"秘境探索"（Parts Unknown）主持人波登（An-
thony Bourdain）常在媒體上說，寧餓，也不吃機上餐飲
。波登告訴美國美食雜誌"BonAppetit"，"沒有人吃過機
上餐飲後，感覺是好的"。他認為旅客吃它，是因為航程
途中實在太無聊。這是作為名廚出身的他，對於飛機

餐的定義。
"我從不吃機上餐飲，喜歡空著肚子抵達目的地。"若

真受不了飢餓，波登說，頂多點起司蛋糕及紅酒解饞。
或許，我們有很多的其他未知的原因，但是，既然有的
選擇的時候，盡可能的選擇合適的方式來保證自己旅
途的幸福感，畢竟菜品，飲水對我們來說，還是很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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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留學生買車
美國地廣人稀，沒有私家車可以說是寸步

難行，因此很多留學生來到美國以後，如果經濟
上允許一般都會買一輛二手車代步。以下留學
360專家給大家介紹一下留學生在美國買車的
省錢訣竅。

在美國買車的渠道很多，而且買車時也有
很多講究，在美國買車一般有兩個途徑：在車行
買車或者是直接通過車主買，在車行買車的優
勢是比較省事，因為車行會為你打理好一切手
續，但是費用比直接通過車主買要貴。留學生買
車時一定要注意看好了才買，切忌太著急，不然
會被忽悠。

在美國，想買一輛二手車非常容易找到賣
家，除了校園裡的張貼欄上時不時可以看見賣
二手車的廣告，在很多餐館和超市入口供免費
領取的分類廣告上也刊登著許多二手汽車出售

的廣告。車的種類齊全，價錢從數百美元的舊車
到幾萬美元的高檔車不等，應有盡有。在路邊的
停車場也常能看見掛著“For Sale”牌子的車子。
如果找到了合適的車，就可以根據賣家提供的
聯繫電話和賣家聯繫。

因為大多數留學生買車是用作代步工具，
所以選車主要是考慮經濟實惠。建議將第一輛
車的價位定在$2000-$4000美元之內。這些價位
的車子大都生產於20世紀九十年代，性能比較
穩定，外觀上也不難看。和賣家聯繫，應該約個
時間親自去看車。買車前一定要向車主瞭解車
況、耗油量和車子是否出過車禍。每輛車的車禍
記錄都能在網上查到。如果對車子比較滿意，還
應該在付款前和車主開車到自己指定的修車場
對車子進行一次專業的檢查，聽取維修技師的
建議，包括價錢方面的估定。有些二手車剛買下

來沒幾天就壞了，有可能修車
花的錢比買車花的錢還多。隨
著美國油價的不斷攀升，一輛
耗油的車，對於經濟來源有限
的留學生也是個不小的負擔。

要付錢買車時須注意，
由於留學生沒工作，而買車需
要一次性現金付款，所以應該
多向賣主壓點價。一般賣主標
的價都比他自己預期底線要
多幾百美元。但是千萬別自己手上多出3000元
就買輛3000元的車。因為在你開車上路前，除了
付清買車錢，還要交車稅和保險。在美國，沒有
保險開車上路和沒有駕照開車上路一樣糟糕，
所以在你開車上路前一定要有駕照和保險。

一般留學生買的第一輛車都是二手車，在

買車前多問問其他前輩的意見，多在網站上瞭
解一些信息，也留意一下學校所在州關於汽車
方面的法律，避免在之後的留學生活中出現較
多的麻煩。

在美國買車需避免的錯誤
話太多 有三句話千萬不要說："我現在需要這輛車"（需求會拉動
價格）；"我特喜歡這輛車"（情感若控制了買賣過程，只能讓你更
脆弱）；還有一句就是"這就是我每月最多能付的數額。"（一旦經
銷商知道你每月想付多少錢後，他們就會想出利用擔保金，融資
等等辦法來彌補差價。要談的是車的絕對價格，而不是月付款。）

事前不作功課 事前不做研究，直接走到經銷店裡去全聽銷
售的介紹不是個好主意，這很可能讓你變得衝動，買了自己不需
要，買不起，或是根本不想要的車。先查詢信息，瞭解掌握你想買
的車的價格能夠幫助你知道怎麼討價還價。有些媒體可能會給
有價值的參考：Kelley Blue Book, NADA Guides, Cars.com, Au-

toTrader.com,還有Edmunds.
對於自己的真正需求有不現實的認識 在踏進

展廳之前，最好花功夫仔細思考自己的駕駛方式。不
要想當然的認為自己需要一輛嶄新的車，要想好自
己一周，甚至一月的駕駛行程，弄清楚自己每天駕駛
的時間，地點和長度。然後根據自己的這些需求買輛
合適的車。

因為付不起首付就租車 租車，特別是租豪華車
，是不需要首付的，而且月付款一般也比買車便宜。
但是這不一定合適你。你要確定是否要每兩到三年

用輛新車，不用首付，但是你沒有
所有權，而且這也不屬於你的居民
財產。

以為一定要用經銷商的籌款
方式 經銷商經常會定下月付款的
數額，假設他們將會彌補融資方式
的差異。相反，最好在你自己的銀
行或是其他信貸機構安排自己的
融資方式，而且要選擇短期的汽車
貸款方式。長期的合同會讓消費者
買自己其實不能支付的車，而且到
貸款付清的時候，這輛車恐怕已經
完全貶值了。

想當然認為混合車要更綠
色 油電混合動力車比同型號的汽
油動力車更節省能源，但是並不能提供巨大的
收益：售價為$28,180 的 Mercury Milan 油電混
合車（41 city/36 hwy）比起價格為$21,860 的
Milan I-4（23-city, 34-hwy）在公路上只多出
了2 mpg。

只看一家經銷商 要多走走，做到貨比三家。你掌握的信息
越多，知道各個經銷商提供的優惠政策，真正購買起來就越心中
有數，有助於講價。如果你住在小地方，只有一個展廳，不妨打電
話詢問附近大都市地區的經銷商的情況（通常大都市地區的價
格會比鄉村地區低），然後你可以試著問問當地經銷商能不能也
提供相同的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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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花开并蒂 月映两岸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书法艺术是其瑰宝之一。
中秋是团圆佳节，两岸书画艺术家聚在一起，用书
画艺术交流情感，传承文化，更显亲切。”台湾书法
家陈胜德说。在中秋来临之际，中国文联和厦门市
政府在鹭岛举办书画笔会，两岸近50位书画家以
笔会友，以画传情。

台湾“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叶国华已连续
5年参加笔会，这次他召集了30位台湾书法家共
同创作苏东坡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书法长
卷，表达中秋佳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的骨肉亲情。他说，书法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精髓，也是维系两岸血脉情缘的重要纽带。期待
两岸书法界更多地交流合作，将书法文化推广到
世界，让全世界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

在台北中山堂，上海音乐学院方琼教授带领
的“长相知”团队与台湾爱乐民族管弦乐团，为
岛内民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来自上海
——古调不句号》，音乐会以古诗词与民歌的结合
为表现形式，以人声和乐器的配合，传递了中华
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精神内核。

花开并蒂，灯映两岸。一年一度的两岸中秋
灯会20日晚将在江苏昆山启动。昆山市台办主任
何蓉蓉介绍说，今年的灯会以“两岸情一家亲”为
主题，设立昆山印象、宝岛风情、周庄故事、祈
福中华四大主题特色灯区，将灵秀的江南水乡风
韵与多彩的宝岛民俗风情融为一体。灯会期间，
还邀请了台湾新北市、南投县基层民众到昆山品
文化精粹、叙手足情深，并举办“昆山印象周周
演”“两岸美食汇”“南湖秋月周庄雅集”“彩船巡
游”“灯谜竞猜”等活动，彰显两岸民俗特色，加
强两地交流融合。

中国节日 国际范儿

中秋节，团圆夜。对于海外游子而言，这个节
日更是具有特殊意义。在海外，中秋节的气氛越来
越浓。中国驻外使领馆发起的聚会、祖（籍）国亲
人送上的精彩表演让海外游子心中暖暖。住在国对
中国的传统节日也越来越有认同感，无论是政要的
祝福还是当地社区的参与都让中秋这个中国传统佳

节越来越有国际范
儿。

加拿大温哥华
市“荣誉市民”、加拿
大华商发展基金会
共同主席庞燕今年
中秋要在北京过，但
她还是早早就收到
了来自领馆的邀请。

“虽然身不能往，但
是很感动，很温暖，
有家的感觉。”她说，

“这些年，加拿大过
中秋节的气氛越来
越浓了。主流社会也
越来越关注这个节
日，比如，我总能收到加拿大总理在节日期间寄来的
贺卡。中秋节是团圆的节日，对于我们海外侨胞而
言，这是大家的团圆，是中外和谐的共鸣。”

在澳大利亚，中秋节的氛围已经很浓。“悉尼
很多的商店推出了种类繁多的中秋礼品，甚至能
买到上海杏花楼牌和北京稻香村牌的月饼，一些
公司也会制作创意型月饼作品出售和赠送。除了
家族内部的团圆聚会，还有各种华人社团组织的
中秋晚会、文艺演出等。”澳中商业峰会执行主席
华商卞军已经忙起来了，“9月17日，参加了一场
同乡会举办的中秋晚会，中央电视台还在当地录
制了一段节目。我还应邀出席了安永公司组织的
悉尼庆中秋鸡尾酒会。活动很有特色，当地人和
我们华人同胞一起品尝月饼，分享中秋故事，互
道中秋祝福。这些反映了当地社会对中国节庆传
统的认可，对中华文化的重视。”

尼日利亚华星艺术团团长倪孟晓最近忙碌的
是即将于9月22日在经济首都拉各斯举办的“庆
中秋 迎国庆”联欢会。“既是拉各斯侨界的一大
盛事，又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一大好事！”他很兴
奋，活动邀请到了拉各斯总领馆总领事、尼日利
亚前总统奥巴桑乔夫人、4个州的州长、联邦政府
的两位部长、尼日利亚制造业协会会长以及尼日
利亚当地嘉宾和侨胞700多人出席。为了回馈当
地社会，主办此次联欢会的华星艺术团还设置了
捐赠环节，将特别赞助20名优秀的贫困生直至其
上大学。

海内共祝 月在杯中

又到素月分辉、明河共影的中秋好时节。明月
普照四海，对于全球华人和向往中华文化的人们而
言，中秋佳节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
体，也是建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好契机。

中秋节前后，全国各地将结合节日历史、节日
诗词、节日饮食等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阖家
团圆、喜庆丰收，润物无声地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
国精神。广东江门、江苏扬州、四川德阳、江苏昆山、
内蒙古阿拉善盟、云南玉溪、福建三明、江西遵义、
贵州安顺、重庆渝北、河南濮阳、河北沧州、山东青
岛……都将依托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公园等开展雅
俗共赏、趣味性浓、全民参与的节庆活动：赏月、拜
月、祭月，观灯、猜灯谜，做月饼、品月饼，还有大小
文艺演出、美术书法展览、笔会、经典诗词朗诵会
等，不胜枚举。

9月10日，第十六届鼓浪屿中秋文化节开始举办。
鼓浪屿管委会苏玲介绍，今年的文化节的活动很有趣
味性，又能雅俗共赏，比如鼓浪屿“七桃斗阵”景区的博
饼文化体验、文化专家的“讲古”、菽庄吟社诗歌活动
等。尤其是钢琴码头的“艺术快闪”活动，把鼓浪屿原住
民的家庭音乐会形式搬到广场，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
和现代生活的结合，很受游客欢迎。

“在外游子，中秋佳节倍感思念家乡。但愿家

人健康平安！”“中秋节爱吃的是香甜的月饼，想
起的是你可爱的模样。祝你幸福地久天长。”这是
琼海从9月15日开始举办的“我们的节日·中秋”
网上寄语活动中，网友寄语中的几条。琼海市委
宣传部丁之美告诉记者，公众通过琼海文明网、
微信公号“文明琼海”“青春琼海”以及琼海市和
各镇的微信公号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她说，现
在是互联网时代，通过新媒体，天南海北的琼海
市民可以不受时空限制，用手机便捷地对家人朋
友表达思念之情，也广泛地传播了中秋传统文化。

再过4天，我们就将迎来中秋佳节。花在杯
中，月在杯中，今宵宇内一尊同……

千 里 人 心 共 赏 时
本报记者 吴亚明 张 红 苗 春

上
海
浦
东
月
圆

（
资
料
图
片
）

9月19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教育局组织
迎中秋活动，欢迎新一批刚到南浔不久的南非、
荷兰、美国、哥伦比亚四国的外籍老师，让他们
亲身感受手作月饼文化。 沈勇强摄

中秋音乐会
奏响惠灵顿

近日“天涯共此时”中秋音乐会在惠灵顿举行。新西兰

阿罗哈弦乐四重奏乐团、惠灵顿社区合唱团、惠灵顿凯尔本

学校合唱团和主要由华侨华人组成的惠灵顿东方之声合唱团

同台献唱，共迎中国传统中秋佳节。

图为惠灵顿社区合唱团与惠灵顿东方之声合唱团成员准

备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新华社记者 郭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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