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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投資美國房地產
=股神+銀行？
越 來
越多的高淨
值人群開始投資美
國房產，他們為什麼要投
資美國房產？投資美國房產有什麼好處？
越來越多的高淨值人群開始投資美國房產
，他們為什麼要投資美國房產？投資美國房產有
什麼好處？

1.抗通脹
根據美國最權威的凱西-希勒房價指數，從
1890 年到 2013 年的 123 年中，有 28 年是下跌的，
95 年是上漲的。連續下跌達到 5 年的僅有兩次，
最大跌幅出現在 2006-2011 年，房地產泡沫破滅

引發的金融海嘯，累積跌幅為 33%
。
連續 10 年累積漲幅超過 100%的
有 3 次，在過去的 123 年裏，美國房價
年化增長率為 3.07%，而在相同時期，
美國通脹為 2.82%。美國房價以高于
通 脹 率 0.25% 的 速 度 漲 了 100 多 年，
房地產是抗通脹的，此言不虛。

2.雙重收益
房地產即可以拿來自住，還可以出租賺取
租金，從而獲得雙重收益。從 1960 第一季度到
2013 年第一季度，美國平均房租對房價的比率
為 4.98%。加上房價每年 3.07%的升值，每年約
有 8.05%的收益。目前,美國的 30 年期固定抵押
貸款的利率在 4.49%左右。相對于低廉的美國按
揭貸款，買房的確算得上一個不錯的潛在投資
標的。

3.財務杠杆

財務杠杆如雙刃劍，其可以帶來風險，當然
也可以帶來好處。以美國的房產為例，投資者可
以向銀行借錢買樓，假定首期為 30%，那麼投資
者就可以短期內以 30%的本金控制 100%資產。
假定樓價為 200 萬，投資者需要付 60 萬的
首期款，而樓價上漲加租金回報率為 8.05%，每
年有 16.1 萬的收益【200 萬×8.05%】
，在不考慮
房貸和稅收的成本下，其年化收益率瞬間提升
到 26.83%！
【16.1 萬/60 萬】
。

4.增加信用
購置房產可以增加銀行的信用評分，從而
獲取銀行更高的授信，利率有時也會更優惠。我
們可能擁有股票、基金、黃金，還有房產和汽車，
甚至還有一些維多利亞(房源)時期的油畫，但當
我們去申請貸款時，銀行會喜歡什麼資產？沒錯
，就是房產！這也難怪，大部分富人，最喜歡的投
資是房地產。這是因為有了房地產，似乎就有了
和銀行談判，獲得低利率貸款的砝碼。
(取材網路)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2019 王朝閃亮*獨家行程 專業領隊*

3-4 月櫻花季日本、韓國賞櫻之旅$1598起/人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998起/人
9月非洲肯尼亞10天激情游$999起/人
10月煙雨江南山水雲貴純玩16天$2098起/人

公證
認證

713 - 981-8868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微信客服:aat713

$0元

回 越南/上海

33%

德州團、美西、美東、黃石折扣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買一送一)

1/15-29 金三國泰越柬15天遊輪$1898起

太空中心門票$18 冬季魔幻彩燈節$18
3/16-4/2澳洲新西蘭15天豪華團$3398起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中國簽證$170 專業代理俄羅斯、申根、
4/20-5/4西藏青海15天火車團$2098起
日本、韓國及全球簽證 代理Viking 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I/房
地 產 專 日/181113B
房地產現況
2Status of Real Estate 簡
星期一

房地產現況

2018 年 12 月 03 日

Monday, December 03, 2018

A2

美國房屋裝修養護 15 忌！

如何讓房價漲漲漲？
許多房主花了很大的力氣，花時間翻新房
屋，打造個人風格。雖然裝修改造以美化房產沒
有任何問題，但下一個買家可能不會覺得感激。
你可能會認為，房子改造後再出售的話，你會收
回你當初改造的每一分錢。然而，新買家往往只
看到房子必須這樣或那樣改才能成為屬於他們
自己的家，你做的那些改造甚至是多餘或不被
喜歡的。
據美媒報道，福布斯房地產委員會的 15 名
專家分享了房主應該注意的一些最常見的物業
維護，以確保他們在决定出售時收回最大的成
本。

1.不要過度私人定制
有專家回憶說：
“我為我的第一個康鬥公寓
的墻壁塗了橘紅色的漆。當我把公寓推向市場
出售時，我不明白它為什麼賣不動！現在，作為
房地產專業人士，我才明白過度的私人定制是
轉售交易的殺手。”買家希望看到別人住過的公
寓能成為自己家的潛力，所以你必須去除屬於
你個性的壁紙、過度藝術裝飾的浴室瓷磚和奇
怪/不尋常的燈具。

2.始終考慮費用
大多數房主在維修或保養房屋時都沒有考
慮成本。最近討論的主要是花草維護。南加州的
乾旱促使人們沒辦法給他們的院子多澆水。不
浪費水是好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少買
家會做花草維護。一旦看到物業的花草雜亂、疏
于打理，買家可能會考慮再三、躊躇不前，因為
買下來後會涉及大量的收拾打理和由此衍生的
雜費。

專家的建議是多翻閱家居裝修和
以室內設計為主題的出版物，看看
多年來賣家忽視的預防性維護可能會在房 哪些款式如今是最受歡迎的。買家
屋出售時給他們帶來代價高昂的挑戰。務必密 當然會喜歡獨特一點的住宅，但在
切關注供暖、通風和空調系統(HVAC)、管道和屋 出售時，住宅必須在市場和個性之間取得平衡。
頂維護。此外，每個房間裝修不同的風格會給這
個家製造一種非常脫節、不和諧的感覺，轉移買 9.不要過度改造
家們的興趣。所以，請保持小範圍改造的品味，
一些房主剛搬進他們的新家，就相信自己
提高買家凝聚力。
是裝飾師或建築師。周末埋頭進行家庭裝修的
新房主不屑于獲取可靠的消息來源和獲得好的
建議，一意孤行下往往會犯下可怕的錯誤。其實
4.專注于“大處”
當房屋推出市場並且買家親自過來檢查時 ，一個很好的來源是房屋交易的經紀人。在改造
，諸如管道、屋頂、結構等的大處才是賣點，而不 或增加房產投資之前，獲得外部意見可以是免
是諸如室內裝修等的小處。無論如何，買家可能 費的，而且非常重要。
想要選擇自己覺得好的油漆和地毯，而房屋原
來主人的大量裝修可能會嚇跑他們。所以賣家 10.定期檢查
在裝修之前，不如維護下房子的基本結構。
專家說：
“我有點驚訝這不是一種常見的做
法，但我總是鼓勵我的客戶每隔三到五年要進
行一次房產檢查，具體取决于房屋的年齡。在我
5.使用中性、經典設計
改造裝修應該為房屋發展方向為目的。如 的區，出售房屋之前進行檢查是很常見的。通過
果您打算將來出售，請保持中性經典設計而不 每隔幾年進行一次檢查，您可以隨時掌控房屋
是時尚設計。一般而言，流行趨勢通常只持續兩 的好壞程度以及所需的任何潛在維修。”
到四年。改造時請記住這個時間框架。

3.換位思考

許多房東和房主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他們
沒有給自己留下緩衝。換句話說，房屋(例如出
租)產生的所有收入都立即花在個人開支上，而
不是留出一部分用于定期維護房屋。與其花錢，
不如你每月投入資金修理房產並準備出售。

13.清理房子
最令買家反感的是一個肮髒雜亂的屋子。
賣家應從家裏扔出每天不需要的東西，從上到
下清潔。一旦被污垢和雜亂分心，買家不會再有
繼續看下去的興趣。清潔、組織和整理是提高房
屋可推銷性的最簡單方式，並增加買家忽視其
他不足(例如房子修繕)的可能性。

14.投資正確的裝修項目

不要把錢投在各種品牌的裝飾和家具。請
勿砸錢換音箱和低音炮。賣房者應該將資金投
入到可見的房屋改造中，以及那些能夠很好地
令房產更好地被評估的資產。廚房、地板、新窗
戶、新浴室、瓷磚、大理石等是提高價值的好方
11.保持在 10%的保證金範圍內
除非賣家計劃在售出之前一直住在當前的 法。
6.記錄下所有改造
我們非常善于為汽車保留每一張維修單， 房子，否則一旦裝修改造的預算將超過原始購
因為我們知道在出售或交易時，這些記錄是用 買價格的 10%的話，請立即停止。一方面，房屋 15.立即行動
許多房主對外部維修采取“我們稍後會談
于確保轉售價格並減少買方討價還價的依據。 維護是強制性的，注冊一個家庭保修計劃來涵
到”
的立場
，這是經常看到的錯誤之一，要麼是
蓋維修
，
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收回成本
。
另一方面
然而，對于房子，很多人卻做不到。什麼時候更
在出售和準備房子
，要麼是在檢查時出現。另外
，
裝修改造
，
請選擇較便宜的
。
特別是當你最終
換了洗衣機和烘乾機？不銹鋼用具？五年前還是
，
定期維護您的供暖
、通風和空調系統(HVAC)可
更久？熱水器用多久了？糟糕的數據庫可能會令 决定賣房時，遵循這個原則幾乎可以保證獲利。
以節省大量資金
。
賣家花不少冤枉錢。
(取材美房吧)
12..給自己留下緩衝區
12

7.和社區保持和諧

在裝修房屋時，您需要
記住與社區保持和諧。可能
喜歡增建 2000 平方英尺，但
如果房子過度建造招來投訴
，可能很難賣掉。另外，設施、
油漆顏色和景觀美化都會影
響轉售價值。如果您確實希
望根據自己的品味進行構建
，在一一列出之前請提醒自
己將來拆了重建的可能。

8.瞭解受衆品味
通常，房主進行的改造
對他們自己來說太有個性，
並且不會對買家產生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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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消房屋回贖權(foreclosure)
在取消房屋回贖權(foreclosure)
的過程中買房
大多數人買房要借貸款。房屋貸款是買主以房屋作抵押而
借款。屋主有贖回權，貸款付清時，房屋就贖回了。但如果屋
主不付房款達三個月以上，受押人（如銀行）會起動一個取消
屋主贖回權(Foreclosure)的過程。
典型的房屋回贖權取消過程包括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
銀行會通知屋主還清欠款。在第二階段，銀行會沒收房屋並公
開拍賣。如果公開拍賣沒賣掉，就進入第三階段，房屋成為銀
行擁有的不動產(REO Real Estate Owned)。如果貸款有聯邦住
房和城市發展部(HUD)或美國退伍軍人服務部(VA)保險，這些
機構會向銀行付款，接收並出售房屋。
聯邦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出售的房屋可在 http://www.hud.
gov/homes/index.cfm 查到。出售的方式是網上拍賣。查到中
意的房子，要請注冊經記人幫你在網上報價。我曾對這種房屋
跟蹤過一段時間，但從未找到過像樣的房子，就放棄了。
由于次級貸款和房價下跌，屋主贖回權被取消的案例多了
起來。因為取消屋主贖回權的過程會長達半年甚至一年，消耗
人力財力，銀行有時會同意屋主將房屋以低于貸款餘額的價格
賣出(Short Sale)。雖然這個過程會長達 60 到 150 天，也比取消
屋主贖回權的過程短。這樣做對屋主的好處是低于貸款出售對
信用分數(Credit Score)的影響小于取消屋主贖回權。另外，取
消屋主贖回權的同時銀行可能會起訴屋主以彌補他們的損失。
如果銀行批准低于貸款出售合同，他就不大可能會起訴屋主。
低于貸款出售的文件包括一封信說明必須低于貸款出售的
原因，有效的房屋買賣合同，過戶收費清單預算和銀行得款初
步估計。銀行不允許屋主在低于貸款出售的過程中盈利。如果
屋主申請破產，就不能進行低于貸款出售，銀行必須取消屋主
贖回權。
有些銀行會要求低于貸款出售時對房屋進行估價（appraisal），有的只要一個經紀人估價（BPO or brokers price
opinion）。這個經紀人估價往往就是要價。銀行會根據估價
師或經紀人的估價來決定是否批准低于貸款出售的報價。市場
上低于貸款出售的房屋會有 short sale 或 subject to third party

approval 的 字 樣 。 為 了 減
少損失，銀行可能會堅持
減少經紀人的傭金。這裏
舉幾個我最近遇到的低于
貸款出售的典型例子。
維州有一棟房子要價不高，我的客戶
對面積和戶型都很滿意。先看到一樓天花
板上的石灰墻垂下來一塊。我的客戶說，
這個修起來也沒有多少錢。後來又看到地
下室廁所的墻上有漏水的痕跡。仔細檢查
又發現樓上也有多處漏水的痕跡。垂下來
的石灰墻也是漏水造成的。好像是樓上什
麼地方漏水，沒有及時發現，水順著石灰
墻一直漏到地下室。我們不知道屋主是因
為漏水造成損失而棄房，還是因為屋主贖
回權被取消而不慎造成漏水，我的客戶決
定不去給自己找麻煩。
維州有一棟低于貸款出售房子要價
$553,741。離那棟房子不遠有一棟類似的
正常出售房子要價是$670,000。我們第一
次去看是在 09/23/2007，當時房子已在市場上 28 天。一進門
看到一大堆墨西哥人，每個房間都有床，連地下室的小黑屋中
都放了床。地下室裏還有廚房，看樣子是分租了。應客戶的要
求，我給賣方經紀人去電詢問。答覆是已經有了一個$550,000
的報價(offer) 送進了銀行。如果有人願出高于$550,000 的報價
，可以再送進銀行，低于$550,000 的就不用出了。我的客戶本
來以為買低于貸款出售的房屋可以狠狠殺價，現在看不能殺價
，再加上對主臥室有一些不滿意，就沒有報價。一個月以後我
的客戶看那房子還在市場上，又請我帶他們看了一遍。這時房
子已搬空。給賣方經紀人去電詢問的結果與上次一樣，只有一
個報價合同在等銀行答覆。直到現在，這棟房子還在世場上，
給賣方經紀人去電詢問的結果是，銀行已經同意了經紀人估價
（$553,741），現在正在審批報價合同。這真叫慢。如果是正
常賣房，早過戶了。
馬州克拉斯伯格有一棟 2004 年蓋的 2800 平方英尺的獨立
屋要價$460,000。這棟房子在 2005 年四月的買價是$650,000。
現在市場是不好，但類似的房子也沒有要
價那麼低的。雖然房子有三個缺點，我和
客戶都覺得值。只要打掃一下，把墻上的
幾個洞補一補，應該能賣 50 萬以上。因為
賣方經紀人說已經有兩個報價，我們采取
了按要價（$460,000）報價並追加逐步升
級條款(Escalation Clause)的方法。這個方
法在賣方市場用得比較多，在買方市場很
少用。具體方法是買主選擇逐步升級的數
額和最高報價。如果其他報價高于我的報
價，我的報價就自動按逐步升級的數額增
長。如果其他報價也有逐步升級條款，那
最高報價額高者取勝。我的客戶選擇的逐
步 升 級 的 數 額 是 $1,000.00, 最 高 報 價 額 是
$470,000。我們連夜寫好報價。雖然我事
先告訴賣方經紀人我晚上會給她傳真報價
，她的傳真機卻沒有開。我只好把報價合
同掃描後用電子郵件寄給她。第二天上午
我給賣方經紀人打電話，她說她在家不能

收傳真也不能看電子郵件。她下午一點鐘會到辦公室去。我一
點一刻去電，她說她要遲到半個小時。我三點鐘又去電，她說
她還沒有看電子郵件。我說請你現在就看，我等著。她過了一
會說，我打不開你的郵件。我說那你把傳真機打開，我現在就
給你再傳真一遍。過了半個小時我又去電，她終于承認抱價傳
真收到了。這個過程給我的印象是賣方經紀人並不希望收到我
們的報價。過了兩天我又給她打電話，她說賣主沒有選我們的
報價，選了另外一個人的。我說我的報價有逐步升級條款，根
據條款，我有權利知道是否有其它的報價引起我們的報價升級
和升級的幅度。她問我，你的最高報價是多少，我說$470,000
。她說好像選了一個$480,000 的。我堅持要她給我一個傳真她
遲遲不給。我讓我先生親自到她公司去取，她才不得不告訴我
她們決定送銀行一個$471,000 的報價。我不知道是那個賣方經
紀人不敬業還是怕把房子賣給我們，要不是我的客戶因為那個
房子有三個缺點不想要了，我真要打破沙鍋問到底，看看她們
在搞什麼鬼。不管怎樣，我們的逐步升級條款幫銀行減少了
$11,000 的損失。
低于貸款出售房屋的存在使房地產市場比實際情況看起來
更糟。許多低于貸款出售的房屋早有報價合同，但銀行審批過
程長達 150 天。在這 150 天裏，這些房屋要算在市場庫存房屋
之中。而實際上，這些房屋已經賣掉了。150 天后，這些房屋
雖然可以從市場上拿下來，卻大大加長了房屋售出的平均天數
。所以，當
這些低于貸
款出售房屋
從市場上消
失時，你會
發現美國的
房地產市場
比你想像得
要好。（文
章來源：美
房吧）

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價格不含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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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買房“
美國買房
“按部就班
按部就班”
”so easy
Step5 簽署購房合同

Step8 申請貸款

經過一段時間的選房、看房之後，當你遇到心儀的房子，
經紀人會根據房產狀況和市場表現給出一個參考價。買家根據
參考價和賣方報價確定一個初步的購買價。隨後，經紀人會向
賣方經紀人發出購房意向書(offer)。如果價格達成一致，則可
以簽署正式的購房合同。此時，買家需要支付房款的 20% 作
為首付款，這筆資金會存入第三方監管賬戶中。

買方向貸款機構提出貸款申請後，第三方評估機構會對房
屋進行估價，如果估價低于房屋成交價格，買家可以與賣家協
商降低房價或者直接取消合同。如果買家臨時申請不到貸款，
也可以要求取消合同。取消合同是否需要支付違約金，主要看
買賣雙方簽訂購房合同時的具體規定。

Step6 房屋檢查
房屋的維修成本是持有美國房產的重要開支之一。如果購
買二手房，在簽訂購房合同之後，一定要請專業的房屋檢查機
構進行全面檢查，並且出具房屋檢測報告。如果發現問題可以
與賣家協商解決，要求賣家負責維修，或者降低房款等。如果
發現特別嚴重的房屋問題，買家也可以選擇取消房屋交易。
相關數據顯示，去年中國買家在美國房地產方面的花費超
過 110 億美元，人均購買力達到 425,000 美元。首次購買美國房
產，自然有許多地方不甚瞭解。只要按照這十步走，美國買房
很 easy。

Step1 確定購房目的
決定去美國買房，首先要確定這套房子是用來自住還是投
資?買房目的不同，挑選房產的標準也不同。如果是自住，需
要慎重考察房產的現有狀況，包括所處社區、周圍環境、配套
設施等問題;如果是投資，更多考慮的是未來升值。儘量選擇
一個性價比高、投資成本小、未來發展前景良好並且便于出租
的房產。

Step2 鎖定購買區域
美國城市化水平較高，買房並不是離市中心越近越好，而
是要看房產所在的社區情況。華美優勝置業專家介紹：同一片
區域也會有不同的社區，可能只有一條街的間隔，房價卻相差
幾十萬美元的情況。在美國買房前，不妨要求房產經紀人為你
介紹社區的相關數據，如果有條件的話去社區走一走，能夠更
加直觀地瞭解。

Step3 選擇房產經紀人
在美國，買方和賣方經紀人的傭金都是由賣方支付的，所
以對于不瞭解當地情況的買家來說，通過專業的經紀人進行交
易更為放心一些。“由于美國的房源系統是共通的，經紀人可
以在系統中查看所有房源信息，再加上美國對于房產經紀人有
嚴格的法律約束，很少會出現欺詐的現象。”Austen 說，所
以買家只需要通過國內的專業機構或者去當地找到一個交流無
障礙、合眼緣的經紀人即可。

Step4 拿到貸款預批信
中國人在美國買房可以申請貸款，但是申請難度相對較高
。如果想要貸款買房子，買家需要先拿到銀行給出的貸款預批
信(pre-approval letter)，確定自己能夠貸到的金額之後，再去
挑選房子。因為從申請到拿到預批信需要一兩個月的時間，賣
家可能沒有耐心等你。目前，大多數在美國買房的中國客戶都
是選擇現金全款支付房款，這也是他們在當地購房的優勢，因
為賣家會比較青睞將房子賣給可以一次性付清全款的客戶。

Step7 產權過戶調查
在簽署購房合同大約兩周後，美國專業的產權過戶機構會
進行過戶調查，主要調查賣方的產權是否清晰，確認沒有問題
之後會出具產權過戶文件。因為有專業機構把關，在美國一般
不會出現一房兩賣、產權不清晰等情況。

Step9 購買房屋保險
在美國買房的同時，一般都會購買房屋保險。如果是貸款
買房，貸款機構會要求買方在過戶之前購買房屋保險。除了基
本的保險項目，在自然災害頻發的地區，還需要投保一份自然
災害險，例如美國南部地區要加保颶風險，加州要加保地震險
等。

Step10 產權過戶
在拿到產權過戶文件後，買方會將尾款打到第三方監管賬
戶中，之後進行產權過戶。大概兩周左右的時間，買方就可以
拿到地契。地方政府的網站半年左右會更新一次，美國買房者
登錄當地購房網站輸入姓名就可查詢到自己名下的房產。（文
章來源：美房吧）

Good Deals 及其附加的
不利條款

這兩年來全美國 foreclosure 比例很高，上升
了 42%。許多人今天正以低于市場的價格買進地
產。 有些 "deals" 是有懲罰性負附屬物相伴的，
要小心為妙。
全美賣方市場以持續了 20 多個月。那些等
待谷底的買家不需要再躲藏了。現今的有利條件
是，價格穩定了、利率仍低(據信息不會太持久)
、而且很多情況下賣主願意出錢幫你過戶。
買主通過查看當地的數字並同經紀人交談會
得到比較細緻的資料，經紀人並能提供過去兩年
的所需要的銷售資料。從中你可以判斷你瞄準的
是不是好的 deal 。
你可把各年同月數據相比較，即今年七月同去年七月相
比。而後再看過去 13 個月的月銷售資料 (如七月'06 到七月'07
底)。價格的趨勢是什麼？賣主讓價有規律嗎？等等。
你會發現更多的房子會被 foreclosure 和 short-sale。到
RealtyTimes.com 網站搜索一下"short sale"，你會有很多發現
的。
我提醒大家在上述的地產買賣中，要細讀銀行擁有的地
產的小字附加條件。千萬要一讀再讀詳細讀。
一天我在為一位同事看合同，我們發現買主如果不在合
同指定的日子過戶，買主每天要付$100 罰款，儘管賣主不管
任何理由同意延期幾天，但罰款仍要由買主付。
這類條款不在我們地區的通常使用的標準合同中，它是

Sandra Tsui

陳小姐
(國,英語)

281-650-0742

一個附加條款。
銀行/發貸方用當
地經紀人協會的
合同，而後加上
厚厚的附加條款
，多數時候這些
條款取消前面合
同中很多對買主
的保護性條款。
要 得 到 好 的
"good deal"， 買
主必須同意這些
附加條款。所以
說 ， Buyer Beware。
每個經紀人都要小心這類每天罰款性的條款，而且每家
銀行都可能不同。我看到的另一個合同中，未規定固定的數
額，而是房價的千分之一。該案例中為每天$392。即如果你
推遲 10 天，買方要想辦法額外拿出將近$4,000 來過戶。
買主如何避免這些呢？首先，給自己安排足夠的時間去
過戶，去拿到所需要的貸款，做房屋檢查、收取 HOA 文件等
，所有事項要按時完成。
我曾見過有的合同，買主想要得到“好”合同，其同
意所簽定的合同是其根本無法按時實現的，不得不付每日
罰金。
記住，現今的形勢不再是快速過戶的時候了，要給你自
己足夠的時間完成合同規定的，並留有餘地萬一出錯。最少
六個星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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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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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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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美地產
住家﹑
商業﹑
投資管理

以下房子都沒淹, 現在是買房好機會!
1, 糖城熱門社區TF, 全10分學校, Clement高中, 約4200呎, 5房4.5
浴室+影院+陽光房, 多樣升級, 8年新, 有湖景和綠帶, 交通便利. 集地
段佳/房子好/學校優/環境美四大優勢於一身, 僅64.8萬, 超值!
2, 糖城廣場旺鋪出租，約1600呎, 靠近繁忙6號公路, 周圍有多個住
家社區, 鄰近學校旅館，很適合做餐館甜品和奶茶店美容美發中醫養
生按摩等
3, 糖城名區*Riverstone, FB好學區,約4仟呎,5房/4.5浴/書房/GM,
戶型漂亮實用高挑頂, 2睡房樓下,裝修豪華,占地大0.38英畝, 後院有
小溪和大樹,風景優美安靜有隱私, 幾分到超市歺館, 僅45萬9, 良機！
4, Katy名區Cinco Ranch, 一層3房2浴, 學校好,交通便利, 近高中和
湖, 僅21.8萬, 適合投資.
5, 米城名區SP最佳地點, 近Riverstone, 3房+2浴+書店, 上區內三所
好學校, 僅22萬, 方便到市區醫學中心, 僅22萬, 投資自住兩相宜.

281-787-9300

281-468-6368
誠徵有執照的Loan Officer

經驗豐富地產經紀人

MeiMei Ou

獲獎經紀人

經驗豐富(20 年)
誠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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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tgage Broker, Realtor
微信：sammywang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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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Houston, TX 7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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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市場上下的 10 種方法

過年全國房地產市場出現緩慢。“緩慢
”是相對的。很多人預示的所謂的“泡沫”
根本沒發生並且價錢仍有上漲。過去的緩慢
是正常市場的表現：當地供求關係決定市場
的走勢。從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所彙編的
149 個城區資料可清楚看出這一點。第四季度
71 個地區價錢上漲，73 個下降，有 5 個地區持
平。

如果對各個地區的資料
進行比較，房地產的當地性
表現得更明顯。亞特蘭大市
和鹽湖城城區的年增長為
20% 。 佛 羅 里 達 的 Sarasota-Bradenton-Venice 為 負
18.0% , Palm Bay-Melbourne-Titusville 為 負 17.0%
和 Cape Coral-Ft. Myers 為
負 11.7% ，全都下降。
考慮到房地產的當地性
，那麼有沒有一些線索，表
明市場的方向哪？通常，如
果你知道到何處去找，線索
是有的。以下是一些線索的方向和問題，供
大家參考：
人口：人必需有地方住。如果當地人口
不斷增長，這意味著對住房(買房自住和租房)
需求的增加。
新房開工：人多需求多，新房產生新的
供應，到當地建築商協會和經濟開發辦公室

，你可得到新房許可和開工資料。
價格：多數社區的 brokers 會提供社區和
鄰里的房屋銷售價格資料。當地的房地產經
紀人也常能提供這類信息。
在市場上的天數：即指當地賣出一棟典
型房子所花的時間的長短，有的長，有的短
，通常有個平均天數，這是一個重要指標，
對瞭解市場一般情況有幫助。比較時要小心
，用夏季比夏季，一月份的比一月份，這樣
才能得到可比性結果。
地區資料：閱讀整體統計數字時要小心
。比如，整體市場的走向可能包括康鬥和其
他類型的地產交易。也許當地市場不錯，但
是康鬥價錢停滯不前或者翻過來。當地的房
地產經紀人也常能提供這類信息。
再看價格：登記的銷售價也許不能反映
實際過戶情況。比如，房子 50 萬賣掉，可是
賣主要付 3% 過戶幫助，真正賣主賣出的價錢
會少于記錄的價格。要想得知所登記信息的
真實情況，要同親自議價定合同條款的房地
產經紀人交談才能搞清楚。

看貸款利率： 低利率無論對賣主還是對
買主，都有利，高利率會限制需求並減少銷
售量。現今利率在 6.25 左右，是過去四五十年
來的低端，但仍比 2003 年夏我們見到的利率
高一個百分點。
就業：絕大多數人貸款賣房，因此都需
要有工作。本地就業增加對房地產是好的，
否則，房屋銷售會減少並價格也縮水。
注意當地的報紙：當地的新聞報紙通常
有很多的報道。看看有無新路開通，有無計
劃的購物中心，新工廠，學校施工和建築許
可等等。
無論統計怎麼說，房地產的需求多少是
其他諸多因素的副產品，是很難或無法量化
的。最方便的辦法是與鄰居朋友和房地產經
紀人交談。很多人確實很聰明且有見地，他
們也許有有趣的觀點和意見。聽聽別人的，
特別是不同意見，再試驗一下你的觀點。不
要忘了到當地經濟開發辦公室會查找詳細資
料或直接與有經驗的當地房地產經紀人切磋
。（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新房子與舊房子的差異

新房子好還是舊房子好？大多數人的反應可能是，那還用
說，什麼東西不是新的比舊的好？可能也有人反駁，有些東西
就是舊的比新的好，例如古董等等。至于美國房子，有些人感
覺到某些年代的舊房子比新房子更穩固，更好。那麼到底美國
的新房與舊房有哪些差別，說好與不好有些什麼根據呢？讓我
們粗略分析一下房子的有關結構和元素隨著年代變遷而改變，
大家就應該比較清楚了。本人也是在學習中，有錯漏的地方請
行家指正和補充。
先說“舊房”的定義，我們限于 100 年內的房子。
舊房子的確有好的方面，最顯見的是木材。凡是用原始木
的地方，木材都是舊的好。為什麼？因為以前的木材都是很老
年齡的，現在的木材都比較“嫩”。例如用作整個房子架構的
Framing（2x4,2x6,2x10…等等）；用作 Siding 的，用作木地板

的。這些木材的耐用性無可異議都比現在的木材好。
但是，整個房子的更仔細的元素和系統，是在不斷的改進
中。人類的技術進步和地方政府結合相關的建築 Codes 來規範
和檢查建築工程，都令新房比舊房不斷有新改善。發達國家的
新建築都在往愈來愈安全、舒適、更節省能源的方向發展。就
是更合理地使用自然資源和更有利于居住者的健康。很多元素
的改變都不是一般“局外人”從外面能看到的。
先說最重要的房子穩固性。大約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
整個美國的房子開始使用防震 Code。Hardware 等材料和技
術的發展和應用，使整個房子的穩固性對比上世紀 50 年代
的房有極大的改進。另外，水管（Plumbing）、電（Electric
）、暖氣/空調（HVAC）、隔熱（Insulation）、通風（Ventilation）的相關 Codes 改變和相關材料和系統性的不斷改善
，令房子的安全性、舒適性和能源使用的有效性得到極大的
改進。這種改變有多頻繁呢？我們可以從建築的 Codes 改變
頻繁和程度可見一斑。
從 1900 年代開始，美國的建築 Codes 由三個不同區的機
構分別管理：美國東岸到部分中西部由 BOCA 制定的 Codes 指
引；東南部由 SBCCI 制定的 Codes 指引；而西岸和大部分的中
西部由 ICBO 制定的 Codes 指引。為了統一全美規範，以上三
大機構決定結合各地的 Codes，于 1994 年成立了 International
Code Council (ICC)。從 2000 年開始，ICC 第一次公布 International Building Code（IBC）並被各地開始陸續執行。現在，
全美各地差不多都采取這個標準。
IBC 每三年更新一次，最近的一次是 2009 年。而每次更新
，都有新的內容增加。例如我今年開始建的房子要遵從 2009
年相關 Codes。具體的一個例子是，新 Code 要求 HVAC 做管
道泄漏測試（Duck Leakage test）。這是需要有專門的 Certif-

icate 工程師來做的。這些新 Code 要求無疑令建築商的成本相
應增大，但是這是令使用者受益的好事。建築商不應該不遵守
，也沒辦法不遵守。
由以上分析可見，總體而言，房子是愈新的愈好。要是自
住的，能夠（綜合價錢、區和自己的可承受力）買新就是買新
的好。至于出租房，要是當地的期望回報值能夠算得過來，也
是愈新的愈有利。因為一個新房子出租幾年後，重新油漆一下
也基本上可以以接近新房的價錢賣出。要是建 Duplex、Fourplex、幾個 Townhouse 或者 5 個以上單位的 Apartment, 可以在
招滿租客有穩定收入後再賣出，會有高的回報。新房子就算在
一般區，也是能夠吸引到好租客的。必須指出，這裏說的用新
房子做出租，是不包括在那些酗酒、販毒、賣淫集中和聽槍聲
猶如聽鞭炮聲一樣平常的地方。那些地方就不必考慮建什麼新
房出租了。（文章來源：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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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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留學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81126B
星期一

2018 年 12 月 03 日

Monday, December 03, 2018

簡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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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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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留學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81126D
星期一

2018 年 12 月 03 日

簡

Monday, December 03, 2018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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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構成也是不同的
課程都是一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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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通常大約 29 或者 30 歲，這意味
的課程顯然不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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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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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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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留學不可小覷的那些證
美國留學
不可小覷的那些證

大家都知道，在留學過程中，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
位證是必不可少的學術材料，那麼今天就讓百利天下留學和大
家一起來瞭解它們的作用是什麼，應該去哪開以及如何開具這
些材料等內容。

，同時拿著翻譯好的英文畢業證學位
證明根據自己學校的規定到相應機
構進行蓋章。
（3）統招研究生在讀學生：針對研究
生在讀的學生，請參考（（2）本科畢業
作用
成績單是展示申請者之前的學習水平、能力、背景和成果， 的學生）開具本科中英文成績單。同
也是學校判斷留學生是否符合其入學要求的重要憑證。通過成 時開具研究生階段已經完成課程的
績單可以看出申請人是否具備所申請專業 所要求的一些前提課 中英文成績單和研究生階段的中英
程及其背景，以及學校非常看重的 GPA。美國研究生和博士的申 文在讀證明。
請要求申請人必須具備本科學位。對于已經畢業且拿到畢業證 （4）統招研究生畢業的學生：針對研
學位證的申請人 來說，只需提供畢業證和學位證即可，但是有一 究生畢業的學生，請參考（（2）本科畢
部分申請人在申請學校的時候還沒有畢業，還沒有拿到學位，那 業的學生）開具本科中英文成績單，
麼這時需要由學生出具在讀證明表明申請人目前還是 在讀的學 同時開具整個研究生階段的所有的
生，畢業後就可以拿到畢業證、學位證，這樣就符合美國碩士和 中英文成績 單；學生獲得研究生階段
的畢業證和學位證後，要複印原件，
博士申請對于申請人必須具備本科學位的要求了。
同時帶著翻譯好的英文畢業證和學
辦理機構
我國大學的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一般由教務 位證根據自己學校的規定到相應機
構進行蓋章。
處，學院或者檔案館開具成績單。具體以所在學校要求為準。
（5）雙學位的學生：針對雙學位的學
如何開具
生，如果學生申請的專業和自己修讀
針對學生目前所擁有的學位及其修讀方式的不同，材料開
的第二專業沒有多大關係，申請人則
具的類型分為以下幾種：
可以選擇性的提供或者不提供第二
（1）統招本科在讀學生：針對本科大三在讀的學生，一般申請的
專業的學術材 料，但是第一學位的學
是次年的秋季的碩士和博士，需要開具本科期間前三年的中英
術材料是一定要提供的；如果學生申
文成績單（如截止日期較晚，學生已經擁有了大四上的成績，則
請的專業和自己修讀的第二專業更
可以開具三年半的成績單）
，畢業離校之前辦理四年完整的成績
加相近，則第一和第二學位的學術材料都需要提供。
單帶到美國院校。
（6）海外項目的學生：針對有些申請人本身本科四年就是在中國
（2）統招本科畢業的學生：針對本科畢業的學生，需要開具本科
以外的國家讀的，申請人則需要要求自己所在的國外院校直接
四年的中英文成績單；學生拿到中文畢業證學位證後，進行複印
提供成績單學位證給所申請的美國 院校；對于本科讀的是 2+2
項目及其類型的國
內外合作辦學項目，
申請者需要同時開
具國內和國外兩個
學校的成績單，在讀
證明/畢業證學位證
。
（7）專 接 本/專 升 本
的 學 生：對 于 專 接
本/專升本的申請者
，學生需要開具在專
科期間和本科期間
的中英文成績單；專
科期間的畢業證中
英文，及其本科期間
的在讀證明中英文
（在讀生）或者畢業
證學位證中英文（畢
業生）
。

開具時間
開具時間一般
在申請當年的 9 月
份，如學生申請時是
大三的學生，則需要
在大四一開學，也就

是 9 月份就去找相應機構進行開具。

開具的數量
成績單開具的數量是申請學校的數量的 1.5 倍。之所以準備
這麼多成績單，第一，有的學校成績單需要郵寄兩份；第二，申請
季時，學校因為忙碌，導致學生的 材料丟失，不得不讓學生重新
郵寄材料；第三簽證季和入學時，學生仍然需要提供自己的成績
單等材料，寧多勿少。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開具的數量是申
請學校 的 1.5 倍，原因參考成績單開具數量。

注意須知
我們介紹了成績單開具的類型和注意點，下面給大家說一
下成績單辦理的須知：
* 請提前詢問學校相關部門是否有英文成績單，中英文在讀證
明/畢業證學位證；
* 沒有英文的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的，此時需要學生自
己翻譯成績單；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均需蓋公章；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都需要提交給國外學校；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需用膠水密封在學校的
信封裏；
*密封好以後，需要在信封的封口處，騎縫蓋學校的公章；
* 如果學校的成績單上是以優良中差來評判的，請學校提供評判
的分數區間；
* 某些學校對于學生自己翻譯的成績單不予以蓋章，此時需要學
生到公證處做成績單公章，學校才予以蓋章；
*有些國外的大學會針對國際生申請的專業要求做成績認證，此
時學生要在學校指定的機構做成績單認證，認證完後，該機構直
接會把認證報告寄到所學生指定的學校。
好了，親愛的留學小夥伴們，以上就是百利天下留學為您製
作的學術類材料的開具的注意事項，您瞭解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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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

2018 年 12 月 03 日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Mon-Sat:9:00Am-6:00Pm
www.yulfgroup.com
Sun:電話預約

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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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进博会签约商品落地、跨境电商新政再添利好，政策加持——

“ 黑 五 ”今 年 中 国 热
本报记者

李

婕

“双 11”购物大促活动刚刚过去，“黑色星期五”的火热促销又紧随而来。以往，中国消费
者只能通过代购或“海淘”参与这一源起于国外的购物促销活动，如今，跨境电商平台携手外国
品牌商，将优惠的进口商品“打包”带到了中国消费者面前。
前有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放大门，后有中国跨境电商监管过渡期政策再延长和再添
利好，进口商品正在中国人的消费图景中增添越来越多“笔墨”。

“‘黑五’业绩增长超出预期”
——消费升级，跨境采购火起来

30%-50%的明显涨幅，这对于跨境电商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契
机。
“主要由于近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呈扩大的趋势，这意味着
大量消费升级的需求，随着进口渠道的多元化，这部分需求借助
跨境电商得以实现。”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副主任周
晋竹对本报记者表示。

的。相比其他国家，中国购物促销活动更多，而且中国需求的强
劲增长和我们产品在中国的销售持续为我们创造惊喜。

“进口潜力才开发出冰山一角”
——跨境电商新政，消费者买进口货选择更
多、更便捷

当身边朋友频繁讨论“黑五”大促的时候，“90”后研究生小
“中国市场销售增长最好”
李已经选好了商品。他购买了一件国外品牌的飞行员夹克，平日
价格 1000 元出头，赶上“黑五”优惠，从跨境电商平台上五折就
就在今年的“黑五”正式到来之前，跨境电商再次迎来政策
——进博会上签约的产品，有的已经在“黑五”
能拿下。“优惠力度大，海外商家直邮或国内保税仓发货，正品有
利好。
正式落地
保证，还是挺吸引人的。”小李说。
11 月 21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明年 1 月 1 日起，
“黑色星期五”是起源于国外的购物促销活动日，每年 11 月第
延续实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现行监管政策，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四个星期五，商场推出大量打折和优惠活动，从而掀起一波消费
商品不执行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而按个人自用
相比往年，今年“黑五”的特殊之处就在于，紧随首届中国
热潮。过去，中国消费者往往需要通过代购或“海淘”才能参与
进境物品监管。在延续现行监管政策的同时，会议还将政策适用
国际进口博览会之后。据本报记者了解，一批在进博会上签约的
这一年一度的购物大促，不过随着中国进口消费的体量日增，跨
范围扩大到 22 个城市，并进一步扩大享受优惠政策的商品范围，
产品，快的已经在“黑五”正式落地。
境电商平台与国外品牌商合作，将“黑五”引入了中国。
提高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商品限额上限。
进博会期间，网易考拉宣布与 110 余家品牌商签订了 200 亿元
从亚马逊、网易考拉、洋码头到京东全球购、天猫国际，各
在周晋竹看来，这一举措是中央稳外贸和促消费政策的落
人民币的采购金额。雷佳烨介绍，这些采购签约以补充性采购为
大跨境电商平台为今年的“黑五”造足了势头，时间上提前一周
地，将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结构升
主，集中在消费者更关注的美妆、母婴和保健品品类。“黑五”期
左右不等，优惠玩法也各有特色。例如，网易考拉推出“跨品类
级，加强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为。
间，这些品牌也组织了大量的优惠活动和新商品上线。
满 188 减 100”“最高 99 元任选 16 件”“尖货限时第二件半价”等大
“具体则体现为三大利好，一是政策的稳定性，二是商品种类
健合集团在进博会上与网易考拉签订战略合作升级协议，
力优惠，今年仅用 10 小时就超过去年“黑五”全天销售额。
的丰富性，第三是便利性。”周晋竹说，会议要求延续现行监管政
“黑五”期间，其旗下的 Swisse 品牌不仅制定了传统热销商品的
“这次‘黑五’，网易考拉的整体业绩增长超出了预期。”网易
策，没有再次提到监管过渡期的问题，可以说给跨境电商吃了
价格优惠，还专门推出了礼盒装商品。还有法国达能集团、瑞
考拉相关负责人雷佳烨对本报记者表示，尤其是代表时尚消费趋
典的斐珞尔品牌等，都让各自在“进博会”上的签约商品，如 “定心丸”，有助于稳定开展跨境电商零售业务。跨境电商商品
势的数码、轻奢、手表配饰、运动等品类快速上升至平台销售总
“白名单”的增加有助于丰富进口商品品类，提升额度上限则有助
奶粉、洁面仪等以更优惠的价格跟中国消费者见面。
额的 25%左右。结合往年经验，他们发现，“黑五”期间，轻奢商
于减少企业在运输方面的成本，提升便利化，更好满足消费日趋
法国菲洛嘉集团在进博会现场和网易考拉签订了未来 3 年的采
品、高品质、高度个性化的高单价商品成为消费者首选。亚马逊
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购协议。“我们在‘黑五’促销期间，活动优惠力度也很大。”法
中国此前发布的调研数据则显示，高达 7 成跨境网购用户受访者计
“该利好政策的推出，可以看做是对进博会上中国宣布进一步
国菲洛嘉集团中国区电商总监张勇告诉本报记者，“黑五”背后可
划在“黑五”大促中花费超过 2000 元。
扩大对外开放，加快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发展的政策落地。”网易考
以看到中国消费者对优质进口商品的需求。“从菲洛嘉近两年参与
来自美国的维骨力品牌自进入中国的 2016 年就加入到国内电
拉 CEO 张蕾表示，新政不仅将进一步释放购买力，刺激消费者在
的情况来看，2017 年较 2016 年有几倍的增加，增长趋势很是乐
商的“黑五”促销中。品牌全球电商总监告诉本报记者，在进入
轻奢、电器、美妆等领域的消费，也促进了跨境电商商品类目进
观，中国市场是我们品牌‘黑五’期间销售增长最好的一个国
中国之前，他们就发现每年“黑五”期间，大量在美留学生购买
一步调整和优化，同时利好区域均衡发展。
家。”
产品寄送给国内的亲友。“这让我们发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中国市场买进口的潜力可能才刚刚开发出冰山一角。”牟播
“中国中产阶级在不断发展壮大，这部分人群有消费能力，对
可以说，巨大的需求是我们决心开启中国市场的关键。”如今，中
说，现在更多还是一二线城市在贡献主要消费力，这已经让我们
生活品质的需求在不断提升，中国市场对于任何一个优秀的外国
国已经成为除美国本土市场外，维骨力最大也是发展最快的海外
看到极为可观的增长，未来还会有更多潜力有待挖掘。
品牌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庞大市场。”张勇说，尤其是中国坚持改
市场。
维骨力方面则表示，中国消费者对真正有品质和内在价值的
革开放，首届进博会成功举办，为更多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
荷兰皇家菲仕兰集团旗下美素佳儿品牌从去年起考虑参与国
进口商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得益于中国更加开放的跨境政
更便利的条件。
内跨境电商推出的“黑五”活动。集团跨境电商业务负责人牟播
策，他们有机会把在全球更多研发创新的高端健康产品推荐给中
澳佳宝亚太总经理欧必得则表示，不论是从均价还是成交额
对本报记者表示，对比日常消费，在“黑五”期间可以看到
国消费者。
来看，中国在“黑五”等各类购物节上的购买力都是世界领先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展览周末观众多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大型展览”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
众多观众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前来参观体
验。图为 11 月 25 日观众在参观外卖配送无
人机。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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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國際辣媽大賽剪影

年參加辣媽比賽 14 位佳麗
位佳麗..
【文/ 鄧潤京，攝影/傅曉薇 】11 月 10 日在休斯敦市中心的哈比表演中心（Hobby Center）隆重舉行 2018 國際辣媽大賽（2018 Hot Mama international Pageant）美國區決賽。
共有 14 位來自達拉斯和休斯敦本地的媽媽分別參加了活力組和優雅組的激烈角逐。獲得活力
組前四名辣媽分別是：10 號閻亦修、7 號 Yvonne Guerrero、5 號王小穎和 14 號淩倩梓。獲得優雅
組前四名的辣媽分別是：6 號選手王怡、2 號蕭宏、4 號 Olivia Song 和 8 號 Kathy Fan。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為 2018 國際辣媽大賽發賀函。他表示，國際辣媽大賽是女性展示
「自信、獨立、時尚、優雅」 精神風貌的舞臺，女性同胞們的勵志故事，精彩紛呈的才藝展示，
詮釋了關愛家園、熱愛生活的新時代華裔女性形象，也為德州豐富的多元文化增添一抹 「中國紅

2018 年 辣媽比賽組委會由陳鐵梅代表捐贈善款給光鹽社
辣媽比賽組委會由陳鐵梅代表捐贈善款給光鹽社..

」 ，為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增光添彩。
國際辣媽大賽自 2015 年在美國創建以來，已經成功舉辦三屆。目前受到全球矚目，甚至有了
品牌效應，產生了不應該出現的“山寨”版。國際辣媽大賽創始人陳鐵梅表示，國際辣媽大賽的
原始創意是為已婚女性打造的一個展示自信和魅力的舞臺，通過比賽選出全世界的優秀辣媽，把
她們熱愛生活、愛護家園、關愛社會、展現自我的正能量展示出來。
接下來，2018 辣媽大賽總決賽將於 12 月 6 日和 7 日在阿聯酋的杜拜舉行。各國賽區前三名獲
獎者將聚首黃金的城市杜拜角逐 2018 辣媽大賽總冠軍。

服裝表演..
服裝表演

辣媽品牌創始人陳鐵梅和最佳貢獻獎得主李秋燕,查中華及
辣媽品牌創始人陳鐵梅和最佳貢獻獎得主李秋燕,
朋友合影。
朋友合影
。

休城社區

2018 年 12 月 8 日的華人石油協會午餐與學習活動
(本報訊）2018 CAPA Lunch and Learning Event 二零一八華人石油協會午餐與學習活動
Event 。
活動內容 Innovative ideas in the future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From global perspective
to Formosa Energy's interest in Taiwan Date 。
日期 Saturday, Dec 8 th , 2018, 10:00 AM to Noon 星期六，2018 年 12 月 8 日上午十點到十
二點 Sponsors 。
主辦單位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Invited Speaker 嘉賓 牟敦堅 先生 Formosa 公司總監 Details 通
告內容 此次午餐會，我們特別邀請 Formosa 公司總監牟敦堅先生為我們講解他對全球以及台灣油
氣 勘探的見解 Where 地點 The 12th Floor Conference Room,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恆
豐銀行大樓)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USA Cost 費用 Pre-Registration is highly recommended as the session will be filled up very quickly. Lunch ($5) will be served.
Walk-ins are allowed on a first-come, first-served basis if space is still available. $10 will be
charged for non-members, $15 for walk-ins. 由於華人石油協會為大家準備午餐，請預先在網上

登記。 費用是會員每位五美元，非會員每 位十美元（午餐費用五美元已包括），現場註冊十五元
。
RSVP 預 約 Register and Pay online: http://www.capaus.org Registration Deadline: Friday
Dec 7 th , 2018, 12:00 Midnight Simply click the link above and follow the simple instructions.
請預先在網上登記，截止日期是 12 月 7 日晚十二點。 Contact 聯繫人 For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Ms. Mei Yang (mailtoym@gmail.com;832-499-9553) 如有問題，請與楊梅女士聯繫（mailtoym@gmail.com;832-499-9553）。
Biography of the Invited Speaker 牟敦堅先生 Formosa 公司總監 講演人牟敦堅先生從事油氣
探勘多年，他畢業於台灣大學和愛荷華大學地質系。 畢業 後加入美國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在 1990 年代曾任該公司全球探勘總地質師， 之後，他在丹麥的馬士基石油公司(Maersk Oil)負
責全球探勘新項目的拓展。 2016 年 他在台灣創立了福爾摩沙能源(Formosa Energy)，致力於島
內油氣的探勘與開發。 他 將於 12 月 8 日的 CAPA 聚會上和大家分享一些他全球工作的經驗，以及
對未來傳統 油氣探勘如何能夠取得成功的看法。

華夏中文學校王美琴老師的學生參加
演講比賽獲獎作文和照片
《距離不再遙遠》

華夏中文學校王美琴老師和參加第十七屆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的學生在一起
：林婉婷獲得
林婉婷獲得“
“三等獎
三等獎”（
”（左一
左一）
）宋詞獲得
宋詞獲得“
“三等獎
三等獎”（
”（右一
右一）
）

《距離不再遙遠》
華夏中文學校總校十二年級（一）班
學生姓名：林婉婷
指導老師：王美琴
我們知道，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距離非常遙遠。兩國之間隔著太平洋和許多鄰國。從美國
的地理位置中心到中國的地理位置中心，相隔 11657 公里的航空距離，從美國到中國的飛行
時間直達也需要十幾個小時。這樣的距離，讓我們與祖籍國—中國的關係越來越遠，聯繫越
來越少。但是因為掌握了中文這門語言，讓我們與中國的距離不再遙遠。中文就像一把鑰匙，打
開了那分隔了我們與遙遠的中國那扇大門，讓我們彼此的距離變得不再遙遠。
語言是了解一個國家的重要元素，也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橋樑。當你掌握了一個地方的語言
時，才可以真正地了解當地的文化與習俗，並且融入到當地的人文環境裡面。我在中文學校學習
中文已經有 9 年。我覺得，掌握中文這門語言有很多用處。比如，可以跟中國人無障礙地的交流
，可以看得懂中文書，還可以買中國物品。在這互聯網高度發達的現代，中文更是被放大了用處
。因為有了互聯網，我們現在可以在各種社交軟件上跟我們的家人和朋友隨時地聊天，甚至可以

華夏中文學校總校十年級（三）班
學生姓名：宋詞
指導老師：王美琴
我叫宋詞，就是人們所說的“唐詩宋詞”的
“宋詞”。我雖然出生在美國，但是爸媽給我起
這個名字，就是想讓我永遠記住自己是中華民族
的後代，中國是我的第二故鄉。
在我第二故鄉的那一頭有著我的許多親人。
雖然我們相隔非常遙遠。但是我學會了中文，它
讓我在中美之間就像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樑，有
了這座橋樑，我和中國之間的距離就不再遙遠。
我五歲開始到華夏中文學校學習中文，至今已近
十年。隨著我中文水平的不斷提高，現在我能流
利地和中國的親人們交流，有時發電子郵件，或
用微信聊天。我們雖遠猶近，每逢春節，我都會
通過電話給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拜年。
學會了中文，也使我與中國的親戚朋友之間拉近
了距離。每次和他們見面交談，都能讓我深深感
受到濃濃的親情和富有魅力的中國文化。我從他
們那裡也了解到了中國的最新發展和變化，從淘
寶購物、共享單車、外賣訂餐到網絡支付和高鐵
等等。特別是“外賣訂餐”，讓我印像極其深刻

。
今年夏天，我去了中國，對於酷愛中華美食
的我來說，外賣簡直是人類偉大的發明。中國的
外賣訂餐非常便捷，會中文，我直接用手機就可
以操作，而且一個小時內就可以送貨上門。通過
手機訂餐，我品嚐了各式中華美食。中國外賣不
僅服務好，而且外賣小哥的人品也很棒。一次姨
媽的電動車鑰匙忘記拔下來，後來我在電動車上
發現了一張紙條，會中文，使我看懂了上面寫的
話：“鑰匙在小區門衛處，以後別忘了！”署名
是“外賣小哥”。這個中國外賣小哥的行為令我
非常感動。
會中文，也使我愛上了中國。我對中國的感
情正如北宋著名的詞人李清照的一首詞中所表達
的：“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沈水臥時燒，
香消酒未消。”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語言是了解一個國家最
好的鑰匙。中文對我來說就是一把開啟中國之門
的鑰匙，它讓我更多地了解中國。為此，我要更
好地學習中文，把握好這把鑰匙，使中美兩國之
間的距離不再遙遠！

跟她們視頻通話。會了中文，我們還可以上網了解中國民俗文化與美食，還可以實時跟進中國的
動態；會了中文以後，我們還可以上各種短視頻 app 去跟隨中國最近的流行趨勢；會了中文，就
算我們身在美國，我們依然可以零距離地接觸並且跟遠在中國的親友們互動交流。因為會了中文
，我可以在美國也依然交到了來自中國的朋友，可以在家看中國的電視節目，隨時在淘寶上買東
西、玩中文的遊戲，並且可以聽中文歌，還可以學唱中文的歌。這讓身處美國的我覺得就像在中
國生活一樣。
感謝中文讓我們這些身在異國他鄉的人們感覺到我們與祖籍國的距離其實並不遙遠。祖國在
我們心中不曾離去，她依舊以她特有的方式存在並且陪伴在我們的身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