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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將延長零利率至美聯儲將延長零利率至
20222022年房貸利息歷史新低年房貸利息歷史新低，，重貸增多重貸增多
利好消息！

美聯儲日前宣布，將延長零
利率至2022年，這對貸款市場來
說是個利好消息，業務量也因此
增加20%至30%，大部分客人都
要求自住屋重貸，以往自住屋貸
款和重貸各占一半，如今80%客
人都是重貸。但受到疫情影響，貸
款公司審核步驟更嚴格。

什麼是零利率
「零利率」是指聯准會借款給

銀行，是指「隔夜拆借」，24小時不
收利息，只是臨時借用一下。而房
屋貸款是15年到30年的貸款，屬
于長期貸款，兩者有差別。但儘管
如此，目前房地產利率仍然在歷
史低位，30 年固定利率大約在
2.875%左右，15年固定利率則在
2.5%左右。

復工後才可重貸
疫情影響很多人丟了工作，

無法符合查收入貸款的條件，只
能等疫情恢復後拿到薪水單再貸
款。但現階段只要符合條件且前
來諮詢的人，都會選擇重貸，因為
現在利率真的非常好。

審批更嚴格
審批要求比原來更多，譬如

向雇主確認工作。以前貸款程序
從開始到完成只要45天，並且只
需提供一個月薪水單，但現在貸
款公司在最後完成前還會要求提
供最新薪水單，確認收入沒有受
到影響才會放款。

申請延付不能做重貸
受疫情影響，政府針對無法

馬上償還貸款的人，出臺可申請
延後付款的政策。而有些人明明
有能力支付，卻非要投機，一邊申
請延後還款一邊做重貸。付不出
貸款後卻又申請重貸，兩者自相

矛盾，針對這種情況貸款
公司只能拒絕他們的申請
。申請延後說明財務狀況
出現問題，一旦申請雖然
不會影響信用分數，但會
留下紀錄，貸款公司只要
一查信用報告，就會發現
問題，進而拒絕申請人重
貸，因此貸建議民眾如果
沒有受到影響，最好不要申請延
後還款。

高風險貸款幾乎全暫停
受疫情影響

貸款公司或銀行會嚴查高風
險貸款，譬如大額貸款 Jumbo
loan 投資屋套現(cash out )就很
難再拿到錢。因為貸款公司會考
慮很多房客不付租金，那麼對貸
款人就有影響，銀行可能會提高
門檻，要麼就是利息很高，要麼就

是申請者薪水收入高，能在租客
無法付房租的情況下，自身薪水
還能負擔投資屋房貸，滿足這些
條件銀行才會考慮，目前銀行的
確暫停了很多高風險貸款。溫馨
提示:在各大銀行一再提升貸款限
制及要求的情況下，做貸款預審
是極其重要的，一個好的貸款預
審免去了很多在貸款過程中不必
要的精力與麻煩。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
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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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認為開放住宅已經過時了，不再是推銷房產的有
效方式，然而，我覺得對舊觀念的一些新嘗試真的可以幫助
你把營銷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無論是最近的一次翻修房產
，一個新的上市房產，甚至當你需要出售自己的房子的時候，
更多的曝光意味著更多的流量，這意味著會獲得更多的報價
，你的買家會讓你的房子價格更高。以下是讓你的房子開放
參觀獲得成功的5大秘訣。

1. 高清圖片及視頻
如果一張圖片勝過千言萬語，那麼一段視頻一定勝過一

百萬個語言。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家裏的高清照片和視頻
，這些圖片將以多種方式為你的開放參觀之家帶來更多的流
量，這些照片不僅會在MLS上引起人們更多的興趣，而且在
社區裏也會引起更多的興趣。因為你會有一個小冊子，在前
院放上你的傳單，傳單的主要內容是您家驚人的內部、華麗
的高清圖片，任何一個看到傳單的路人都會被激起興趣，並
渴望看到你家的內部。許多市場都有專門為投資者和房地產
經紀人提供這種服務的企業。

2. 網絡營銷
還記得我上面建議的那些高清照片和視頻嗎？現在這些

圖片和視頻將派上用場，因為它們將在幾個主要的上市網站
上出現，以推動你房子的曝光級別到下一個水平。“聯合營銷
”是最近流行的一個術語，而且有充分的理由，你的房產信息
會出現在幾個主要的房地產權威網站上，比如Realtor.com、
Trulia和Zillow。如果您將此技巧與創建一個專門針對您要
推銷的房產自定義網站（例如www.123GreenwoodLane.com
）結合起來，則此技巧將更加強大。在網站上，你可以展示室
內和室外的照片、小區內的設施、附近的學校和購物中心，或
任何其他與主題房產相關的信息。

3. 訪問鄰居
對于這個技巧，我建議你多做些嘗試，你可以在房子

附近，開始拜訪鄰居，讓他們知道你的開放日在哪天。有些
人可能會覺得這樣做有點不舒服，但是相信我，只要離開
你的舒適區一小會兒，你就會很快習慣這樣做，畢竟，每個
人都喜歡對誰將成為他們的新鄰居有發言權。如果你是一
名有執照的房地產經紀人，這條建議對你來說很重要，我
建議你在附近挨家挨戶地介紹自己，這些不是沒用的線索
，你接近他們，讓他們知道你將在他們鄰居開放的房子裏
出現，邀請他們過來看看，因為這可能是他們選擇鄰居的
機會，或者他們只是好奇看看周圍的房子。

另外，如果他們參加，你可以提到其他的好處，比如提供
點心和食物，贈品或獎品，你不僅可以利用它來為你的開放
參觀房產產生更多的流量，你也可以在拜訪鄰居的時候獲得
額外的房產清單。不要把它變成一個大的推銷詞，也許只是
在談話結束的時候提一句：“哦，順便問一下，你知道有誰可
能對銷售感興趣嗎？”這通常會導致以下三種回答中的一種：

“不，我不認識任何對銷售感興趣的人”；“是的，事實上我想
儘快賣掉我的房子”；“是的，我街對面的一個朋友正在考慮
把他們的房子放到市場上”。

這不僅會幫助你產生更多的房產清單，而且它會告訴鄰
居你是一個勤勞的房地產經紀人，畢竟，他們更願意讓哪個
經紀人代理他們，是在院子裏貼個牌子的那個，還是在附近
積極尋找潛在客戶的那個？顯然，這一步需要一點常識，如果
你的目標房產位于戰區，你可能想要完全跳過這一步。

4. 暫存
當然，這需要一定額外的成本，但是想想它所帶來的好

處，在我看來，遠遠超過了成本。全國範圍內的數據顯示，階

段性住房的平均上市天數為45天，而非階段性住房的平均
上市天數為102天。通過分期出售你的房子，它會賣得更快，
你的房子在市場上的天數更少，持有成本更低，分期出售可
能有助于推高你的報價。買家因無法預見最終產品而聲名狼
藉，即使你有一個漂亮的修復房產，有時這是不夠的，特別是
如果你的目標房產是在一個較高的經濟地區時。布置房子實
際上就是把房子變成了一個家，一個買家可以很容易想像自
己住在裏面的樣子。

5. 照明和氛圍
當買家來訪時，花點時間確保你的房子照明良好，在理

想情況下，房子應該允許自然光通過，此外，你可以使用人工
照明技術(如冰燈)來更好地展示房屋的某些特徵。你也可以
用香熏蠟燭或舒緩的音樂來營造氣氛，這聽起來可能有些俗
氣，但確實有效。

當然，如果你的房子定價過高，世界上所有的小費都救
不了你，請務必做你的盡職調查和正確的價格估計，然後再
把它推向市場。你有什麼建議可以幫助你更快地賣掉你的房
產嗎？如果是這樣，請在下面的評論中分享吧。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I/房地產專日/200701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2019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在大城市爆發尤其
嚴重，房市業界曾觀察到出走潮；然而2個多月過去，美國某
在線房地產公司的CEO巴爾頓（Richard Barton）指出，他們
並沒有真的觀察到人們因疫情關係，而選擇從城市出走郊區
的戲劇性趨勢。

巴爾頓日前登上《全國廣播公司商業頻道》（CNBC）的節
(Squawk on the Street)，指出全美人口從城市遷出至郊區的
高峰一直沒有出現，"我們全部人都在從我們的數據裏頭，試
圖證實我們的理論，就是人們正在從城市搬往郊區。"

房地產公司的確有足夠份量進行這項分析推估，"我們
的網站和app每天都有1億次的點擊數，所以我們可以綜觀

這些數據，而我們還沒有真的看到（這股風潮）。"
巴爾頓說現下的確在發生的，是有越來越多人登上這些

房屋買賣平臺，想要尋找新的住處，過去1年中，尋求待售房
屋的瀏覽量就急遽增長了50％，"我們所看到的是有更多的
活動，以及更多的人對當前居住的城市或所在地感到不滿。"

美國疫情自3月初爆發，至今將近3個月，Netflix的常任
董事，以及創辦在線旅游公司Expedia的巴爾頓指出，某房
地產公司從3月到4月初的數據中，每個禮拜都能見到交易
量正逐漸從疫情中恢復。儘管交易量仍未即往常，但巴爾頓
說，由于更多人們想要搬家，現在的房市幾乎就要恢復水平。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舊金山灣區華人資訊舊金山灣區華人資訊））

美國房產市場交易量逐漸平穩美國房產市場交易量逐漸平穩
網上點擊量迅速增加網上點擊量迅速增加

讓你的房子開放參觀獲得讓你的房子開放參觀獲得
成功的成功的55大秘訣大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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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美兩國的稅制差異，許多中國的投資者來美國購
買資產或者選擇移民時，往往忽視了贈與稅和遺產稅，而代
價就是在財富傳承或轉讓財產時，背負了高額的稅負，甚至
出現“繳不起”遺產稅而被迫拍賣資產的尷尬情景。今天，我
們就來講一講美國的贈與稅和遺產稅吧！

稅收規則
美國贈與稅和遺產稅的納稅人是捐贈者，即給出財產的

人，收到贈與的人或繼承遺產的人不交稅。收到的贈與財產
或遺產不計入收入，因此無需為個人收入繳納所得稅，美國
的贈與稅和遺產稅是屬地兼屬人原則：當贈與人是美國居民
或贈與資產是美國的資產時，需要考慮美國的贈與稅和遺產
稅。

稅制變化
2018年美國稅制改革後，美國公民個人遺產免稅額為

1120萬美元，夫妻共同遺產免稅額為2240萬美元。配偶之間
的財產繼承不需要繳納遺產稅，父母雙方都死亡，繼承財產
的子女也可以享受父母的共同豁免額度。如果既不是美國公
民也不持有沒有綠卡，免稅額則只有6萬美元。無終生贈與
免稅額，轉移房產稅率可高達40%。

終身贈與免稅額與遺產稅免稅額相同，均為1120萬美元

。如果超過年度贈與豁免額，必須申報贈與稅
表709，並從遺產稅中扣除。丈夫和妻子之間的
匯款不受年度贈與豁免額限制，但對于配偶以
外的人，如子女或親屬，一年豁免限額為1.4萬
美元。綠卡持有者必須在最近一年內在美國停
留超過31天，並在過去兩年內在美國停留超過
180天，才有資格獲得豁免。

應對辦法
1、房產繼承

有美國納稅身份的人直接持有房產沒有大問題，因為作
為美國稅收居民的贈與/遺產稅免稅額相對較高，出售自住
房屋還有免稅政策，可以享受25萬美元內的增值額免稅。但
是，對于中國人（非美國稅收居民）投資美國房地產時，要做
好持有房屋的計劃，如作為投資增值工具和滿足子女的求學
需求，最終投入市場賣出。

2、美國人壽保險
配置適當的美國人壽保險來應對遺產稅，如果您為自己

購買人壽保險並且以後不改變您的身份，那麼您將不會被要
求支付遺產稅，（非美稅收居民持有的自己作為被保險人的
保單不納入美國遺產稅範圍）您還可以使用保險金支付其他

潛在的稅費，提前計劃，並為納稅準備現金流。

3、變更持有結構
也就是說，在不改變資產控制人的情況下，改變直接持

有結構。例如，美國房地產由海外信托持有，則非美國納稅居
民不直接持有美國房地產，也不會受美國贈與稅和遺產稅的
約束。

4、資本繼承
建立一個UGMA或UTMA賬戶，即所謂的監護人賬戶，

每年將一筆款項轉入該賬戶。該賬戶可用于投資股票和共同
基金，所賺取的錢按孩子的稅率徵稅，稅率較低。一旦孩子成
年（18歲），他將自動成為帳戶的所有者並完全控制帳戶。使
用年度贈與豁免額開設529賬戶，最多可以存入14萬美元
（五年，每年2.8萬美元），款項必須專款專用，用于孩子將來
上大學或研究生院，增值部分不需要繳納資本增值稅。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I/房地產專日/200701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到美投資房產不容忽視的到美投資房產不容忽視的
贈與稅和遺產稅贈與稅和遺產稅

租戶篩選是成為一個成功房
東的關鍵部分，但篩選不只是要排
除那些專業的賴租客，它也要消除
和減少你作為房東所面臨的問題，

你需要要找到適合你的人，他們要
遵守你的規則，而不是一味聽從他
們的。那麼具體應該怎麼做呢？

1、最難的是篩選租戶

甄別賴帳的人相
對容易，一個簡單的信
用檢查就能讓他們焦
慮起來，不過，要找到
適合你和你房產的租
戶就有點困難了。租戶
篩選總是從第一個接
觸點開始，第一通電話
或第一封電子郵件就
足以說明誰想租你的
房子。但是，您的應用
程序確實很實用，一個
完整的應用程序，只要
提出正確的問題，就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減輕
您以後的痛苦。當然，
你需要獲得一些標準
的信息，比如姓名、社

會關係、工作經歷等等。但是你的
申請也應該提出一些問題來剔除
那些不適合的人，設計這些問題是
為了剔除那些會違反你的規定，並

在以後給你帶來執法噩夢的租戶。

2、問題的例子
假設你已經禁止在你的房子

裏吸煙，並且不再把房子租給吸煙
者，你可能會想問“你抽煙嗎？”在
你的申請中將消除吸煙者，但是人
們會說謊，所以最好不要問“是”或

“不是”之類的問題，而是問“你在
室內還是室外吸煙？”任何一種回
答都會排除吸煙者。您可以在各種
條件下使用這種技術，寵物的問題
是另一個好例子。而不是問“你有
寵物嗎？”你可以問“你養什麼寵物
？”當然，人們仍然可以撒謊，但他
們更可能如實回答第二種問題。

另一個可以幫助你申請的問
題是“誰是你的律師？”你可能想知
道為什麼我們關心誰是租戶的律
師，但我們想知道為什麼租戶需要
律師？他們是經歷了破產還是需要
刑事辯護？這個問題在應用程序上

似乎無關痛癢，但它的答案可以給
你一個深入研究的理由。

最後一個例子是“在緊急情況
下我們可以聯繫誰？”我們提出這
個問題有兩個原因，第一，萬一真
的有緊急情況出現應該聯繫誰；第
二，如果租客決定在半夜溜出去，
那麼這個連絡人就很重要，他們可
能不會告訴你他們去了哪裏，但他
們可能會告訴媽媽和爸爸，媽媽和
爸爸可能會告訴你。

3、結論
租客篩選並不總是一成不變

的過程，但這是房東能做的最重要
的事情之一。作為房東，你需要開
發你的申請和篩選程序，以找到最
適合你和你房產的目標，提出有見
地的問題將幫助你實現這個目標。

（（文 章 來 源文 章 來 源：：美 房 吧美 房 吧，，meimei--
fangfang88kefukefu））

如何進行有效的租戶篩選如何進行有效的租戶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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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國人在美國購置房產後可能投資者並不出國居
住，而只是進行投資。配置美國房產，再將美國房產出租、以
獲得穩定的租金收入是最常見的投資方式。不過，限于環境、
政策不同，大家對在美國買房後，如何將自己的房產出租獲
利及管理？

數年以來，美國成為備受國人青睞的國家。在海外資產
配置的熱潮中，機遇已經擺在眼前，但規避風險仍不能忽視，
該怎樣合理配置美國房地產，安全配置房產以及省心當房東
成為購房者普遍關心的問題。

出租方式
美國政府允許海外購房者者出租自己所購買的房產，從

中獲得房租。那麼在美國的房產該如何出租與管理呢？房屋
出租無非是兩種方式，自己管理，或者由讓專業出租公司來
管理。前者適合長期居住在美國的投資者；後者較為適合不
長期居住在美國的投資者。

1、如果業主長期居住美國，就可以通過自己出租
管理的方式來進行

租金的訂定要符合市場，勿定價過高，否則空屋的時間
就是損失。在美國沒有無法出租出去的正常房子，只要租金
合理的話，一般一個月之內就可出租。

選擇房客不僅要看房客的信用，而且要看房客的工作穩
定程度。

因為自己在美國，所以可以及時收取房租，一旦有違約
不付時，可以儘早通知房客，以備及時處理糾紛。

如果選擇自己管理，雖然可以節省一些費用，但您必須

要清楚的瞭解美國房地產租賃的條款，而且房屋租
賃法規定房東必須提供給租客一個固定的美國當地
地址，以便他們有問題可以隨時聯繫你。而且必須提
供租客一個緊急電話號碼，他們需要幫助時可去幫
忙；房東需要瞭解當地房租的變化，租客若未按時付
房租，房東即刻要采取法律行動。

這些要求對海外投資者來說，不僅要耗費大量
的時間和精力去關注，更會浪費很多不必要的花費
如機票電話費等等。因此，對于海外投資者，由專業
的房屋管理公司管理和出租房屋更為合理。

2、如果業主長期無法居住美國，就可以通過物業
管理公司的方式來進行

①、房屋管理公司的主要職責
刊登房屋廣告，找到租客
刊登房屋廣告，找到租客起草租房協議，確認房租及各

方職責
對租客進行信用調查、租房歷史調查、工作收入確認、犯

罪記錄調查，以確保房東利益每月收取房租，並轉入房東賬
戶

定期進行房屋檢查，向海外的房東通過郵件或電話彙報
如有需要，對房屋進行周期性維修和保養
代理房東進行年度報稅
協助處理與租房有關的法律糾紛，如未支付房租；如果

房客不付租金，需要專業律師驅趕房客，律師費在$600-1000
左右，為時需要3個月，這算是風險之一

房租合同結束後,結帳退房

重新刊登房源，找到新的租客
②、委托房屋托管公司的流程
業主和經紀人簽訂一個委托租賃的協議書
經紀人幫助尋找合適的房客，通常經過MLS房源共享系

統，發布租賃信息，加上經紀人個人平面廣告及網絡媒體去
尋找租客。

在所有租客提出的申請書中，選擇最適合的簽訂租房合
約，並完善租賃的細部內容。

③、收費標準
尋找到房客，租約簽訂後，委托出租的傭金（房產經紀費

用）一般為全年租金的6%~8%（按實際情況而定），房屋管理
的費用一般為月租金的5%~10%

管理公司會要求房客房租每月一付，押金交納1-2個月。
需提醒的是，房屋（內外）修復費用、驅逐所需律師費等

需業主自付，管理人員只負責執行。平時的維修，如果屋主不
在美國的話，可由管理公司負責尋找維修人員報價，由屋主
定後，才開始修理。（（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I/房地產專日/200701C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如何管理自己的美國租賃房產如何管理自己的美國租賃房產
並使其利益最大化並使其利益最大化？？

根據抵押貸款銀行家協會
（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
指出，美國房產市場交易逐漸熱絡
，儘管30年期固定房產抵押貸款
利率上漲，買家仍大舉湧入。6月第
一個禮拜對比5月最後一周，申請
房貸購屋的人數就增加了5%，對
比去年同期更是多出13%之多。

5月的就業率並沒有市場預期
的還要凄慘，房產抵押貸款利率先
前創下破紀錄新低後，便從6月初
開始穩定回升，到了5日創下一波
高峰。30年期固定房產抵押貸款利
率雖然上漲，不過也僅從3.37%上

漲至3.38%，對買家而言並沒有任
何阻力。

抵押貸款銀行家協會的季節
性調整指數顯示，6月初當周申請
房貸購屋的買家，比2019年同期還
要多出13%，而且比5月底還要增
長 5%。協會經濟學家喬坎（Joel
Kan）表示房產市場回溫後，陸續有
更多買家進場，交易量也已經連續
2個月走升，顯示民眾購買意願的
熱度不減。

由于房貸維持低利率，購屋需
求從3月開始持續增長，隨著各地
經濟活動逐步解封，房產市場也成

為受益者之一；然而房屋供應量仍
然不足，6月初的存量已經比去年
大減了25%，是房市樂觀前景的隱
憂之一。

不過無論買賣雙方或抵押貸
款銀行家協會，或都樂于看見當前
房市繼續免疫于新冠肺炎疫情；
《每日房貸新聞》的格拉罕（Mat-
thew Graham）表示，聯准會（Fed）
宣布進場持續購買房貸債券，是讓
房貸利率持續維持在低點的主要
原因，而此舉也讓房市熱度不減。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國房地產資訊美國房地產資訊））

美國房產市場交易逐漸熱絡美國房產市場交易逐漸熱絡
即使貸款利率上漲也擋不住買家的腳步即使貸款利率上漲也擋不住買家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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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每天早晨，我都被一隻流著口水的約克狗弄醒，在那之
後，一切都沒有變好。我在寒冷的天氣裏站了23分鐘，我的
小狗查理在七根不同的樹幹上留下了他的簽名，接著是一場
激動人心的游戲，我不知道我能對著貓叫多大聲，這可能不
是我每天要做的最愉快的事情，但這是我決定在聖誕節得到
一隻小狗時所選擇的道路。就像一隻新的小狗會改變你的日
常生活一樣，成為一名房地產投資者也會改變你的日常生活
，如果你想成功的話。下面我列出了14件事，我每天都努力
去做，以提高我作為房地產投資者的技能。無論你是剛剛開
始做投資，還是已經投資了幾十年，我希望這些日常要做的
任務能幫助你找到你渴望的成功。

1、回顧你的目標
你想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麼?
•每月1萬美元的被動現金流？
•辭掉你的工作？
•每年賣掉24套房子？
•每月批發10套房子？
就像汽車儀錶盤上的GPS一樣，目標會指引你到達目的

地，你可以把你的目標寫下來，挂在墻上，這樣你就會不斷地
提醒你要到達的目的地，就會確保你一直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

2、每天定義你努力的理由
房地產投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當你處于一個壓

力或混亂的時期，我們很容易感到沮喪，會忘記我們為什麼
如此努力工作，為什麼我們有那些我們在第一條中定義的大
目標。例如，我正在經歷一個驅逐與一個相當討厭的租戶問
題，這是一個有點壓力和非常昂貴的事件，我不禁想：“布蘭
登，這一切真的值得嗎？”你看，當情感介入時，我的那些大目
標肯定會被沖淡，我忘記了我為什麼要有那些目標，例如，如
果我的目標是每月賺取1萬美元的被動現金流，那很好，但
當困難時期到來時，我對這筆錢就不那麼在意了。然而，如果
我專注于為什麼我想要每月1萬美元的現金流(這樣我就可
以花時間和我的家人在一起，我也可以親眼看著我的孩子長
大)，這個目標就不太可能被沖淡，所以，我們需要每天花一
點時間來定義你努力理由。

3、回顧你的行動步驟
雖然大目標是很好的，但它也會讓你感到不知所措，如

果你的目標是每年賣出50套房子，你該從哪裏開始呢？因此
，將這些大目標分解成可執行的步驟是很重要的，與其只考
慮這50所房子，不如制定一個計劃來完成第一個房子翻新。
首先，你需要安排好你的資金，這可能意味著今天下午就要
給不同的硬通貨出借人打10個電話，這是一個可行的步驟。

4、問問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會提高效率
每天花一點時間問問自己:“是我現在做的事情讓我朝

著目標前進了，還是我只是在忙著工作？”我們每天所做的很
多事情讓我們覺得很有成效，但卻不能“推動指針”的轉動，
不能對你真正的計劃或目標造成任何影響，這讓我想起了著
名的“80/20法則”，是由蒂姆•菲利斯在《每周工作四小時》
一書中推廣開來的，你是在為那20%的人工作，還是在為那
80%的人忙碌？例如，你這個月的目標可能是批發10套房子，
但是你是否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為你的網站選擇完美的標
志上了呢？發1000封直郵可能會有幫助，但是選擇紅色而不
是藍色的字體對你的生意沒有任何幫助，只會讓你感覺更有
效率。

5、評估交易
對大多數人來說，評估交易並不容易，所以我認為每天

花幾分鐘分析交易是很重要的，這並不意味著你需要坐下來
用大口袋社區的租賃房產計算器來計算，你需要發現每一個
可能的交易，你只要學會在頭腦中快速計算，當你開車去雜
貨店，看到大街上那棟醜陋的房子時，你就可以問自己“我願
意為那棟房產付多少錢？”這時，50%規則、70%規則、2%規
則以及所有其他的經驗法則就派上用場了，你不需要把它做
得很完美，但是你進行的練習越多，你得到的速度就越快，你
得到的交易就越多，所以要養成每天至少在一個房產上評估
交易的習慣。

6、花時間和你的家人在一起
我們很容易被房地產消費掉，而忘記了我們所有努力的

目標，就是我們的家庭。無論你覺得自己有多忙，一定要每天
擠出時間來放下手機，關掉筆記本電腦，享受和家人在一起
的時光，別擔心，當你回來繼續工作的時候，還會有房地產交
易的。

7、建立社交
很多人認為社交是一種正式場合，都是穿著超大西裝的

專業人士交換名片的活動，但這只是其中一種表現形式，現
實中，社交不是一件大事，而是一種生活方式。這並不是說你
要惹人討厭，要把你的名片發給每一個和你對視的陌生人，
而是要讓你對房地產的熱情在談話中流露出來，在大多數談
話中最受歡迎的問題往往是“那麼，你是做什麼工作的？”你
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你會找到你的下一個私人貸款人、積極
的賣家、租戶、現金買家，或任何其他你需要把你的業務帶到
下一個層次的人，讓社交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每天都去做。

8、學習一件新事物
“他們”說你每天學習一件新事物。(我不知道“他們”指

的是誰，但“他們”說了很多事情)然而，我想把這句俗語提升
到一個全新的水平，並鼓勵你每天學習一件關于房地產投資
的新事物，有很多簡單的方法可以做到這一點，但以下是我
最喜歡做的幾件事情：

•收聽大口袋商務播客
•查看房地產論壇
•閱讀房產博客文章
•與其他投資者交談
•閱讀房地產類書籍(我最喜歡的21本)
關鍵是，每天花幾分鐘學習新的技巧和策略，就可以慢

慢看著你的事業在逐步成長。

9、注重飲食和鍛煉
我問你個問題，你見過靈車後面跟著一輛u型車嗎？你

可能不會，因為事實是，當你死的時候，你不能帶走它。財富、
財務自由和安全感都是暫時的，如果你死了，每個月賺1萬
美元的被動現金流對你沒有任何好處，因此，我把飲食和鍛
煉列在這個清單上，因為它可以延長你的壽命，幫助你過上
更充實的生活。人們花費數千美元在課程、項目和學習上，以
幫助他們賺更多的錢，但卻對多花50美元吃有機食品或花
30美元辦健身會員感到抓狂，這裏顯然是有問題的，所以，
你需要每天至少花20分鐘讓你的心臟跳動起來，注意你的
飲食，否則你可能20年後都不會在這裏享受你努力打造的
未來財務狀況。

10、幫助別人

有很多人被困在單調的朝九晚五的生活中，而你掌握著
逃脫的鑰匙，為什麼不花一兩分鐘的時間幫助別人走上與你
相同的道路呢？這就是大財主的真正精神，通過社區進行房
地產教育。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這一點，比如出去吃午飯或
參加當地的房地產俱樂部，但也許最簡單的方法是每天花十
分鐘去看大口袋商務論壇，回答一兩個問題，每天都有許多
未解的問題，你可能知道其中一些問題的答案。記住，你不需
要成為幫助別人的專家，即使你剛剛起步，你也可以通過傳
授你到目前為止所學到的東西，分享你的經驗，或者簡單地
向他們指出你認為對你生活有幫助的教育資源來幫助別人。
另外一個好處是，教別人不僅對他們有好處，對你也有好處，
教學也許是讓你記住一個新話題的最好方法。

11、評估你的系統
也許作為大口袋商務播客的主持人，我學到的最重要的

一點就是商業系統的必要性，畢竟，幾乎每位嘉賓都提到這
一點，這是他們成功的關鍵。系統是業務任務的流程或順序，
會幫助您在各種變化的環境中保持穩定和控制，例如，有一
個針對每個租戶的篩選步驟指南，可以幫助您在經營自己的
企業時減少猜測。(如果你對此感興趣，我在這裏列出了我的
租戶篩選系統的每個細節，供你使用或采用。)

剛開始時，運行良好的系統似乎並不重要，但正是這些
系統讓您能夠在不喪失理智的情況下擴展業務，通過創建這
些系統，您最終能夠將這些系統移交給其他人，這樣您就可
以將精力集中在只有您才能完成的活動上，從而推動您的業
務，所以每天花幾分鐘來評估你的系統，並找到改進的方法。
關于這一主題有兩本優秀書籍，請參閱：

•《重新審視電子迷思：為什麼大多數小企業都不工作
以及如何應對》

•山姆•卡彭特的《系統工作：製造更多工作更少的簡
單機制》

最後，關鍵是每天花點時間在你的業務上，而不僅僅是
技術方面，系統性就是推動你做到這一點。

12、讀一些勵志的內容
我發現每天花點時間讀點勵志的東西很有幫助，正如金

克拉所說:“人們常說動力不會持久，洗澡也不行，這就是為
什麼我們每天都推薦洗澡的原因。”勵志的內容不需要很長，
但是快速閱讀賽斯•高汀或加里•維納查克的博客文章可
以讓你對你要做的工作充滿動力。

13、放鬆
最後，在所有這些你應該每天做的事情之後，我想給你

一個最簡單的提醒，就是每天花幾分鐘放鬆，讓自己玩得開
心。你可以做一些與房地產投資完全無關的事情，比如看一
集《法律與秩序》、讀讀《權力的游戲》吧，你還可以在附近散
散步。你需要從工作中放鬆下來，那麼你在下次工作的時候
就能更專注，你的房地產生意也會更興旺。

14、計劃你的明天
每晚睡前你應該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計劃好你的明天，

花五分鐘寫下你明天要完成的任務，你將完成兩件事，一件
是清空你的大腦，這樣你的睡眠就不會有壓力；另一件是能
夠在早上馬上開始做最重要的事情。大多數人起床後，會懶
洋洋地準備著，然後花上一段時間試圖找出首先該做什麼，
你需要在前一天晚上寫下你的任務清單，你就能馬上投入到
你的任務中去，並且比別人完成得更多。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I/房地產專日/200701D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每一個房地產投資者每天應該做的每一個房地產投資者每天應該做的1414件事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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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6月30日，
當民主黨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問美國國家
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西博士
，美國在大流行結束之前可能會發生多少次
Covid-19感染和死亡時，福西博士表示，
他無法做出“准確的預測”，如果目前的趨
勢持續下去，將會“非常令人不安”。

福西博士說：“我將向您保證，因為當
美國某個地區爆發疫情時，即使美國其它地
區表現良好，也很脆弱。” “我們不能僅
僅關注那些正在迅速增長的地區，整個國家
處于危險之中。”

福西博士說，現在美國每天要處理4萬
多起新病例，如果當前的感染趨勢“沒有好
轉”，每天的新病例數增加到100,000人，
他“不會感到驚訝”。

福西博士強調他無法估計死亡人數，因
為需要對死亡人數進行建模。

他說：“我認為重要的是要告訴大家，
我非常擔心，因為這可能會變得非常糟糕。
”

他說，隨著美國冠狀病毒病例數的增加

，美國正在“走向錯誤的方向”。雖然有些
州已經控制了該病毒，但他對其他病毒激增
的地方感到非常擔憂。他對民主黨參議員伊
麗莎白·沃倫表示：“顯然，我們目前尚無
法完全控制。”

福西在新聞中說，他看到人們聚集在人
群中，沒有戴口罩，而且各州跳過了重新開
放的准則。

他說：“我們將繼續陷入很多麻煩，如
果不停止下去，將會遭受很多傷害。”

他補充說：“我非常擔心現在的情況，
特別是在占新感染病例約50％的四個州。”
這些州是佛羅裏達州、德克薩斯州、加利福
尼亞州和亞利桑那州。

福西博士說：“我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不
滿意，因為我們走錯了方向。”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與上
周相比，目前至少有36個州的病例有所增
加。在這些州中，至少有11個州的新病例
數量增加了50％或更多。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福西博士福西博士：：對每天新感染病例到對每天新感染病例到1010萬人萬人
““不會感到驚訝不會感到驚訝”” 美國美國““走向錯誤的方向走向錯誤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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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国

博物馆里的历史课

绵绵的梅雨为夏日的南京添了凉爽。南京
博物院门口依然热闹，不少观众是专程来看

“融·合”特展的。
在展厅入口对面，有一块白色汉字浮雕

墙，墙上的字很常见，完、马、门、毛……仔
细看，发现相邻的汉字可以组成成语，完璧归
赵、门庭若市、毛遂自荐等。工作人员介绍，
这些成语均出自此次展览对应的时代——从春
秋到秦汉。

“春秋到秦汉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关键时
期。本次展览选择这个历史阶段，因为它最能
体现中华文化的融合和传承。”展览的内容设计
师、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陈刚说。春秋战国时
期与西方学者所称的“轴心时代”大致吻合，
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百家争鸣、群星璀
璨，人类思想迎来一次大突破、大发展。春秋
五霸，战国七雄，在硝烟滚滚、纵横捭阖中，
多元文化激烈碰撞，交流融汇。从秦朝建立大
一统帝国到汉朝真正实现国家强盛，中国古代
社会从分散、多元走向统一、融合，海纳百川
的中华文明由此奠定了基础。

“融·合”特展由南京博物院联合河北博物
院、河南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陕西历史博
物馆、山东博物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8
家文博机构共同策划。

展览分为“群雄并起、华夏一统”“百家争
鸣、重礼尊儒”“百工巧技、器以载道”“民族
融合、丝路通途”4 个单元，每一单元都围绕

“多元与包容”的主题，从政治经济、思想文
化、社会生活、民族交流等方面展示了春秋到
秦汉的历史面貌。

“这个展览真正把握住了中国历史发展最主
要的脉搏。”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学锋说，

“经过春秋到秦汉时期的变化，中国的底色、中
国的基础就定下来了。”

展览中有不少“明星文物”，如秦兵马俑、
九鼎八簋、吴王夫差剑等，堪称教科书级的历
史见证物。“这个展览可以说是一堂博物馆里的
历史课，展览内容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有很多
是一致的。我推荐学生们来看展，通过具象的
文物来了解历史，更有趣味性，也能印象更
深。”在展览现场，一名中学历史老师这样说。

多元文化百花齐放

一言九鼎、三足鼎立、问鼎中原……鼎在
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是青铜器中最能
代表地位和权力的器物。展厅里的“王子午”
鼎，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观看。

“王子午”鼎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淅川下寺
2号楚墓，共一套7件，形制和纹饰相同，大小
依次递减。鼎内壁与底部的85字鸟篆铭文表明
了其来源。“王子午是楚庄王之子，他铸造了 7
件铜鼎以祭先祖和进行盟祀，祈求长寿安康。
此次展出的是其中的一件。”陈刚介绍。

“王子午”鼎为外撇耳、平底、束腰造型，
器身饰有 6 条昂首卷尾的龙形怪兽，为失蜡法
铸成。传统的鼎腰部浑圆外凸，而“王子午”
鼎却是束腰收腹，显示出浓郁的楚国风格。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束腰造型，可能与楚
王的癖好有关。《史记》记载，楚灵王喜欢腰身
纤细的人，楚国官员为了迎合楚灵王的癖好，
纷纷节食减肥，把腰带束得紧紧的，由此有了

“楚王好细腰”的典故。这种审美倾向移植到青
铜器上，就形成了“王子午”鼎独特的风格，
也影响了后世鼎的造型特点。

“王子午”鼎旁边，是出土于郑国祭祀遗址
的九鼎八簋。按照传统礼仪制度，九鼎八簋为
天子专享，诸侯国君使用九鼎八簋，是周王室
逐渐衰微的实证。这组青铜器造型沉雄厚实，

纹饰繁缛生动，堪称中国古代青铜艺术成熟期
的精品。

一个展柜里陈列着两把吴王夫差剑和一把
越王铜剑，诉说着春秋时期吴越争霸的故事。
来自河南博物院的吴王夫差剑，剑刃锋利，花
纹精美，篆铭刀法俊逸，反映了吴国高超的铸
剑水平。剑身所刻两行鸟篆铭文为“工吴王夫
差自做其元用”，意思是吴王夫差把剑当作自己
最好的武器。

“吴王夫差剑现有多把存世，在河南、山东
等地出土的剑可能与诸侯会盟时吴王赠授有
关。据 《史记》 记载，春秋晚期，吴王夫差曾
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 会盟诸侯。”陈
刚认为，吴王用这样的方式与诸侯国君交流，
既体现其军事实力的强大，又反映了乱世中各
方势力的交流与文化融合。

越王剑在湖北等地有所发现。此次展出的
这把河南淮阳出土的越王铜剑，剑格及剑首错
金刻鸟书铭文，其文字风格较湖北出土的铜剑
简化了许多，是探究战国时期楚越关系的重要
实物依据。

展品中还有春秋早期黄国王室墓出土的人
首蛇形玉饰、齐国公子土折送给女儿作嫁妆的
铜壶、赵国精美的玉璜和玛瑙环等，体现了各
诸侯国丰富多彩的文化。

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
多民族王朝秦朝。秦始皇陵出土的一行行、一
列列如同真人般排列整齐的步兵、骑兵、车兵陶
俑，再现了秦朝威武之师的雄壮气势。从陶俑的
面部特征看，秦军中有关中大汉，也有羌人、
戎狄人，这是统一国家中多民族共存的实证。

“由于珍贵和运输难，秦兵马俑很少外出展
览。这次特展得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大力支
持，展出的跪射武士俑和铠甲武士俑品相都很
好。”陈刚说，兵马俑运到南京后，光是组装就
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展柜使用低反射玻璃，观
众和兵马俑最近的距离只有10厘米，可以清楚

地欣赏文物细节。秦俑的制作极为写实，跪射
俑抬起的脚后跟上，还能看见鞋底疏密有致的
针脚刻印。

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秦朝建立后，
施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政策。来自陕西历史
博物馆的秦诏版、秦铁权，见证了秦始皇统一
全国文字和度量衡的历史。从各国分别使用的
布币、刀币、贝币，到圆形方孔的秦半两，再
到汉朝的五铢钱，货币形态的演变，也反映出
天下一统的进程。

中华文明是一个包容多种民族文化基因的
巨大聚合体，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原王朝，和
北方游牧民族之间一直存在交流与联系。展厅
中的错银铜双翼神兽，便是这种文化交流的生
动写照。

神兽曲颈昂首，两肋生翼，怒目圆睁，獠
牙外露，仿佛在大声咆哮。其底部铸有汉字铭
文，明确了制作时间、工匠及监造官吏，也表
明它属于中山国。中山国位于燕、赵两国之
间，是战国时期十二诸侯强国中唯一由游牧民
族鲜虞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其出土青铜器具有
北方民族造型风格，错金银工艺十分精湛。有
翼神兽的形象广泛流行于草原文化中，春秋战
国之际，通过草原游牧民族传入中原。

“到了西汉时期，双翼神兽制品已经进入诸
侯王的陵墓中，江苏盱眙的江都王墓就曾出土
过类似的制品，反映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
融合。”陈刚说，南京的六朝陵墓石刻，其造型
也能明显看出双翼神兽的影子。

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华文明与世界各民族
文明的交流更加畅通。展览中有一件来自内蒙
古博物院的汉代半月形金饰，与阿富汗北境大
夏墓出土的金器较为相似，在国内鲜有发现，
弥足珍贵。这件精美的金饰，是丝绸之路上繁
荣的文化交流的缩影。

“这次展览是一部用实物说话的中华传统文
化奠基史。开放和包容的精神，自古以来就根
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陈刚说，“尊重和保
护文化多样性，并在优秀文化中汲取养分、获
取动力，是对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致力于
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最好的诠释。”

南京博物院“融·合”特展：

展示中华传统文化奠基史
王奕澄

秦兵马俑、吴王夫差剑、“王子午”鼎、错银铜双翼神兽……不久前在南京博物院
开幕的“融·合：从春秋到秦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元与包容”特展，汇集了来自
全国多家文博机构的“镇馆之宝”。作为2020年国际博物馆日南京主会场的重要活
动，这场展览选取了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具有不同地域文化属性的250件组文物，向
观众呈现中华文明悠久灿烂、绵延不绝、多元一体、包容开放的气质。

“王子午”鼎，河南博物院藏 杨素平摄（人民视觉）

错银铜双翼神兽，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南京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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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 報紙 黃頁 網站

請添加二維碼

疫情期間不打烊／為您服務

請您每天

看美南新聞網站，    

美南新聞電視，

美南新聞日報

八月二十二日八月二十二日，，台灣語文學校秋季班台灣語文學校秋季班，，網路開課啦網路開課啦！！
(本報訊】台灣語文學校二Ｏ二Ｏ年秋季班課程，即將於八月二十二日正式開學！報名訊息將於台

灣語文學校網站（http://Houston-Taiwanese.org/school）另行公佈，請密切注意。有興趣的鄉親們，
相揪做夥來報名，不要錯失這個學習的好機會喔！

台灣語文學校開課內容多元，有成年中文、英文會話班、台語班、中文班、英文班、英文寫作班、
西班牙語班、數學班、空手道及美術課。因應新冠肺炎的影響，今年的秋季班全面採用網路教學，授課
日期自八月二十二日起，至十二月十二日止。

成立於一九八五年的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三十多年來，專注於傳承台灣文化，凝聚台美人社區共

同意識，也是少數在海外教授台語的機構。今年因為疫情的影響，對於所有人而言都是辛苦的一年，但
是學習並不會因此而停滯，台灣語文學校秉持著辦學的初衷，與所有老師共同合作，讓學習不止息，今
年秋天，讓我們一起在家學習吧！

無論您想增進學齡孩子的競爭力；提升語文能力；想活到老、學到老；無論您是移民第一代、第二
代，或留學生（台灣來的留學生，選修英文寫作班或英文會話班，還有超低的特惠價喔！），非營利團
體的台灣語文學校，都是您最佳的選擇。趕快來報名，就對了！

有任何問題請洽台灣人活動中心（713-271-5885）。

 










【休士頓, Texas 州】由於已確認的 COV-
ID-19 病例激增，Harris 縣最近在該縣新的緊急應
對系統下進入了 1 級威脅級別。在 10 天的提前投
票期間和選舉日，所有投票中心將保持開放狀態
，以執行投票的基本功能。縣 行政書記官辦公室
已建立了 S.A.F.E.選舉計劃，以確保在這個選舉期
間保護選民和選務人員的健康與安全。對於那些
沒有資格進行郵遞投票的人，縣書記官辦公室
鼓勵選民利用 6 月 29 日至 7 月 10 日的“前投
票期間”去投票。如果您已完成選民登記並符
合下列任一條件，便有資格申請郵遞選票。在
選舉日當天年滿 65 歲或 65 歲以上，在選舉日
當天以及提前投票期間，您都不在本縣境內，
生病或殘障，或是在監服刑，但具有投票權。
申 請郵寄選票的最後一天是選舉前七天。選民
可以去 www.harrisvotes.com 列印申請表或致

電 713-755-6965 索 取申請表。登記投票的最
後一天是 6 月 15 日。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 Chris Hollins 發表以下
聲明:

"Harris 縣已進入COVID-19 的“紅色警報
”威脅等級，州長Abbott 和縣長Lina Hidalgo
都敦促德州人留在家中。並應認真對待這一保
護德州人健康的措施。 然而，保障您的投票權
也至關重要，尤其是在我們很多人都希望自己
的意見有被聽到的時候，因此Harris 縣的所有
57 個提前投票投票站將在提前投票期間(星期一
， 6 月29 日至7 月10 日星期五–以及7 月14
日星期二的選舉日開放。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將繼續竭盡所能，以
確保選民和選務人員在七月決選期間安全。這

包括:
通過保持投票機之間的 6 英尺和排隊選民

之間的 6 英尺來加強社交安全距離;
將在每個投票站的入口放置雙手清潔消毒

台，以供選民和選務人員使用;
為沒有自己準備口罩的選民提供口罩。那

些拒絕戴口罩的人將被鼓勵在路邊投票，而那
些堅持在室內投 票的人將能夠在距離投票地點
更遠的指定機器上投票，以確保他們和他人的
安全。

為選民提供指套，這樣就可以在不直接接
觸投票機的情況下使用投票機;

向投票者提供消毒濕巾，以在使用前後擦
拭機器。選務人員還將定期擦拭機器和其他頻
繁接觸的表面;

確保民意測驗人員戴上口罩和臉罩，並使
用有機玻璃將每個選務人員與公眾區分開來;

建立一個程序，以確保選民可以顯示其身
份證，而無需親自將身份證交給選務人員，以
盡量減少接觸;

允許有疾病症狀的選民在不需進入投票中
心的情況下進行路邊投票。

"當然，最安全的投票方式是郵寄投票。如
果您有資格以郵寄方式投票，我們的辦公室必
須在 7 月 2 日之前收到您的申請。如果您無法
通過郵件投票，那麼下一個最安全的投票方法
就是提前投票，以避免在 選舉日排長隊."

請至 HarrisVotes.com 查詢更多信息，，
並在 Twitter，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關注
@HarrisVotes。

管理藥物管理藥物：：使用吸入器使用吸入器
(本報訊】吸入器常用於患有哮喘、支氣管炎或者其他肺部疾病的病患。吸入

器是一種將藥物輸送到肺部的霧化裝置。如果想獲得最佳療效，病患必須正確使
用吸入器。為此，您作為家庭看護者，務必詳詢醫療服務提供者如何正確使用吸
入器。如未能正確使用，藥物會停留在病患口中，或散播在空氣中。

市場上銷售的吸入器種類繁多，因此請務必詳詢您的處方醫生或藥劑師獲得
一份完整使用說明，確保能正確使用。其中一些吸入器，例如本視頻中所展示的
一款，當中有一個間隔容器，在使用前需要搖晃5-10秒。其他類型的吸入器可能
只需要簡單按下按鈕即可啟動。或需要旋轉吸入器底部，直至您聽到“嘀嗒”聲
響。

當旋轉吸入器使其接入後，開啟塑膠口片，指導使用吸入器的病患深呼吸。
如有必要，可幫助病患將吸入器的末端放入口中，置於舌頭上方，提醒病患緊閉
嘴唇，按下按鈕以釋放噴霧。然後提醒他們用嘴巴慢慢吸氣5秒鐘。花5秒鐘慢慢
地深吸一口氣，然後屏氣5-10秒並提示他們用嘴慢慢呼氣。如果需要吸入兩次，
確保在等待一分鐘後再進行第二次。完成給藥劑量後，提示病患用清水漱口。

了解更多關於健康生活與家庭照護的資訊，請瀏覽AARP樂齡會中文官網專
頁https://chinese.aarp.org/health/#caregiving或掃描右方二維碼，關注AARP樂
齡會官方微信公眾號。

文內容由AARP樂齡會原創，版權所有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 Chris Hollins
重申投票選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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