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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房產的買賣方式和時間到資產的管理
方式，私人房地產為投資者的投資提供了相
當大的控制權，這種控制的代價之一是擁有
房地產的成本。投資者對這些所有權成本進
行預算的一種方式是通過儲備金，其中包括
資本支出(CapEx)和其他費用，投資者應該留
出一定數額的錢來支付這些費用。當預算適
當時，如果意外事件發生，這些儲備可以最小
化或消除財務壓力，也就是說，對儲備進行預
算的先見之明是很重要的。

1、儲備和資本支出的基本面
儲備金是投資者為支付未來與房產相關

的財務成本而預留的儲蓄，通常是租金收入
的一部分，儲量有不同的分類，此外，明智的
預算做法是將儲備金用于具體的分類，而不
是作為一般基金。例如，戰略儲備通常在10%
到30%之間，取决于各種因素，如果一個投資
者每月總共留出25%的儲備金，一個典型的
細分可能是：資本支出為10%，空置率為8%，
維修和日常維護為7%。

在房地產領域，資本支出
指的是與擁有房產相關的重大
但偶爾發生的支出，包括更換
或修理屋頂、暖通空調或管道
系統、鋪設車道或更換大型家

電。大多數資本支出每年發生不到一次，因此
按月細分時，其數額似乎更易于管理。日常維
修和維護有時被稱為運營支出，或OpEx。房地
產的條件、年齡以及投資策略等因素會影響
儲備金的總量及其分配，在資本支出和運營
支出方面尤其如此。

為了更好地評估應在儲備基金中留出多
少資金並分配給每個特定用途，房地產投資
者可能想要聘請一名建築工程師來分析該物
業。通過這種方式，投資者可以更好地確定房
產的每個部分的使用壽命，以及潛在的費用，
這樣他們就可以更準確地進行預算。計算哪
些項目需要更換/修復，何時可能需要更換/修
復，以及更換/修復這些項目的成本將為在預
算範圍內建立可行的運營成本和資本支出基
金奠定基礎。

附加的可行項目可能包括在儲量中，這
取决于房產的運作方式和業主的偏好。例如，
如果業主自己管理物業，因此不定期向第三
方物業管理公司支付固定的費用，他們可以

每月為潛在的管理費用預留一定比例的收入
。

2、正確看待這一切
雖然編制儲備金和資本支出預算似乎是

逐月計算利潤和流動性的一種方式，但這一
過程實際上讓房地產投資者不必擔心如何支
付意料之外的費用。資本支出和其他計劃支
出不應被視為擁有房產的負擔，相反，投資者
應該記住，資本支出作為費用和折舊時，可以
用作稅收優勢。因此，業主有必要仔細記錄這
樣的開支，它們在交稅的時候會派上用場。

瞭解這些費用都在預算之內，不僅可以
作為業主的一種保險政策，還可以幫助制定
一個計劃周密、優化的投資策略。你對每個月
的儲備預算有什麼建議嗎？請在下方評論出
來。
（文章來源：美房吧，微信號：meifang8kefu）

用戰略儲備保護你的房地產
投資和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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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場機制健全
百年以上的市場經濟發展，使得美國建立了完善健全

的市場機制。就房地產而言，與中國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
一二級市場並重，其中二級市場更為活躍，這就保障了我

們投資美國房產日後可以輕鬆出售。

2、房屋質量好、保養得好
美國房產設計居住年限很長，而且房

屋建築質量一流。許多百年以上的房產如
保養得當，無論外觀還是內部都十分完好
。

3、美元具備較強抗風險能力
中國的兩大投資渠道，股市和樓市已

經失去了前些年的光輝，投資者為了保持
現在手中人民幣的價值，最好的出路之一
就是讓人民幣走到國際金融市場中去。自
05年浮動匯率管理制度以來，人民幣對美
元一直是升值，美元畢竟是國際通用貨幣
，其對抗風險的能力比人民幣要強大的多
。美國是世界經濟第一強國，無論是經濟
總量亦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均位于世界前
列。奧巴馬領導的新政府經濟政策的穩定

性得以落實，使投資者的資產有效，穩定的保值和升值。

4、教育水平高
全世界排名前百的大學中，有半數位于美國，而且美

國所提供的大學教育是公認的最具有競爭力的。為子女提
供一個便利的就學環境，亦方便陪讀的家長，並且一個知
名的學府附近的穩定住所，不僅為子女省去了租房的煩惱
和費用，同時非常高的出租率和租金也能讓投資得到更快
的回報。

5、法律體系完善
許多國人對于投資美國房產的最大的顧慮就是擔心自

身權益被侵害而又難以控告，其實這種擔心大可不必。經
過多年的發展美國的法律早已健全完善，所有您所會有的
擔心都會有法律為您提供保障。同樣以購置美國房產為例
，在美國購置房產首期房款都是打到產權公司的賬戶而非
開發商賬戶，產權公司會監督合同執行，並對房屋產權做
檢查，再最終確定交易之前，這筆錢都不會交給開發商，
這就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消費者的權益。

6、房產是永久產權
美國房產是永久產權，後代可繼承。如果購買別墅的

話，買的不單是房子，還有房子周邊土地。即使房產不在
，周邊土地也是永遠屬於您和您的後代，業主對該塊地是
永久使用權限，其房屋的價值會由于土地的增值而增值。

(文章來源：美房吧)

為什麼美國的房產值得投資為什麼美國的房產值得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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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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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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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
提供給租客一個緊急電話號碼，他們需要
幫助的時候可以在幾個小時後有人前去幫
忙；同時房東需要瞭解當地房租的變化，
如果租客沒有及時付房租可以去處理，如
果房租漲幅可以第一時間瞭解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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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決定了讓專業的房屋管理公司
來管理，他們將對您的房子每天24小時都
負責。如同買賣房屋一樣，在美國，房屋

管理公司也需要有一定的資質，且地區的
要求不同，以弗吉尼亞州為例，房屋管理
公司要求如：每個房屋管理公司必須有房
地產經紀許可證；房地產經紀人必須完成
180 個小時的專業課程，通過經紀人考試，
並具有3-4年的工作經驗等。

房屋管理公司的主要職責相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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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房東利益；幫助租客搬進房
子；每月收取房租，並轉入房東的賬戶；
每季度進行房屋檢查，向海外的房東通過
郵件或電話進行彙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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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任何法律糾紛，如未支付的
房租等；房租合同結束後，結帳退房；重
新刊登房源，找到新的租客。

房屋管理的服務費包括一筆前期費用
和每個月固定的房屋租金比例。前期費用
是用來向市場推銷和刊登房源，起草出租
合同，設置每月房租收取協議等。費用總
額大約從200美金起至最多75%的月租。每
個月的管理費大概在月租的8％-18％，根

據地區情況不同。當然，這些費用也都是
可以和你的代理中介協商的。

如果您缺少時間以及海外房地產管理
的經驗，一個房屋管理專家能從很大程度
上幫助您：推廣房源，降低空置率，增大
收入。因為他們瞭解當地市場，各種房屋
的出租，潛在的租客以及房屋租賃的價格
。他們瞭解如何找到潛在的租客，並避免
那些信譽不好的租客；最小化空置率，找

到最好的租客；維修房屋，保持起良好狀
態，進行常規的維修檢查，他們的經驗可
以讓你避免不必要的花費；關注收入和支
出，保證利潤率；協商出租合同，保證您
的利益；收取房租和定金；遵守聯邦政府
、州、當地的法律；及時處理租客的要求
和問題；總之，利益最大化，節省您的時
間，是房屋管理公司的目標。(文章來源：
和訊房產)

美國房產管理與出租方案美國房產管理與出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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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房產經紀人協會（NAR）發布的《2019年國
際投資者在美購房報告》，從中可以瞭解到中國、加拿大
、印度、英國、墨西哥已經成為了新的前五大買家來源國
，中國位居榜首。可見美國置業已經成為新的投資風向標
，但是在美國買房和在中國買房有很大的不同，為了避免
發生不快或損失，小編為大家總結了中國人在美買房應該
注意的一下幾大問題。

01 綠卡入籍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外國人在美國購買住宅物業與申請綠

卡或入籍是沒有關係的，一些不瞭解的國內投資者在此方
面有時會受到誤導，但是有固定的住宅對你申請綠卡或入
籍也是有幫助的。據調查，43%的購買者稱移民是海外置
業的主要目的。許多中國買家也正是通過美國政府的EB-5
投資移民項目購買房產，該項目被認為是拿到綠卡的快捷
途徑。在美國，投資移民一般要求投資者必須要親自管理
投資項目，並且還要直接創造10個就業機會。買房和移民
其實沒有什麼必然聯繫。而且，加入投資項目失敗或者無
法證明自己的項目直接或間接的提供了10個工作機會，綠
卡也就和投資一起雞飛蛋打了。

02 房產經紀人的作用
在美國，95%的房產交易是通過經紀人完成的，當你

決定在某地買房，尋找一位有足夠經驗的房地產經紀人至
關重要。一位好的經紀人不但可以幫您搞定所有與交易有
關的必要手續，還會提醒你沒有想到的問題，避免以後出
現麻煩。

與中國不太一樣，購房者想在美國買房，第一步必須
找一個房屋經紀人，也就是房屋中介，因為在美國，即使
是新房也是通過經紀人來銷售的。在美國，房屋經紀人這
個行業很遵守職業道德，一般不會發生經紀人坑蒙購房者
的情況，甚至經紀人會主動幫助購房者挑房子的毛病。

03 預算買房各項費用
買房除要交一筆首付外還要交多種手續費服務費。在

買房前期就讓你的買方經紀人或者銀行貸款員估算各項費
用，包括成交手續費、地契保險費、律師費、房屋檢驗費
、公寓管理費、房屋保險費，地產稅等。這些費用在最後
房子成交前都有要交齊或付帳。隨後，購房者需要按照經
紀人的要求填寫相關表格。這時，經紀人往往要求購房者
將大致房款的5%存入第三方公證托管公司進行托管，以表
明購房者的誠意。如果買賣不成，一般情況下定金會全額
退還，除非合同中另有規定。

04 親自看房
最好自己看房。很多老房子需要維修，而有些維修是

表面上看不出來的，在圖片上是更看不出來，除非年代很
新的房子，比如在2005年以後的還要好一點。不要買了房
子，還有一大堆需要維修的，那就悲催了。美國屋頂更換
需要3萬美元左右，空調1萬美元。

05 討價還價要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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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律師表示，相對來說，美國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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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6 購買手續繁瑣需按部就班
相對在中國買房，在美國買房手續顯得繁瑣

，在美國買房一般要經過大大小小18道程序（包
含貸款部分）：1、與房產經紀人討論購房要求；
2、由銀行或貸款公司提供貸款資格審核證明；3

、申請正式貸款預先批准信；4、選擇想要買房的地區、房
屋種類；5、經紀人介紹看房、選房；6、填寫買房出價合
約書，付定金支票；7、定金支票存入第三方公證托管公司
(Open Escrow)；8、做房屋檢查；9、要求賣方維修；10、
審閱房屋各項結果報告；11、審閱屋主（產權）報告；12
、審閱白蟻檢查報告；13、購買房屋保險；14、鎖定貸款
，簽署貸款資料；15、交房檢查；16、銀行放款；17、過
戶（買家從賣家處得到所有產權轉讓文件，買家律師審核
），買家付清所有餘款，交收鑰匙；18、搬入新居。

07 房產稅徵收
在美國，對房地產占有、處置、收益各個環節徵收的

各類稅項統稱為房產稅。全美50個州都徵收房產稅，這一
稅種是美國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也是平衡地方財政
預算的主要手段。一旦你成為房主，你就需要每年向當地
政府繳納房地產稅。

例如，加州的房地產稅在1.5%，如果你的房產價值為
30萬美元，你就需每年繳納4500美元至地方政府。徵收房
產稅的目的是維持地方政府的各項支出、完善公共設施和
民眾的福利，因此美國房產稅的收稅主體是郡、市和學區
，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不拿房產稅稅款。

因此房屋用來自住當然沒問題，出租的話只要選擇的
地段好也是會有穩定的收益。但如果延續國內“屯”房子
的思路，等著房價上漲，“炒”出回報，就要好好考慮了
。當然這樣的可能性不是沒有，只是需要投資者有特別敏
銳的眼光。

08 目前購房升值
過去兩年的美國房產市場復蘇帶來了很多區域大幅的

房價上漲，那些被華人買家特別看好的地段更是漲的飛快
，從長期投資的角度來看，目前是進入美國住宅市場的難
得時機。其中，談到的主要因素是美國房價探底企穩，利
率保持在低位，具備財力的國內投資者可以把美國房地產
看作長期強勁獲利的工具。

對于加州而言，這個居住國內最多華人的地方的許多
住宅都具備長期投資的價值。這些華人聚集或者熟悉的城
市居住質量較好，配備有優質的學校、高檔的商業服務區
和完善的基礎設施。專家們認為，只要選擇得當，控制好
購買成本，在這些區域購買住宅具有長期升值的機會。

(文章來源：和訊房產)

美國購房需要注意的八大問題美國購房需要注意的八大問題
你踩雷了嗎你踩雷了嗎？？



AA44房地產現況4Status of Real Estate

R01_TSANG-PHILIP永茂地產1234567B_4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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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mond 豪華寬敞大洋房，5房6浴，三車庫，私人泳池，大庭園。僅售$998,000。

2.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4.5浴，6156尺 高級大洋房。 三車庫，私人泳池。僅售 $735,000。

3.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2.5浴，二車庫，2,812 sqft。僅售$388,000立即入住。

4. Meadows Place, 3房2.5浴, 兩層樓公寓，重新裝修，1794 sqft。僅售$162,000  立即入住。

5. 西北區，3房2浴平房，二車庫，1490 sqft。僅售$145,000，立即入住。

6. Katy North, 近 I-10, Hwy 6. 三房二浴平房, 一公畝大土地, 可養馬, 享受田園生活。   僅售 $329,000。

7. 商業: Katy全新辦公場地，4間獨立辦公室，餐廳，小廚房，廁所具全。立即入住.近10號和99號公路。

8.土地：Rosharon， 近288公路，社區住宅土地，2 Acres,僅售$63,0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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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大休士頓地區，多種房型出租屋，歡迎來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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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購買獨立屋時，都應要購買一份房屋保險，雖
然你用現金購房時，在法律上並沒有要求你一事實上要買
，但基于一旦你的房子發生事故時，例如發生火災或其它
不可預見的事故。

為了保證你的房產投資不受損失，在購買美國房產時
應當購買房屋保險，以便在事故發生時，可以得到賠償。
如果你是貸款買房，銀行要求你一定要購買房屋保險，否
則他不會貸款給你。

保險公司的賠償包括三部分：
1. 受災後賠償給業主或貸款銀行的部份，物業建築物

，包括房屋本身，圍墻,車房，車道，泳池等；
2. 私人財物：家俱、電器、書籍、收藏、文件等；
3. 修復期生活開支， 由于災難的發生，使房屋不能居

住或使用，以及在修復期間的額外生活花費。
在購買房屋保險時，你要告訴保險公司房子的用途，

是出租還是自住。如果是自住，保險公司會加上屋內私人
財產的保險。如果房屋用于出租，就不必對屋內財物進行
保險，也可節約保費。

除了以上三項，保險還包括意外責任險，保障你或你
的客人在房屋室內室外發生意外時，給予賠償。家中的寵
物不小心咬傷別人，保險公司也會給予賠償。

在加州這樣的是地震多發區，地震保險費用相對較高

，地震險的費用往往比火險的費用高出一倍，房屋保險由
于保險條款不同而不同,一般在500-900之間。

在加州買地震保險的房主比在外州多，但因為地震保
險和房屋保險加在一起，是筆不小的開支，所以並不是所
有人都會購買。出租美國房子，房客險應由“房客”購買
：

有許多打算出租房屋的屋主常常會有疑問，他所買的
房屋保險，如果房客住在裏面發生火災，是否可以得到賠
償?

答案是肯定的，可以得到賠償。那為什麼我們還要購
買房客保險呢?在此澄清一下，房客保險不是由屋主來購
買，而是由房客來購買的。

房客購買這個保險，主要目的是為了當他私人財物發
生意外時得到賠償，同時也附帶了意外責任險。

如果房客買了一萬五千塊的私人財物的責任險，以及
三十萬的房屋責任險，一旦發生火災時，首先由房客所買
的責任險部分來賠償，其不足金額才由房主所買的保險來
支付，這樣可以避免或減少房主今後房屋保險費的增加。

房客保險的保費並不太高，對一萬五千塊的私人財物
的基本保險及十萬塊意外責任險，每年保費只需一百五十
塊左右。

如果意外責任險增加到三十萬的話，每年保費也只有

一百七十塊左右。通常是願意購買房客保險的房客，都是
比較好的房客，屋主為了鼓勵房客購買房客保險，可以在
租金上運用技巧，例如原本要租一千八的房子，如果房客
不買房客保險，就將租金提高到一千八百五。

房客購買了房客保險，既能夠省錢，又能保障自己的
私人財物，自然會欣然接受購買房客保險。(文章來源：美
房吧)

買了房是否要購買保險買了房是否要購買保險？？

中國人可以在美國購置房產嗎?任何人都可以在美國購
置房產，也沒有簽證方面的特別規定。只有少數州，要求
只有美國公民或居民身份才能購買當地的居住和商業性房
地產。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歡迎外國投資者。在美國購
房程序要比其它國家相對簡單。

誰可以在美國買房子呢?
在美國擁有房產與是否是美國公民、永久居民無關。

外國購買者不需任何類型的社會擔保或其它許可證，只需

要提供身份證明。外國購買者享有與美國公民同
等的權利。美國是土地私有制國家，根本不存在
對業主的所有權限制，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很少。

我可以買哪一種類型的物業? 絕大部分的住
宅性物業，部分商業物業和鄉村區域以及某些特
殊的物業。

我可以買多少物業?
美國政府在數量上並沒有特殊的規定。不會

出現中國的限房政策。
我以什麼方式持有所購置的物業? 美國的房

產屬於永久產權，您不僅擁有房產，還擁有房產
下面的土地，是一種非常安全的持有方式。

怎樣才能把我的投資款匯到美國
?

世界各地都有銀行可以把錢匯到美國。如果
您有海外購房的意向，最好以匯款形式辦理。海

外付款方式有電匯和海外匯票等。可以向銀行的投資顧問
諮詢，他們會根據您的外匯需求提供服務。

我要購買美國物業，必須親自到美國嗎
?還是在中國辦理就可以?

我為您提供的服務模式就是幫助您在中國直接購買美
國房產物業，同時可以親自帶領您去實地看房，現場議價
、成交。

房屋出現質量問題怎麼辦?
新房出售前，開發商會提供年限不等的保修政策，確

保新房質量。二手房出售前，房地產經紀人會通知驗房師
在過戶前仔細驗房，並記錄和拍照。如有質量問題可無償
要求房東維修或進一步商討成交價格，甚至取消交易。

美國房地產市場有什麼特點?
社會穩定、政策完善、法制健全、市場成熟、升值穩

定、租賃市場活躍。從長線投資來看，在美國投資房地產
風險低、收益穩定、回報率高。

美國房地產市場需求量大嗎?
美國現在的高出生率、離婚率、移民率，使美國每年

產生上百萬新住戶。旅游市場旺盛，許多外國人在美國擁
有度假及投資房產。

各州政府對房地產影響怎麼樣?
通過規劃規定每一塊土地的用途，建築類型、高度、

密度等;對房地產從業人員，使用執照制度規範房地產交易
市場;政府依法徵稅，保護公眾利益。

美國房地產的法律環境怎麼樣?
聯邦對非本國公民投資、購買地產的限制很少。各州

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但很少對房產購買有限制，郡市
負責收取房地產稅。(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買房小知識美國買房小知識：：買房政策變化買房政策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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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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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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房子看似簡單，但任何真正買賣房屋的人都認為
，整個過程比預期複雜得多！如有專業房產經紀從旁建議
，將有幫助，值得聆聽。

買、賣房地產時，經紀人可能會給予很有參考價值的
建議。對賣方來說，值得參考的建議包括裝點房屋、清理
雜物、淡化待售屋的個人化色彩；對買方來說，值得從經
紀人那裏尋求建議和協助主要包括房貸相關事宜、列出願
望清單、讓經紀人指出遺漏的看房重點。

對賣方來說
首先，裝點待售屋

目前市面上的買家總想要看來乾淨的房屋，總期待尋
覓到夢想房屋，所以，賣方等于在出售一個夢想，還必須
力保房屋乾淨明亮。假如屋內家具很舊或看來很怪，換上
新品可能是不小的投資，卻可能賣得好價錢、又快速售出
，因此，只要經紀人要求在廚房放一碗檸檬或在客廳放鮮
花，最好照辦。

其次，清理房屋
這項工作包括清除多餘的家具、玩具和過時衣物，櫥

櫃空間非常寶貴，所以，售屋時，櫥櫃愈整潔愈好，櫥櫃
邊的地板也該整齊清潔，如果雜亂不堪，會讓人覺得櫥櫃
空間不足。此外，公開展示時，床要鋪好、水槽不留餐具

、不要看到衣物、並蓋上馬桶座。

第三，淡化房屋個性化色彩
個性化色彩可能讓買家無法專注看清空間

的原始樣貌，因此，家庭照片、彰顯個人的獎
項和文憑等，都該撤走；也要去除足以顯示屋
主偏好的裝飾，例如黃綠色門廳改塗為白色、
將臥室門框上的珠簾取下。

對買方來說
一、儘早決定房貸

開始看房前，應確定是否要舉借房貸、並獲銀行預先
批准，這些將有助于瞭解自己的負擔實力；許多經紀人樂
意協助買方與借貸機構聯繫。

二、列出願望清單
想想看，必須要有、想要有的東西各是什麼？是開放

式廚房？家庭辦公室？或者房外空間？列出清單可讓房產
經紀縮小房屋搜尋範圍。

三、請經紀人指出缺陷
和經紀人一起看房時，可表達喜歡或不喜歡哪些地方

，但也問問經紀人是否遺漏了什麼。好的經紀人應可在美
妙裝點的表相下發掘被隱藏的事實。

買房看格局比面積重要
很多人買房時會把面積大小視為首要考量；大家總認

定房子面積愈大愈好，但如果從格局來看，並非每平方呎
都能創造同樣的使用效率。房屋面積較大未必有更多收納
空間。您可知道，被浪費掉的空間花掉您多少錢？

只要在預算範圍內有大房屋可買，往往令人欣喜若狂

，但也可能因為房屋格局欠佳、空間浪費，最終踏入屋內
時感到失望；好比某個角落看出去的景色欠佳、或者座落
的位置不好，都造成空間浪費。

在分析房屋大小時，應深思以下重點：
第一點，空間的利用情況如何？
無論房間多大，如果形狀奇怪，擺放家具、住在裏面

都不愉快。走廊、壁櫥和浴室也算是屋內空間，雖然占面
積，人們卻通常不會待在這些地方。有效的格局應該是，
花最多時間使用的空間占多一點面積，也許是臥室、起居
室、書房或廚房。

買房時應查看平面圖，可看出整個格局。如果有占地
很大的廊道，可能讓平面圖不優雅。

其次，房屋格局如何？
房子再大，如果格局差，都很難令人舒適或感到寬

敞。
第三個重點，每平方呎單價是否誤導？
幾年前，在紐約某大樓有一個公寓面積特別大，折算

下來每平方呎單價最划算，但事實是，地下有個形狀奇怪
的 「房間」 ，沒窗戶，是大樓機械系統的額外出口，裏面
有根柱子，擺一張床都不可能，雖名為房間，卻只能存放
物品，但開發商視為完整臥室來膨脹公寓總面積，連帶使
每平方呎單價格外誘人，人們很快察覺空間根本無效，以
致公寓遲遲賣不出去。

近來建築師改變房屋格局，以便滿足不同世代購屋者
的需求，兼具廚房、起居室和餐廳的 「三重功能」 大房間
概念特別風行，因為少了隔墻，有效空間變大。

每個房屋的空間配置不同，有些買家願意犧牲功能或
動線而要空間，但多數人可能不願意為無效空間付費。

(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買賣房子美國買賣房子
聽房產經紀都有哪些建議聽房產經紀都有哪些建議！！

從頭興建自己想要的房子很誘人，可能也是聰明的財
務決策。

買房子是人生的一大成就，如果能從頭到尾自己作主
蓋房子，更能圓滿夢想。

從頭興建自己想要的房子很誘人，可能也是聰明的財
務決策。根據人口普查局七月份數據，全美新建房屋售價
中間值為31萬3000元，比成屋高出約3萬元，這31萬元便
可作為建築成本的衡量依據。

全國建築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 Build-
ers)最新調查顯示，最終房價的近56%來自建築費用；但由
于牽涉的因素太複雜，這項調查只反映粗略的概況。

估算建築成本有好幾種方法，其中之一是以平方呎面
積作為基礎，全國建築商協會副總裁埃姆拉斯(Paul Em-
rath)提醒，只要作為依據的每平方呎成本來自條件相似的
房屋，該數據就可采用。另一種方法是追蹤單項成本，諸

如窗戶、木材和電器；還有一種方法側重施工階段，假如
借建設貸款，借貸機構將釋放資金進行工程，這是絕大多
數建築商采用的方法。

建築成本主要包括建築與設計費、許可和調查、買土
地、打地基、結構體和外部施工、主要系統、屋內施工、
最後的門面裝點。

其中，施工前委托專人設計、以及申請許可等前置費
用就各要花費數千元，還要買土地，越接近市中心，同樣
錢買到的土地越小、施工更難，開挖地下室和設計土地區
塊以便適當排水及砍伐樹木，將使施工複雜、成本隨之增
加。

進入施工階段後的第一項成本是打地基，費用取決于
材料。混凝土比煤渣塊昂貴，而在建屋地外先建造、之後
再組裝的預製地基很方便，但較貴。全國建築商協會2017
年時將混凝土地基的成本訂在近2萬6000元、或相當于總

建築費的近11%
；之後是結構
體和外部施工
，材料將影響
成本，例如，
磚和石頭比搭
接壁板貴，全國建築商協會估計，新屋最貴的結構體成本
略高于4萬1000元，而外部施工成本約3萬3000元。

水管等主要系統安裝成本約1萬1000元，內部工程從
粉刷到購置家具又是一大筆費用，廚房和浴廁是兩大花費
項目，加起來上看7萬元。到最後，還要打理車道、庭院
等等，例如，甲板和露臺成本將近1萬7000元。

為妥善估算建造成屋的成本，應用心研究當地材料供
應商和建築商、並與他們合作。(文章來源：紐約地產達人)

蓋全新房子要花多少錢蓋全新房子要花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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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中：千萬別做這6個小動作！

（來源:搜狐教育）
美國大學面試是美國本科申請的

一個重要階段，在準備美國大學面試
前我們要瞭解一些在面試中萬萬不可
以做的動作，這些不起眼的小動作，有

可能會毀了我們的美
國本科留學面試，下
面為大家詳細介紹一
下，供大家參考。

準備美國本科留
學的同學，在為美國
本科申請面試時，可
以參考下面的美國大
學面試萬萬不可做的
六個動作。

1、切忌誇張的
肢體動作

美國大學面試時
適當的手勢能幫助你
更好地闡釋自己的觀
點，不過動作太過活
潑、誇張則會給人留
下不穩重的印象。因
此，面試時應以平穩、
平實的態度為原則。

2、切忌蹺二郎腿或兩手交
叉於胸前

不停地輪換交叉雙腿，是不耐煩
的表現，而一直蹺著二郎腿則會讓面

試官覺得你沒有禮貌。如果再
把兩手交叉放在胸前，那就表
達出了拒絕或否決的心情。因
此，參加面試時一定要注意坐
姿端正，雙腳平放，放鬆心情。

3、切忌邊說話邊拽衣
角

留學申請者在面談時，由
於緊張或不適應，無意間會拽
衣角或擺弄紐扣。這個小動作
很容易讓美國留學面試官看出
你的緊張焦慮，給人留下不成
熟、浮躁的印象。

4、切忌撥弄頭髮
頻繁用手拂拭額前的頭髮

，會透露出你的敏感和神經質，
還會令人產生不被尊重的感覺
。為避免這種習慣影響到面試
的結果，建議申請者最好將長
髮紮起來，或將頭髮梳理整齊，
這樣既顯得精神又能避免不經意間撥
弄頭髮。

5、切忌不停地看表
不論是在面談或與人交談時，不

停地看時間，會讓人產生壓迫感。因此
，申請者要把握好時間，千萬不要頻繁
看表。

6、切忌眼神飄忽

美國大學面試時兩眼到處亂瞄，
容易讓面試官官覺得這是一位沒有安
全感、對任何事都不抱有信任感的應
試者。最好的方法是面帶微笑，眼睛看
著談話者，同時頭微微傾斜。

八大熱門國家打工政策八大熱門國家打工政策
美國：打工要有“工卡”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來美留學的學生一般

持兩種簽證，即J1公派學生簽證和F1私人學生
簽證。根據美國移民局規定，持J1簽證的正式學
生每周可工作20小時，但工作性質必須跟其學
業有關；持F1簽證的學生每周也可以工作20小
時，但工作範圍必須在校園之內。

美國移民局關於每周 20 小時的規定只是
對正式學期而言，在夏天是可以工作40小時的
，而且不必限制在校園內。但在找工作之前，必
須去學校的國際學生辦公室辦理工作許可手續
。之後，再去移民局辦“工作許可證”，即“工卡”。

許多留學生都把夏天看成是“掙錢”的好機
會，而且一般首選中餐館。在美國小費一般是飯
菜費的15%至20%．

畢業滯留時間：美國的F1學生簽證允許外
國的學生在完成學業後取得一個一年校外的工
作許可OPT，理工科學生最多可延長至到29個
月。

法國：第一年不許打工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法國教育部規定，留學

生第一年學習期間禁止打工，以便學生們有足
夠的精力學習。所以，大家在出國前一定要準備
好起碼一年的生活費用。在法國，有了各種對學

生的優惠政策，可以把這個數字估算在7000至
9000歐元上下。第二年，也只有已開始專業學習
的同學才有資格領工卡。沒有這張工卡，妳就是

“黑工”。在法國，工作一天能拿到45歐元。
畢業滯留時間：所有赴法學習碩士或碩士

以上並持有長期學生簽證的外國學生，在留法
第一年自動獲得有效期為一年“臨時居留證”。

英國：每周20小時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可合法打工並與英國

國民一樣享受最低工資保障待遇，打工期間享
受除藥費外的醫療全額保險。每周20個小時，
未滿18歲者禁止打工。

畢業滯留時間：在英國取得學位的畢業生
在完成學業後，可以申請留在英國達兩年的時
間。這一政策為在英國學習並希望獲工作經驗。

加拿大：打工只能在校內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按規定，外國留學生是

不可在校外打工的，但在學校可以打工，只是不
能超過一定的小時數，不能影響學習。留學生在
校內打工的崗位主要有圖書館、學生食堂、留學
生服務中心，另外還可看管實驗室，為教授做一
些收集資料的工作等等。有的學生在城裏加拿
大人開的店裏偷偷打工，老板給現金，不扣稅。
加移民法還規定，任何雇主聘請沒有移民身份

的外國人工作，須上報移民局，並按規定申請工
作簽證，否則雇主要受到經濟處罰，甚至被吊銷
營業執照或判刑。

畢業滯留時間：在加拿大畢業前至少全職
就讀8個月，可取得從事任何工作的簽證，期限
最長可達到3年。

澳大利亞：每周不超過25小時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必須在18 周歲以上，

持有允許打工學生簽證。違者取消學籍。具體手
續是這樣：留學生可憑入境時持有的 571 類學
生簽證，在學校或移民部領取允許打工的學生
簽證申請表，然後到移民部申請更換允許打工
學生簽證。如得到批準，即可打工。但學校的規
定是：學生每周打工不得超過25小時，假期可
適當放寬。最低工資10澳幣/小時。

畢業滯留時間：485簽證是面向澳大利亞留
學的留學生的一個18個月的臨時簽證，允許那
些畢業不符合技術移民簽證的留學生停留。

新西蘭：配偶可打工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每周15小時的打工時

間延長至每周20小時，部分學生配偶可獲無限
制性工作許可，即簽證寫“妳可以為任何雇主做
任何工作”。

畢業滯留時間：新西蘭畢業的留學生可以

直接申請到12個月的開放式工作簽證，不受限
制地在新西蘭境內工作、學習或者旅遊等等。

意大利：符合條件可轉居留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外國留學生可以每周

打工20小時。按意大利勞工工資標準60元人民
幣每小時，留學生每月約可賺4-5千人民幣。

畢業滯留時間：意大利內政部發出了一份
通報，將擴大學習居留轉換成工作居留的範圍，
只要是符合條件者均可以轉換為居留。

日本：須大學同意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本來對留學生的打工

並沒有什麼規定，但隨著以學習的名義來日，實
際上是為了打工賺錢的人大量增加，日本政府
出臺了一個法規，規定需要打工的留學生，須首
先取得大學的同意，然後憑學校的證明、雇傭單
位的契約書，註明工作內容和時間等、外國人登
錄證，到相關部門申請一份“資格外活動許可”，
之後才可以開始打工，同時在時間上也做了詳
細規定。在日留學生中主要分兩種，即持“留學”
和“就學”簽證的外國學生。

畢業滯留時間：新規定將留日學生畢業後
在日本停留時間由原來的半年延長至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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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是美國職場上的廉價勞動力
一項研究發現，大量證據表明男性獲得的

工作報酬高於女性。即便男性與女性具有相同
職位和資歷，這一薪酬差距仍然存在。在 Pay-
Scale對一百萬名樣本進行調查後發現，總的說
來，每一名男性員工獲得一美元工資時，同等條
件的女性員工只能賺得0.74美元。

該份報告所發現的其他令人吃驚的結論還包
括：

1.沒有哪個行業的女性員工收入與男性持平
或高於男性；

2.沒有哪個州的女性收入高於男性；
3.職位越高，薪酬差距越大。

“這不是一項女性議題，這是一個家庭、社區，
和經濟議題。”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婦女和公共
政策項目執行董事Victoria Budson說，“女性收
入較低，意味著女性難以具備高購買力。”

相同職位，女性收入更低
一個關鍵議題是，女性職位一般薪水低於

典型的男性職位。
在美國，女性更容易成為社會工作者、秘書，

或護士，而男性更常成為經理，工程師，或IT工
作者。然而，即使男性與女性具有相同職業，卻
仍然存在薪酬差距，即便這一差距有所縮小。

PayScale發現，當男性與女性在職位、行業、經
驗、工作地點，甚至是否有孩子等條件都等同時
，若每名男性可以獲取 1 美元，女性只能賺取

0.97美元。
“緩慢的改觀還是讓人不安，即便各公司都

知道該現象中含有偏見。”婦女政策研究協會
的研究主任Ariane Hegewisch說。

薪酬差距在企業高管層更為嚴重
男女薪酬差距在剛入職的年輕畢業生中體

現較少，但隨著時間的推進，這一差距會逐漸
增大。尤其當女性進入高級管理階層後，這一
薪酬差距顯著增加。
“為什麼高管層的薪酬差距會變大？妳也許

覺得是因為達到該階層的女性通常都是出色
的談判家，而我認為，還有更多其他因素。”
PayScale高級編輯主任Lydia Frank說。

在美國500家登上標準普爾指數的上市公
司的首席執行官中，女性只占5%。甚至當妳
縱觀各公司位列前五的高管時，女性也只占
到16.5%。

專家認為，這一現象可以總結為兩大主要
問題，第一，女性晉升高階的機會少於男性；
第二，女性在升入高位後收入低於男性。
“如果女性希求加薪，她往往需要付出更高

昂的專業成本。”Frank說。

少數族群差距更甚
多數人意識的，同等條件下女性收入是男性

收入的75%-80%，然而，少數族群女性收入其實

更低。
“女性並非一個單一群體，美國是存在性別溝

壑的。”哈佛大學婦女和公共政策項目的執行董
事Budson表示。

同等條件下，每名白人男性獲得1美元時，每

名非洲裔女性只能賺得0.64美元，而西班牙裔
女性的境況則更糟，她們只能賺得0.54美元。
“我希望能夠推進的對話是：究竟什麽因素可

以影響實際的改觀？”PayScale 高級編輯主任
Lydia Frank說.

竟然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不工作竟然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不工作

隨著美國經濟逐步恢復，就業率逐漸上升，人們理所當然
地認為，在工作的美國人比率應該有所上升，但事實卻恰好相
反，從2014年以來，有35%的美國人不工作，而十年前的這個比
率為31.3%。

三分之一以上美國人不工作的數據來自於聯邦勞工統計

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新聞網(CBS News)報導，失業率的統計包括那
些沒工作但是在找工作的人，這和那些沒工作
卻也不找工作的人有很大的不同。

由於經濟蕭條已經遠去，不工作美國人數
量的增加確實讓人感到驚訝。聯邦勞工統計局
的數據顯示，2004年有7050萬16歲以上的美國
人不工作，到2014年，這個數據增長到了8740萬
人。

“嬰兒潮”(Baby Boomer)一代的人從2011年
開始退休，這也許可以解釋不工作美國人數量
的增長，但是不僅是“嬰兒潮”開始退休，很多年
紀輕的一代人也宣稱他們已經退休了。在2004
年，有4萬8000名年紀在20歲到24歲的年輕人
稱他們已經退休，到2014年增加到13萬2000人
。

當然這些宣稱退休的年輕人中，不排除那
些超級富豪的小孩和那些在各個領域一夜暴富
的年輕人。但是基於他們的年齡還小，在不久的
將來，他們應該還是會重新開始工作。

另一個不工作美國人數量增長的原因，是疾病和殘疾的增
加，2014年有1630萬美國人表示自己是因為健康問題不能工
作，十年前，有相同情況的美國人為1240萬人。因為健康問題不
能工作的最大群體是年齡在55歲到64歲之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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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勞工部評的美國勞工部評的1010個對健康個對健康
有害的工作你的專業中招了嗎有害的工作你的專業中招了嗎？？

【來源:商業內幕】
美國勞工部公佈了一系列數據，而它附屬的onetonline網站

根據這些數據總結出最有可能損害健康的職業。排名根據接觸
污染物、疾病和感染源、暴露在危險、輻射、輕微受傷、和坐著的
時間（研究表明長期不動會縮短壽命）等因素打分，得分越高，說
明這份工作對健康越有風險。

同學們快來看看這10個職業，如果打算讀或正在讀這些專
業的需要做好心理準備哦！
(十)手術和醫療助理、技術人員
總體健康得分：57.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2、接觸污染物
3、暴露於危險環境
(九)能源機械工程師和鍋爐操作員

總體健康得分：57.7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暴露於危險環境
3、發生輕微燒傷、割傷、或釘刺危險
(八)汙水處理廠和系統操作員
總體健康得分：58.2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暴露於危險環境
3、發生輕微燒傷、割傷、或釘刺危險
(七)組織病理分析員和技術員
總體健康得分：59
三大健康風險：
1、暴露於危險環境

2、接觸污染物
3、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六)海關檢查人員
總體健康得分：59.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發生疾病和感染源
3、暴露於輻射
(五)足療師
總體健康得分：60.2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2、暴露於輻射
3、接觸污染物
(四)獸醫和助理
總體健康得分：60.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2、發生輕微燒傷、割傷、或釘刺危險
3、接觸污染物
(三)麻醉師、麻醉護士和助理
總體健康得分：62.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2、接觸污染物
3、暴露於輻射
(二)空乘人員
總體健康得分：62.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3、發生輕微燒傷、割傷、或釘刺危險
(一)牙科醫生和助理
總體健康得分：65.4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接觸疾病和感染：75
3、坐著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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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就業分析報告顯示，約半數年薪在57，
000美元以上的工作需具有電腦編程知識或技
能。專家表示，如果對 SQL、Python 和 java script
等這些電腦語言一點概念都沒有的求職者，將
難以引起雇主的興趣。

CNN新聞網報導，你若從未聽過SQL、Py-

thon和 java script等電腦程式語言，現在的雇主
很可能看不上你。

就業市場分析公司Burning Glass和甲骨文
學院的最新報告顯示，約半數年薪57，000美元
以上的高薪工作需具有電腦編程知識或技能。
該報告是針對2600萬個招聘廣告所做的分析。

甲骨文學院愛莉森？米
勒表示，這反映即使非高科
技工作也需要編程能力。她
說：「電腦操作已成為每個
行業的工具。」目前包括分
析資料的商界人士、設計師
、創建網站的營銷人士及做
研究的科學家都需要一些
編程知識。

收入前 25%的個人被
定義為高收入族群。目前這
個群體的最低收入為 57，
000 美元。根據就業市場分
析公司 Burning Glass 及甲
骨文公司旗下慈善機構「甲
骨文學院」（Oracle Academy
）分析了2，600 萬個招聘廣
告顯示，約半數薪資在 57，
000元以上的工作要求有基
本的編程能力。

非高科技工作也需某
種編碼能力

甲骨文學院米勒（Ali-
son Derbenwick Miller）表
示，這一數字反映了即使非
高科技工作也需要某種的
編程能力。她說：「分析運算
已經成為每一個行業的工

具。」這意味著，各行業的員工都需要 編程知識。
的確，目前包括分析資料的商務人士、設計師、
創建網站的營銷人士及做研究的科學家都需要
一些編程知識。

非科技領域的雇主及員工也這麼認為。草
地維護公司 LawnStarter 分析師傑克連恩表示：

「具編程知識已經成為求職者不可
少的技能」，因為這些技能可以幫
助員工理解任務，並更有效地與其
它部門合作。

科普蘭在就讀倫斯勒理工學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時，主修電腦科學專業，但
後來從事行銷工作。她說：「雖然我是從電腦編
程轉進市場行銷，但有編碼的背景對我幫助很
多。首先，當我在進行創建網站的計劃時，我能
夠很容易地與編程人員溝通。最終，這使得我的
項目能夠更快更準確的完成。」

金屬回收公司 ElectroMetals 的行銷人員
Alex Barshai表示，他的公司不需要求職者具備
優秀的編程技巧，但那些擁有編程能力的員工
明顯有比較強的分析能力，因為在學習編程的
過程中，培養了分析能力。

小企業貸款公司LiftForward的首席科技長
Mike Grassotti 表示，編程能力受歡迎的另一個
原因是能協助員工「將瑣碎的任務自動化」和
「讓這些員工能找出其他人認為不可能的解決
方案。」

不需上大學讀電腦專業也能學會編碼
當然，仍然有許多的高薪工作不需要編程

能力。例如：工程承包商平均薪水65，239美元，
很多石油鑽井平臺工作人員年薪可達100，000
美元。這些工 作都不需要編程能力。此外，在未
來幾年內，對於專業編程人員的需求將下降，因
為企業將這些工作外包給海外的編程人員，他
們的薪水一般較低。

雖然如此，美國勞工依舊需要有編程技能
或知識，而且對擁有這種能力的員工的需求也
將持續增加。編程培訓公司Coding Dojo執行長
Richard Wang 表示，幾乎在未來的每一項工作
都需要編程的一些知識。「在數字經濟時代，知
道如何編程是能出人頭地的必備的技能，我相
信編程最終會成為雇主要求的 必備技能。」

對於那些沒有編程技能的人而言，不需要
上大學攻讀電腦專業也能學會編程，甚至有免
費學習的機會。根據網絡雜誌Wired評比，Co-
deAcademy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案之一，此外還有
Girl Develop It及Udacity等免費方案。

美半數高薪工作要懂程式語言

加班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在美帝也一樣
沒來美國之前，我一直認為美帝

人民熱愛生活不加班。所以對於在天
朝日日加班水深火熱的我來說，美國
的工作生活就像是童話一樣美好。後
來在美國待了一段時間，我才知道，童
話裡的故事都是騙人的。

如果項目很趕，訂單緊張，該加班
的時候還是得加班。工作日正常時間
下班後多待幾個小時，週末時間不休
息回去加個班，甚至為了多掙點加班
費而故意加班幾個鐘頭，這樣的情況
大有人在。

來自紐約審計署的一項研究，總
結出了美國平均每週工作時間最長的
十大城市，其中紐約高居榜首。正如人
們通常認為的那樣，紐約人來去匆匆，
城市繁忙。數據顯示，就日常通勤和坐
班時間而言，紐約人花費的時間最多：
第一名：紐約；每週工作時長：49.08小
時
第二名：舊金山；每週工作時長：48.58
小時
第三名：華盛頓；每週工作時長：48.39
小時
第四名：休斯頓；每週工作時長：48.18
小時
第五名：沃斯堡；每週工作時長：48.01
小時
並列第五名：芝加哥；每週工作時長：
48.01小時
第七名：波士頓；每週工作時長：47.36
小時
第八名：夏洛特；每週工作時長：47.35
小時
第九名：巴爾的摩；每週工作時長：
47.25小時
第十名：西雅圖；每週工作時長：47.23
小時

而這些城市之所以能登上美帝城

市加班時長排行榜，少不了這幾大行
業的“助攻”：
1.設計師：當你開始學設計時，你的目
標是：設計出一款與範思哲一樣美到
震懾人心的服裝或是打造巴黎盧浮宮
金字塔入口的貝聿銘:從此名震江湖

然而現實是，不僅要每天畫圖畫
到太陽再次冉冉升起，還要不厭其煩
地一次一又一次改圖來滿足客戶...
2.媒體工作者：加班簡直就是他們的
職業操守必備。拿節假日來說，普通人
只要興高采烈地等待假期的來臨好好
放鬆一下即可。

但媒體工作者此時正在絞盡腦汁
策劃著，寫著，錄著，那些讓普通人放
鬆的節假日節目，稿子，片子。
3.銷售人員：不得不承認，對於大部分
銷售人員來說，賺的錢與工作時長成
正比
4.金融精英：別看他們一個一個在職
場打扮的有模有樣，結交的都是上流
社會，但是你不會知道他們就是傳說
中起的比雞早，睡得比狗晚的那一群
人...
5.程序員:如果你在早上上班路上看到
一個眼眶發黑男子，千萬不要覺得他
是犯罪嫌疑人而報警，因為他有可能
只是因為老闆說了句“幫我改點東西”
，然後寫代碼寫到淩晨。

既然說到了程序猿，我們怎麼能
放過讓不少人津津樂道的美國科技行
業呢？當然，有些人善於調節自己的工
作時間和工作效率，從而合理分配時
間。但不可否認的是，絕大部分的 IT
人士還是由於經常加班，身上落下病
根的不在少數，更有因為工作太累而
猝死的，讓人心痛不已。

例如，亞馬遜。這家可以稱的上是
科技行業中特別不受員工喜愛的公司
之一。有媒體甚至以“血汗工廠”來形

容亞馬遜的
工作環境。超
過 100 名 亞
馬遜員工曾
受 訪 表 示，
Amazon 太沒
人情味了，在
Amazon 工作
會使工作和
生活失去平
衡。
其中吐槽最
多的，就是亞
馬遜的加班！
加班！加班！

曾經在一篇文章看過一個
例子，一名亞馬遜Kindle團隊的
老員工，為公司貢獻了多年，但
當她爸爸患上癌症需要她照顧
時，它不得不經常請假，而且晚
上和週末也不怎麼能加班了。於
是這位員工向公司申請去一個
壓力小一點的部門工作，被駁回
，老闆同時也對她表現出了明顯
的不悅。後來她不得不請了無薪
假回去照顧父親，但請假後亞馬
遜再也沒讓她回來“他們想你全
身心投入工作，恨不得你一周七
天都在工作！”
美國加班政策和補貼

如果讓歐洲人加班，那幾乎
是不可能的; 如果讓中國人加班
，有加班補助想想也就算了。如
果讓美國人加班，必須認真的給
他講清楚加班補貼和調休等相
關政策，他才有加班的可能。
美國目前的加班費標準規定，大
多數工薪勞動者的年收入如果
不到 47476 美元，每週工作時間
在超過40個小時後，雇主每小時
要支付1.5倍的工資。
不過，即使在政策明確規定的情
況下，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
，我們根據網絡上收集的資料，
總結了一些美國雇員認為老闆
讓其加班的不合理要求，以及解
決途徑。

問題 1:在一周工作 40 個小
時後，老闆希望我加班。但我不
想加班，老闆在我不情願的情況
下強制我加班違法嗎？

回答：從聯邦法律來看，老
闆是可以要求員工加班的，如果
員工拒絕，可以辭退。美國公平
勞動標準法中，沒有限定每週雇
主要求員工的工作時間上限。它只規
定了雇主需要付雇員加班工資。

問題2：我一周雖然沒達到40小時
工作時間，但是我有時候一天超過工
作時間 8 小時，我有權利拿加班工資
嗎？

回答：一般來說，如果一天工作超
過了 8 個小時，老闆不需要給雇員加
班工資。聯邦法律只規定了一周40小
時的工作時間，而不是每天工作時間。
不過，美國各個州的法律有所不同，比
如在加州，每天工作超過 8 小時也是
算加班費的。

問題3：我的老闆能讓我加班工作
而不付工資嗎？

回答：如果是因為本來可以在 40
小時的最低工作時間要求中完成的任
務，因為雇員的個人原因沒有完成，老
闆是有權利讓雇員稍稍加班完成任務
而不付工資的。如果不是因為未完成
的認為，從另一方面來說，多於的工作
負荷實際上是有助於員工升職的，當
然，員工也可以選擇不做。
加班的主觀原因

不容置否，有相當一部分的人加
班並不是被迫無奈，而是心甘情願，因
為他們承擔了不小的生活壓力。一般
人有兩到三個小孩，有的家庭還不是
雙職工，而是妻子在家做家庭主婦，試
想，一個人養三四個人，還要供房，養

車的，甚至養寵物，如果不是能力特別
強的人，不加點班，工資哪夠，不加點
班，哪能升職？
另外，加班與否，也整個社會經濟發展
也相關。在經濟還沒有完全復蘇，恢復
繁盛時代的時候，對於大多數人而言，
保住自己的飯碗比什麼都重要，這樣
想來，加班也就自然而然接受了。

還有一些人加班，不是公司要求，
不是生活所迫，而是對自身成就的滿
足感。一個癡迷於設計科技產品的人，
最大的喜悅莫過於親自研究，親自把
關生產，親自檢測，然後看著自己的成
果如何被世人所熱捧。這樣一來，即使
是加班，也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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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
为了上学，家人每天要骑着马或毛驴

往返近50公里接送

很多人都听过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但不知
道它来源于一首经典的塔吉克民歌。在帕米尔高原
上，居住着塔吉克族人民，因其生活在高海拔地区，
被称为“云彩人家”。

塔吉克人在云上。那里冰峰耸立、杏花盛开、空
气清新，仿佛世外桃源，却因山高路险，让人感叹行
路艰难。

“活则像雄鹰，否则毋宁死。”（塔吉克民间谚语）
高寒、缺氧、泥泞的山路并不能阻拦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这个生活在大山深处的民族崇拜雄鹰，他们
打响手鼓，吹起鹰笛，跳起鹰舞，鹰对他们来说象征
着坚强勇敢和对自由广阔天地的向往。

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父辈一直以来
的愿望。小时候，在县城上学的表姐来家里走亲戚，
说到上学的种种好处，让艾尔开牙充满渴望，“我也想
每天背着书包去学校。”

那时，有的村民认为女孩子长大了就要嫁人，上学没
啥用，父母却支持孩子上学的想法。父亲说：“家里再困
难，也要供你们上学。你们要好好读书，到外面去闯一
闯，不要像我们一样没有文化。”

艾尔开牙家住塔县瓦恰乡。家在山脚下，要读书
只有去邻村的小学，“路是平的，却有一条大河拦住去
路。妈妈、姥姥每天要骑着马或毛驴往返近50公里接送。”

过河时一匹马一次只能带一个孩子。春夏冰雪消
融或是雨后，河变宽了，原本安静的河水会突然汹涌
起来。艾尔开牙紧紧揪住马鬃，担心自己会掉进水
里。夏天，为了照顾3个孩子，父亲骑着马把羊群送到
山上的舅舅家寄养。没有马的时候，他们只能趟水过
河，那种寒冷刺痛肌肤。水再大的时候，他们只好待
在家里，跟着妈妈喂马、挤奶。

为了让家里更宽裕些，父亲买了全村第一辆面包
车跑客运。平时，他把汽车放在河对岸的邻居家。每
次去县城，他要独自趟水过河。

以前，家里看电视要架起天线，只能收到中央台和
新疆台两个频道。中央台的汉语虽然听不懂，但是那些
画面为艾尔开牙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觉得那些地
方特别好看，好多地方没去过。”

精准扶贫的春风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铁路通到了
喀什，家门口的路也在生长，先是河上有了桥，后来，公
路一直铺到家门口。家乡新建成的盘龙古道公路以600
多个弯道而闻名于世。

塔吉克谚语说，“孔雀虽然美丽无比，却不能像鹰
那样飞翔。”喜欢骑着马在草原上奔驰的艾尔开牙血液
里流淌着雄鹰搏击天空的文化基因。路好了，艾尔开
牙和妹妹、弟弟走出大山求学，仿佛雏鹰展翅，第一
次见识到外面广阔的世界。

对于这个从大山里刚刚走出来的塔吉
克姑娘来说，火车就是诗和远方

“上小学时，想去县城；在县城读初中时想去喀什
市；在喀什市上高中时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有一天，
艾尔开牙第一次见到了火车，汽笛长鸣、火车奔向远方的
情景让她兴奋得整夜都睡不着觉。

过去，颠簸的马背可以把她和妹妹、弟弟送到邻
村的小学；父亲停在河对岸的面包车只能把他们送到
县城念中学；在喀什见到火车以后，一个梦想在她的
心里萌芽，“要是能到铁路上班该多好。”对于这个从
大山里刚刚走出来的塔吉克姑娘来说，火车就是诗和
远方。

2019年大学毕业后，她一度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发愁。“铁路正在招收南疆大学生。”学校老师的电话
像一束光照进帐篷。她奔出门，潜藏的梦想如同春天
的草地，在细雨中疯长。

她第一时间报了名，找来资料开始复习。
车务、客运都是干啥的？该报什么岗位？这些她

并不清楚。找到铁路负责招聘的人一打听，原来客运
就是负责运旅客的。“爸爸每次用面包车把一车乡亲拉
到县城，一列火车好像一节节面包车拼起来，能把更
多的塔吉克牧民拉到更远的地方。”她满怀期待，报考
了客运岗位。

面试时有30多个人在前面排队，她没有抱太大的
希望，“肯定招不了这么多人。”

通过面试、上交体检表……怕父母担心，直至接
到通知她报到的电话，她才敢给家里说。

得到女儿考进铁路的喜讯，妈妈做了“卡提拉
玛”（塔吉克族的一种面饼）、抓饭，熬了羊肉汤，请
50 多个亲戚、朋友到家里吃饭。大家唱歌、跳鹰舞，
如同过肖公巴哈尔节（塔吉克族的春节）一样热闹。

“亲戚们都说我给表弟、表妹做了一个榜样，让他
们好好念书。”如今，村里的女孩子大多都上了学。大
家特别羡慕艾尔开牙能在铁路工作，有的人找到家里
打听：“能不能把我家的姑娘送到铁路工作。”

迷茫时，她念叨着妈妈经常用来鼓励
她的塔吉克谚语“摔跤见力气，刁羊见勇气”

小小的梦想联接大大的世界。“在村里时，600多
人个个认识，有不少还是亲戚。上车后，一趟车就是
几千人，没见过这么多陌生人。”第一次跟着师傅跑车
实习，艾尔开牙从库尔勒接车。列车从喀什始发到西
安有31个站点，每次到站前要打扫卫生，到了站要组
织旅客上下车。

“上车后管好车门最要紧。”艾尔开牙牢记着师傅
讲的话，但是自己开门时仍然不免手脚生疏，有的门
是塞拉门，需要用手拉一下，才能自动开门，遇到门
出现小故障或者力气不够，门就打不开。“有好几次，
我已经退乘了，躺在铺位还经常梦见门开了锁不上或
者要开门的时候打不开门，耽误旅客下车。”

看到这个塔吉克族姑娘紧张的模样，列车长、师
傅和车队的同事纷纷伸出援手。师傅张万荣请4个徒弟
到家里吃饭，把几十年跑车的经验倾囊相授：要处处
为旅客着想，对老人、小孩等特殊旅客要重点关注，
对旅客反复询问的问题要耐心解答……

列车在喀什、西安入库的时候，列车长曾伟国给
她开“小灶”。列车出库前要通电，他们提前和检车师
傅打好招呼，抢时间联系两三遍，“练习多了，心里就
不太紧张了。”

旅客再小的事也是大事。车上的甘肃籍旅客较
多，“旅客问到哪儿、买票等问题的都能听懂、解
答”，遇到有的旅客丢了车票等突发情况，难免情绪激
动，“他们一说就是一堆方言，我听起来有些困难。”
艾尔开牙不时向列车长求援。

“上车前培训了一个月，好像都懂了，上车后才觉
得自己啥也不会。”迷茫时，她念叨着妈妈经常用来鼓励
她的塔吉克谚语“摔跤见力气，刁羊见勇气”，过了一阵
子，感觉浑身又充满了电。

遇到不熟悉的词句，艾尔开牙就写下来，反复
念。如今，她听到旅客的方言也能流利对答。她还保
留着一个习惯，用手机阅读文章时，会选择在汉字上显
示拼音，以便能够准确拼读。

走在曾经陌生的车厢里，她如同骑在
马背上一样放松惬意

在精准扶贫政策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牧民走出了
山村。列车上，她经常碰到一些首次走出大山的牧
民。对他们来说，车厢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有
的旅客出门少，上车后紧紧捏着车票，担心坐过站；
有的旅客不知道在哪里打开水。那种惶恐、无助的表

情让艾尔开牙感同身受，她想起自己刚出门时的迷
茫，想起从来没有坐过火车的父母，他们能走到最远
的地方就是到喀什来和女儿相见。

艾尔开牙看到那些在车厢里打转的旅客，会主动
上前询问：“你好，需要帮助吗？”

有的旅客不会使用车上的设施，她就一遍遍讲解
示范，不厌其烦。有的旅客出行行李多，上下车时她
都会搭把手。

“小孩子喜欢爬上爬下，有的想在边凳上坐，容易
摔倒或挤伤。”她看到带着孩子多的旅客就得多提醒，
随时观察情况。

有一次，一位少数民族旅客因为语言不通，买错
了到站。她在验票时发现了，赶紧领着旅客到办公车厢
补了票。快到站时，她叫醒了旅客，帮着旅客牵着孩子
送到车厢门口。下车前，这位旅客掏出一捧杏干送给艾
尔开牙说：“谢谢你，好心的铁路姑娘。”

艾尔开牙会塔吉克、维吾尔、汉3种语言。遇到有
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旅客，她就当起了小翻译，“一些
偏远乡村的旅客补票时语言交流有困难，列车长经常
叫我去帮着解答。”

“大山里的人出门不容易，我尽量用自己的服务让
他们有了走出去的信心和勇气。”让艾尔开牙开心的
是，从大山里出来的乡亲们也逐渐喜欢上了坐火车出门。

跑车时，艾尔开牙经常能碰到从塔县旅游归来的
游客，他们称赞塔县风光好。有的人看到她的容貌就
会问，你是不是塔县的。“我老家就是塔县的。”艾尔
开牙当起了家乡的旅游形象大使，介绍塔县的风光、
民俗特色和美食。

如今，艾尔开牙的弟弟亚力坤·多力开坐着火车去
奎屯塔县奎屯疆内高中班读书。火车带旺了喀什旅游，
父亲和两家村民开起了喀拉旅游合作社，提供骑马、餐
饮等服务。

有的旅客说：“我到你家开的农家乐吃过饭，味道
很好。”

“我妈妈做的抓饭味道特别好。”艾尔开牙挺自豪。
帕米尔高原气候寒冷，一入冬，母亲的腿就经常疼。她
曾经带着妈妈去县里检查过，没什么大毛病，“今年我要
把妈妈带到库尔勒去看医生。”

小时候每次过河，妈妈会把她抱在怀里。到了岸
上，孩子们在马背上，妈妈则牵着马一路走到学校。
如今，轮到她牵着妈妈的手出门。

火车飞驰，穿越白天和夜晚，戈壁、天山在向后
退去，仿佛无穷无尽。走在曾经陌生的车厢里，她如
同骑在马背上一样放松、惬意。绿洲近了，前面是更
远的远方。

火车向前开，车轮铿锵，载着越来越多的高原雄
鹰飞越大山，奔向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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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爷，您的行李需要
重新摆一下。”在座位上垫好
抹布，艾尔开牙·多力开像整
理马鞍一样，三下两下就把装
满馕和干果的行李放好，双脚
落地，轻盈无声。火车18时
20分从新疆喀什开出，驶向
陕西西安。清扫卫生、整理行
李……对于从小就习惯了骑马
过河去上学的塔吉克族女孩来
说，这不算难事儿。

“能在铁路工作，我特别
开心。”说起自己的铁路情
结，她杏核般圆润的眼睛里闪
动着清澈的光。从颠簸的马背
到流动的车厢，能够成为中国
第一个塔吉克族列车员，她感
到很幸运。

近年来，新疆铁路发挥行
业优势，推进产业扶贫、运输
扶贫、建设扶贫和消费扶贫。
截至2019年11月，新疆铁路
运营里程达6568公里。2019
年，新疆铁路帮扶贫困人口就
业，招收南疆四地州生源
1037人到铁路工作。艾尔开
牙是其中之一。

今年今年，，受益于精准扶贫政策受益于精准扶贫政策，，艾尔开牙艾尔开牙··多力开多力开（（左一左一））等等10001000余名南疆大学生进入铁路工作余名南疆大学生进入铁路工作。。图为图为
她与同一批进入铁路工作的大学生合影她与同一批进入铁路工作的大学生合影。。 关拥军关拥军摄摄

列车上小朋友比较多列车上小朋友比较多，，艾尔开牙艾尔开牙··多力开多力开（（左一左一））经常与他们互动经常与他们互动，，向家长介绍安全乘车知识向家长介绍安全乘车知识。。 关拥军关拥军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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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夏威夷懷皮奧山谷
（Waipi’o Valley) 是位於夏威夷大島哈馬庫阿(Hamakua)
區的一個山谷，在島的東北端靠海。 “Waipiʻo”在夏威
夷語中的意思是“彎曲的水”。

懷皮奧山谷絕對可以稱得上是夏威夷大島上的驚鴻一
瞥，這是一片好似世外桃源般的風水寶地，三面環山，一
面環海，海岸佈滿黑色沙灘。

海平面的谷底比周圍的地形低2,000英尺（610 m）
。陡峭的道路從位於山谷南壁頂部的觀望點向下進入山谷
。這條陡峭的道路全長在0.6英里（0.9公里），且路段的
坡度很高。這是一條已鋪砌的公共道路，但僅對四輪驅動
車輛開放。這是美國全長最陡的道路。

我們驅車只能到達山頂上懷皮奧山谷的觀望
點，想要深入谷底，我們選擇沿這條陡峭的
山路徒步走到谷底，但道路長年失修極其不
好走，尤其在雨天，會向下滑行，極不安全
。走到谷底，見到各具特色、各種各樣的樹
木或倒下或林立，奇形怪狀。由於海嘯的攻
擊，折斷了不少的樹木。
站在路旁，看到陡峭山坡的森林中有掉下的

車輛，車輛完全變型，這是一起嚴重的車禍
，估計乘客難於生還。在山坡上和曲徑小道
上可以看到自由悠閒的野馬，沒有恐懼，沒
有威脅，活的清靜平淡，不會傷害遊人。
山谷中的海岸線是黑沙灘，深受衝浪者歡迎

。山谷中有一些芋頭農場。幾條大瀑布落入
山谷，為河流供水，河流從山谷後部最大的
瀑布腳流到海洋。
一條名為Waimanu的小河，將瀑布的水引

入大海，儘管有海浪沖擊，走在河海交界處
，仍然感覺到河流的衝擊，河水洶湧澎湃的

注入大海，沒有激流勇退的感覺。
文字記載，在這個山谷裡擁有歷史上法院的第一任院

長叫做Kahaimoelea。
懷皮奧山谷是許多夏威夷早期Ali'i（首領/國王）的首

都和永久居所，一直延伸到夏威夷阿米國王（King Umi)
時期。這是一個因其特殊的聖樹（Eugenia reinwardtiana
）而聞名的地方，該聖樹被稱為“新生命”。它是夏威夷
古“王”的古老草宮所在地，上面有新石架。

Kahekili II（毛伊島國王）在18世紀突襲了Waipiʻo，
並將四棵聖樹焚毀在地。

懷皮奧山谷是1995年科幻電影《水上世界》的最後
一幕，主要人物在這裡發現了旱地。

探訪夏威夷懷皮奧山谷
曾經的夏威夷國王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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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聯邦法院已決定暫停實施公共負擔新法，但該法造成的寒蟬效應
仍揮之不去。研究數據顯示，因害怕新法可能帶來的後果，決定或計畫放棄他們
符合資格使用的公共服務的移民人數，已經遠超過新法實施後真正會被影響的移
民人數。

城市研究院（Urban Institute）5月公佈的一項研究發現，14%移民家庭的成
年人承認，為了不想承擔新法可能為他們帶來的風險，他們本身或家中其他成年
成員已經放棄使用或申請福利，甚至也讓子女放棄使用或申請福利。研究發現，
放棄這項權利的低收入家庭比例已超過 20%，他們放棄的福利包括糧食券
（SNAP）、兒童健康保險（CHIP）、住房津貼（Section 8）和其他種類的住房
協助。

因為對公共負擔新法感到害怕，這2270萬移民的家庭可能將淪為新法寒蟬效
應下的受害者。新法提案原本應該從今年10月15日起生效，但遭到四個聯邦法院
發出禁制令暫停實施。

然而，早在當局2018年10月宣布修改法律之前，數百萬民眾就已經因為害
怕被抓，開始避免使用政府提供的福利計畫。

移民政策研究院（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的凱普斯（Randy Capps）表
示，符合新法涵蓋的安全網計畫的非公民人數極少，因此，會受新法影響的實際
人數估計只有數萬人，而非官員和新聞媒體所說的數百萬人。

密西根州政府研究發現，該州使用州政府衛生廳提供的公共服務的合法非公
民移民有8萬6298人，其中只有611人有可能因為繼續使用公共福利無法獲得居
留權，比例低於1% 。對於已經居住在美國的移民來說，最應當心公共負擔新法
的不是已經在使用福利的人，而是那些計畫進出美國邊境的人。

曾任歐巴馬政府官員的Boundless.com 共同創辦人蘭德（Doug Rand）說：
「我要提醒移民的只有一件事，如果你是綠卡持有人，請不要離開美國超過180
天。」

就算公共負擔新法像提案所言會變得更嚴格，也不適用於許多已經居住在美國的民眾身上，
包括尋求庇護者或難民、美國公民或正在申請成為公民的人、夢想生（DACA）或綠卡持有人，家
中有人正在使用或曾經使用過福利也不會受到影響。

全國移民法律中心（National Immigration Law Center）的費德曼（Sara Feldman）說： 「公
共負擔提案中實際包含的福利計畫比乍看之下有限，大部分的限制會在糧食券
、住房津貼和現金津貼的使用上，雖然醫療補助（Medicaid）也包含在內，但有許多例外，因此
只有極少數人會被影響。 」

費德曼還補充： 「而且，公共福利只是移民官員在審核綠卡時考慮的多項因素之一，其他因
素還包括收入、健康狀況、英語能力等。」

公共負擔新法最可能影響到的是那些正在申請來美國的人。國務院自2016年起愈來愈積極強

調公共負擔問題，以公共負擔為由在全球各地美國領事館被拒絕的簽證數量，從2016年的1000
件增加到2018年的1萬2000件。

不過，移民政策研究院的巴塔洛瓦（Jeanne Batalova）在由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移民法律資源中心（Immigrant Legal Resource Center）和全國移民法律中
心共同贊助的電話會議中指出，這些被拒絕的簽證有半數都已經被重新批准，相信會有更多被拒
絕的簽證日後也會獲得批准。

蘭德說： 「諷刺的是，無需放棄福利的民眾還在不斷退出各項公共福利計畫。」
移民政策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格林柏格（Mark Greenberg）接受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電話訪

問時說： 「我們不清楚政府想解決的什麼問題，因為國會在20年前就己經同意以公共負擔作為基
礎限制移民數量。」

格林柏格表示，會因為使用福利被拒絕身份調整的民眾佔極少數，他們都是原來就不符合資
格使用福利的人，數量遠遠少於感到被新法威脅的人。

人口普查人口普查1212月故事月故事
【本報訊】人口普查工作：您知道美國人口普查局為了明年進行的2020年人口普查加大招聘力度

，可以提供超過500,000個臨時和兼職工作嗎？這個故事談論了人口普查局希望填補的職位。在此處可
以找到更多信息，並且隨附的圖片供您使用或運行。

人口普查和交通：在假日自駕旅行嗎？新建和改善的道路是準確的人口普查計數的影響之一。這個
故事描述了人口普查數據如何影響美國410萬英里的公共道路。

兒童5歲以下的兒童是美國最被少算上的人口之一，人口普查數據與很多兒童的項目相關，例如
HeadStart，特殊教育和Medicaid。這個故事講述了兒童和2020年人口普查，我們在此電子郵件中附上
了您所用語言的一份情況介紹。

與2020年人口普查合作：美國人口普查局需要您的幫助！請考慮成為2020年人口普查的正式合作
夥伴，幫助提高認知，其實您已通過報導人口普查在做了。請查看此鏈接以獲取更多信息，或訪問
2020census.gov/partners。
語 言幫助指南：人口普查局發布了59種語言的語言幫助指南。這些指南將幫助非英語使用者逐題填
寫人口普查問卷。請在此處查看所有語言幫助指南，或查看附件中以您的語言編寫的指南。

保存日期：密切關注您的收件箱！您將收到有關1月中旬即將舉行的2020年人口普查大型活動的
保存日期通知。您的團隊將被邀請親自或通過網絡參加此活動。更多信息即將到來。

被法院暫停實施的公共負擔新法被法院暫停實施的公共負擔新法 對移民產生巨大的寒蟬效應對移民產生巨大的寒蟬效應
By Mark Hedin, Ethnic Media ServicesBy Mark Hedin, Ethnic Media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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