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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棟房屋保值最受青睞
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60809_4分之1版簡

購置美國房地產投資的國人越
來越多，那麼國人在美國都買啥樣的
房子？美國房市未來走勢又如何呢？

近日，美國亞洲協會（AsiaSoci-

ety）和羅森諮詢集團（Rosen Con-
sulting Group）聯合發布了《破土而
出——中國對美國房地產投資》
（Breaking Ground: ChineseInvest-

ment in U.S. Real Estate），報告
提供了中國對美房地產市場的
投資現狀和未來走勢的綜合分
析。

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大、最具
流動性、最穩定的房地產市場，
因此受到了中國開發商、機構投
資者和個人投資者的青睞。2010
年以前的中國對美房地產直接
投資低到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在
過去的五年間則經歷了驚人的
增長。

中國投資者在美國購買住
房的漲勢亦十分迅速，最顯著的
趨勢莫過于日益增加的個人和
家庭購房。2015年，中國超越加
拿大成為美國住宅地產的頭號
購買國。自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中國在美國購入至少
286億美元的住宅地產，同比增

長30%。
未來，來自中國的投資將逐步進

入美國二線市場。儘管美國的主流城

市如紐約、洛杉磯和舊金山等依然吸
引著大批的機構及個人投資者，但隨
著美國二線城市日益活躍 的經濟活
動，中國的投資額也將逐漸流入這些
投資回報空間更大的市場。同時，一
線城市中的偏遠地區也成為中國投
資者的新目標。

在中國購房者當中，比較容易保
值的獨棟房屋仍然最受青睞。然而從
長期來看，獨棟房屋在總數中所占比
重在下降——從 2008 年的 74.4%降
到2015年的62%。公寓房投資的比例
長期穩定在 11%
到 17%之間。

隨著愈來愈
多的中國銀行進
駐美國市場，以
及美國本地的貸
款機構和一些國
際銀行陸續提供
更多的適用于中
國投資者的貸款
服務，中國個人

投資者不再局限于現金支付，而可以
申請貸款購房。亞洲協會的報告預計
此趨勢將吸引更多中國中產、中上產
家庭來美購買住宅。

雖然現在針對中國公民的資本
控制正在加強，但長遠來看，2016至
2020年間中國人在美購買住宅地產
總額將達到 1,600 億美元。如果雙邊
資本流動更加開放並制度化，且美國
經濟持續走強，到 2025年，中國購房
者在美年購買住宅量有望飆升至500
億美元。(取材網路)

美國房地產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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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TORS®信心指數－當前市場

REALTORS®信心指數－半年展望

REALTORS®信心指數－半年展望－獨棟住宅
（顏色越深越強勁）

REALTORS®信心指數－半年展望－聯排住宅
（顏色越深越強勁）

REALTORS®信心指數－半年展望－公寓（顏
色越深越強勁）

REALTORS®買家和賣家流量指數

＊（50＝適中），明顯賣家偏弱，買家強勁
REALTORS®買家指數（顏色越深越強勁）

REALTORS®賣家指數（顏色越淺越弱）

未來 12個月，預期價格的走勢（顏色越深預期
漲幅越高）

＊受訪者，預期房價在將來一年內將增長3.6%
。
房屋在售期的天數（中位數）

＊所有類型房屋在售期的中位數為32天。
房屋在售期的分布圖

房屋在售期（顏色越深出手越快）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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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每個月會
通過對超過 5萬名房地產相關人員的市場調
查問卷，統計他們對于住宅銷售、價格和市場
狀況的預期，來製作REALTORS®信心指數
。

概 覽
➤雖然不同區域市場各有不同，但是 REAL-

TORS®信心指數和買家記錄顯示，2016年 5
月，市場情況主要表現為“強勁”而不是“走弱

”。
➤所有物業類型，REALTORS®都報告為表現強

勁，但是非常嚴重的低庫存繼續推動房價上
漲，使得住宅價格難以承受，特別是對初次購
房者。

➤第一次購房者占到了所有銷售的30%。
➤非常低的供應量、價格更加難以承受、估價因

素以及貸款處理的拖延，是影響銷售的主要
因素。同時，絕大多數的受訪者，都對將來 6
個月所有物業類型表示樂觀。

美國房產表現“強勁”
來自美國房產經紀人指數報告 (上)

REALTORS®信心指數概覽

市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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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書生到斧頭幫幫主
黃金榮杜月笙都對他忌憚三分

王亚樵是安徽合肥人，又名

王鼎。时人和后来者都把他当作

一个杀手，今人甚至直接把他跟

恐怖分子挂钩。但事实上，他一

直是平民、工农大众的代表、保

护者。

王亚樵自幼聪颖，曾参加前

清末科考试，名列前十名。他家

世贫寒，祖、父都为佃户。后来

因欠租被地主摘佃逐出，全家移

民镇上开小店糊口度日。

辛亥革命爆发时，王亚樵才

20岁出头，他跟朋友们一道响应

孙中山的革命，在合肥组织军政

府，宣布独立。但革命果实由几

方几派力量争夺，王的朋友多在

斗争中被杀，王被迫亡命南京。

在南京，王亚樵加入中国社

会党，随后回到安徽跟同志一起

发展社会党。北洋系的安徽都督

倪嗣冲不能容忍异己坐大，称社

会党为“乱党”，下令通缉。王

亚樵出亡上海。

在上海寻找出路时，王亚樵

开始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

义学说，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一

切强权。

1919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左

右北京军政大权，打压孙中山为

代表的革命者，王就以国民党员

身份上书孙中山，建议轰炸北京

政府，杀死段祺瑞，以救危亡。

孙中山批驳王亚樵说：“解决革

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

织，不在于杀死一个人。”王亚

樵虽然一时听从革命首脑，但他

已经完全为暗杀的目的和手段吸

引了。

他跟一些安徽同乡组织起

“安徽旅沪同乡会”，打造了百

把利斧作为防身武器，自成一派，

常以斧头、手枪、炸弹等武器，

专门对付其他帮会和欺压工人的

富商，人称“斧头党”、“暗杀

团”，名震上海。

连黄金荣、杜月笙这些帮派

大亨也对他有所忌惮，王亚樵因

此被人称为民国十大帮主之一。

1923年，国民党决定联络张

作霖、段祺瑞，讨伐曹锟、吴佩

孚，特派王亚樵负责联络。王亚

樵到浙江见皖系卢永祥，接洽出

兵。

卢永祥提出条件：必须先杀

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王亚樵

由浙回沪，即召集同志密谋行

动。1923 年 11 月 12 日下午，徐

国梁到温泉浴室洗澡，洗罢出门

登车之际，郑益庵、朱善元抽出

手枪向徐国梁要害袭击。次日，

徐不治身亡。

这一暗杀得手开启了王亚樵

的杀手生涯。他找到了自己得心

应手的革命手段。这种革命手段

大概也跟王亚樵极强的个性有

关。1925年，王亚樵回到上海，

加入了国民党。

一次，部分党员在霞飞路召

开会议，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

杨虎意见不一发生冲突，因王个

子矮小，竟爬上凳子抽了杨虎两

个嘴巴子。这个握兵数万的司令

深知王亚樵难对付，不敢还手，

还给王亚樵陪笑脸，悻悻窘极。

王亚樵是为革命理想而反蒋

的激进人物之一，不论何派何

系，只要反蒋他就合作。1931年

6月 14日上午，蒋介石在庐山遭

刺客狙击，刺客朝蒋连开三枪不

中后被卫队击毙，蒋介石下令不

要声张，就地掩埋杀手。

1931 年 7 月 23 日 ，宋子文

和日本外相重光葵同车抵达上海

火车站，宋的秘书因穿着跟宋一

样而被王亚樵的人误杀。

松沪停战后，日本外相重光

葵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

（日皇生日）在虹口公园开“中

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

大会当天，定时炸弹爆炸，

炸毙侵华司令官白川大将、日租

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炸伤重光

葵。据说，戴笠查明是王亚樵所

为，问蒋如何处置，蒋介石令送

4万元给王亚樵。

1935 年 11 月 12 日，青年孙

凤鸣在南京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

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开

幕式上朝汪精卫连击三枪，枪枪

命中，其中一发子弹最后导致汪

精卫于 1944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医

院手术台上毒发身亡。

这也是王亚樵的杰作。但他

的首要对象是蒋介石，却再次丧

失机会。孙凤鸣行刺之后，蒋的

杀机已经一日也不可止，他限期

缉拿王亚樵，无论生死。

于是戴笠奉命用计来暗杀他

未发迹时的恩人、拜把兄弟王亚

樵。1936年 9月 20日，民国暗杀

第一人王亚樵，被戴笠暗杀。

暗杀大王王亚樵遇刺真相：

脸皮被剥去

奇男王亚樵

王亚樵，字玉清，号九光，

又名王鼎，一八八九年正月出生

于安徽合肥北乡(今合肥市瑶海区

石磨乡)。其父王荫堂是一位乡村

医生，粗通文墨，耕读传家。王亚

樵自幼入私塾求学，聪颖过人，

十七岁时，应童子试，名列前

茅。

嗣后，王亚樵激于民族大

义，加入同盟会，奔走反清救

国。武昌首义胜利，王亚樵召集

志同道合者，成立庐州军政公

府，任副都督。事败后，于一九

一三年亡命上海，白天做苦工，

夜晚露宿街头，为人机敏刚强，

嫉恶如仇。一九一五年，王亚樵

晋见孙中山，投身护国讨袁之

役，旋上书孙先生，建议以暗杀

手段铲除军阀，再造共和。先生

未许。王亚樵日后之行藏举止，

由此初见端倪。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王亚

樵仍坚持一己之见，活跃在上海、

南京、安徽、广东、广西、香港

等地，成为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

动的传奇式人物。在国民党政界

要人眼中，他是“暗杀党”、“帮

匪”；江湖人士羡其效法孟尝门

客弹铗而归，麾下举火待食者众

多，侠肝义胆，誉之为“上海滩

上小孟尝”；上海租界当局警务

部门的档案中将他称之为“一个

臭名远扬的刺客，若干政治谋杀

案的主谋人”；沈醉在《我所知

道的戴笠》中说：王亚樵是“戴

笠早年最头痛的劲敌”，“对四大

家族的安全很具威胁，戴曾千方

百计想除此心腹大患：”

王亚樵致力于暗杀，无论是

手段还是目的，都与中国共产党

并无共同语言。但是，他对中国

共产党是同情的。据王亚樵当年

的学生、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人

物华克之回忆：一九三一年底，

中共地下党主办的《红旗日报》

被查封，华克之因而向王提议：

“九哥，你买个印刷厂送给共产

党吧，你就给革命立了盖世之

功。”王二话不说，不出三天，

筹款万元交华转递，使《红旗日

报》得以继续出版。一年后，印

刷厂又遭查封，王亚樵再次解

囊，赎出被关押的工人并安置好

他们的出路。此外，王亚樵还曾

为去延安的同志提供路费，出资

援请律师帮助被捕的共产党员辩

护等等。

初试杀人刀

王亚樵首次暗杀行动的对象

是淞沪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

一九二三年十月，北洋直系

军阀头子曹锟贿选当了总统，徐

国梁效命于曹锟手下大将、苏皖

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齐燮元。徐

国梁手下有七千余警察，镇压爱

国人士不遗余力，是个心狠手辣

的家伙。王亚樵决定拿他开刀。

同年十一月十日，王亚樵选派部

下李达生，化名李一鸣，伺机将

徐国梁刺死。此后，王便离开上

海，接受反对直系的浙江皖系军

阀卢永祥的委任，前往湖州担任

浙江纵队司令。戴笠当时在他手

下任中队长，奉王亚樵为师，按

江湖习惯尊其为“九哥”，执礼

甚恭。一九二四年十月，卢永祥

被齐燮元打败，王亚樵、戴笠同

去广东，适黄埔军校招收六期

生，王亚樵便把戴笠引入黄埔军

校学习。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

蒋介石大肆追剿持不同政见者，

王亚樵突围到南京，痛斥同室操

戈，从此致力于反蒋。

大亨何足道

旧上海尽管帮会林立，但莫

不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

大亨之鼻息，唯独王亚樵使大亨

们伤透了脑筋。蒋介石在上海的

支柱之一、杜月笙曾告诫他的党

羽，碰到王亚樵那伙人，让他三

分为上策。杜大亨何以如此委曲

求全？盖因他在同王亚樵的较量

中有过教训。

一九一三年，王亚樵亡命上

海后，很快便在安徽籍上海工人

中树立起威信，成为安徽帮首

领。他利用帮会收徒弟的方式，

扩大势力，拥众数万。帮内的一

些亡命徒，还组织了“斧头党”，

其他帮会势力莫不忌惮一二。

一九二九年，国民党政府接

收了原由李鸿章开设的上海轮船

招商局，委派赵铁桥为招商局总

办。赵接手后，马上对招商局进

行彻底的人事改组。李鸿章的长

孙李国杰(字伟侯)，名义上仍是

董事长，但已大权旁落，徒有其名

了。招商局自开设以来的几十年

一直为李家独占，岂肯轻易交出

权柄。李国杰托人找到王亚樵，

请他设法干掉官方委派的赵铁

桥。允诺一旦李家收回权柄，即

把招商局最大的轮船“江安”号

的用人权和营业收入归王所有。

王表示同意，遂于一九三 0年七

月二十四日上午，指派徒弟王干

庭、牛安如、夏绍恩等人，在十

六铺招商局大门口，将赵击毙。

赵铁桥死后，李国杰经多方

努力，终于在一九三二年夺回招

商局大权。于是兑现前诺，把

“江安”轮交与王亚樵。“江安”

号当时的经理叫张延龄，是张啸

林的本家侄子，也是杜月笙的门

徒。张延龄自恃后台强硬，拒不

卸命。双方僵持。王亚樵于是派

人乘夜将张啸林住宅的后院墙炸

了个大窟窿，以示警告。王亚樵

认为，杜、张虽势力雄厚，但妻

妾成群、资财连城，断无同人抵

死相拼的勇气。事情进展果如王

亚樵所料。可是，张延龄仍不肯

就范。王亚樵再派往众数百人，

手执小斧头，上船逼张延龄交

卸。张逃进杜家求助，杜怕招惹

王亚樵，着其立即交船，张延龄

不得已只好从命。

王亚樵收回“江安”轮后，

进一步向杜月笙提出平分上海

江、海轮买办职位的要求。杜月

笙虽肉痛至极，心犹不甘，但最

后还是让出了部分买办职位，

一九三二年，王亚樵因组织“铁

血除奸团”谋刺宋子文案发，暂

避香港。此时杜月笙的一个在上

海浦东私设吗啡制造工厂的门

徒，因同职工有矛盾而将该职工

毒死。职工家属得知后，向司法

部门提出控告，结果也遭暗算。

王亚樵闻讯后，寄函杜月笙询

问。杜未作复。王再函，杀杜之

意流溢字里行间：“你放任门人

草菅人命，毫无人道，吾当小试

牛刀，以为惩戒。”杜接函后马

上慌了手脚，多方托人斡旋、疏

通。王亚樵因避居香港，行动不

便，又碍于说情者的面子，这才

停止追究。

据上海市档案馆现存档案记

载，这年11月，上海英租界警务

处以王亚樵涉嫌上海市北地区多

起暴力事件而将其等23人逮捕，

宋子文闻讯后，托海关主管专程

给警务处送去 2000大洋，作为对

两名有关警探的奖励。时任上海

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的吴铁城

也专门去信警务处，以示感谢：

因证据不足，奉行英国法律的租

界当局最终还是对王亚樵网开了

一面。

谋刺三魁首

行刺宋子文、蒋介石和汪精卫

是王亚樵毕生暗杀事业的高潮。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王亚樵主谋了在上海北火车站刺

宋一案，但因事先侦察不够缜

密，竟误将同样戴着巴拿马帽的

宋子文的秘书唐腴庐认作目标，

乱枪打死。宋案后，王亚樵深知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除蒋

之心更切。蒋介石上庐山，他们

也上庐山。因为戒备森严，身上

不能带武器，他们就把手枪拆

开，塞进金华火腿，外以盐泥封

口，由王妻王亚瑛带上山。后因

不能近身，庐山刺蒋未果。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日寇在上海挑起战端，十九路军

英勇抗敌。王亚樵宣布成立抗日

义勇军，集合三千人马，开赴太

仓战场。后又改为救国决死军，

选拔敢死队袭击日军司令部，派

水手携水雷炸伤“出云”号军舰。

跟随王亚樵多年的司机王阿毛，

所驾车辆被日军强行征用，愤恨

之中驾车冲下黄浦江，和强行登

车的几十名日军同归于尽。淞沪

停战后，日寇在虹口公园举行祝

捷庆典。王亚樵义愤填膺，密派

部众配合朝鲜义士，潜入园内，

引爆炸弹。敌酋白川大将当场毙

命，要员十余人或死或伤。

一九三三年冬，王亚樵赴福

州参加蔡廷锴、李济深等组织的

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五年秋，

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召开期

间，华克之等爱国青年在王亚樵

的支持下，决心刺杀奉行亲日投

降政策的蒋介石、汪精卫。十一

月一日，华克之等如期发难，蒋

介石因未到场，免于一死；汪精

卫遭到狙击，连中三枪，身负重

伤，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一

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终因旧伤

复发而不治身亡。

王亚樵的活动，是对国民党专

制统治的严重干扰。上海公共租界

警务处一九三六年的一份报告

说：“王亚樵的一些活动，特别是

在近几年，一直是对(国民党)中央

政府的威胁，中央政府曾以十万元

悬赏缉拿。”蒋介石惊魂不定，必

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命令戴笠

“限期擒王亚樵归案。”

命赴黄泉路

戴笠清楚，他若交不出王亚

樵的脑袋，将无法向蒋介石交

待，于是派出大批干员，悬赏十

万大洋，海内外到处缉拿王亚樵。

王亚樵的一些旧友部属连遭

逮捕，形势险恶。王亚樵不得不

由上海取道香港，然后改乘小火

轮，转至梧州避险。

梧州位于广西桂江与西江交

汇之处，广西李济深当局时与蒋介

石集团若即若离，保持半独立的

状态。省政府不仅接纳了王亚樵，

将其安排在李济深老家梧州龙

圩，并按月支付生活费。戴笠鞭

长莫及，一时奈何王亚樵不得。

王亚樵住在西江北岸、桂江

东岸的一幢小楼里，斯时已派人

前往延安与共产党接头，正待回

音，期间曾填词一首《念奴娇》，

以谴志抒怀：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

魉狐兔，北土沦

亡黄流注。中原

烽火弥路，悲恨

相 继 ， 万 里 烟

尘，江山知何处。

堂堂中华，难忍

东倭猖寇，醉生

梦死内战，媚倭

求存，何言对国

人！闽海羊城兴

义师，苍苍太无

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

留泪痕。鸥蒙山重，北顾延河非

孤云。

迄今为止，这是尚可见到的

王亚樵唯一留存于世的文学作

品。对家国沦丧、兵燹连年的悲

愤怆郁之情，浸透字里行间。

王亚樵住在梧州的日子久了

不免疏忽。戴笠留停香港，为铲

除王亚樵日日处心积虑、寻隙下

手。戴笠手下有一个特务陈

质平，外号“拉马天使”，是

一个引诱、玩弄女性的行家里

手。王亚樵原有个副手名余立

奎，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就

追随王亚樵担任过抗日义勇军(

后改称决死队)的副司令，一九

三五年又卷入了对蒋、汪的暗杀

行动，案发后不幸在香港被捕。

余立奎被捕后，其妾余婉君仍

滞留香港，并不时受到王亚樵

在经济上的接济。余婉君舞女出

身，生性浮浪，为消遣，时常光

顾交际场所。不期与陈质平相

遇。陈巧言令色，挥金如土，

终于讨得欢心，将她引诱过去。

戴笠答应她捉到王亚樵后，即将

余立奎释放。该妾为情所惑，为

利所诱，以十万元大洋的价

格，把王亚樵卖给了戴笠，答

应在刺王行动中充当内线。于

是戴笠命手下特务王鲁翘，在广

州特备一艘小汽艇，先后三次试

航梧州，以确保万无一失。

九月间，余婉君突然由香港

来梧州，对王亚樵说，他们在香

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余

婉君迁居梧州后，即同特务联

系。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王

鲁翘偕助手岑家焯，乘汽艇直赴

梧州。午后，两人到达目的地，

同余女接上头，然后静待日落。

当日，余婉君找到王亚樵，说有

事请王亚樵去她家商谈。黄昏时

分，王一进门，特务立即向他撒

了一把石灰，王眼被迷，但仍坚

持同特务搏斗。特务原想生擒王

亚樵，见势不可能，即改用枪击、

刀刺，王亚樵身中五枪，被刺三

刀，当场命绝。特务又用刀将王

亚樵脸皮剥去。

对于余婉君的结局，有两种

说法：一说事后余女赴港领赏，

只得一万五千大洋，陈质平连面

都没露。那女人大骂：“陈质平

杀千刀！蓝衣社不讲信义！”另

一说称特务们在撤离现场时将余

一并击毙，伪造成情杀案的假

象，混淆视听，迷惑世人。

一九九一年，王亚樵之哲嗣

继辅，自广西负亡父遗骸返沪火

化，一九九七年回乡安葬。后又

于一九九八年重修其墓园，再镌

其碑碣。碣文称：“纵观公之一

生，可谓特立独行，无私无畏。

公以‘暗杀大王’名于世，实则

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为人急公

好义，宽厚仁慈。”并以“中国

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等语，为

其盖棺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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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熱線

怎樣讓男人在戀愛穩定期持續關註我？
问：

其实刚开始，他有很喜欢坐

下来和我谈事情，而我也会很好

回应，但后来在一起了，我就希

望他的关注点在我身上，多问问

我好不好，需要什么，有没有遇

到什么不好的，关心我下，可他

没有，因为他总是以忙得理由，

说他没时间什么的，见面也很

少，一起出去就更少了，一年都

没个几次，可他又不能不联系

我，等你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他

又来招你！！！这感觉真的很不

好，而我也拒绝不了他，因为很

喜欢！！！希望老师给我出出主意

答：

我想你的问题很明了，主要

有以下几个原因:

1、过度暴露 SOD，让男人

失去持续征服你的欲望

“我就希望他的关注点在我身

上，多问问我好不好，需要什么”

说明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已经渐

渐失去自我，注意力都放在他对

你关不关心这件事上，你这种心

态通过平时跟他沟通的语言、行

为或神态他都是可以感受到的，

这样过度暴露了需求感，男人就

会渐渐对你失去兴趣,也就失去持

续征服的动力和欲望了。

对于这点，你现在要做的就

是转移注意力，首先要爱你自己

关心你自己，平时可以做一些自

己喜欢的事情，比如看看书、约

朋友逛逛街，毕竟你的他并不是

生活的全部，你对他的需求感下

降了，对方就会产生好奇，也就

会增加他的探究欲、征服欲，从

而对你的关注自然也会有所增

加。

2、爱情就像手里的沙子，

你抓的越紧，流的越快

“因为他总是以忙得理由，

说他没时间什么的”表面他常会

以工作忙为借口去解释，去搪塞

你，说明你对他不够关心你这件

事一直有埋怨，一直在质问、在

向对方索取，你给对方的是压力

而不是吸引力。这时候爱情就像

手里的沙子，你抓的越紧，流的

越快。因此你越是要求他来关心

你，他就越不愿意主动关心你。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越向对方索取抱怨、对方就越感

到排斥、就越不想去联系你关心

你，于是你就越难过。为什么不

能主动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呢？适

当给对方自由、空间，他不关心

你的时候你依然做好你自己，时

不时再用你的温柔去关心关心对

方，这样他还会排斥你嘛？

3、你们之间缺乏共同语言

和精神共鸣

从你的描述中可以感觉到你

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共同话题

很多，所以他很喜欢坐下来跟你

谈事情。到后面确立关系后，就

变得无话可聊了、没有形成精神

上更深层次的沟通，这样就不能

让你们的感情持续升温，你在他

心目中的位置也不能形成不可替

代性，没有精神共鸣的感情是很

脆弱的，这样再往下发展，你很

容易被他人取代。因此，可以从

对方的兴趣爱好入手，也可以试

着多了解他的工作中有什么需求

是你可以帮助到的等等，这样可

以加强你们之间的沟通和感情浓

度。

4、男朋友为什么对你不够

关心却又不舍放弃？

男朋友对你不够关注不够主

动，一定是你对他没有产生足够的

吸引，他觉得你的价值不够高,但

在他身边还没有出现让他觉得更好

价值更高的姑娘，所以目前他虽然

不是很喜欢你，但也舍不得离开你。

这就像我们常说的鸡肋般的感情，

食之无味又弃之可惜。

那么怎样做才能提升自己的

价值呢？简单来说就是要从外在

到内在去不断提升自己，让自己

外表变得更漂亮、变得更有趣，

并且还能给男人足够的 SOF。这

样你的价值提高了，对方自然会

增加对你的关注啦。

困擾兩地分居夫妻的四個誘惑
短暂的两地分居让人会有小

别胜新婚的感觉，但是长期的分

居两地，不仅没有因为距离产生

美，还要面对种种的诱惑。现在

小编就给你们讲解下异地婚姻经

不起的诱惑……

困扰两地分居夫妻的四个诱

惑

一、金钱诱惑

现实生活往往很残酷，残酷

的现实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分开。

面对种种的无奈、面对生活中柴

米油盐的窘迫困境，这时你能保

证远在他乡她在面对房子、车

子、票子的诱惑还能无动于衷？

有得必有失，你要获得，就要付

出代价。异性之间，代价是什么？

你懂得。

二、生活照顾

单身已婚女人独自在家要面

对着很多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

而你又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这

时他刚好出现，无微不至的照顾

着她的生活，似春风化雨般融化

着她的心，促使她不断的在心里

把你拿来与他人对比，越对比越

发觉得他人的好，久而久之投入

他人怀抱也是迟早的事情。

三、精神慰藉

在这样充满诱惑和压力的社

会环境下，每当结束一天的工

作，在夜深人静之时，所有在白

天不曾有的孤寂和空虚，就会如

潮水般涌来。而你却不在身边，

她只能去寻找刺激来熬过这漫长

的夜，一些人会去酒吧借酒消

愁，但那只会让人愁上加愁；一

些人更聪明，选择上交友网站，

比如上赛客虚拟家庭，她只要在

上面进行注册，系统就会自动将

她推荐给购买了四星级别墅的男

人们，让她尽情的享受男人对她

的嘘寒问暖，让她的心有所安

放。几次交流后发展线下情是必

然的事情。

四、身体需要

如同男性有性需求一样，女

人也有正常的性冲动，长期得不

到性满足的女人也是很恐怖的

哦。她虽然努力拿着道德束缚自

己的蠢蠢欲动。食色性也，要做

到不乱于心，谈何容易啊？长期

分居两地，越是压抑情感就越易

发生婚外情。

沖動不是愛
5類男女裸婚不靠譜

不管你是否愿意，在此先聊

聊几种不宜裸婚的男女。如果你

在此列，你要么把这些话当成提

醒，要么就当乐呵看。不过，聊

这些确无恶意，并非为了打击大

家的信心，而是希望在中国的婚

姻上可以少一些离婚。

第一种，只为解决寂寞的男

女。

这年头，寂寞的人太多，因

为寂寞而冲动的人当然也多。有

些男女单纯为了找个人陪伴，以

为只要能陪的人，就能搞好婚

姻。这就大错特错。哥可以为了

寂寞跟你裸婚，当哥不寂寞了，

就会觉得跟你裸婚是浪费青春。

姐可以为了寂寞跟你裸婚，当姐

不寂寞了，就会发现跟你裸婚是

一种大亏。

第二种，只因一见钟情的男

女。

有些男女真的很神奇，能够

到达一见就钟情的境界。大家或

许不知道，钟情期的男女，有点

像发情期的男女，智商容易降为

零。他们大多以为对方就是自己

的一辈子，就算是裸婚，也不会

介意，照样能始终不渝。但等他

们裸婚之后，一旦钟情期一过，他

们基本都会发现自己原来好傻。

第三种，理想过于远大的男

女。

有理想的男女，总比没理想

的男女好。但太有理想的男女，

往往过得不如没有理想的男女

好。在裸婚这回事上，太有理想

的男女，大都会让对方失望，也

让自己失望。裸婚之前，他们会

认为只要好好努力，理想总会实

现，包括房车钻戒。但真正裸婚

之后，各项家庭杂务接踵而至，

他们就会发现原来要实现那些理

想真的太难太难，就会醒悟何必

当初。

第四种，经济条件太差的男

女。

中国有句俗话，穷人家的孩

子早当婚。这句话在以前或许还

有些指导意义，但要是在当今现

实下，那可能会害惨很多男孩女

孩。本来就没钱，天真地以为两

人结婚后就一定会有钱，但一旦

结婚之后才发现，随着太多的婚

姻压力，两个人过得还不如一个

人过得舒服，更别说去生产第三

个人。

第五种，迫于家庭压力的男

女。

有些父母很爱面子，看着自

己的孩子越来越大，越来越老，

总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生怕

别人看不起，所以就会使出千百

绝招来逼迫孩子早日结婚，就算

裸婚也照逼不误。这样的父母是

不理智的，顺从这样父母的孩

子，也是不理智的。等到裸婚之

后，他们渐渐有空去恢复理智

时，就会后悔不已。

加班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在美帝也一樣
【來源:走進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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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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 Fan
(國、臺、英語)

吳念湘

E-mail: terry@terryfan.com,
Http://www.terryfan.com

SOUTHWEST
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

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Brghtwater區，兩層樓房，3210呎，全木地板，僅售31萬5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2500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3.糖城，Lake Pointe高級區，2013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高享受的湖邊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4.糖城，Telfair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年，約2500呎，3臥室加書房，僅售四十萬八仟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區，Bellaire市，Mo、city，Katy，Sugar land等市。

281.207.5088, 281.772.0888

中國城
百利大道

Bellaire Blvd

6121HillcroftHillcroft

★床墊世界

US 59↑ Gulfton St.
北

七天營業
10:30am-7:00pm

席夢思三十多年老店 工廠直營

MATTRESS WORLD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床墊世界 新到超級特硬彈簧
床墊，３０年質保。

兼售各式精美傢具

電話：(713)-777-1188
地址：6121 Hillcroft St., Suite M1,

Houston, TX 77081
（United plaza商場內）

30種款式，任您選擇
8種骨科醫生設計的床
睡得平安，健康，長壽

兼售超強吸力自動清洗抽油煙機 特價$288 -$595

實木木板床墊
美國製造 實惠耐用

消除腰酸背痛

數十種款式 任您選擇
骨科醫生強烈推薦本店

專賣各式名牌高級床墊
Simmons,Kingkol等

免除存貨成本，售價特廉

買家和賣家的特徵首次購房者比例（30%）

投資購房者比例（13%）

拋售房屋比例（6%）

現金購房者比例（22%）

貸款購房，首付至少20%者的比例（35%）

購房時的居住狀態（39%為租房者）

(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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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產表現“強勁”
來自美國房產經紀人指數報告 (下)

如何與美國居委會HOA
“屋主協會”打交道？

導讀：簡稱 HOA 的屋主協會（Home-
owner’s Association）被許多華人比喻為「美
國居委會」。如果你居住在城市中的多單元
合作公寓、共有公寓，或是郊區的多單元住
宅開發小區，以及很多新建的獨棟屋小區，
都會需要與這個管理社區的機構打交道。屋
主協會除了對社區的公共區域的綠化、衛生
、設備維修、水電、安全等「大事」全盤包攬，
對私人物業範圍內的「小事」也不放過，有些

時候連家中養幾隻寵物、大門油漆顏色、花
草品種等都有規定。

致力于為屋主協會委員和管理工作人員
提供教育的社區協會研究所（Community As-
sociations Institute）發布的數據顯示，全美共
有 33萬 3000個由屋主協會管理的社區，管轄
著2590萬房屋單位，共6340萬人，占全美總人
口的五分之一。這一數字遠超 1970年的 1萬個
社區，比2011年的31萬7200個社區、2540萬房
屋單位和6270萬人略有增長。

屋主協會最初由小區的開發商建立，一旦
全部房屋售出，這一機構的管理權力就移交給
小區業主，也就是屋主協會的所有成員。業主
根據自己房屋在社區內所占比例，在屋主協會
享有相應的投票權。屋主協會規約最初的版本
由開放商設立，但當業主取得協會的所有權後
，可以根據政府法律和業主的投票進行修改。
社區協會研究所副主席瑞斯本（Frank Rath-
bun）說，「這是最終極的民主形態」。

關于屋主協會與業主的各種糾紛長見于

報端，例如屋主協會不淮患癌兒童搭建游戲房
，或是阻止退伍軍人懸挂旗幟，都是引人關注
的新聞標題。不過社區協會研究所的民調顯示
，64%業主對屋主協會的管理表示滿意，持中立
意見的占26%，只有 10%的業主表示不滿。不論
對屋主協會的態度如何，現實情況是只要簽字
購買或租住了屋主協會管理之下的物業，
就要受其制約。成為屋主協會的一員就要
準備好和同社區的鄰居們同休共戚。瑞斯
本提醒業主，「別覺得事事都能自己做主」
。

某屋主協會委員何曼（Patrick Hohm-
an）表示，「業主和屋主協會之間的關係是
建立在持續的信任之上，我們學者原諒他
人和自己，就像維護一大家人的關係一樣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為讀者提供了以
下和屋主協會打交道的「共處法則」。

先瞭解規則
絕大多數人在搬入新居之前都沒有

太考慮屋主協會的規約。而實際上這將涉及
到寵物、停車、垃圾處理、出租、噪音、改建等
各個方面，與屋主的生活息息相關。地產專家
湯普森表示，「許多人在買房前根本不瞭解屋
主協會的規定，不做調研，匆匆忙忙就過戶、
簽字，日後會引發諸多麻煩」。

和鄰居溝通
屋主協會負責制定和實施管理章程，但

實際上業主與鄰居之間的相處關係更為重要
。因此專家建議業主們多同鄰居溝通，例如感
到隔壁派對音樂太吵，最好先和鄰居聊一聊，
溝通無效再向屋主協會投訴。

提修改意見
居住環境與生活方式的變革不斷，而與

此相關的屋主協會規約也需要與時俱進。協
會成員應該每幾年重新審視規約，確保社區
管理符合業主利益。作為業主，對于不合理的
規章，應聯合其他業主，提出修改意見。

主動參與管理
旁觀屋主協會的工作，常會感到不盡人

意，與其抱怨，專家建議不如自己多投入時間
，主動參與屋主協會的管理工作，例如加入某
一活動的策畫或管理小組。瑞斯本建議，「讓
自己成為屋主協會管理工作的一員，別等到
看著事事不順眼的時候再行動」。

避免糾紛升級
每個小區都有這樣的住戶：他們事事要

抗爭，時常把小小的糾紛搬上法庭。實際上這
樣的訴訟浪費金錢、耗費精力，不論結果輸贏
對雙方都是打擊，日後更難相處。湯普森提醒
業主，「凡事儘量通情達理，別動不動就令糾
紛升級」。

做長久打算
各個州對于社區的規劃和維修儲備金的

法律要求不同，但對于公共設施未雨綢繆的
修護十分必要，特別是道路、屋頂和泳池。如果
忽視這一點，一棟房屋的小小屋頂漏雨可能會
引起所有業主的損失。湯普森說，「應該理解屋
主協會為維修儲備收取的費用。」(文章來源：網
絡)

有緣為您服務
我必全力以付

國語、粵語、寧夏話、英語

電話/微信 832-803-8629 Donna朱碧君Donnabkw@gmail.com

Keller Willams Realty
休斯頓房產經紀人wk

買賣房屋 豪宅 商業 生意買賣 投資 租賃 管理 協助貸款

我們有專業的裝修公司,信譽好,手藝精湛. 電話：832-803-8628 John

˙幫您賣房精心打造幫您買房精挑細選
˙Pasadena 大型buffet店出售，生意穩定要價九萬，
NASA 八千尺大型buffet店出售，三十萬，機會難得

˙中國城附近，冰店出讓，生意穩定，地點好，發展潛力大。
因老板移居外州，機會難得

˙小型商場出售，有穩定收入，六十八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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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留學後，你該擁有怎樣的
朋友圈？(上)
【來源:走進美國】

留學，不是為了讓你一直待在 comfort zone
（“舒適圈”）既然已經出國了，為何不嘗試著做
名cosmopolitan (世界公民)？

FROM 厚仁教育
在我不長不短的美國生活中，以下幾個情

景是我或者其他留學生朋友都會遇上的：
A：聽說你去美國了？是不是認識了好多老

外啊？出國了就別老和國人一起玩了啊，多去外
國人的圈子裡走走。但是，別交外國男/女朋友
啊，帶回國來估計吃不消。

B：…….
2
在美國同學在場，需要一起合作課程項目

的情況下：
同學 C：Ok, let’s talk about the project we

need to do…
同學D：討論就討論，整個英文幹啥？我覺得

這project就這樣…然後這樣….
美國同學：？？？（聽不懂的茫然臉）
3
E：我不是局限在中國人的圈子，可是和外

國人常常聊不到一塊兒去。而且最後班級情況
也是中國人和中國人玩，白人和白人玩，其他國
家的和其他國家的玩...

F：想要打破朋友圈的壁壘很
難，往往都會變成兩個極端：只和中
國人玩在一起，或者完全拋棄中國
人圈子和外國人玩在一起。

……
對於每位留美學生，一直繞不

開的關於“圈子”的問題大致就是這
幾類：你有沒有外國朋友？你能不能
融入美國？你有沒有成功打進一些

“高大上”的圈子？可以肯定的是，在
講究社交和人情的世俗觀念裡，朋
友圈的容量大小、品質高低是評估
個人成功指數的一大標準。這套標
準在國內適用，在國外似乎也行得
通。

來美近10年，“朋友圈”、“融入
”、“認同感”這些詞匯在我的生活裡
常常被加粗放大。習慣了各類發問，
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圈子”，也自然
也有了一些思考，今天寫這篇文章
與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留學生的朋友圈到底是怎樣的？”
很多人會假設來了美國的人都能馬上鶯歌

燕舞、觥籌交錯、混跡于各大名流圈子，有些微
信朋友圈裡曬出的照片也在強化這一印象。排

除那些真的剛到就能攪動一池春水的少數派，
大多數普通留學生和新移民剛赴美的生活實際
上都是簡單、茫然、甚至是孤獨的。剛來時能建
立起的社會關係往往來源於舊時聯繫、同學同

事、教會組織甚至是鄰居，而至於後
來沉澱下來了多少、新發展了怎樣的
朋友，完全取決於個人。

對於留學生的朋友圈，有兩種極
端情況很常見：一類同學來到美國之
後就下定決心“馬上打入本地人圈子
”，並受此激勵想要逐步邁出 comfort
zone。其中一部分同學會在剛來的階
段就嘗試不和其他中國同學有過多
交往、在課堂上和中國同學分開坐，
甚至做小組作業時也避開和中國同
學合作。

與此相對的另一個極端就是：一
些同學在剛來美國時就和中國同學
們結成了“緊密聯盟”，加之對自己英
文不自信、對其他族裔帶有偏見等原
因，久而久之便再也不邁出中國朋友
圈一步（目前很多留學生的情況即是
如此）。由於長期和中國同學待在一
起，一部分同學的英語語言能力提高
很慢，甚至超不出英文點菜範圍。

這兩種極端情況似乎把留學生
的朋友圈推向了一個二選一的難題，
要麼混外國人圈，要麼混中國人圈。
處在中間地帶的人寥寥無幾，也時時

要面對著圈子比例的平衡。
朋友圈不能多元化？也許只是你不夠Open！
實際上，外國人圈和中國朋友圈不應成為

零和遊戲中的對峙雙方。圈子可以共存，也可以
多元化，而不是囿於單一類似的朋友圈。

可能會有同學認為，針對第一種情況，犧牲
中國朋友這個圈子沒什麼大不了，來國外讀書
又不是為了交中國朋友的。這樣完全的排斥實
際上是對中國朋友圈和外國朋友圈樹立了偏見
與門檻，假設只有在外國圈子裡交到的朋友才
是“高大上的”、“值得交往的”，而中國朋友的圈
子卻是要“低一級”、“無意義的”。

類似的排斥心態在第二種情況中也有體現
，一些同學拒絕甚至不願意去和其他國家的人
交流，把原因歸結在嫌自己英語不夠好、怕丟臉
，或者直接歸結於外國人很無趣、理解不了笑點
等種族偏見上。這些心態同樣也是在還未嘗試
過交流之前，就樹立了偏見與門檻。

問題在於，“交朋友”這一行為本應是多元
的、涵蓋面廣泛的。每一個能成為朋友的人帶來
的都會是不同的信息和感悟。朋友和圈子應當
是根據共享的特點、背景及喜好自然形成和融
入的，強行融入某個圈子或者拋棄某個圈子都
會帶來得不償失的結果（所謂圈子不同，不必強
融）。無論是外國人圈或者是中國人圈，首先得
學會變得開放一些（Be Open）,願意去接受並欣
賞不同事物的存在，才能真正讓自己找到合適
的朋友。有了中國朋友圈也別忘了外擴其他朋
友圈。(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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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留學生來講，英語本就不是我們的第一語言
，除了要保證簡歷中的語法沒有錯誤外，還要注
意語言是否精煉優美。修改簡歷，我們通常都會
去學校的 Career Center，尋求工作人員的幫助。
這種方法保證了簡歷中沒有語法的錯誤，簡歷內
容的組織也合情合理。但是卻也存在著一個致命
不足，便是缺乏對於專業知識領域的瞭解與熟悉
。Career Center的工作人員沒有相對的專業知識
背景，無法幫助留學生個人發掘背景，展現亮點，
而這也正是recruiter在審閱簡歷時所要瞭解的。
那麼究竟簡歷要怎麼寫，怎麼改才能變成響亮的
敲門磚呢？
NO 1. 研究市面上有哪些工作適合你！
仔細研究你感興趣的工作的職位描述，留意公司
所看重的技能。包括使用的工具等等。
NO 2. 簡歷內容要有取捨！
簡歷要控制在一頁紙以內，精簡其中的內容，不
要寫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NO.3 美化修飾自己的背景！
哪方面的背景與公司給出的職位描述相匹配，就
要著重突出這方面的事蹟，可以使用語氣較強的
詞語。
NO.4 平衡好總體概括與細節描述！
簡歷中要寫你最擅長，以及職位描述中最需要的
技能。對於申請技術崗位的留學生來說，簡歷一
定要著重細節，不可以模糊概括描述。
工作，要去哪裡找？
在美國，有以下幾種主要的方式來尋找工作。
NO.1校園招聘 (Career Fair)。
這種招聘一般會在學校會場舉辦，每家公司有自
己的展示區域。校內學生可以帶著自己的簡歷在
你感興趣的公司前進行排隊。在投遞簡歷的過程

中，你也可以與在場的Recruiter
進行交流。類似于國內的人才交
流市場。
NO.2 專業找工作網站
例如 Linkedin，Indeed等。此類網
站需要你先建立個人賬戶，上傳
簡歷或者豐富自己的個人主頁。
在搜索欄裡輸入自己想要尋找的工作類型可以
得到相應的招聘信息。使用這類網站還有一個好
處就是，可以建立人脈關係，時常會推薦給使用
者----“你可能認識的人”。
http://www.Linkedin.com
http://www.indeed.com
http://www.simplyhired.com
http://www.hotjobsfinder.com
http://www.monster.com
NO.3 內部推薦。
如果你有認識的學長學姐已經工作，而且公司內
部正好有合適的空缺，你可以通過他們來將自己
的簡歷呈遞到HR部門。這種方式也是效率和成
功率最高的一種方式。而這種方式需要留學生自
身的人脈資源，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 net-
working。Networking的資源可以來自很多渠道，
例如自己的學姐學長，或者在美國的親戚朋友。
另外還有一個主要的方式，就是通過在學生時期
參加的各個行業組織和社團。由於社團與專業一
致，可以認識在此行業中已經工作過一段時間甚
至有一定行業影響力的人士，與他們多交流多探
討，也增加了你成功進入此行業的機會。例如
AMA, 就是市場營銷專業所屬的組織。
面試，都要準備些什麼？
面試一般情況下會有至少兩次面試，第一面也就

是前期面試，第二面通常會On-site。當然也有公
司會有三面或者四面的情況發生。
NO.1 前期面試：
前期面試一般會有Behavioral Interview和Tech-
nical interview。前者可以在網上搜索到相關的問
題和答案。如果你只是大體一看，即使問道相關
的問題，你也不知道該從何入手。對於面試經驗
超過十次以上的人來說，這類面試通常都會變得
得心應手。尤其大多數問題都會歸結到相類似的
答案，就是突顯你的優勢，覆蓋的方面包括lead-
ership，team work 和 result-driven 等等。
至於Technical interview，就要看應聘者
本身的能力了。
NO.2 On-Site
到這一環節之後，應聘者就要付出更多
的時間來準備，包括從公司背景，技術
要求到自身的穿著打扮都要十分注意。
此輪面試除了對個人能力的檢驗，也是
對體力和工作中抗壓能力的檢驗。很多
公司會設計出拉鋸戰一般的面試，來觀
察應聘者對於工作負荷的承擔能力等。
當然這一環節也涉及到之前提到的
H1B 的 sponsor 問題。有些工作是不予
以提供sponsorship的，但是些個別案例
也提到過，經過與公司的協商，公司最
終同意給與sponsorship。所以說最終還

是要看你的個人能力，如果你是人才，公司也會
願意破例。
勵志留在美國，或是想在美國尋找一份工作的留
學生們，如果你還在為找工作而苦惱，請不要輕
言放棄，經歷過這個階段對你的人生來說是一次
巨大的成長。一次次的面試失敗，給與的是一次
次寶貴經驗的積累，在挫折與失敗中積累的經驗
是在別的地方得不到的，僅屬於自己的財富。在
不斷的實踐中尋找解決的方案方法，從而達到最
終的目標，那種喜悅也是無法替代的。

出國留學後，你該擁有怎樣的
朋友圈？ (下)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60801B 簡下

星期一 2016年8月8日 Monday, August 8, 2016A4房地產現況4Status of Real Estate

SKY ENTERPRISES REALTY
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美南房地產住宅
商業

糖城，醫學中心， 百利市，KATY，PEARLAND，西南各區
房屋出售迅速快捷！ 購屋置產﹐值得信賴﹐買方代表永保權益﹗

專
精

* HAR TOP PRODUCER PEALTOR (TOP 1% OF ALL REALTORS IN HOUSTON)
1.糖城Clements高中4/2﹐5/2﹐重新裝潢﹒木板地花崗石廚房檯面﹐新地毯﹐新油漆﹐約2200呎﹒售$239,900
2.First Colony,密蘇里市﹐原Newmark的樣品房約3100呎﹐面湖﹐木板地﹐花崗石檯面﹐3車庫﹐4/2﹑5/2 售$299,900
3.糖城TelFair 2006年建﹐約2900呎4/2,5/2保養好﹐地段佳﹐售$389,900
4.醫學中心﹐2房2衛Condo. Bellaire高中﹒GATED,24小時門房﹐警衛﹔重新裝潢﹐售$198,000.
5.糖城Clement高中﹐3/2.5/2臨湖TownHome月租$2480.
6.糖城Clement高中 3/2.5/1TownHome.近郵局及圖書館 月租$1600.
※商業 KATY, 旺鋪出售﹐位於FRY RD & $I-10公路﹒室內有2萬呎﹐外加室外地皮﹐開價一百五十萬﹒

電話：(281) 980-7671(隨時)
公司：(281) 980-7671 傳真：(281) 980-5570

＊＊賣屋，免費市場估價，提供Virtual Tour網路虛擬活動畫面，保證高價盡快出售＊＊
＊＊ 請洽年業績逾千萬的Super Agent ＊＊

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專辦房屋貸款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KATY MORTGAGE

專線：832-437-4191 傳真：1-888-806-1136

VA，Lot & Construction，JUMBO專家www@katymtg.com
email:sc@katymtg.com

25307 Terrace Arbor Lane, Katy, TX 77494

CONVENTIONAL LOT/CONSTRUCTION
JUMBO FHA/VA REVERSE

Shirley C 侯璦珠
通國語，英語 Broker #969832
公司NMLS ID:994796

買屋貸款 舊款重貸 費用低廉
免手續費＊ 利息最好 準時過戶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I/房地產專日/160726A簡 房地產現況

為了避免在賣掉投資型房產後，要繳納大
筆資本利得稅，做房產投資的人大多會運用
1031延稅法則。就是在賣掉舊投資房的 180天內
，購買另一棟投資房，從而避免繳納任何資本利
得稅。

在實際操作中，換房有許多細節需要注意，
最重要的就是對兩個時間點的把握，一是在賣

掉舊房的45天內必須選定將購買的新房，二是
在賣掉舊房的 180天內，新房必須過戶。

華人在換房時常見的錯誤：
第一，許多人會首先立刻去找新房，找到新房
後才去處理賣舊房的事。正確
的做法是賣房和買房可以同時

進行，但在過戶時間上，
必須是賣房在先，買房在
後。在賣掉舊房後，你 可
能需要暫借一處地點居
住，或是回租在已經出售
的房產內，等待新房過戶
。

第二，賣舊房時，不要一
味想賣高價。你最終目的
是希望賣房和買房能在
180 天內順利完成，因此
不要待價而沽，建議降低
理想價位，使舊房儘快出
手。

第三，同樣的，對買家of-
fer的選擇上，選擇最有把
握買你房的那一位，儘量
選擇全現金或貸款量少
的買家，哪怕不是出最高
價的。這樣做是讓你的賣

房不要任何差池。

第四，沒有使用同一個經紀人。賣舊房和買新
房雖然是兩個Case，但儘量聘請同一位經紀人，
他瞭解你的狀况，會幫你協調出現的許多意外

情况。

第五，不能把舊房買家的定金，去支付你買新
房的定金。

使用1031延稅需注意的事項：
第一，使用 1031延稅要及早準備，找有相關經
驗的地產經紀協助處理整個換房事宜，把握好
時間點，各個環節都要事先規劃好。千萬不能在
賣掉舊房後，才想到 1031，那就遲了。

第二，賣掉舊房的錢放到哪裏？用于 1031延稅
部分的資金一定要存放到 1031延稅的房產交易
中心，這筆資金不能放入自己的賬戶。

第三，你購買新房的價格一定要等于或大于舊
房的價錢，任何有餘留的部分都要繳稅。

第四，45天的概念。在賣掉舊房的 45天內，起
碼要找好最多三處新的房產，登記在房產交易
中心處。未來你買的新房必須是你選定三套中
的一套，不能換成其他房產。

第五，180天概念。賣掉舊房的 180天內必須過
戶，否則 1031延稅失效。請一定記住，180天不是
半年，不是6個月，而是整整 180天。
文章來源：網絡

在美國如何賣掉舊房換新房
還不用交稅？

Luke Bai (白)
832-779-2838 (國語)
lukebai.kw@gmail.com

Kimberly Tran
832-930-2788 (越語)

kimberlytran.kw@gmail.com

房地產經紀人

BUY SELL RENT 買賣 出租 投資 管理

保證最低利率，
歡迎查詢，專業快速！

Karen Yi Tang
唐家怡Loan Officer

713-826-6518
O: 713-467-7904
NMLS#1294640
Karen@wmctx.com www.wmctx.com

9219 Katy Freeway, #149, Houston, TX 77024

本公司代理二十多家銀行貸款。

Commercial Loan FHA Loan
Constrional Loan VA Loan

佳源貸款
Austin First Mortgage

自住投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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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辦移民

周六照常服務

★在洛杉磯,芝加哥,達拉斯等八處設有分所

Licensed by the Texas Supreme Court Not Certified by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licensed in Texas **Licensed in New York

電話: 713-779-4416
傳真: 713-583-9749

www.solisyanlaw.com
地址:9188E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惠康超市廣場內)

精辦留學

合同起草,成立公司,遺囑,信托及翻譯公證商 業 法

刑法,交通罰單 超速,酒後駕駛,及各類刑事辯護﹒

家 庭 法 離婚,監護權,子女撫養費﹒

移 民 法 身份轉換,親屬移民,職業移民,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工卡,回
美證,入籍,更換地址﹒疑難案件查詢﹒我所的移民局常駐律師,親
自帶您與移民官面談﹒我所的移民法庭出庭律師,專辦遣返案件

多年辦案經驗的律師事務所曾成功經辦數萬案件10
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 OF SOLIS & YAN

AM1050 每月第2,4週一 5:30PM移民路路通 特約主持 最新資訊 現場解答
美南新聞周六移民專欄特約撰稿人蘇力律師*

Jaime 律師 Robert 律師 Andy 律師 Joe 律師 Anal 律師 Eva 律師Sam 律師

鄢旎律師**

離婚，子女撫養
遺囑/委托授權書

公司設立，合約起草

阿朗.尚吉 合作律師
Aram Sadegi

美國專業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專業移民律師，經驗豐富，免費電話咨詢，周末接受預約

The Yu Law Office

于瀾 律師
ALAN YU

地址：10101 Harwin Dr. Suite 369, Houston, TX 77036 (好運大道上, MAMA超市對面)
電話：(832) 657-9837 郵箱：alanyulaw@yahoo.com

于瀾律師事務所
PERM職業移民，EB1，NIW

L-1A綠卡、EB5投資移民
親屬移民，結婚綠卡，未婚簽證

L-1，H-1,E-2工作簽證，
J-1國家利益豁免

政治庇護，移民保釋，
遞解出境上訴，申請歸化入籍

代辦簽證延期，工卡、旅行證，留學簽證
車禍：不獲理賠，不收費用
刑事案：賭博罪，賣淫罪，盜竊，人身傷害
稅務案件：房地產稅申訴，聯邦稅和州稅

裴在光 合作律師
Jaekwang Bae

I/房地產專日/160726B簡 房地產現況

美國媒體報道，無論你是首次購屋族、長期
擁房的老屋主、曾申請重貸的屋主，抑或是賣房
的屋主，統統有機會藉由房子取得相關的稅務
優惠。對一般家庭而言，若要取回比標準扣除額
(Standard Deduction) 更多的退稅，最簡單的方
法就是采用列舉扣除額 (Itemized Deduction)
申報與房產有關的稅務優惠。

無論是慈善捐款或是醫療開銷相關的抵稅
項目，都不容易墊高抵稅額度至超過標準扣除
額，以個人而言，標準扣除額門檻為5950元，夫
妻合並報稅則為 1萬 1900元。不過，跟房屋相關
的抵稅優惠卻往往可輕易超越標準扣除額度，
為納稅人爭取到更高額度的退稅金。《今日美國

》列舉以下七項跟房屋相關的重要抵稅優惠，以
供屋主參考。

1. 房貸利息是你的好朋友
據統計，美國屋主一年總計取得約 1000億

元的房貸利息抵稅優惠。納稅人若在過去幾年
買房或申請重貸，每月房貸還款應有較高比例
為房貸利息，可望因此省下更多稅金。

2. 房貸保險費用仍可抵稅
去年有不少人憂心，個人房貸保險的抵稅

優惠將成為美國政府財政懸崖的犧牲品，但國
會最終還是保留了這項抵稅優惠。

這
項 優 惠
對 低 收
入 屋 主
而 言 相
當重要，
因 他 們
往 往 無
力 自 付
高 額 頭
期款，必
須 在 房
屋 淨 值
增 至
20% 之
前 購 買
個 人 房
貸保險。

3. 房 屋
稅 亦 可

用來抵稅
“稅金可以用來抵稅”的概念似乎有點奇怪

，這卻是貨真價實但經常被忽略的抵稅優惠。簡
單來說，屋主支付的地方與州府房屋稅金，可以
用來扣抵聯邦所得稅。

依各州或地方政府的規定，收入低至一定
標準的屋主，可能還另外符合特殊房屋稅的抵
稅優惠。

4. 節能裝修費用可以抵稅
修補家中會漏水的水龍頭，或為天花板安

裝框條邊飾 (Crown Molding)，可能都不符合抵
稅優惠的標準。但有部分裝修工程確實可讓屋
主取得抵稅或減稅優惠。

一般來說，提升居家節能效益的裝修工程
較有機會取得優惠，譬如安裝新的太陽能板、或
節能的新款熱水器等。部分抵稅優惠則針對住
宅辦公室、或是基于醫療需求的改裝工程，譬如
在家門口裝設坡道，或是方便殘障人士使用的
浴缸。

5. 裝修費
用可抵銷
賣房獲利

多數
居家裝修
工程雖無
法在當下
提供稅務
優惠，卻
可以在出
售時減輕
屋主的稅

務負擔，特別是在屋主欲出售的房產增值幅度
很大的情况。

據國稅局規定，屋主出售房產的頭25萬元
獲利無須課稅，且此前裝修房屋的費用還可用
來抵銷獲利。

6. 賣房相關費用可以抵稅
出售房產的相關費用也有機會用來抵稅，

譬如產權保險 (Title Insurance)、刊登賣房廣告，
與房屋仲介等費用。屋主在賣房前90天內支付
的房屋維修費用，只要是為了推銷房屋，也可以
申報抵減資本利得稅金。

7. 長途搬遷費用
個人若是基于工作原因購屋而長途搬遷，

也可以申報搬家費用抵減稅金。條件是必須保
留搬家費用的收據，以及搬遷距離超過50英里。
(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買房 項費用可以抵稅
不知道就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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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教育留學

☆精通保險理賠法，AAA, 州農場保險指定修護廠
☆USAA, FARMERS, ALLSTATE, TEXAS
FARMERS BUREAU,G.M.A.C. 等等
OPEN SHOP PROGRAM

☆鈑金修護，爭取減或免自付款，保證復原如新
☆最新電腦控制，下吸式，氣熱，無塵烤漆房
（原廠標準，且有終身保證計劃）

☆修護期間，備有免費（收費）租車
☆全車開入式拉大樑機（三臺）

高價收買
三年內
車禍車

˙噴射式引擎，電腦控制系統專家

˙精修電系，噴射式供油系統

˙四輪（電腦鐳射）定位

˙原廠標準保養，冷暖氣

˙引擎修護，剎車，底盤，變速箱等等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留學生們，你們都找到理想的
工作了嗎？(上)
【來源:走進美國】

每每來到畢業季，有人歡喜有人
憂。還記得兩年前推著兩大只行李箱，
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蓬頭垢面的
降落在美國機場時的激動心情嗎？“我
終於來到了這裡，我的美國夢！”
兩年時光，總覺得太短暫，都還沒來得
及好好享受“高大上”的美國校園生活
，F1簽證就遠遠的站在那裡，急著向你
揮手告別。對於一心想要留下的留學
生們，在 F1 向你揮別的同時，可有
H1B輕輕向你招手？

留學生們，你們是否都找到了理
想的工作？你們是否還在為找工作而
苦惱？你們是否提前為畢業季的到來
做好了充分的準備？還有那些剛剛降
落在機場的學弟學妹們，你們是否考
慮過若干年後的畢業季？
在美國找工作真的很難嗎？

粗略統計，美國高校畢業的本科
和研究生回國比率達到 75%，也就是

報道中常說的”回歸熱“現象。那麼其
中有多少同學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工
作而離開的呢？留學生想要找到合適
的工作有許多先決條件，也就是這類
條件導致很多同學欲留而不得。這裡
的“合適”並非只包括工作內容，工作
環境以及工作氛圍，更重要的是此公
司是否給留學生提供H1B的sponsor-
ship。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對於想
要留下的留學生來說，即使工作再合
適，也只有遺憾地拒絕。

所以對於留學生來講，在美國找
工作的難，除了尋找合適的工作本身，
還有對身份的要求。H1B每年四月抽
籤一次，怎樣計劃才能在OPT用完之
前找到工作，並且使得F1與H1B完美
交接？
真相只有一個：提前早作準備！

何時找工作才算早作準備？
首先，要讓自己GPA看起來還不錯。每
家公司都希望自己的雇員有良好的成

績背景，這一條是永不
改變的真理。在學業上
保持優等水平不僅證明
你有良好的知識基礎，
也會說明你的工作能力
會較強，這也是公司十
分看重的潛質。

確定興趣和自我價
值，正確選擇職場方向。
這個步驟可以去諮詢學
校的Career Center，請專
業的指導老師給出專業
的意見，對你自身進行
評估，從而選擇合適自
己的職業方向。定好了方向，才能更好
地開始找工作。
加強電腦和寫作方面的技能。除了上
課之余，可以自學一些電腦軟件的使
用。可以利用一系列的電腦工具創建
屬於自己的檔案或者個人網頁，這也
會使你的簡歷錦上添花。英語寫作的

技巧當然必不可少，千萬不能小覷，留
學 生 要 利 用 好 學 校 內 部 的 writing
center，加強自身的寫作能力。

上學期間最好能有一到多個專業
相關的實習，會對你之後尋找正式工
作有很大的幫助。當然，參加學校裡的
一些專業的社團活動，或者社區活動，
例如志願者，社區服務等。增加 net-

working機會也非常有必要，具體作用
會在下文中提到。

把握好招聘時機。每年的九月下
旬，是一年一度的招聘季。各大公司會
相繼開展校園招聘。當然，不僅是秋季
，春季也是有校園招聘的。但是最近的
行情顯示，由於公司在秋季招聘就基
本已經滿員，春季招聘的力度就會減

小，名額也會縮水。所以
應屆畢業生一定要把握
好秋季招聘的大潮！

以此類推，如果你想
在明年（2017 年）暑期找
到工作或者實習，那麼
你現在就要抓緊開始準
備了。也就是提前一年，
否則，等到秋季開學，繁
重的課業之餘，恐再有
時間和精力準備相關找
工作的事宜。

另外，2015-2016 年，
北美出現了很多為留學
生提供就業培訓的公司
，可以提早通過他們包
裝自己的簡歷以及面試
技巧，或者獲得關於找
工作的第一手資訊。例
如：MONSTER等。還有
一些華人創辦的，主要
針對在美中國留學生的
找工作資訊公司，例如
UNICAREER， Manda-
rin Consulting 和 Minty-
Mentors等等。
簡歷，找工作的敲門磚！(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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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A
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舊車換新車
$3000 政府補貼計畫已開始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2016 RAV4,
Corolla,
Tundra

2017Camry

Bella 張
(281)223-2919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提前實施0%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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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服務德州已超過25年了﹗
SAM SHUM岑偉文

CPA﹐MBA﹐CPCU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精通﹕國﹑粵﹑英﹑越﹑潮﹑臺語

營業﹕星期一至五 9AM-6PM
星期六 9AM-2PM

岑氏保險公司
777-9111713

Sam's Insurance Agency

免費詢問

免費估價
健康保險

●初學者﹐年青駕駛者﹐有罰單
和車禍者﹐價比別家更優惠

●屋主﹑兩車以上﹑續保﹑良好記錄
者﹐保價特優

●最好的保費 ●完善的保障
●多家A級公司 ●比一下就知

●新房子(_15%)﹐防火保安系統
(_20%)沒不良記錄或車子同
一家公司保價特優

● 餐館﹑旅館﹑購物中心﹑辦公樓﹑勞工
保險等等, CGL,BONDS,商業車﹐
公寓等等﹐各類商業保險價錢特優

商業保險

汽車保險

房屋保險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 281-933-0002 Fax: 281-933-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對於留學生來講，英語本就不是我們
的第一語言，除了要保證簡歷中的語
法沒有錯誤外，還要注意語言是否精
煉優美。修改簡歷，我們通常都會去學
校的Career Center，尋求工作人員的幫
助。這種方法保證了簡歷中沒有語法
的錯誤，簡歷內容的組織也合情合理。
但是卻也存在著一個致命不足，便是

缺乏對於專業知識領域的瞭解與熟悉
。Career Center的工作人員沒有相對的
專業知識背景，無法幫助留學生個人
發掘背景，展現亮點，而這也正是re-
cruiter在審閱簡歷時所要瞭解的。
那麼究竟簡歷要怎麼寫，怎麼改才能
變成響亮的敲門磚呢？
NO 1. 研究市面上有哪些工作適合你

！
仔細研究你
感興趣的工
作的職位描
述，留 意 公
司所看重的
技 能。包 括

使用的工具等等。
NO 2. 簡歷內容要有取捨！
簡歷要控制在一頁紙以內，精簡其中
的內容，不要寫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NO.3 美化修飾自己的背景！
哪方面的背景與公司給出的職位描述
相匹配，就要著重突出這方面的事蹟，

可以使用語氣較強的詞
語。
NO.4 平衡好總體概括與
細節描述！
簡歷中要寫你最擅長，以
及職位描述中最需要的
技能。對於申請技術崗位
的留學生來說，簡歷一定
要著重細節，不可以模糊
概括描述。
工作，要去哪裡找？
在美國，有以下幾種主要
的方式來尋找工作。
NO.1 校 園 招 聘 (Career
Fair)。
這種招聘一般會在學校
會場舉辦，每家公司有自
己的展示區域。校內學生
可以帶著自己的簡歷在
你感興趣的公司前進行
排隊。在投遞簡歷的過程
中，你也可以與在場的
Recruiter進行交流。類似
于國內的人才交流市場。

NO.2 專業找工作網站
例如 Linkedin，Indeed 等。此類網站需
要你先建立個人賬戶，上傳簡歷或者
豐富自己的個人主頁。在搜索欄裡輸
入自己想要尋找的工作類型可以得到
相應的招聘信息。使用這類網站還有
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建立人脈關係，時
常會推薦給使用者----“你可能認識
的人”。
http://www.Linkedin.com
http://www.indeed.com
http://www.simplyhired.com
http://www.hotjobsfinder.com
http://www.monster.com
NO.3 內部推薦。
如果你有認識的學長學姐已經工作，
而且公司內部正好有合適的空缺，你
可以通過他們來將自己的簡歷呈遞到
HR部門。這種方式也是效率和成功率
最高的一種方式。而這種方式需要留
學生自身的人脈資源，也就是我們通
常所說的networking。Networking的資
源可以來自很多渠道，例如自己的學
姐學長，或者在美國的親戚朋友。另外
還有一個主要的方式，就是通過在學
生時期參加的各個行業組織和社團。
由於社團與專業一致，可以認識在此
行業中已經工作過一段時間甚至有一
定行業影響力的人士，與他們多交流
多探討，也增加了你成功進入此行業
的機會。例如 AMA, 就是市場營銷專
業所屬的組織。
面試，都要準備些什麼？
面試一般情況下會有至少兩次面試，
第一面也就是前期面試，第二面通常
會On-site。當然也有公司會有三面或
者四面的情況發生。
NO.1 前期面試：

前期面試一般會有 Behavioral Inter-
view 和 Technical interview。前者可以
在網上搜索到相關的問題和答案。如
果你只是大體一看，即使問道相關的
問題，你也不知道該從何入手。對於面
試經驗超過十次以上的人來說，這類
面試通常都會變得得心應手。尤其大
多數問題都會歸結到相類似的答案，
就是突顯你的優勢，覆蓋的方面包括
leadership，team work 和 result-driven
等等。至於Technical interview，就要看
應聘者本身的能力了。
NO.2 On-Site
到這一環節之後，應聘者就要付出更
多的時間來準備，包括從公司背景，技
術要求到自身的穿著打扮都要十分注
意。此輪面試除了對個人能力的檢驗，
也是對體力和工作中抗壓能力的檢驗
。很多公司會設計出拉鋸戰一般的面
試，來觀察應聘者對於工作負荷的承
擔能力等。當然這一環節也涉及到之
前提到的H1B的sponsor問題。有些工
作是不予以提供 sponsorship 的，但是
些個別案例也提到過，經過與公司的
協商，公司最終同意給與 sponsorship。
所以說最終還是要看你的個人能力，
如果你是人才，公司也會願意破例。
勵志留在美國，或是想在美國尋找一
份工作的留學生們，如果你還在為找
工作而苦惱，請不要輕言放棄，經歷過
這個階段對你的人生來說是一次巨大
的成長。一次次的面試失敗，給與的是
一次次寶貴經驗的積累，在挫折與失
敗中積累的經驗是在別的地方得不到
的，僅屬於自己的財富。在不斷的實踐
中尋找解決的方案方法，從而達到最
終的目標，那種喜悅也是無法替代的。

留學生們，你們都找到理想的
工作了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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