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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研究中心（Pew）根據
美國人口普查局資料所發表的
報告指出，去年美國家庭租屋比
率升至 1965年來最高，且租屋
並非多數家庭最想要的選項，租
屋族最後悔沒買房子。

美國財經網站Business In-
sider報導，2006年美國房市崩
盤以來，屋主當家庭戶長的比率
相對平穩，但租屋族當戶長的比
重卻從 31.2%上升至 36.6%，為
1965年以來最高。

Pew資深研究員佛萊表示，
房價漲、房市崩盤陰影揮之不去
，加上就學貸款，這些是許多美
國人最後選擇租房子的原因。許
多證據並顯示，學貸增加導致

年輕人買房的難度提高
。

Pew 的資料指出，
在所有年齡層中，千禧

世代（年齡35歲以下）繼續租房
子的可能性為所有年齡層最高，
年輕租房族當戶長的比率高達
65%，較2006年高8個百分點。

佛萊說，年輕人存不到房貸
頭期款還有其他原因，譬如房子
買了會限制遷移，但年輕族群恰
恰是所有年齡層最可能搬家的
群體，這個因素可能也促使他們
還沒買一戶自己的房子。

報告指出，去年美國家庭租
屋比率升至 1965 年來最高至
36.6%

不過，房地產服務業者Tru-
lia最近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
在租屋族後悔的事情中，他們最
後悔沒買房子，比重高達41%。
Trulia總編輯韋德納表示，房價
持續走高，6月美國各類住宅的
價格中位數超過20萬美元，較
一年前高7%，長期來看，買房仍

比租房划算。
韋德納說，必須瞭解的是，

雖然房貸似乎是筆很大的投資，
但也可能會加調薪，特別是千禧
世代；買房子後的前幾年大家會
比較辛苦，但之後房貸壓力會慢
慢減輕慢減輕。（。（據經濟日報據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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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地產經紀商協會（NAR）數據顯示，美國8
月成屋銷售總數年化535萬戶，遜于預期的545萬
戶，創一年以來新低，7月前值為544萬戶。

美國8月成屋銷售總數年化環比下降1.7%，預
期為上升0.2%，7月前值為下降1.3%。

美國成屋銷售已經連續3個月下滑。8月房價
中位數為25.35萬美元，同比上漲5.6％，該數據已經
連續上漲5年多。

價格高企及風災影響令美國8月成屋銷售創一
年新低。整體看，由于住宅價格增速超過薪資增幅，
市場表現很難出現改善。

全美地產經紀商協會（NAR）首席經濟學家
Lawrence Yun表示，就業穩定增長，收入緩慢上升
以及抵押貸款利率下降，這種種因素令買家一直對
房屋市場保持興趣，但是房屋銷售卻一直數據不佳
。

Yun指出由于可銷售的成屋庫存不足，外加價
格過高，成屋銷售市場很難有所改善。美國南部例
如休斯頓地區銷售不佳主要受颶風Harvey影響，
佛羅裏達州則是因為颶風Irma。受風災受災地區成
屋銷售活動的下降可能將在未來數月持續，令全年
整體市場表現不及往年。不過，受災地區的重建工
作可能令市場需求在今年稍晚及明年出現改善。

不過由于該數據是在颶風之前統計，經濟學家
Yun之後補充道，現在房屋銷售市場對于買賣雙方
都充滿壓力和挑戰。不斷上漲的房價令買房囊中羞
澀，而中低價位的房屋供應量又很小，導致可供出

售的房源有限。
8月房產從登記出售到簽約售出的平均時長為

30天，與7月持平，去年同期銷售時長為36天，8月
數值接近5月27天的2011年以來最低數據。

8月銷售的成屋中有51%的房屋才剛進入銷售
市場不到1個月。

8 月成交的成屋交易
有31%來自于首次購房的
買家，略低于7月的33%，
創去年8月以來新低。

分地區來看，美國東
北 部 地 區 銷 售 額 躍 升
10.8%，同比增長1.4%。中西
部 上 漲 2.4%，南 部 下 降
5.7%，西部下降4.8%。
然而高價位的成屋銷售卻
十分火熱，如下圖所示，高
于 100 萬美元的成屋銷售
在過去一年上升了14.2%。

不過，儘管美國房屋
銷售市場不盡如人意，可
是房地產建設相關股票卻
是一直持續上漲。

數據發布後，美元指
數低位震蕩，美元指數下
跌 0.11%，暫報 91.74。(取材
僑報網)

美國8月成屋銷售持續下降

以上圖表來自華爾街見聞數據頻道

創一年新低創一年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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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現代教育制度與房地產市場發展的衍
生物，學區房可不只是中國特色，美國也有學區
房。美國也有學區房！

學區房是現代教育制度和房地產發展的衍
生物，在美國，學校有公立和私立之分，私立學
校跟學區房關係不大，昂貴的學費就已讓大部
分家長望而卻步。為了保障公平，免費公立學校
一般都規定學生就近入學。市政府將轄區劃分
成不同區塊，每一條街、每一個門牌號，每一所
房子都有一個附近學區相匹配的學校。

由于公立學校因師資、設施、升學情况等等
因素被分了三六九等，對許多支付不起私立學
校昂貴學費的家庭而言，生活在一個優秀的公
立學校的區域之內是孩子和家族未來發展的必
要條件，美國學區房也因此“誕生”。

美國實行的是K-12教育，也就是從大概幼
兒園大班算起一直到高三或者高四的教育階段
，教育階段之間的轉換都是通過“擇校”來完成
的。每個城市都會有Public school網站，裏面列
有公立學校網站鏈接方便家長瞭解這個學校的
師資情况、種族比例等等信息，除此之外，在比
較權威的Greatshools網站上都能夠查到“學校
評分”這一重要指標。

對于許多亞裔家庭而言，附近有一個7分
以上（10分制）的學校是居住必備。所以，在美國
買學區房的過程就會變成先通過各種數據對比
擇出滿意的學校，鎖定學區後再尋找符合預期
的房子。許多租房網站都提供了“學區房”查詢
服務，例如Zillow房屋網站的頁面上就會用博
士帽的標志代替公立學校，鼠標放上去就能看
到這個學校的評分。下圖就是一個5分的公立
小學，整個藍色的部分都是它所對應的學區。

美國的學區房很便宜？
房產中介提起美國的學區房都一臉“趕快

去白撿”的表情，真的有這麼便宜嗎？
網上瘋傳的二百萬人民幣就能買到的那種

小別墅的確是有的，地理位置大概是在那種廣
袤的田野上，方圓五十裏大概就一個3分學校。
如果你想在繁華地帶選一個學區房就沒那麼輕

鬆了，在舊金山、聖地亞哥、洛杉磯和紐約，稍微
好一點的住宅價格都在100萬美元以上，在紐約
曼哈頓區這種寸土寸金的地方，一個兩居室更
是賣到了300~500萬的價格。

除了並不友好的房價，你還得為“好學區”
多支付20%~30%的費用，在華人最為集中的紐
約皇后區，不同學區之間的差價甚至能多買一
套同樣的房產。所以美國的大城市，家長最難過
的事情就是：一街之隔房價天差地別。

在紐約，好的公立學校大多分布在近郊區，
根據Zillow網站的數據顯示，華人在這些地段
購買四居室的價格大概在200萬美元左右，約
合人民幣1300萬人民幣，著實不便宜。除此之外
，家長們每年還要支付1%~3%的地稅，紐約周邊
的地稅就在2.5%左右，像下圖這個219萬美元的
學區房，購買後每年還要支付五萬美元的稅金，
壓力山大。

即便如此，部分中國家長還是對美國的學
區房十分關注，畢竟與國內動輒十幾二十萬一
平米的學區房相比，美國的學區房更具性價比。
像下圖這個市值1700萬人民幣的房子，坐落在
加州最好的學區 palo alto之中，學區內有十幾
所八分以上的公立學校，不算院子的面積大概
是人民幣10萬一平，算上院子是2萬一平。這樣
的均價大概能讓在宇宙中心五道口附近買房的
家長們哭出聲來。

當然，大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美國學區房
還是離我們十分遙遠，這種所謂的“性價比”也
只是針對能在五道口買得起學區房的家長，對
于普通老百姓來說，美國的學區房再便宜也還
是三個字——買不起。

美國學區房性價比的底氣是什麼？
首先，美國的“頂配”中學大多是私立中學，

例如奧巴馬的兩個女兒所就讀的西德維爾友誼
學校就是美國的頂級私校之一，私立學校雖然
需要每年十幾萬美元的昂貴學費，但是並不存
在學區限制。如若學區房價格過高，家長們大可
為孩子選擇私立學校，讓孩子享受更多元的教
育。

其次，美國的學區制度要求家
庭在學區擁有居住資格即可，並不
強求家長在學校附近買房子，家長
可以自由選擇到底是在學區內買房
還是租房，再加上美國較為規範的
租房市場，學區房很難產生炒作熱
潮。

再者，美國的學區分布較為均
勻，無論是在市區還是郊區均有水
平相當的學校分布，教育資源相對
平均，市區和郊區學區房的價格也
相距不大，家長們也並不會因為“要
送孩子去城裏上學”而去擠占那一
畝三分地兒。

新教育部長的上臺引發美國教育
界震動，無論是其大力推行擇校制還是
對學費相對低廉的特許學校發展的支
持，都有可能在未來影響到美國的學區
房市場。

華人如何看待學區房
華人家長最捨得投資孩子教育，因

此買學區房，讓孩子上好學校成了很多
美國華人移民家庭的目標。然而，隨著
美國中產家庭的收入縮水，學區房的昂
貴價格也讓不少華人家庭望而卻步，同
時一些華人家庭認為，為小孩提供好的
教育不一定要去好學區上學。

僑報記者報道稱，很多華人家庭都為了孩
子上學而想辦法進入好的學區，一些家長租房，
還有一些購買昂貴的學區房。然而，一些家長認
為，讓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不一定要在好的學區。
買學區房的錢可供小孩上私立學校結婚後準備
在南加州地區買房的陳女士最近在考慮是否要
買學區房，她認為，學區房太昂貴，而且她計劃
將自己的孩子送入私立學校上學，覺得沒有必
要買學區房。她認為，買學區房的錢不如投資小
孩教育，而且上私立學校小孩更容易進入頂尖
的常青藤學校。

家住ABC學區附近城市諾瓦克（Norwalk）
的陸女士的兒子剛剛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工程
學院畢業，畢業後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她回憶起
教育兒子的點點滴滴時說，當年因為買不起喜
瑞都學區的房子，安家在了諾瓦克，但是送兒子
去了私立學校。她說，私立學校也不是很貴，但
是年紀很小的兒子得到了教師足夠的關注，這
對小孩的發展很重要。

進入好高中更容易申請好大學嗎？
在喜瑞都市有全加州排名第一的公立高中

惠特尼高中（Whitney high school）。陸女士說，
進入這所高中除了要考試之外還要住在喜瑞都
，因此很多華人家長都“借”房子，而她兒子在上
高中的時候則在喜瑞都市旁邊的一所很普通的
高中上學，普通高中不是像喜瑞都的惠特尼高
中那麼學術，所以有很多很實用的課程，例如焊
接等。兒子在高中學習了焊接，所以之後在上大
學的時候因此而被選拔進入全國性的一個比賽
，而這些課程在惠特尼高中是沒有的。

同時，隨著平權法案在高等法院獲得支持，
學生在申請大學時分數的重要性將會大打折扣
。陸女士認為，在惠特尼高中這樣的學校上學，
因為有太多優秀的孩子，所以不容易凸顯出來，
兒子當時畢業的時候是以高中第二名的成績畢
業的，所以很容易被凸顯出來。在惠特尼高中這
樣的學校上學，小孩子大多是出自收入中等偏
上的家庭，而男孩子在普通高中會比較踏實，因
為環境比較樸實。

好學區亞裔占大多數 家長希望能更多
元

為了能讓兒子在好的學區上學，王女士多
年前從中國移民過來定居到了亞凱迪亞，但是
讓她失望的是，大部分的學生都是華裔，她希望
能讓孩子多接觸一些美國的文化，而不是只和
華人小孩在一起。雖然學區很好，學校排名也很
不錯，但是總讓她感覺孩子沒有體驗到真實的
美國。

在喜瑞都居住的吳先生目前也在考慮搬家
，他說，其實喜瑞都市內不同的社區有不一樣的
學校，他居住地方的公立小學大部分都是印度
裔，他覺得有些失望，他希望能看到更多其它族
裔的小孩和自己的孩子一起上學，所以考慮去
別的地區買房。他說，好的學區總是亞裔學生居
多，如果小孩的文化背景能更多元可能會對孩
子的發展更有好處。

家長：學區房投資回報率高
除了孩子上學，一些家長購買學區房還有

一個考慮就是投資回報。曾經住在亞凱迪亞的
張先生說，在兩個小孩還在上學年齡的時候，他
們購買了亞凱迪亞一個3居室的房屋，除了為
小孩子上學之外，還有一個考慮就是將來的投
資回報問題，孩子上大學之後他們將房屋賣掉，
已經翻了一倍的價格，這樣還可以有錢在附近
的城市購買一棟5居室的房屋。

他說，在2008年全美經濟危機期間，房屋
價格大幅下降，但是學區房的房屋價格都沒有
降，在房屋價格漲價的時候，普通學區的房屋價
格漲幅很小，但是好的學區的房屋價格會漲得
很快，因此投資學區房是非常穩定的投資。

張先生說，上學受教育很大一部分取决于
家庭的教育和孩子的努力，上好的學校不一定
有好的結果，但是畢竟在學校受到的影響不一
樣，因此他人為地讓孩子去比較好的學區上學
以及在好學區購房是很明智的。此外，他認為好
的學區治安、環境都比較好，這樣小孩子也比較
安全。(取材僑報網)

美國的學區房到底有多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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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在美投資買房有關出租在美投資買房有關出租、、稅務等稅務等
問題詳解問題詳解

問：在美買房，維修房屋如何抵
稅？

房屋每年的折舊也可以用來抵稅。
比如，花30萬美元買一棟房子，其中土

地價值5萬，房屋25萬。雖然房子的實際使
用壽命可能很長，但稅法上規定房屋的折舊
年限為27.5年。

每年報稅時，折舊可以抵扣25/27.5萬元
的應納稅收入。按15%的稅率計算，每年大約
能少納稅1364美元。

被折舊抵扣的稅額會在日後出售房屋時
回征。

比如上例，當初30萬美元的房產在30年
後賣出 100萬美元。此時房屋的價值已經在
27.5年中折舊完畢，稅法上的成本只剩土地的
價值5萬美元。

所以，應納稅收入為增值的70萬美元+房

屋被折舊的25萬美元 = 95萬美元 （不考慮後
文自住房屋的稅收優惠）。

無論你當初報稅時是否記得抵扣折舊
，在你賣房時稅務局都會按折舊後的較低
成本計算盈利，這種一刀切的行為真是令
人無奈。

所以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支出，請記得在
報稅時填上摺舊抵扣。

問：貸款手續費有多少，具體有
哪些收費項目？

與貸款有關的開銷包括以下費用：
手續費(Loan Origination Fee): 一般是貸

款額的1%
點數(Discount Point)：一個點是貸款額的

1%，一個點可降低利率0.25%
房屋估價費(Appraisal Fee): $250-$500，

房價約高，收費越貴。
信用報告費(Credit Report): $20-60$
處理費(Processing Fee)：$200-$500
納稅服務費(Tax Service Fee): $50-$100
洪水證明費(Flood Certificate): $10-$20
審批費(Underwriting Fee): $200-$500
文 件 準 備 費 (Document Preparation)

$200- $500
以上的費用在每個公司可能稍有不同，

你可以找一家收費少的。
每家公司都會讓你挑選無點數貸款。加

點數的好處是最終還款額會降低，缺點是過
戶時要多交錢。

因為有點數無點數貸款在七年時還款額
相等，如果你能保持貸款七年以上，可以加
點數。否則不要加點，特別是在過戶費很緊
的情況下。

問：出租前，要買哪種保險？
出租屋保險

很多人在美國投資房地產，買了房子自
己不住而是租給房客。對于這種出租房子也
有專門的保險，叫做出租屋保險。

一般來說保險
公司的出租屋保險
不承保短期出租的
房屋，一兩周這種
都是沒有的，最短
期限為一年。

出租屋保險的保
障範圍

出租屋保險和
自住屋保險的區別
在于，出租屋保險
是房主擁有房屋但
租給他人以收取租
金。

所以出租屋保險的保障範圍主要包括：
第一、房屋重建費用
萬一碰到一些自然災害的時候，保險公

司應承擔房屋重建的費用。包括房子的花草
樹木，游泳池、圍墻以及後院建的 Guest
House 客房等其他建築。

第二、房租租金損失
如果碰到災難，比如房屋起火等，房客

因此不再租房子，房主所損失的租金Loss of
Rent房租損失這部分也由保險公司理賠，但
不包含房客的財物損失。

第三、和房屋相關的責任險費用
責任險非常重要，當房主沒有住在裏面

時，房屋內出現一些問題，除房客以外的人
受傷等，責任險可以做出相應理賠。

並且責任險還包含和出租屋相關的律師
費用、Defense Cost辯護費用，但不包含房客
的責任險費用，也就是說如果是房客在出租
屋內摔傷，責任險不理賠。

那麼，如何購買出租屋保險？
第一步：選擇有經驗的保險經紀，計算

出租屋的重建價值
出租屋的重建價錢和購買出租屋的價錢

不一定相同。
第二步：選擇合適的保障內容
比如Personal Injury、個人歧視，如果因

為歧視選擇房客，比如不想租給懷孕的孕婦
、黑人等而被房客起訴。

合適的保險條款可以保障房東利益，保
險公司也會對此做出理賠。

第三步：選擇合適的責任險保額
在出租屋保險中儘量將自己的Liability責

任險的部分提高。一般情況下，出租屋保險
包含十萬美元的責任險保額。

但是有些公司可以把責任險部分提高到
100萬，也就是說萬一房主與房客之間出現糾
紛，被房客控告，保險公司可以最高支付100
萬為房主理賠申述。

第四步：選擇合適的租金損失保額
因為某些災難房客搬走了，房主因此所

損失的租金，保險公司可以理賠的額度。
第五步：選擇合適的自負額Deductible
如果是理賠1萬元，房主自己的自負額為

1000元，那麼就有房主支付1000元，保險公
司賠付9000元。

自負額越高保費越低；自負額越低保費
越高，這個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房子的保險記錄很重要，如果房子的保
險記錄不好，保險公司可以拒絕承保。

保險公司不是按照賠付的金額來決定，
而是看保險記錄好不好。

買保險的時候最好要保存相關的簽字文
件及溝通信件，這樣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
糾紛和誤會。(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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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在美投資買房有關出租在美投資買房有關出租、、稅務等稅務等
問題詳解問題詳解

問：在美買房，維修房屋如何抵
稅？

房屋每年的折舊也可以用來抵稅。
比如，花30萬美元買一棟房子，其中土

地價值5萬，房屋25萬。雖然房子的實際使
用壽命可能很長，但稅法上規定房屋的折舊
年限為27.5年。

每年報稅時，折舊可以抵扣25/27.5萬元
的應納稅收入。按15%的稅率計算，每年大約
能少納稅1364美元。

被折舊抵扣的稅額會在日後出售房屋時
回征。

比如上例，當初30萬美元的房產在30年
後賣出 100萬美元。此時房屋的價值已經在
27.5年中折舊完畢，稅法上的成本只剩土地的
價值5萬美元。

所以，應納稅收入為增值的70萬美元+房

屋被折舊的25萬美元 = 95萬美元 （不考慮後
文自住房屋的稅收優惠）。

無論你當初報稅時是否記得抵扣折舊
，在你賣房時稅務局都會按折舊後的較低
成本計算盈利，這種一刀切的行為真是令
人無奈。

所以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支出，請記得在
報稅時填上摺舊抵扣。

問：貸款手續費有多少，具體有
哪些收費項目？

與貸款有關的開銷包括以下費用：
手續費(Loan Origination Fee): 一般是貸

款額的1%
點數(Discount Point)：一個點是貸款額的

1%，一個點可降低利率0.25%
房屋估價費(Appraisal Fee): $250-$500，

房價約高，收費越貴。
信用報告費(Credit Report): $20-60$
處理費(Processing Fee)：$200-$500
納稅服務費(Tax Service Fee): $50-$100
洪水證明費(Flood Certificate): $10-$20
審批費(Underwriting Fee): $200-$500
文 件 準 備 費 (Document Preparation)

$200- $500
以上的費用在每個公司可能稍有不同，

你可以找一家收費少的。
每家公司都會讓你挑選無點數貸款。加

點數的好處是最終還款額會降低，缺點是過
戶時要多交錢。

因為有點數無點數貸款在七年時還款額
相等，如果你能保持貸款七年以上，可以加
點數。否則不要加點，特別是在過戶費很緊
的情況下。

問：出租前，要買哪種保險？
出租屋保險

很多人在美國投資房地產，買了房子自
己不住而是租給房客。對于這種出租房子也
有專門的保險，叫做出租屋保險。

一般來說保險
公司的出租屋保險
不承保短期出租的
房屋，一兩周這種
都是沒有的，最短
期限為一年。

出租屋保險的保
障範圍

出租屋保險和
自住屋保險的區別
在于，出租屋保險
是房主擁有房屋但
租給他人以收取租
金。

所以出租屋保險的保障範圍主要包括：
第一、房屋重建費用
萬一碰到一些自然災害的時候，保險公

司應承擔房屋重建的費用。包括房子的花草
樹木，游泳池、圍墻以及後院建的 Guest
House 客房等其他建築。

第二、房租租金損失
如果碰到災難，比如房屋起火等，房客

因此不再租房子，房主所損失的租金Loss of
Rent房租損失這部分也由保險公司理賠，但
不包含房客的財物損失。

第三、和房屋相關的責任險費用
責任險非常重要，當房主沒有住在裏面

時，房屋內出現一些問題，除房客以外的人
受傷等，責任險可以做出相應理賠。

並且責任險還包含和出租屋相關的律師
費用、Defense Cost辯護費用，但不包含房客
的責任險費用，也就是說如果是房客在出租
屋內摔傷，責任險不理賠。

那麼，如何購買出租屋保險？
第一步：選擇有經驗的保險經紀，計算

出租屋的重建價值
出租屋的重建價錢和購買出租屋的價錢

不一定相同。
第二步：選擇合適的保障內容
比如Personal Injury、個人歧視，如果因

為歧視選擇房客，比如不想租給懷孕的孕婦
、黑人等而被房客起訴。

合適的保險條款可以保障房東利益，保
險公司也會對此做出理賠。

第三步：選擇合適的責任險保額
在出租屋保險中儘量將自己的Liability責

任險的部分提高。一般情況下，出租屋保險
包含十萬美元的責任險保額。

但是有些公司可以把責任險部分提高到
100萬，也就是說萬一房主與房客之間出現糾
紛，被房客控告，保險公司可以最高支付100
萬為房主理賠申述。

第四步：選擇合適的租金損失保額
因為某些災難房客搬走了，房主因此所

損失的租金，保險公司可以理賠的額度。
第五步：選擇合適的自負額Deductible
如果是理賠1萬元，房主自己的自負額為

1000元，那麼就有房主支付1000元，保險公
司賠付9000元。

自負額越高保費越低；自負額越低保費
越高，這個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房子的保險記錄很重要，如果房子的保
險記錄不好，保險公司可以拒絕承保。

保險公司不是按照賠付的金額來決定，
而是看保險記錄好不好。

買保險的時候最好要保存相關的簽字文
件及溝通信件，這樣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
糾紛和誤會。(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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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投資買房有關出租在美投資買房有關出租、、稅務等稅務等
問題詳解問題詳解
問：從投資房產的角度：是買獨

立房(Single Family Home)
、 康 斗 (Condo) 或 聯 排
(townhome)好呢？

(接上頁)比較而言，獨立房總投資額要高

些，多數在17-35萬美元之間，但是物有所值

，因為面積大，有車庫，占地，升值潛力強

，適合長租的社區管理費很低，一般一年在

$300-600之間，比較容易出租。

但是因為房子大，有草坪，可能還有游

泳池，維護和修理費用要高一些。

樓房和連棟房投資少，多數在7-20萬美

元之間，修理費用相對少，價格便宜的一般

房齡老，社區管理費高昂而且不固定，每個

月在$250-400之間。

從我們現在管理的房屋看，投資獨立房

占絕大多數。

問：外國人每年如何報稅、交稅
？稅收有哪些類型？

從稅法上講，外國人是指區別于美國公

民、美國居民（綠卡持有者）和美國稅法居

民（在美國居住183天以上的外國人）的個

人。

投資房地產涉及的稅務主要包括：

房地產稅，出租、出售房地產時產生的

所得稅，房地產買賣時的過戶稅。

(1)房地產稅（Property Taxes）

是地方政府（郡、市、鎮）向房地產的

所有者徵收的稅收。無論是美國公民、居民

或外國居民，每年都要向當地政府繳納房地

產稅。

(2)房地產出租收入所得稅（Income Tax

on Rental Income）

一旦房產開始出租並產生租金收入，投

資者須每年向國稅局申報1040 NR稅表來報告

當年的租金毛收入及各項費用支出，如扣除

費用後有淨利潤，屋主須向國稅局納稅。外

國投資者的報稅期限為下一年的1月1日至6

月15日。

大部分外國投資者在房屋出租的開頭幾

年無需交納任何收入稅，因為國稅局規定出

租房建築（不包括土地）成本的27.5分之一可

算為每年的折舊並作為出租減項之 一。

同時，每位外國報稅人還享有$3,950的個

人免稅額。

(3)出售房地產時產生的所得稅（Income

Tax on Capital Gain）

外國人出售其在美國擁有的房地產，要

按利潤繳納所得稅。利潤的計算方式為房地

產賣價扣除當初買價，裝修費，大項維修費

，和買賣時所產生的其他費用。

如果擁有房地產不到一年，適用10-35%

的累進稅率；

如果超過一年，適用15%的長期資本利得

稅率。

為了防止外國賣家逃稅，法律規定買家

在向外國賣家購買房地產時，必須從成交價

中預扣10%並在20天之內向國稅局申報8828

表格。買家將8828-A表格交給外國賣家作為

扣稅的證明。

如果買家沒有從購房款中預先扣繳這筆

稅款, 那麼國稅局可以要求買家支付外國賣家

的欠稅，再支付最高可達一萬美元的罰款。

如果買家買的是自住屋，且房價少于30

萬元，則買家可以免除扣繳的義務。

在房屋成交的次年年初, 外國賣家要向國

稅局申報1040NR 表格, 並在附表D上申報上

一年房產交易的利潤，並將所收到的8828-A

表格附上作為預繳稅款的證明。

如果之前預扣的稅款多過應繳稅款，外

國賣家可以獲得退稅， 反之補繳剩餘的稅

款。

除了聯邦所得稅，在絕大多數州，外國

投資人還要就其利潤繳納州所得稅，但是佛

州沒有州所得稅。

(4)其他稅種

美國多數的州，都對房地產交易徵收過

戶稅，在佛羅里達，這種稅叫Doc. Stamps on

Deed，是一種合同印花稅，買方要按房屋購

買價格的0.7%繳納。

如果是貸款購房，買方還要額外按貸款

額繳納0.35%的印花稅(Doc. Stamps On Note)。

如果是短租的度假屋，投資人還要每月

按租金收入的13%繳納營業稅(Sales Tax)和旅

遊稅(Tourist Development Tax)。

(5)外國人報稅號（ITIN）

外國投資者購入房地產後，應立即向國

稅局申請外國人報稅號（ITIN），因為每年

的個人收入稅申報及房屋出售時都會用到

ITIN。

如果外國投資者不提供ITIN，國稅局規

定：無論是物業出租公司還是房客，都必須

履行扣繳義務，代扣30%的毛租金並及時上交

給國稅局。

問：已借三十年的房貸款，想要
提前還點，需要注意什麼事
項？

兩個方法更早的付清房貸與節省利息支

出：一個方法是提前償還或者一次付清貸款

本金。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重新貸款為更短的貸

款期和更低的利率。

從提早付本金來說，如果可以提早把貸

款付清，可以節省利

息開支，剩餘

的錢可以作

其他用途。

如果想

提前償還本

金，最好在

頭五年付

如果購房者

來說，分攤還款時提

前償還本金，每月月

費是不變，但可以有助于

縮短供款期。由于大多數

的貸款剛開始是主要付利息部分，越早付

本金，往後的利息就越少。

提早償還本金並不適合所有人

購房者需要考慮自己的房貸息率。

如果你的房貸利率比較低，那你應該考

慮先付清你的信用卡卡債或者其它息率比較

高的債務。

另外，購房者也可以把錢用作其他的投

資，比如加大退休計劃，或者其他投資產品

。房產的用途也在需要的考慮因素之內。(文

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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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和富人之間差的是錢嗎？現
在我們說創業、談投資，無非都圍著一
個“錢”字。即使不出於媚富的角度我
們也會好奇，窮人甘願過窮日子嗎，他
們想不想做富人？

對於富人和窮人的現狀，美國理
財專家考利用了5 年時間對美國的富
人和窮人的日常行為和習慣進行調查
和分析，他發現富人與窮人很大的一
個差異是“致富習慣”。考利認為，“運
氣”其實在成為富人過程中只起到了
很小部分的作用，而窮和富的差別在
於“致富習慣”。這其實是種思維，並
且與生活習慣很像，就像良好的生活
習慣會使人身體健康甚至是長壽，不
良的生活習慣會影響到人們的壽命；
而擁有良好的致富習慣，會加速人們
積累財富，而擁有太多“窮人習慣”的
人就是拼了命也難以成為富人。

在美國年收入多少才能進入富
人的行列呢？按照納稅的標準，個人年
收入要不低於200000 美元、夫妻年收
入不低於250000 美元算是富人，但這
樣的收入其實只是中產階級上層的收
入水平，真正可以算作富人的年收入
要不低於500000 美元，而且這還只是

窮酸的富人。
1。富人相信生活習慣對於財富人生
很重要

52%的富人認為，日常生活習
慣對成為富人有主要影響會產生主
要影響，窮人中持這種觀點的比例為
3%。很多富人會說他們成為富人是
運氣好，而不少窮人也會說自己運氣
不好所以成為不了富人——不過富
有人群認為不好的習慣造成的是有
害的運氣，而好的習慣則可以帶來機
會的運氣。什麼是好或不好的生活習
慣？你怎麼看？
2。富人相信美國夢

在如何看待美國夢上，2%的窮
人認為美國夢可以實現，而87%的富
人認為可以實現美國夢。美國夢在富
人眼裡是人們可以發揮自己的潛能，
自己來決定命運。94%的美國富人認
為擁有更多財富是他們美國夢的一個
主要組成部分，而這種夢想是可望又
可及的。

看來，中國的騷年們要致富，得
先有個中國夢。
3。富人重視人脈關係和自我成長

88%的富人認為人脈關係對成

為富人至關重要，而持這種觀點的窮
人是 17%。去年有句流行語：“要想成
為富人就要和土豪交朋友”，因為人脈
往往是錢脈，而富人間的人脈更可以
說是金脈。

美國富人維繫人脈關係大多會
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作出帶有人情味的
事情，例如適逢人生大事件時打電話

恭喜，祝賀生日快樂，甚至是見
面喝喝茶。而做這個調查的理
財專家考利照貓畫虎，光用這
一招一年就多賺了60000 美元。
4。富人喜歡結交新朋友

68%的富人稱他們喜歡交
新朋友，而窮人喜歡交新朋友
的比例只有11%。中國人常說在
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多個朋
友多條路。廣交朋友是擴大人
脈的一種方式，在美國也是如
此。
5。富人認為攢錢很重要

88%的富人認為攢錢是致
富的基礎，在這一點上52%的窮
人也贊同。要想成為富人不僅
要能掙大錢，而且要勤儉持家、
積聚財富。他們在教育子女上
有一條“80/20 定律”，即在生活
中不要做月光族，至少收入的
20%要用於儲蓄或是投資。這一

點應該也歸為是生活中的一個好習慣
。
6。富人堅信生活的命運由自己決定

在由誰來決定自己命運上，90%
的富人表示是由自己，而窮人中只有
10%的人認為命運由自己決定。窮人
大多認為自己命不好，沒個好爸爸。在
受訪的美國富人中，大多數人最初也
不是富人，也沒個好爸爸來撐腰，但他
們秉持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的信念，
努力向改進自己命運的目標進發，這
種態度也是他們能夠成為富有之人的
一個因素。這種精神動力也算是和“美
國夢”相輔相成。
7。富人致富依賴創造性，而不僅是聰
明

有 75%的富人視創造性為成為
富人的重要條件，窮人中則只有 11%
的人同意。

富人更多地相信創造性會極大
影響能否成功，而窮人則更多地認為
自己窮是因為不夠聰明。很多成為富
人的人在大學的讀書成績只是 C，也
就是勉強及格，他們算不上聰明人和
學霸，但這些人注重創意，而不是死讀
書，走上社會後更能發揮自己的能力。
8。富人喜愛他們的工作

85%的富人稱他們喜愛自己所
從事的工作，而窮人僅有2%的人稱喜

愛自己的工作。86%的富人平均每週
工作50 個小時，81%的富人稱他們要
做比工作所要求更多的事情。

不過，富人的工作往往是自己開
創事業，全身心地投入自不可免。而窮
人多是打工族，要想做到全身心投入
要求有點過高——不過，誰知道這些
富人最初不是從打工族過來的呢？
9。富人相信身體健康是賺錢的本錢

85%的富人將身體健康看得很
重要，而且也認為這是賺錢的本錢，但
窮人卻是把身體健康看得不甚重要，
13%的窮人認為身體健康是革命的本
錢。一位富人曾說，我不可能在醫院的
病床上賺錢。身體健康意味著有更多
的精力和時間去開拓事業，也會更多
地積累財富。身體健康還會將積累財
富的時間拉長，一個人再富有，英年早
逝也是一種悲劇。
10。富人更有衝勁，勇於冒險

63%的富人表示在致富的過程
中敢於冒風險，窮人在這方面是底氣
不足，6%的窮人表示他們贊同致富要
勇於冒風險的觀點。在學者的調查中，
27%的富人在創業致富過程中至少有
一次遭遇失敗，人們很容易忘記成功，
但失敗卻是刻骨銘心，能從失敗中吸
取教訓，重新站起來，這就具備了可能
會成功的基本素質。

美國人告訴你：窮人和富
人之間只差10個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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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體驗的必須體驗的1010大最具美國大最具美國
特色趣事特色趣事

在波士頓的芬威球場上看一場棒球賽
據介紹芬威球場是一片神聖的土地。這裡的座位十分接近

賽場，以至於觀眾可以聽到棒球的擊球聲在這個有103年歷史的
棒球場上保持了很多傳統：記分板仍然由手工操作；37英尺長的
有“綠色怪物”之稱的左外野全壘打牆困擾了投球手整整七十年
；排隊買芬威弗蘭克熱狗就像給洋基隊喝倒彩、用Sharpie標記右
外野方向的界外標杆那樣成為了傳統的一部分。你會在第七局
時站起來和觀眾一起唱“帶我去看棒球比賽”，在第八局時一起
唱尼爾•戴蒙德(Neil Diamond)的《親愛的卡洛琳》。

不要錯過的事：芬威公園官方之旅會分享的傳奇故事，向
你展示右外野上醜化了佩斯基標誌杆上的簽名，還會為你提供
一個坐到“綠色怪物”牆上去的機會。
聆聽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的鄉村音樂

使納什維爾在1925年獲得了“音樂之城”的美稱，並沿用至
今。如今，納什維爾在音樂產業工作的人口人均密度，比世界上
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高。鄉村音樂名人堂和博物館都在這裡，每
年該行業的名人為了美國鄉村音樂協會獎而在這裡聚集。

在這個小鎮裡可以到130多個音樂場所裡感受鄉村音樂，
這些音樂場所還包括世界聞名的百老匯上的廉價小酒吧。出現

在電視連續劇《納什維爾》裡的藍鳥咖啡屋，就是加斯•布魯克
斯(Garth Brooks)被發現並被國會唱片公司簽下的地方。想要在
你住的地方附近尋找音樂現場，可以免費下載“納什維爾現場音
樂指導應用”。
在舊金山乘坐纜車

1869年，在看到馬在濕鵝卵石地上，沿著舊金山陡峭的傑
克遜大街，艱難地拉著馬車前進的時候，發明家安德魯•史密斯
•哈樂迪(Andrew Smith Hallidie)靈光一閃，想到了一個蒸汽動
力、纜索驅動的鐵軌系統。四年後，舊金山的第一輛纜車開始在
馬路上行駛。遊客可以在免費開放的纜車博物館查看第一輛輛
車，看看地下滑輪系統是如何工作的。或者也可以跳上一輛人工
纜車，朝著當年的馬前行的方向，行駛在傑克遜大街上。需要有
兩個人制動刹車，尤其是在陡峭的大街上。黃銅鐘鐘聲響起之後
，公共交通纜車上的二重奏總是為旅程增添不少趣味。

不要錯過的事：沿著海德街的漁人碼頭一直到倫巴底街，
觀看“世界上最彎曲的街道”。在加利福尼亞街上有：諾布山、唐
人街以及金融區。
在紐約康尼島上吃熱狗、坐過山車

紐約的康尼島是一個傳奇的海濱遊樂場。1918年建造的摩
天輪、1927年建造的“龍捲風”過山車至今吸引著遊客。去年6月
，“霹靂”過山車正式運營，這是在“龍捲風”建成之後康尼島上第
一個主要的過山車。遊客還可以看馬戲團表演、在“滑雪球”或者
其他遊戲裡碰運氣。

不要錯過的事：“美食勝”的吃熱狗大賽已經是一個傳統，
於每年的6月4日舉行，現在還會在ES-
PN2上直播。六月底舉行的一年一度的美
人魚遊行會吸引成百上千的“美人魚”及

“美男魚”。他們使用服裝和道具在大街上
遊行展示他們的藝術才能。
在肯塔基州體驗波旁威士忌和馬的王國

肯塔基州的意外人口老齡化要感
謝該州標誌性的靈丹妙藥——威士忌酒。
十八世紀初，農民不再種植玉米田，而是
開始製造威士忌酒，然後順著密西西比河
水運到下游。前往新奧爾良的漫長旅途將
木桶裡的威士忌酒催熟了，使液體呈現出
一種琥珀色，口味順滑，後來這種酒就被
叫做波旁威士忌。2014 年是國會宣佈波
旁威士忌是“美國唯一的本土精神”50周
年。遊客可以從俄亥俄河出發，穿過鄉村
的“波旁威士忌，馬和歷史地區”，在馬場
踱步，見見退休了的馬冠軍。

不要錯過的事：參觀酒廠、威士忌
博物館，和波旁巧克力店；體驗一次波旁
航班；在路易斯維爾的銀幣威士忌酒吧聽
約翰尼•卡什的唱片；在肯塔基州馬公園
觀看50多種馬；遊覽農場。
在亞利桑那州遊覽科羅拉多大峽谷

如果有這麼一個地方，任何言語都
無法形容其瑰麗壯闊，那麼這個地方就是
科羅拉多大峽谷。遊客可以從洛杉磯坐直
升飛機進入大峽谷的偏遠邊緣地帶，欣賞
壯麗空曠的景色。在南緣，徒步旅行者可
以往下沿著短卻陡峭的之字形路，來到

“光明天使小道”上的蜿蜒科羅拉多河，或

者往上沿著邊緣走容易的“時光隧道”。2013年新的遊玩方式是
沿著東部邊緣騎騾遊歷大峽谷，牧人常常停下來為遊客解說大
峽谷的故事和細節。

不能錯過的事：在旺季，乘坐免費巴士前往大峽谷村參觀
今年建成一百年的歷史悠久的小屋：隱士居和瞭望台。在村落裡
可以參觀光明天使歷史文物室的展覽。夏季，印地安人舞者們會
在印地安古屋外提供免費的舞蹈表演。
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體驗爵士樂

在進入芝加哥和紐約市的俱樂部之前，爵士樂起源於新奧
爾良市的友誼賽。遊客可以手捧一杯甜茶或從路邊攤買的雪球
刨冰，漫步在皇家大街上，聆聽傳遍幾乎每個角落的爵士樂或者
布魯斯。只有在新奧爾良才能找到主題為爵士樂的國家公園，因
而在新奧爾良爵士國家歷史公園停下來看一場爵士表演也一定
能讓你難忘。

不能錯過的事情：有“新奧爾良的夜鶯”之稱的羅賓•巴尼
斯建議前往蒙特萊昂酒店享受週五晚上的爵士樂，在那裡，你可
以在乘坐旋轉木馬的時候一邊品嘗雞尾酒，一邊欣賞爵士樂。溫
莎酒店的馬球俱樂部休息室和斑點貓音樂俱樂部也是好去處。
在亞利桑那州遊歷墓碑鎮

美國老西部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槍擊案就是於1881年發
生在亞利桑那州的墓碑鎮。1993年這個故事被搬上好萊塢的銀
幕，電影《墓碑鎮》的故事發生在OK圍欄上。如今這個保存完好
的煤礦新興城市，每天在原先OK圍欄的地點模擬槍擊戰，已經
成了一個國家級的歷史景觀。附有解說的電車之旅能帶遊客前
往其他的歷史景觀，包括靴山墓園，其中一個亡命牛仔就是葬在
那裡。對一些不感興趣的人來說，墓碑鎮也許是個遊客陷阱，但
是它卻被評選為今年的十大最好的“真正的西部”小鎮之一。

不能錯過的事：直奔歷史悠久的“水晶宮酒館”而去，這是
墓碑鎮最早的酒吧之一。在以道克•豪樂迪的女友命名的“大鼻
子凱特的酒館”裡，你可以穿上那個年代的西部牛仔服，在酒吧
後拍照留念。
在加利福利亞州亨廷頓海灘衝浪

搖滾樂隊“沙灘男孩”讓我們相信如果每個人都有一片海，
那麼每個人都會像加利福尼亞人那樣衝浪。該樂隊將抒情的歌
詞及和反應南加州隨心所欲的衝浪文化良好和諧地結合起來，
他們的歌聲迷倒了20世紀60年代的人。從木質衝浪裝備、到比
基尼、再到拖鞋涼鞋等。這股懷舊風依附于整個南加州的衝浪活
動。奧蘭治縣註冊的年度“最佳XX獎”中，亨廷頓海灘碼頭被評
為長年最受歡迎的地方。亨廷頓海灘又被稱為“美國的衝浪城市
”，擁有10英里的沙灘，全年優惠，每年舉辦50多場衝浪比賽，是
世界聞名的衝浪勝地。
在俄亥俄河或密西西比河上乘坐觀光船

順著美國最早的探險家曾經遊歷過的水路而下，感受美國
的歷史。這就是大文豪馬克•吐溫在19世紀中期經過三角洲、峽
灣和石灰岩峭壁時曾經體驗過的經歷。這些經歷為他後來創作
在河上的生活的小說提供了靈感。當遊客停留在美國傳奇性的
港口城市，如孟菲斯、新奧爾良、辛辛那提、路易斯維爾和聖路易
斯等，就會親眼看到、親耳聽到這些河流是如何塑造了美國歷史
。

不要錯過的事：在密西西比河上，“美國皇后號”主題航行
強調感受美國文化的不同方面，從棒球傳奇到南方文化。

【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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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各大州的奇葩特色美國各大州的奇葩特色
你能不能忍你能不能忍？？
1. 阿拉巴馬州：兒童吸煙者最多

阿拉巴馬州是為數不多的把合
法吸煙年齡延遲到19歲的地區之一，
但這一加強人們健康的措施完全無效
，反而有更多的吸煙兒童。
2. 阿拉斯加州：衣原體率最高

儘管阿拉斯加州人口密度最低，
平均氣溫最低，但是病毒細菌依舊猖
獗。
3. 亞利桑那州：牙齒醫療服務最差

接近60％的居民無法獲得常規
牙齒健康檢查。退休的有假牙的老人
幾乎沒有。
4. 阿肯色州：高級學位人數最少

只有6％左右的人擁有學術或更
高的學位。
5. 加利福利亞州：環境污染最嚴重

這裡的空氣質量比洛杉磯還差。
6. 科羅拉多州：可卡因吸食者遍佈

如果你在派對上聽到有人談論
白色粉末，那就是可卡因。
7. 康乃狄克州：貧富差距最大

雖然康乃狄克州的入學率最高，
人均收入最高，但是富人的收入是普
通人的41倍。這就導致有錢人越來越
富裕，窮人越來越窮。
8. 特拉華州：居民運動量最少

這裡很少有人堅持每天鍛煉30
分鐘，每週3次。
9. 佛羅裡達州：沉船事故最多

佛羅裡達州人駕船就好像猩猩
吸毒後一樣興奮，從不顧後果。
10. 喬治亞州：公正廉潔度最低

這個州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
職期間大量接受賄賂。
11. 夏威夷州：流浪者最多

美國整體的流浪者數量在減少，
但是夏威夷的無家可歸者卻是其他州
的五倍左右。
12. 愛達荷州：司機技術最差

這裡的司機似乎只會在後面猛
推車，不過還好沒有太多的車禍發生。
13. 伊利諾斯州：鐵路事故最多

作為美國鐵路交通樞紐，生活在
這裡的讓人們說不準什麼時候後院外
的鐵路就脫軌啦。
14. 印第安納州：冰毒意外最多
15. 愛荷華州：種族差異最大

同樣數量的白人和黑人吸食大麻
，黑人被捕的數量卻是白人的 8 倍之

多。
16. 堪薩斯州：風景最醜

堪薩斯州的風景就像《綠野仙蹤
》的黑白場景一樣不堪入目。
17. 肯塔基州：動物保護措施最差

它已連續 7 年成為動物保護最
差的州。
18. 路易斯安那州：謀殺率最高

不僅謀殺率最高，被開槍致死的
人數也最多。所以一定要慎重考慮晚
上是否外出。
19. 緬因州：直升飛機場最少

為了著陸，也得先停在附近的新
罕布什維爾。
20. 馬裡蘭州：拘捕犯罪老人最少

表面上，老人都可以逃脫法律的
制裁，實際上，監獄裡的大部分犯人都
是50歲以上。
21. 馬薩諸塞州：無減價供應飲料時間

1984年，馬薩諸塞州
就取消了減價供應的飲
料。這讓工作者們 30 年
以來在工作期間喝的都
是全價飲料。
22. 密歇根州：道路橋樑
建設最差

密歇根州花在道路
橋樑建設的經費最少，路
況就像老虎隊在季後賽
的表現一樣糟糕。
23. 明尼蘇達州：龍捲風
最頻繁

2010 年，這裡就發
生145次龍捲風。
24. 密西西比州：人均壽
命最短

這裡的人們最多只
能活到75歲。
25. 密蘇裡州：小狗撫養
所最差
26. 蒙大納州:人均交通
事故死亡率最高

蒙大納州曾經廢除
過限速的規定，所以司機
想開多快就開多快。不過
現在又恢復了限速。
27. 內布拉斯加州：家具
製造業最少

很難找到一張內布
拉斯加州製作的咖啡桌。

28. 內 華 達
州：離 婚 率
最高

在 這
裡很難得見
證一場幸福

的婚姻。
29. 新罕布什維爾：內陸水道最少

千萬不要幻想能夠在這裡划船
航行。
30. 新澤西州：超速罰款金額最高

超過每小時10英里的限速很有
可能比飆車罰款更嚴重。
31. 新墨西哥州：意外死亡數最多

這是自殺者最好的去處。
32. 紐約：稅收最沉重

紐約稅率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
39％。雖然根據生活水平做出了相應
調整，但還是稅收最高的地區。
33. 北卡羅來納州：教育水平最差

因為教育經費的支出較少，老師
學生比率較低以及較高的聾啞兒童比
例，這裡毫無疑問的成為了教育落後
州。
34. 北達科它州：旅遊景點最少

坐落在美國北部的它，只有國家
水牛博物館一個較為著名的景點。
35. 俄亥俄州：水質最差

這裡的水是最不清澈的。
36. 俄克拉荷馬州：農產品消費最低

這裡以快餐著名，但是它的蔬菜
水果消費量真的很少。
37. 俄勒岡州：止痛藥濫用度最高

俄勒岡居民的止痛藥神聖不可
侵犯。
38. 賓夕法尼亞州：橋樑質量最差

23％的橋樑存在問題，過橋時就
像過鬼門關一樣。
39. 羅德島州：教師缺勤率最高

羅德島州的老師領著高額工資
卻不給學生好好上課。
40. 南卡羅來納州：暴力犯罪率最高

十萬居民中有 766 名使用暴力
犯罪。
41. 南達科他州：教師工資最低

這對於老師來說，是個十足的壞
消息。
42．田納西州：危險係數最高
43. 德克薩斯州：人均高中畢業生人數
最少

居高不下的輟學率，讓德克薩斯
80％左右的人都沒有高中畢業證。
44. 猶他州：最怪癖的州

這裡的人們對 Facebook 非常迷
戀，狂熱。
45. 佛蒙特州：違法使用藥物最常見

作為兒童人口最少的州，大多數
居民懂得藥物能給自己到來的快樂。
46. 弗吉尼亞州：人均石油產量最低

石油少也比衣原體多強。
47. 華盛頓：Facebook使用人數最少

華盛頓的居民都不喜歡用Face-
book追星。
48. 西弗吉尼亞州：大學畢業生最少

這裡是一個黑洞：最少的大學畢
業生，最少的全職工作者和最不景氣
的經濟狀況。
49. 威斯康辛州：非裔美國人逮捕率最

12.8％左右的非裔美國人被監
禁，達到了全州平均水平的兩倍。
50. 懷俄明州：自殺率最高

十萬人中有23個人左右有自殺
傾向，值得慶倖的是，懷俄明州人口稀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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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可能成為“你最滿意的
職業”20個大學專業 (上)

【來源:網路】
對於一些人而言，最好的工作是

使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工作，因此選擇
合適的大學專業顯得尤為重要。
PayScale 最近從認為自己工作有意義
的工作者的數據中篩選出本年度的大
學生薪水報告。

來自PayScale首席數據分析師Gi-
na Bremer 說：“大多數的本科畢業生
告訴PayScale，他們的工作使得這個世

界變得更美好。這些人大多數從事健
康或相關專業。”但要找到一份這樣有
意義又高薪的工作並不容易，結合興
趣所在，看看有意義的工作又高薪不
錯的專業有哪些呢？
20. 兒 童 早 期 教 育（Early-childhood
Education)
常見工作崗位：托兒所老師，學前老師
（不包含特殊教育），小學老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77%
平均起始工資：$30,3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38,000
19. 健康管理（Health Administration)
常見工作崗位：行政助理，診所負責人
，辦事處經理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77％
平均起始工資：$34,6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56,100
18. 服務工作（Human Services)
常見工作崗位：醫療案例經理，社會工
作者，行政助理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78％
平均起始工資：$34,1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3,
400
17.健康（Health)
常見工作崗位：註冊護士
，行政助理，辦公室主任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
意義的概率：78％
平均起始工資：$38,2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7,
400
16. 安 全 管 理（Safety
Management)
常見工作崗位：安全管理
，環境健康與安全經理，
安全總監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
意義的概率：79％
平均起始工資：$52,6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80,
800
15. 採 礦 工 程（Mining
Engineering)
常見工作崗位：採礦工程
，礦山工程，土木工程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
意義的概率：79％
平均起始工資：$71,500
職 業 生 涯 平 均 薪 酬：
$109,000
14. 影像學技術（Radio-
logic Technology)
常見工作崗位：放射技師
，磁共振成像技術專家，
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專

家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79％
平均起始工資：$46,6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3,800
13. 呼吸治療師（Respiratory Therapy)
常見工作崗位：呼吸治療師，呼吸治療
經理，呼吸總監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80％
平均起始工資：$46,4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2,300
12. 治療性娛樂（Therapeutic Recre-
ation）
(圖片來源：網絡）

常見工作崗位：康樂治療師，活動總監
，治療，娛樂總監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80％
平均起始工資：$33,8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8,000
11. 運動訓練師（Athletic Training)
常見工作崗位：體能訓練師，物理治療
助理，助理訓練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80％
平均起始工資：$35,9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8,300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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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kets $188 $168 $128 $98 $88

10. 諮詢師（Counseling)
常見工作崗位：成癮輔導員，辦公室經理，社會工作者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81％
平均起始工資：$32,3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0,900
9. 醫學超聲診斷（Diagnostic Medical Sonography)
常見工作崗位：超聲技師，超聲心動圖，血管技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81％
平均起始工資：$57,7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70,800
8. 兒童早期教育和小學教育（Early-childhood and Elementary
Education）

常見工作崗位：小學，
中學教師，幼兒教師
（不包括特殊教育），幼
兒園教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
有意義的概率：81％
平 均 起 始 工 資：$32,
9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
$42,300
7. 口腔保健師（Dental
Hygiene)
常 見 工 作
崗位：牙醫
，牙科辦公

室人員，口腔保健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82％
平均起始工資：$65,8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72,800
6. 護理（Nursing)
常見工作崗位：護士，急診室的醫護人員，手術室護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83％
平均起始工資：$56,6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73,600
5. 呼吸護理師（Respiratory Care)
常見工作崗位：呼吸治療師，呼吸服務主管，已註冊的

多導睡眠技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
義的概率：84％
平均起始工資：$47,8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4,
000
4. 臨床實驗室科學（Clini-
cal Laboratory Science)
常見工作崗位：化驗師，臨
床實驗室科學家，實驗室
主管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
義的概率：84％
平均起始工資：$47,4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0,
100
3. 社區健康教育(Com-
munity Health Education)
常見工作崗位：病人健康
教育，健康協調員，非營利
性的程序協調員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
義的概率：84％
平均起始工資：$35,9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56,500
2. 牧養事工（Pastoral Ministry）
常見工作崗位：牧師，副牧師，主任牧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91％
平均起始工資：$34,5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9,600
1. 醫療化驗科學（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常見工作崗位：化驗師，臨床實驗室科學家，實驗室主管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97％
平均起始工資：$46,2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1,500

最有可能成為“你最滿意的
職業”20個大學專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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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玩樂團取消演唱不延期 寫新歌為休士頓祈福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一年一度
「德州文藝復興節」 (Texas Renaissance
Festival)今年提前於9月30日至11月26日
在距離休士頓西北邊55英里的Grimes縣
小鎮Todd Mission盛大登場。每年都吸引
超過50萬遊客光顧，遊客在佔地55公畝的
16世紀復古城鎮中，彷彿穿越時光，感受
全美最大最古老的文藝復興節慶，歡迎民
眾踴躍購票入場同歡，活動所得將協助賑
災。
這次休士頓受到颶風哈維侵襲，為幫助災
民重建並積極做公益，主辦單位表示，今
年活動收益將全數捐出，將提供 Lone

Survivor Foundation(LSF)、Hurricane Harvey Relief Fund及Society of Samaritans(SOS )三大機
構協助賑災。

德州文藝復興節，是休士頓當日受歡迎的傳統慶典，每年秋季這個時候盛大舉辦，平均可吸
引超過50萬遊覽人次，今年已邁入第43屆。自前年開始，不只有白天中世紀歐洲主題表演，
「午夜過後」 (After Dark)盛宴，更提供具有中古特色的表演、飲食和服裝秀，該宴會需額外收費

。
主辦單位表示，德州文藝復興活動希望老少咸宜，各個年齡層的都能融入節慶氣氛，鼓勵大

家都穿著符合中古世紀主題
的服裝一起慶祝，超過200
個日間表演活動，現場也會
針對各個年齡層舉辦的變裝
比賽，還有超過400個攤位
販售與主題表演，希望大家
都能玩得開心。

今年慶典共有九個週末
，每週都有不同主題慶典，
遊客可感受不同歐式中世紀
風情，包括 「慕尼黑十月啤
酒 節 」 (Oktoberfest)、
「1001 夢」 (1001 Dreams)
、 「萬聖節前夕」 ( All Hallows Eve)、 「海盜歷險」 (Pirate Adventure)、 「羅馬酒神節」 (Roman
Bacchanal)、 「蠻族入侵」 (Barbarian Invasion)、 「蘇格蘭高地舞」 、 「英雄與反派」 (Heroes
and Villains )、 「蘇格蘭高地舞」 (Highland Fling)、與 「聖誕頌歌」 (Celtic Christmas)。

另外，為鼓勵學生參與，提供教育意義，每年都有 「學校日」 (School Day)，今年訂於11月7
日與8日週末舉辦，現場有許多針對孩子的歷史、藝術和音樂性慶祝活動，該活動也需要額外付
錢。主辦單位鼓勵家長帶小孩同行，現場除慶典表演，也有露營場地開放，全家一起享受快樂週
末時光，感受中世紀歐式風情，票價詳情請至http://www.texrenfest.com/查詢。

德州文藝復興節上週六盛大登場德州文藝復興節上週六盛大登場 活動收益捐助賑災活動收益捐助賑災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期待酷玩樂團(Cold-
play)在休士頓開唱的歌迷可能要失望了，由於先前因哈
維颶風影響而延期休士頓演唱會的酷玩樂團，近期在官
方網站宣布，正式取消演唱會，但並未多做特別說明。

這場演唱會本來應該在8月25日於休士頓NRG體育
場演出，但卻不巧遇上哈維颶風在同一晚上登陸而受影
響。

在官網的聲明裡，樂團表示會確保每個人都拿到退

費，並且保障那些購票的樂迷在該樂團下次休士頓登台
時能有優先入場權。

雖然取消和休士頓歌迷見面的機會，主唱馬汀
(Chris Martin)與團員在颶風之後寫了一首新歌 「休士頓
」 為德州災民祈福，並在邁阿密演唱這首歌，整首歌以
鄉村曲風打造，字字句句充滿馬汀對德州和休士頓的思
念之情，用以撫慰人心。

國際區秋季農夫市集 販售新鮮農產品
【本報訊】秋意正濃，休士頓漸漸感受的秋天的氛圍，這個時候最適合出遊，許多農夫市集也在這個時候重新

開張，邀請喜歡購買新鮮蔬果的民眾，到場挑選農產品。在10月14日上午10時至下午1時國際區(International
District)將舉辦秋季農夫市集(Fall Fest and Farmers Market)，地點在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arden，現場有多個
販售蔬果產品、麵包、手工藝品攤位，為讓大人小孩一起同樂，前250位小朋友可獲得免費南瓜，還有變裝比賽、
遊戲、臉譜彩繪及各項娛樂活動，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德州文藝復興節讓遊客彷彿穿越時光德州文藝復興節讓遊客彷彿穿越時光，，回到中世紀回到中世紀。。 ((取自網路取自網路))許多人變裝成許多人變裝成1616世紀扮相世紀扮相，，非常特別非常特別。。 ((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酷玩樂團取消休士頓演唱不延期酷玩樂團取消休士頓演唱不延期，，為災民祈福創作新歌為災民祈福創作新歌。。 ((取自取自ABCABC1313))

【本報訊】為掌握新聞脈動和社區時事，豐富美南日報內容資訊，本報歡
迎各社團、僑胞和讀者供稿，隨時來信發布新聞稿、專欄徵文，字數不限，如
有配圖請註明圖說，投稿請發送到scdailynewsroom@gmail.com編輯部。

美南日報歡迎各社團及僑胞踴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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