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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可負擔住房
住不起的2018
住不起的
2018年
年
將越發難找
(圖片來源：phrasemix)
由于高租金、收入走低和住房
援助的不足，美國的貧困家庭越來
越難找到可負擔的住房。租戶擔心
，新的稅收法案以及可能削減住房
援助的政府巨鼎，將令問題更加嚴
重。
據 npr 估計，美國 1100 萬戶家
庭的房租已經超過了收入的一半，
這一數字隨著經濟適用住房供應
量的減少而逐步增長。租戶說，結
果是有些人被迫在支付租金或食
品和藥品等其他必需品之間作出
選擇。
但業主說租戶不交房租只會
增加經濟適用房的短缺。威斯康星
州東南部的公寓協會律師海納•

還住得起兩
吉 斯 (Heiner Giese) 臥公寓。”
說，沒 有 租 金 收 入，
迪克說
房 東 很 難 支 付 抵 押 ，他 的 兩 居
貸款或其他賬單。
室公寓的平均租金是每月 1,091 美
吉 斯 在 參 觀 城 元。他估計，以每小時 7.25 美元的
市 北 面 的 一 個 街 區 最低工資，一個人起碼要幹三個全
時指出了影響，這些 職最低工資工作，才能夠負擔得起
街 區 由 適 度 的 獨 棟 這樣的住房。
住宅和複式住宅組
他說，地區需要在未來的 25 年
成。幾乎每一個街區 內，每年創造 1000 個新的經濟適用
都有一兩個空置的房屋被拆除。許 住房，以滿足需求。但沒有人期待
多仍然矗立的房子被封，有幾個被 這種事情會發生。
燒毀。
迪克和其他房屋倡導者擔心，
吉斯說，他同情那些沒有足夠 上個月特朗普總統簽署的稅法可
的錢來支付房租的家庭，即使月租 能使情况更糟。他們認為，通過降
只需 700-900 美元左右，但他說所 低稅率，被開發商用來支援經濟適
有的一切都在被擠壓。
用房的低收入住房稅收抵免貸款，
他說：
“對于租戶來說顯然是 將變得不太具吸引力。
非常困難的。”
“房東也很困難，因
住房補貼租房者也可能面臨
為壓力大，房東最終賠錢。”
風險。美國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
美 國 州 議 會 州 麥 迪 遜 (Madi- (Paul Ryan) 堅 持 對 聯 邦 住 房 援 助
son)的所在地戴恩郡(Dane Coun- 施加工作要求和時間限制。
ty)附近的房屋管理局執行主任羅
他 上 個 月 對 福 克 斯 新 聞 (Fox
伯 • 迪 克 (Rob Dicke) 說：
“ 美 國 沒 News)說：
“人們希望身體健康的人
有一個郡可以幹最低工資的工作， 能夠上班，他們希望我們讓人們擺

脫貧困，融入勞動力市場。 這對他
們有好處，對經濟有好處，這對聯
邦預算是有利的。”
特朗普總統上周末就這個提
議潑了一些冷水，說任何福利的改
變都需要得到民主黨的支持，而這
是不太可能的。特朗普政府已經提
出削減數十億美元的低收入家庭
住房援助。國會正面臨著由于赤字
增長而減少支出的壓力。
城 市 研 究 所 (Urban Institute)
的 高 級 研 究 員 蘇 珊 • 波 普 金 (Susan Popkin)說，實際上沒有足夠的
房屋援助。
她說：
“全國只有五分之一的
家庭有資格獲得援助。”
而且波普金認為這些數字可
能會變得更糟。她指出，今天建成
的大部分出租公寓屬於高端市場，
而不是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
而建。
來源: 紐約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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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聯合集資：10 個重要評估因素
查是關鍵。贊助商應該清楚地闡明，為什麼他們
喜歡這項交易，以及存在什麼樣的風險緩解。

3、優先回報
很多穩定的物業通過向租戶收取租金而產
生收入。這些聯合集資的贊助商通常會給投資
者提供一個優先回報。該回報是投資者投資本
金的年回報（例如：每 10 萬美元投資回報 8%，等
于每年 8,000 美元）
。該回報以預定的利率累積，
並且必須在出售該物業時的任何利潤分配之前
支付。
一些交易將具有與投資者初始投資挂鉤的
優先收益，而其他交易將以收到的實際淨現金
流量的百分比形式確定該回報。

4、股息或分紅

最近幾年，流行以聯合集資（眾籌）方式投資房地產，此方法
為那些想要通過投資多戶型房產和商業地產，以獲取被動收入
的投資者提供了巨大的機會。聯合集資，就是多個投資者出資以
完成一個共同的投資目標。在房地產方面，主要是關于合並股權
以購買物業，通常以商業貸款為杠杆，通過持有或融資以期獲得
升值或現金周轉。
利用聯合集資方式，達到共同目標：獲利，彌補個人力量有
限的缺憾
因而，當機會來臨時，我們需要知道這些機會需要注意什麼
。在此，我彙集了評估集資時的 10 個重要因素，以盡可能取得最
全面和最成功的投資。

1、資格
弄清聯合集資的要求，你是一個合格投資者（也叫投資大戶
或認證投資者）
，還是老練投資者（非合格投資者）
。多數集資單
位是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條款 D 的兩項免除其中之
一而設置的。
A.506（b）要求每筆交易的非合格投資者不超過 35 人。這只
不過是一個廣泛的定義，意味著投資者具有良好的財務知識。合
格投資者可不限量。506 (b)只允許贊助者為現有的客戶群提供
投資機會。
因此，如果你對來自合格投資者的交易有興趣，請確保建立
一種關係，通常從它們的網上注冊開始。
B.豁免 506（c）投資要求所有投資者均為合格投資者（最低
個人淨資產 100 萬美元起；或者個人淨收入 20 萬美元，配偶合並
淨收入 30 萬美元）
。與 506（b）不同的是，506（c）通常要求經過
會計師（CPA）或第三方服務機構的驗證。

股息經常與優先收益混為一談。股息是不
同的，它們是交易持有期間的實際支付，通常按
月或按季度支付一次。某些增值交易由于擴充
了空間，或增加了康復工作可能會延遲分紅，直
到物業的現金流量足以支付這些款項。股息最終由發起人酌情
支付，並可能因持有期間產生的意外費用，或出現空缺而中斷。

5、稅

筆錢沒有正式的術語，但通常稱為贊助費、收購費或盡職調查費
。這些與貸方、律師、所有權公司和檢查員等實體的第三方費用
分開。
B. 資產管理費
在持有期間，由于為維持聯合集資的成功運作，花費了時間
管理及產生的費用，一些發起人將獲得補償，通常是收取的租金
或淨現金流量的百分比，在給投資者分紅的同時支付，即利潤分
配。
通常，物業的大部分價值源自于銷售時。一個成功的集資者
通過一定的淨利潤百分比獲取獎勵，以幫助完成交易並使利潤
最大化。淨利潤百分比會因交易而異，為達到足夠高的利潤，贊
助商在整個投資期間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來最大限度地提高
收益。

9、退出計劃
聯合集資是非流動的，是被動投資，意味著贊助商決定如何
執行計劃，和何時出售財產。一個好的贊助商將有一個退出計劃
，具有預計的持續期或年度範圍，這取決于市場條件。由于大部
分價值在早期創造，大多數增值交易的長度將會更短。許多穩定
的物業交易將會更長，以利用增加的租金，並通過付清債務增加
股本和穩定的現金周轉。

10、投票權

大多數聯合集資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有限責任公司以 B
贊助商應積極地減少，房地產交易所收到的應納稅所得額。 類經理的贊助商購買並出售該物業。A 類投資者將被正式納入
例如，一些贊助商會進行成本細分研究，並引入第三方以加速折 LLC 的公司、經營協議，闡明其所有權比例。
舊，進一步減輕所支付股息的應納稅義務。股息通常是以 K-1 表
一些有限責任公司也給予參與者投票權，可用于大型決策，
格報告的，其中應包括折舊規避。
例如改變管理、重組回報，或處理死亡或現有成員的轉移。瞭解
您作為投資者的權利類型，以及您的股票有哪些類型的可轉讓
6、報告期
性（如果有的話）很重要。
贊助商應在投資過程中，提供有關物業狀況和管理的進度
這僅僅是房地產銀團的許多組成部分的抽樣，精通投資的
報告。有些贊助商通過租戶會計提供非常詳細的租戶資料，而其 人在評估機會時應該具備知識。瞭解聯合集資是如何建立和運
他人僅提供現金流量或財產概況。向贊助商詢問以前的報告，看 作的，這將幫助您做出最佳的投資選擇。最後，一個好的合作夥
看通常提供什麼樣的資料。一般來說，它們是與所支付股息（每 伴將提供一個私人配售備忘錄（PPM）
，向所有投資者提供廣泛
月或每季度）的間隔時間相同。
的分析和數據。(文章來源：網絡)

7、利潤分配

聯合集資交易的一個共同特徵，是出售時的淨利潤，與分配
給贊助商的部分和投資者的餘額分開。這些利潤是
在收盤成本和清算費用後剩下的，再支付優先回報
和初始投資者本金返還。根據風
險性評估，贊助商參與程度和總
體回報結構，交易中分配利潤的
百分比可能會有很大差異。

8、贊助費

聯合贊助商從一個或多個
以下類別中獲得補償：
2、追蹤記錄
A. 預付費用
由于聯合集資是被動的（投資者無法管理及無責任義務）
，
這些費用出自于所籌集的
因此，贊助商對于他們選擇的行業和地區的專業知識，及有可證
金額，以補償投資者所花費的時
明的追蹤記錄就顯得非常重要。好的集資商和贊助商，通常與專
間和金錢以查找和審查交易，確
家合作，為他們的投資人帶來新的資產類別和管理協議，盡職調
保貸款和為投資者組織集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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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這 10 個城市最適合年輕人打拼生活

NerdWallet 近日發布了一個新的調查結果，在考慮五種因
素分析了全美 100 個大城市之後，評選出了最適合大學畢業生
發展事業開始新生活的十大城市。
分析的五個因素為：那個城市是否有其他年輕人居住，該城
市年齡在 20 到 29 歲之間的人數占總人數的比例；那個城市其
他的居民是否受過高等教育，該城市 25 歲以上擁有本科以上學
歷的人數占總人數的比例；那個城市的生活成本，考察房租占收
入的比例；那個城市的工作機會，考察城市裏從事管理，商業，科
學和藝術工作的人的比例；當地的就業市場是否健康，考察該城
市的失業率。
經過對各種因素的調查，NerdWallet得出了以下主要結論：
1. 房租高的城市不一定不好 - 在評選出來的十大最好城市
裏面，25 以上擁有本科學歷及以上的人租房的成本占收入的比
例是 26%，比所有 100 個城市 25%的平均值要高一些，這意味著
高房租不一定就代表這個城市對年輕人來說發展前景不好。
2. 年輕人多的，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多的城市發展前
景更好
3. 擁有大型州立大學的城市發展前景更好
以下是十大最好的城市：

1. Madison, Wisconsin
（麥迪遜，威斯康辛州）

以上擁有本可以上學歷的人群中位數年收入則是$75,025，但這
座城市有很多高薪的管理，商業，科學和藝術方面的工作，可能
是因為這個區域有很多科技公司和金融公司的緣故。

3. Seattle, Washington
（西雅圖，華盛頓州）
這座城市有亞馬遜，微軟，星巴克和波音等大公司。25 歲以
上並擁有本科以上學歷的人群占了這個城市總人口的 36%，是
十大城市裏這個比例最高的。但這座城市消費很高，租金和其他
生活必需品的支出要占年輕人收入的 27%.

4. Minneapolis, Minnesota（明尼波利斯，明尼蘇達州）
這座城市的生活成本相對比較低，租金占收入比只有 21%。
同時明尼蘇達大學也座落在這裏，使得城市裏年輕人的比例高
達 21%，在排名前十的城市裏，年輕人的比例第三高。

5. Boston, Massachusetts
（波士頓，馬薩諸塞州）
波士頓是一座大學城，有 47%的人從事管理，商業，科學或
藝術相關工作。每月房租中位數是$1,423，25 歲以上擁有本科以
上學歷人群的中位數年收入是$56,853。

6. Washington, D.C.
（華盛頓 DC）
在 D.C.，從事管理，商業，科學或藝術相關工作的人占了 61%
，但這座城市同時也是高收入和高生活成本的。

Madison 是威斯康辛大學的所在地，擁有很多年輕的受過 7.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州）
高等教育的人，再加上這個城市失業率低，從事管理，商業，科學
這座城市的年輕人受教育程度很高，有三分之一的人是 25
或者藝術工作的人多，Madison 就成為了這個榜單上的第一名。
歲以上並受過本科及以上教育的。每月房租中位數是$1,659，但
儘管這個城市 25 歲以上擁有本科以上學歷的人群的中位數收
年輕人的中位數收入也是高達$72,016。
入只有$46,275，但是月租金中位數也只有$981。

8. Austin, Texas
（奧斯汀，德克薩斯州）

2. Arlington, Virginia
（阿靈頓，維吉尼亞州）
Arlington 的中位數月租金是最高的，高達$1,844，而 25 歲

快來
在美國，所謂豪宅，全國
房地產經紀人協會定義面積
超過 8,000 平方英尺的就是。
想要？這完全取決于所居
住的地方了。事實是，在全國
大部分地區擁有一個真正屬
於自己的豪宅並不是一件難
事，儘管如今美國的房價飛漲
今年美國最大的房地產
數據平臺 Zillow 集團發布數據
顯示，全美房價總價的中位數
漲至 20.04 萬美元，是美國房
價中位數史上首次突破 20 萬
美元。
近期的趨勢表明，全美購
房興趣已經恢復至 2006 年前
的水平。據華爾街見聞報道，
美國房地產協會最新報告顯
示，房地產市場空前火熱，房
子搶手程度達到 30 年最高，一

德克薩斯大學就在 Austin，所以這座城市有 31%的人是 25

歲以上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月租金中位數$1,139，也算是比
較合理，年輕人的中位數年收入是$50,379。在前十大城市中，
Austin 的生活成本算是很合理的了。

9. Atlanta, Georgia
（亞特蘭大，喬治亞州）
亞特蘭大的租金收入比也相對較低，只有 22%。因為 Georgia Tech 在這座城市，所以這座從事從事管理，商業，科學或藝
術工作的人也很多。

10. Raleigh, North Carolina（羅利市，北卡羅來納州）
北卡州立大學就在這裏，所以這座城市有將近 32%的人是
25 歲以上並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同時，在這裏，從事管理，
商業，科學或藝術工作的人也達到了總人口的 46%。
各位即將要畢業的，不妨參考一下要不要去以上城市發展！
(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這些地方的豪宅白菜價！
套待售房從上架到被買家買
走只需 3 周時間，創 1987 年有
統計以來的最低。
而為了在擁擠的市場中
搶到房子，買家不得不支付更
高的價格，超過 4 成買主對賣
家“唯命是從”
，願意接受對方
的要價，為 10 年來首見。
儘 管 如 此，根 據 Realtor.
com 的統計，在下面這些州豪
宅成本並不高。

20. 佐治亞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85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80,000

19. 阿拉斯加
每平方英尺價格：$84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72,000

18. 愛荷華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84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72,000

17. 北卡羅萊納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83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64,000

16. 俄克拉荷馬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82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56,000

15. 路易斯安那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81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48,000

14. 俄亥俄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80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40,000

13. 密蘇里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79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32,000

12. 新墨西哥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76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608,000

11. 肯塔基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74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92,000

10. 堪薩斯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72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76,000

9. 威斯康辛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71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68,000

8. 密歇根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70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60,000

7. 田納西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69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52,000

6. 阿拉巴馬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69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52,000

5. 西弗吉尼亞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68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44,000

4. 印第安納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68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44,000

3. 南達科他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67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36,000

2. 密西西比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64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12,000

1. 阿肯色州
每平方英尺價格：$63
8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價
格：$504,000(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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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租金趨勢

上

時也擁有旺盛的置業需求，出現在今年租金下
跌的名單裏。下跌的原因最主要是因為今年這
兩座城市的房產市場中出現了大量的新房項
目，對租賃市場造成了一定的衝擊。
在州租金跌幅排名中，北達科他州的租金
下跌幅度最大，跌了 1.4%。

【2017 年全美房屋擁有率趨勢】
小幅度回升，租戶數量仍在增加

* 2005
2005-2016 年全美租金中位數
和租戶收入趨勢圖
隨著 2017 年的尾巴即將結束，在迎接 2018
年的同時，房 88 美國房產的數據專家，根據美
國房地產市場情況，為大家帶來最新的全美房
屋租金的趨勢分析。

【全美租金漲幅趨勢】
長期持續上漲，2017 年漲幅趨于穩定
根據標普住房租金指數顯示，從長期來看
，美國的住房租金指數自 2000 年以來，整體呈
現持續上漲的趨勢。2000 年 10 月的標普租金指
數為 203
203..3，直到 2017 年 10 月的標普租金指數
上漲為 313
313..4，17 年的租金漲幅達到 54
54..15
15%
%。
2017 年（藍線所示
藍線所示）
）的前 8 個月租金增長速
度超過了同期 2015 年和 2016 年的漲幅
年的漲幅，
，但在
8-11 月期間，租金持續性下滑，11 月環比上個月
再次下滑 0.1%。
但 2017 年全美租金同比增長仍達到 2.7%，
而去年同期的增長率僅有 1.9%。在過去一年裏
，美國人每小時的平均收入增長為 2.4%，比租
金增長低 0.3%，租金市場的增長仍然高于美國
整體經濟市場的增長。

【2017 年城市租金增長情況】
大部分城市租金仍同比增長，少量城市出
現租金下降的趨勢
過去的一年裏，全美 100 個大城市中 89 座
城市租金同比增長，其中有 30 座城市的上漲幅
度較低，漲幅不超過 2%。
全美房屋租金增長最快的地方是，加州首
府薩克拉門托（Sacramento
Sacramento）
）的房租和去年同期
相比漲幅達 9.5%，內華達州的城市裏諾（Reno
Reno）
）
則以租金同比增長 7.8%排名第二位。
在州租金漲幅排名中，猶他州 (Utah) 租金
增長率為 4.7%，內華達州
內華達州(Navada)
(Navada) 租金增長率
為 4.6%，加利福尼亞州（加州 California
California）
）增值率
為 4.3%,
%,分別排在去年房屋租金增長的前三位
分別排在去年房屋租金增長的前三位。

* 全美居民房屋擁有率趨勢圖
全美居民的房屋擁有率在 2004 年達到最
高值 69
69..2%，此後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在 2016
年 Q2 季度達到全美近 50 年最低的房屋擁有率
62..9%，此後呈現小幅度回升。
62
在 2017 年 Q3 季度
季度，
，全美居民的房屋擁有
率回升到 63
63..9%，這也是今年美國房產市場供
不應求的數據表現。由于千禧一代仍有旺盛的
購房需求，預估 2018 年的房屋擁有率會保持穩
定或有小幅度的上漲。
在 2005 年到 2016 年間，美國的房屋業主從
7400 萬增長至 7500 萬，增長了約 0.9%，而相比
之下，全美的租戶數量從 3700 萬增長到了 4400
萬左右，增長了近 19
19..2%。同時，雖然 2017 年美
國的房屋擁有率小有回升，但由于新的一代進
入租賃市場，租戶的總體數量會繼續增長。

【租金負擔情況】
* 2017 全美跌幅最快城市趨勢圖

* 2017 全美漲幅最快城市趨勢圖

在 11 個租金趨勢下跌的城市中，阿拉斯加
的主要城市安可雷奇是租金跌幅最快的，在近
一年跌了 1.6%。
華盛頓 DC 和波特蘭（Portland
Portland）
）作為比較熱
門的華人置業城市，同時當地經濟發展良好同

租戶收入上漲
2005 年到 2016 年間的租金中位數和租戶
收入中位數數據顯示，自 2005 年以來，租金上
漲了 9.7%，同期租戶收入上漲了 7.3%。
在 2007 年到 2011 年之間，租戶收入呈現大
幅度下跌，而租金相對穩定，這表明當時租戶
的成本負擔會比較大。
的成本負擔會比較大
。而在近幾年，租戶收入
的上漲速度快于租金，則表明租戶的成本負擔
有所降低。

* 2005 年和 2016 年，租戶收入百分比圖
從 2005 年到 2016 年之間，高收入家庭的租
戶比例上漲了 4.1%，同時，低收入家庭的租戶
比例了 4.2%，這部分下降的低收入家庭可能會
搬到更便宜的地方，也可能和其他低收入家庭
合租。因此，整體租戶的成本負擔降低，主要是
由于租戶家庭的結構變動，高收入人群所占比
例提高。

總體來說，2017 年美國房屋
租賃市場情況：
1. 2017 年全美的房屋租金漲幅可觀，雖然
8-11 月呈現連續下跌情況，但仍然高于同期居
民收入漲幅，預計 2018 年的租金趨勢仍具有一
定的上漲空間。
2. 2017 年全美大多數城市租金處于上漲
趨勢，但仍有部分城市租金開始下跌，主要是
由于大量的新房項目竣工緩和房地產市場的
供求關係，預估 2018 年這一趨勢仍會持續。
3. 全美房屋擁有率經過 12 年的持續下降
後，2017 年中止繼續下降並略有回升
年中止繼續下降並略有回升，
，預計隨
著千禧一代的進場，2018 年的擁有率會保持穩
定或進一步提高。(續下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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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接上頁
接上頁)) 4. 租戶數量仍在增加，同時租戶
增加速度快于業主增加速度，美國的租賃需求
將會愈發旺盛。
5. 自 2011 年開始，租戶收入的上漲速度一
直高于租金，
直高于租金
，表現為租金負擔能力有所改善，
但主要是由于租戶家庭結構變動，高收入人群
所占的比例提高。

【2017 年華人投資熱門城市的
租金情況】
西雅圖地區

環比上月租金下跌 0.3%，與去年同期相比租金
上漲 3.8%。

聖地亞哥地區

漲 0.3%。

奧蘭多地區

聖地亞哥地區，一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
為 $1,550，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
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2,010，
西雅圖地區，一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
環比上月租金下跌 0.4%，與去年同期相比租金
$1,330，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了
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了$$1,660，
上漲 3.9%。
奧蘭多地區，一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
環比上月租金下跌 1.6%，與去年同期相比租金
$
1
,
020
，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
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1,220，環
上漲 3.5%。
達拉斯地區
比上月租金下跌 0.3%，與去年同期相比租金上
舊金山地區
漲 6.6%。

邁阿密地區

達拉斯地區，一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
舊金山地區，一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 $880，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
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1,100，環比
$2,430，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了
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了$$3,050， 上月租金下跌 0.4%，與去年同期相比租金上漲
環比上月租金下跌 0.8%，與去年同期相比租金 2.4%。
上漲 1.3%。

洛杉磯地區

奧斯汀地區

奧斯汀地區，一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
洛杉磯地區，一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 $1,120，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
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1,380，環
$1,350，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了
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了$$1,730， 比上月租金下跌 0.7%，與去年同期相比租金上

邁阿密地區，一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
$680，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
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880，環比上
月租金下跌 0.1%，與去年同期相比租金上漲
1.1%。

紐約地區
紐約地區，一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
一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2,

080，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
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2,480，環比
上月租金下跌 0.4%，與去年同期相比租金下跌
0.1%。

波士頓地區

波士頓地區，一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
$1,660，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
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2,060，環
比上月租金下跌 1%，與去年同期相比租金下跌
1.3%。
波士頓地區，一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 $1,
070，兩居室的房屋租金中位數為 $1,250，環比
上月租金下跌 0.9%，與去年同期相比租金上漲
0.6%。）(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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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人的真實生活 (上)

真心奉勸你，美國真的不是天堂，如果你是
中產階級，有良好的生活條件，不能接受從零開
始的生活，你最好還是在國內呆著。下面的敘述
是華人在美國的真實生活寫照，是老移民的影
子，新移民的未來，也許一定會充滿心酸和淚水
！
蝸居的華人家庭
來美國的時候,就聽到過這樣一個順口溜:
來美第一年,是豪言壯語;
第二年,是寡言少語;
第三年,是自言自語;
第四年,是胡言亂語.
這樣的順口溜不無道理,第一年來美,為什麼
會豪言壯語嗎?
就是因為不瞭解,以為這裡是天堂,這裡很多
機會。但卻忘了<<北京人在紐約>>中開場的另
一句話:\"如果你恨一個人,就帶她去紐約,那裡
是地獄.\"美國工作沒有那麼好找，文憑學歷不
能當飯吃，初來能到華人餐館打工就算不錯的
了。加微信華人生活網，當滿懷激情在餐廳的盤
碗和菜刀油鍋中消退的時候,自然變的寡言少語
,思考著生活難道就是這樣嗎?難道每天的生活
就是上班下班,炒菜收盤子嗎?何時是個頭呢?
自言自語中,除了抱怨,就是後悔,想當年,憶當
初,悔如今。經常聽到這樣一句話:"如果回去的
話,肯定會好好做好以前的工作,\"\"還是國內的
生活好"。"早知道這樣,我才不來美國呢?" 美國
的生活是單調的,餐廳生活的人是脫節的，更是
單調的。原本在國內把酒言歡的場景只能在自
言自語中回味了，都將做為過去了。
胡言亂語的時候多了,而且越來越多了.不是

瘋了,而是一種排解,一種疏放,更是一種無奈了.
好多人背負的出國債務，也許在 4 年後還清了,
但回頭一看,摸著自己的口袋依然空空如也,原
來自己什麼都沒有了,青春流逝了 4 年,身體卻流
矢了 10 年.而很多卻還沒有找到一個家.變的麻

木的人啊!卻只能胡言中調侃,亂語中自嘲了。
慢慢地你發現中國式的思維和聰明，往往四
處碰壁，成為別人的笑料！見面給別人遞煙，很
少有人接手，呼朋喚友請客吃飯，走後門，更是
行不通。拉關係，投機取巧，走捷徑，似乎都是瞎
子點燈白費蠟。連走路的方式都完全不一樣了。
如果對別人拍拍胸脯說：我認識某某某，誰誰
誰，這事情肯定能辦成，在美國會成為一個笑柄
！
精神上承受巨大的壓力，受不了意想不到的
反差，導致崩潰。
由於缺乏美國經驗，新移民往往成為被歧視
的對象，拿最低的報酬，幹最累的活，被美國社
會壓在最底層。社會地位如同中國的農民或者
農民工。

陳明東在美國日子混的不如意，過去有在中
餐館打工，但經常失業。美國華人滅門慘案殺人
只因眼紅表哥家幸福，這樣的案件在美國經常
發生。
如果你不想回到原來的國家，唯一的辦法就
是堅持。堅持不是很容易，特別是對那些英語不
靈光的中國人，更是要面臨著巨大的困難！能來
美國的人，在中國不說都是精英，起碼都是有頭
有臉的人物，大部分人是坐辦公室的，在國內也
都有一些小能耐。但是來美國，你發現自己什麼
都不是了，成為一個純粹的體力勞動者，好在美
國並不歧視勞動人民，不管你通過什麼方式掙
錢生活，都會得到別人的尊敬！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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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工作，每天工作長 帶薪年假，退休賬戶。這在以前是不可能有的！
達 12 個小時，一般都是早
也有一部分華人選擇自己創業，用中國人特有的聰明智慧和
上 9 點到晚上 9 點，工作中 勤勞精神，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大山裡挖掘財富。創業的華人
除 了 吃 飯 十 幾 分 鐘 是 不 大部分幹與中國有關係的生意，由於對中國文化的熟悉，懂得中
能休息的。時間太難熬。 國人的行事風格，在這方面勝過老美，具有競爭優勢。像國際貿
裝修工作勞動強度太大， 易，旅行社，中文學校，武術館，中美婚介，留學生服務，裝修公司
刷房子，釘木板，鋪地磚， ，中餐館等，都是華人容易入門的行業。有少部分人創業獲得了
換屋頂，沒有一樣是輕鬆 成功，成為行業的顯耀人物，其他人處於雖不是很富有，但也過
的。許多女性幹保姆管家 的去的狀況。
，經常受氣，被人訓斥，沒
生活逐步走上了軌道，家屬也都陸續來美國團聚，這時候想回
有自尊。而且給錢少得可 國看看年邁的父母，才發現自己的中國護照有了問題，按照中國
憐。
的規定，綠卡族回國必須要出示中國護照，而回美國只需要綠卡
由於沒有工作經驗，剛 就行。加微信華人生活網，急忙趕去中國駐美國領事館辦護照，
開 始 炒 魷 魚 成 為 家 常 便 這時候你才發現辦護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求你打電話
飯，有時候受不了雇主， 給中國有關部門，蓋一些很難蓋得章子，還要求你填一些讓人為
自己主動辭職，叫炒老闆 難的表格。而且無期限的等待。去一次不行，再去一次還是不行，
。
去了無數次依然不行。一年又一年過去了，被海外華人稱之為
奔著一張綠卡，也看在 “紅本”的中國護照，還是沒辦下來。這也許是全世界最難辦的證
美元的份上，再苦再累也 件了！
心甘情願
拿美國的證件，可以去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為什麼唯獨回不
3 年過去了，情況有所 了中國？
改善，有百分之 50 的人拿 中國人回自己的國家，為什麼這麼難啊？
到了綠卡和工卡，搖身一
有的人沒辦法選擇偷渡，是偷渡回到自己的祖國，先從美國坐
變成為美國合法居民，百 飛機到越南，再從越南偷越國境回中國。有的人本事更大，直接
分之 50 人的移民申請，由 坐飛機到北京，買通了北京機場的工作人員，從工作人員通道闖
於
各 種 因 素 被 美 國 移 民 過中國海關。
來到異國他鄉，首要問題是生存，所以你必需放下架子。儘快地
局拒絕
，
這些人大部分請律師
，
開始與身份被拒絕抗爭
，也就是
有的人乾脆加入美國籍，可是當你拿著美國護照興沖沖地來
找到工作，由於剛來美國，大部分人沒有身份，也沒有工卡，在申
上法庭控告美國政府的不公平
，
這是一個費錢費時的過程
，
經過
到中國大使館辦簽證時
，被告知依然要出示中國護照，這個時候
請合法身份的過程中，只能打黑工了。餐館，裝修，保姆，甚至農
不斷的判決和上訴
，
時間長達幾年
，
甚至十幾年
。
只要你堅持到
，
你才知道即便自己成了外國人
，中國護照這個緊箍咒還戴在頭
場成為首選。都是些美國人不願意幹的工作。
底，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最終贏的 上無解。
幾率是百分之八十。
在美國的華人第一代被稱為“犧牲的一代”
，犧牲了自己應有
在上法庭的過程中，這些人的身 的享受而換取家人的幸福。第二代華人在美國讀書上大學，有的
份是合法的，可以有工卡，一部分人 甚至上高中，他們憑著一口流利的英語，在美國社會如魚得水，
打了幾年工，掙了不少的錢，打道回 左右逢源，不會再過父母輩的苦日子。
府，回國創業。一部分人堅持把官司
有人問，華人在美國會不會被民族歧視？我說，絕對不會。如今
打到底。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美國各行各業都有華人的影子，包括國會議員，各級政府部門，
有綠卡的華人，日子會好過的多 甚至聯邦政府部長都有中國人，在美國遇到最多的歧視恐怕是
了，找工作的自由度也大的多，可以 老移民歧視新移民，中國人歧視中國人。
在一些美國人的大公司上班，薪水
華人已經是美國社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看看美國個州的
領的多，還輕鬆，也受美國的法律保 中國城，唐人街，有的地方滿街都是華人，讓人分不清到底是美
護，有醫療保險，報稅，加班必須給 國還是中國。
加班費，薪水不能低於法定標準，有
親~移民美國，你要做好心理準備，美國真不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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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普通公民的一天都在
幹什麼？

間與他們的子女相 生上的是公立學校。只有 770 萬的小
處，特別是父親們， 孩去上全國 28384 所私立學校。此外，
他們比起 1965 年以 有 600 萬多的小孩因為年紀還太小還
來，平均每週多花了 沒有上學，再不然就是在家中學習或
153%的時間照顧子 被學校退學的學生。
工作之餘做些什麼？
女。
所謂“平均一個美國人”是不太容
工作之餘幾乎是美國男
那意味著一些事情必須放棄，父母
易描述的一個概念，但在這篇報道中
引用了很多的調查數字，由這些數字 才找得出多的時間，因為一般而言，他 人的天下，男人比女人的休
反映一個美國人的日常生活重心，或 們不會少睡，也不會減少自由的時間。 閒時間平均要多出一個小
者是重要的內容。當然，這些數字並不 如果你仔細觀察一些景氣，你會注意 時，包括平均花 12 分鐘運動
代表每一個美國人都具有的內容，也 到一些老規矩逐漸式微，像你不能同 健身，11 分鐘上網。女人休
不代表生活在美國的新移民(微博)的 時在兩個地方，而且一天中就只有 24 閒時閱讀的比較多，她們也
生活內容，卻可以幫助大家更進一層 小時。當爹媽們站在學校的球場邊的 做比較多的家務，平均 42 分
露天座位，一邊給他的市場客戶發電 鐘，烹飪 28 分鐘。無論男或
認識美國人，美國人是什麼樣。
郵，一邊為比賽中的子女加油吶喊，這 女這些活動都因看電視的
平均時間
即使要找到“平均一個美國人”
， 些爹媽是在工作還是遊戲？現在我們 時間而縮短。如果是女性帶
也是很具挑戰性的工作。統計學上的 邊做飯邊看新聞，在睡眠中漂白牙齒。 著小孩，看電視時間長達 4
中位數、平均數和大多數，都能隱藏相 可 以 說，現 代 父 母 們 比 起 1975 年 的 小時 38 分鐘。男人如果不帶
“對手”
，因為此種多重工作形態，有如 小孩，平均是 1 小時 28 分鐘
當多的事實。
美國人平均運動的時間就如同所 平均多出了 40 個工作小時。與其他成 。如果是電視沒有節目了或
被建議的一天有 20 分鐘，但實際情形 人單獨相處的時間下降了，特別是與 節目不好看，男女都會花去
， 同樣的時間去遐想。
是因為 17%的美國人運動超過 1 小時， 你結婚的成人相處的“純配偶時光”
睡眠時間
其他的人則很少運動。大多數的美國 由 1975 年以來即下降了 26%。
美國人平均在每晚 10 點
人相信神，而且有 90%的美國人擁有 更多的平均
當你回顧這些數字，並看著腳底下 鐘一過，男人都先入房睡覺
聖經，但只有一半人能夠叫出一個福
音的篇名，並且有 10%的美國人認為 的實際生活，就會湧現一項感覺：有那 了，女性則平均要到晚上 11
麼多的“平均”值得你去喜愛，去學習。 點 02 分時。但是平均來說，
聖女貞德是諾亞的妻子。
文章的作者吉布斯說，如果一個 就如同《平均美國人》一書作者奧基
完美的平均數是個幻想，是不可能存 菲，在他著手要寫該書時，為“平均
在的，但人們仍可由數字的比較中知 美國人”所下的定義：用特殊的方式
尋出這個國家內最平常的公民。我
道自己與別人的不同。
以今天的某些方面來說，你會讀 們也許會被名人與富人所眩惑，但
“平均美國人”不想做成
祈禱文，而不是浮掠一番而已。你淋浴 調查顯示：
。
“平均美國人”比“平均名人
10 分鐘，但不會在淋浴時唱歌。你會開 “他們”
著 8 年車齡的老爺車去上班，一天的 ”長約 13 年，後者比前者多 4 倍高的
95%時間在室內，兩個半小時上網，吃 可能去自殺。奧基菲在他的旅行中
“平均”意味著你在你
掉 20 茶匙的糖，不存一文錢。在週末 所發現的是，
的時候，75 歲以上的老人花 1 個半小 的生活中保持確定的平衡。他說：
時閱讀，而那些 15 至 19 歲的年輕人只 “當你用那種名詞解釋事物時，那表
花 7 分鐘。感恩節時，88%的美國人吃 示你完成大多數美國人做的工作。”
，所謂
火雞，大多數的美國人喜吃白肉，而世 想想這些有如“民眾的智慧”
上其餘的人則喜吃紅肉。平均的美國 的“平均”有可能很快地成為你的
。
家庭擁有電視的數目多過家中人口，“理想”
但美國人仍像 40 年前一樣，花同量的 急促的早晨
絕大多數美國人的早晨都忙著趕
時間看電視。
上班，
“平均”下來時間是這樣分配
生活形態改變
從 1965 年以來，美國人生活形態就 的：梳洗修整 24 分鐘。18 至 36 分鐘
改變了。在 60 年代，美國家庭中大都 早餐，有 8000 萬的美國人是獨居的，
是父親出外掙錢，母親居內持家。而現 如果有小孩，這些雜務至多讓你再
在，只有 20%的美國家庭是這個型態。 投入 12 分鐘，幫助他們整理妥當去
經濟學家 1999 年時警告，工作的雙親 學校。送走了小孩，你約要花 25 分鐘
比起 30 年前的他們，與家人相聚的時 獨自開車。
間少了 22 個小時。經濟學家警告說這 上學
每個非週末的早晨，5500 萬的美
將令“鑰匙兒”成長于一個疏鬆管教的
環境。現在，這個情形改善了許多，雙 國小孩前往全國 124110 所學校上學
親們都工作辛勞，但也花了較多的時 ，他們中的大多數即大概 86%的學

只有一半的美國人會有美好的睡眠─
─睡足 8 小時 38 分鐘。原因是可能有
67%的美國人與其它的人或寵物共享
一張床。最近一項研究發現，男人與他
人同床共眠還可以香甜入睡，女性則

否。成人都需要 8 小時的睡眠，否則認
知機能會出問題。據統計，每年平均有
10 萬的交通意外以及 1500 人的死亡
與此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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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美國七大 Shopping Mall！

【來源:網路】
對女人來說，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除
了睡覺和吃飯，就是買買買！到底美國
有多少“女人的天堂”
，除了購物，這些
商場還有什麼樣的特色和購物體驗，
今天走進美國 CheerinUS.com 小編就
帶大家見識其中的七家 Shopping Mall
！
NO.1 Mall of America （MOA)
地點：Bloomington, Minnesota
MOA 最早開始於 1992 年，創新革命
性的購物體驗使它逐漸成長為零售，
娛樂以及旅遊產業的龍頭。MOA 也是
來美國旅遊的首選購物地之一。MOA
之所以在美國地區享有盛譽，是因為
懂得如何取悅顧客，給顧客帶來愉悅
的購物體驗。例如音樂藝術，名人簽售
會和時尚服裝秀等等,還有許多可供遊
客玩耍的嘉年華娛樂設施。MOA 也被
很多媒體選擇為舉辦活動的場地，例
如美國探索頻道（Discovery Channel）
，
旅遊頻道等。每年舉辦超過 400 場盛會
，這個商場也是粉絲可以見到明星和
與明星互動的最佳場所。
NO.2 King of Prussia Mall
King of Prussia Mall 集合了 400 多家商

不要錯過哦~
NO.4 Del Amo Fashion Center
地址：Torrance, California
Del Amo Fashion Center 環繞著海岸
別致生活風情，是南部灣區最主要
的零售集合地。商場強調採用充足
自然光，加之精美的建築設計，附有
生命的“綠色牆壁”
，兩旁美麗的棕
櫚樹等等，將 Del Amo Fashion Center 變成南加州人民的最愛。這裡有
超 過 200 間 商 家，包 括 Kate Spade
New York, Hugo Boss, Brook’s
Brothers, Z Gallerie 和 Vince Camuto
。除了著名的商場例如 Nordstrom 和
Macy’s 的全新入駐，這裡還有具有
特色的室外 Village。在這裡，總有一
點屬於你！
地址：Torrance, California
NO.5 Destiny USA
不僅僅是購物，Destiny USA 也是紐
約州最大的餐飲和娛樂中心。Destiny USA 綜合了最受喜愛的購物商場
和奧特萊斯工廠店，提供三折到七
折不等的折扣優惠。室內購物，全年
保持最適宜溫度。Destiny USA 提供 釋了現代生活與公共藝術的完美結合
超過十二種不同的娛樂設施適合每 。此外，Tysons Corner Center 大型購物
一個年齡層的兒童和成年人。娛樂 中心內還有電影院，賓館，多家餐廳。
設施包括，賽車，攀岩，迷宮，高爾夫 地址：McLean, Virginia
，還 有 IMAX 電 影。而 且！Destiny 下次去到這些州旅遊時，不妨去當地
店，包 括 Nordstrom，Macy‘s， Neiman USA 晚上將轉變為夜場，讓你盡享夜
Marcus， Bloomingdale’s， Lord&Taylor 生活。當然如果你想放輕鬆，坐下來，
等。是該地區無與倫比的奢侈品零售 聽聽音樂，也有這樣的場地等著你。
集合地，也是全國範圍最具標誌性的 地址：Syracuse, New York
商場之一。在這裡，將會提供適合不同 NO.6 Ala Moana Center
品味，適合每一個經濟階層的商品。從 Ala Moana Center 是世界上最大的室
奢侈品到你喜愛的國內或者國際大品 外購物中心，也是夏威夷最主要的購
牌零售商一應俱全。最值得一提的是， 物，娛樂及餐飲勝地。這裡有超過 290
在三個不同的用餐提供來自全世界的 間 商 店，包 括 近 70 種 餐 飲 選 擇。Ala
餐食選擇。來到這裡，除了可以找到適 Moana Center 最有特點是，除了國內
合自己的衣服外，也可以找到適合自 知名零售商以外。這裡面有許多多樣
己口味的午餐。
不同的小商店，例如當地人自營的精
地點：King of Prussia, Pennsylvania
品店等等。而且，不同於購物中心，這
NO.3 South Coast Plaza
裡充斥著夏威夷島嶼風情和文化。
地址：Costa Mesa, California
地址：Honolulu, Hawaii
South Coast Plaza 是一家奢侈品，精品 NO.7 Tysons Corner Center
商場，同時提供私人購物嚮導和高檔 Tysons Corner Center 大型購物中心是
的室內設施。而且世界上最美的海灘 最早的一批華盛頓地區室內購物中心
度假勝地就在附近。South Coast Plaza ，也是該地區最大的購物中心之一。購
以不可比擬的國際零售商數目和餐飲 物中心內擁有超過 290 家商店以及百
大獎而享譽盛名。在加州度假的人們， 貨 公 司 Nordstrom,Bloomingdale 和
不妨看完風景去享受 South Coast Plaza Lord and Taylor。從高級時裝服飾到日
所提供的奢侈享受。另外，在今年暑期 常家居用品都可以在這裡選購。每一
6 月 24 日到八月 18 日期間，兵馬俑會 件事物都是世界級的，不論是購物還
在商場的 JEWEL Court 進行展示，人 是餐飲。這裡日常舉辦的藝術活動詮
在加州卻沒有去過西安的小夥伴們，

的 shopping mall 看一看。雖說購物場所
大同小異，但是每個商場都努力營造
一種獨特的購物體驗。當你親自走到
shopping mall 裡購物吃飯的時候，看看
你會體驗到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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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休產假，還想帶薪
還想帶薪？
？！看看美國的
媽媽們的命運如何

沙特阿拉伯都有 10 周帶薪產假。
[來源:觀察者網]
美國聯邦法律並未對帶薪休假作出規定，而
在本文陳述之前，讓我們一改常規
目前只有加利福尼亞州、新澤西州、羅德島州提
先來做個測驗題吧：
請猜猜以下哪些國家沒有法定的帶薪產假？
供類似帶薪休假，不過加州和新澤西只放 6 周假
選項包括：1.Mongolia（蒙古國）,2. Chad（乍得，非 ，羅德島只放 4 周。當地時間 3 月 31 日，美國紐約
洲小國）, 3.Mali（馬裡，西非小國）, 4.Cuba（古巴） 州也通過了法案，准許家中有新生兒或者有病患
， 5.United States（美 國），6.China （中 國），7. 需照顧的職工享受至多 12 周的帶薪休假，職工
涵蓋男女、包括全職兼職。
France (法國）
，8. Germany (德國）
二、產假如同虛設
答案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
各位雇主只用按各州立法及勞動合同照章
美國
辦事。除了像矽谷那些“財大氣粗”的公司能為員
選對了嗎？
美國竟然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沒有法定帶薪 工提供非常慷慨的帶薪假期，全美範圍內，只有
產假的高收入水平國家！
12%的職工享有帶薪休 假，而且分佈不均。收入
是的，就像下面這位媽媽一樣，每年有無數 最低的 25%的勞動力中，只有 5%的人享有帶薪休
假，而收入最高的 10%中，有 22%的人可以享受帶
美國母親被迫離開還未滿月的嬰兒
薪休假。
回到辦公室難以置信吧？！
於是很多媽媽不得不帶著孩子工作：
本以為越是富裕的國家應該福利越好才是！
關於美國帶薪產假的現狀，有 9 件事你需要瞭解 OH, REALLY?!辛苦一天回到家感到和 BABY 相
處的時間實在太少了！
：
然而，如果一個女性在產後太快回到工作崗
一、美國各州自定規則：
長久以來，雖然美國一直強調家庭，但在確保工 位，對她自身及寶寶的健康也會有所傷害。她會
薪家庭的福利方面，卻一直落後其他發達國家， 沒有太多的時間跟寶寶在一起，加重她的產後抑
鬱情況，對她的餵奶也會帶來很多不方便，寶寶
甚至遭到人權組織批評。
以上是 BBC 帶薪產假調查，被標紅的國家屈指 吃不好奶會對日後身體發育造成很大不良影響。
可數世界上，其他發達國家已經遠遠走在美國前 三、更多女性為此放棄工作機會
根據研究顯示，很多女性因為拿不到帶薪產
面：加拿大 35 周，德國 44 周，挪威 70 周，甚至連

假，他們中的很多人會就此辭掉工作，
從而失去一部分家庭收入。根據 2014
年紐約時代週刊對部分 25 歲到 54 歲
的不工作者的採訪，61%的女性表示她
們放棄的工作的原因主要出於家庭責
任。
四、家庭醫療和休假法案（FMLA）並沒
有幫助到很多人
事實上，家庭醫療和休假法案只照
顧了 59%的美國員工。因為這個法案例
出的 12 周無薪保職產假只針對每年為
50 人及以上的中大型公司工作 1250 小
時的女性。而大約五分之二的女性都
不符合這個條件。
而且根據勞工部的數據，很多人即
便符合條件，也不願意休這樣的產假。
五、現有的產假政策也加劇了貧富差
距因為產假只是部分私有公司作為員
工福利提供的，與政府無關，所以很多
低收入者就直接被排除在外了。這就
讓照顧小孩，陪伴他們成長成為了一
件奢侈的事。即便是家庭醫療和休假
法案提供的無薪產假，也有 40%的人無
法享用。
六、產假政策需要包含更多情況
目前已有 78 個國家提供帶薪產假
的政策，但即便如此，很多國家政策的
受眾者卻不包含領養父母。同時，彭博
商業週刊發現，對部分男性也提供產
假可以大大增加年輕女性的受雇率。
在加州，就有 26%的男性休產假。
七、良好的帶薪產假政策可以給家庭和公司帶來
諸多好處：
首先，帶薪休假有利公司商業環境。根據
2011 年加州中心經濟政策研究報告顯示，在加州
實行帶薪產假後，有 91%的商業人士都表示這對
盈利有積極的作用。經濟學家們發現，當公司提
供帶薪產假後，員工會選擇休假，而不是直接辭
掉工作，這對公司的整個商業環境是有利的。
媽媽們安心度過帶薪產假，將大大有利於嬰兒的
早期培育和身心健康，並讓女性有時間為產後重
新上崗做好準備。
八、美國科技巨頭們都有很好的產假政策
自從 2007 年，谷歌公司將帶薪產假從 12 周
延長到了 18 周，新手媽媽們辭工的情況減少了
一半。谷歌表示，他們現在同樣也提供 12 周的陪
產假給爸爸們。
一些別的報告顯示，很多其他的科技公司也
提供帶薪產假。比如臉書（Facebook)，它提供給每
個爸爸媽媽相同的假期，並給予 4000 美金的紅
利給孩子。
九、很多公司正在慢慢努力的將產假政策越調越
好
在關於帶薪休假政策不停的爭論中，很多公
司都開始調整自己的政策，力圖達到一個平衡。
通信大亨 Vodafone 公司在今年 3 月宣佈，它遍佈

全世界的 30 個子公司都提供 16 周的帶薪產假。
而且，女性在產假後的 6 個月中，每週只用工作
30 個小時，就可以拿到全職工資。
雖然現在還有很多公司沒有帶薪產假的政
策，但國家正在向著對的方向一步步努力。希望
不久的將來，美國每個城市都將帶薪休假寫進法
律裡。
2015 年 Working Mom 雜誌評選出了前 100
名對職場媽媽待遇最好的公司。走進美國編輯為
您列出排名的前 10 家公司以供參考：
Abbott
Deloitte
Ernst & Young LLP
General Mills
IBM
KPMG
McKinsey
PwC
WellStar Health System
Zoetis
最後，讓我們看一看中國的產假政策吧，應
該還蠻令中國媽媽們欣慰吧：
中國呢？根據我國《女職工勞動保護條例》規定，
女職工生育享受 98 天產假，不得在女職工懷孕
期、產期、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資。而隨著新計生
法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多省產假也發生了新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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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外国游客赞中国便捷之旅
本报记者
便利的过境免签政策、飞快舒适的高铁出行、
便捷时尚的手机支付……外国游客喜欢中国的理
由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中国旅行，不仅享受的
是安全之旅、山水之旅、文化之旅，还是一场便捷
之旅。

过境免签很便利
从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京津冀 144 小时过境
免签政策面向海外游客正式推出。北京首都机场
工作人员介绍说，自从 144 小时免签政策实施，每
天都有外国旅客办理申请。记者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遇到了正在办理手续的美国艾琳女士。
“这
个免签政策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游览北京，了解中
国 文 化 。 有 时 间 的 话 ，我 还 想 坐 高 铁 去 看 看 天
津。”她高兴地对记者说。
此次京津冀过境免签新政策覆盖了 53 个国
家，其中欧洲申根签证协议国家 24 个、欧洲其他
国家 15 个、美洲国家 6 个、大洋洲国家 2 个、亚洲
国家 6 个。外国游客可选择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口岸、北京铁路西客站口岸、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口

三国或地区联程客票，即可办理 144 小时过境免
签手续。在这之前，2016 年初，江浙沪已开始实施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广州 144 小时过境免签
政策正在推动落实中。
此项政策一推出就受到了海外媒体的关注。
埃菲社报道称，此前北京和天津允许最多免签停
留 72 小时，新举措给商务旅行提供了便利，并增
加到中国的游客数量。德国《世界报》网站报道，
中国复杂的入境规定曾让游客头疼，眼下京津冀地
区松动了外国游客的入境规定。新规定将大大便
利临时决定、为期多天的商务旅行或会议座谈等。

快捷交通很炫酷
记者在北京开往广州的高铁上遇到一对加拿
大夫妇。他们是大学教师，在中国特意选择体验
高铁自由行。同行的翻译小张告诉记者，此行他
们在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都要下车游览，一边
坐高铁，一边游名胜。
2017 年底，一份由全球化智库和携程旅行网
发布的中国入境游报告显示，外国游客在旅游过

外国游客乘坐中国高铁 来自网络
岸、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口岸、河北石家庄国际机场
口岸、河北秦皇岛海港口岸中的任一口岸入境或
者出境，携带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并出示前往第

程中对于中国的交通满意度最高，尤其是中国高
铁已经成为外国游客的一项重要体验。
在美版知乎“Quora”平台上有外国网友留言：

“东方红 3”科考船下水

新型深远海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东方红 3”日前在上海下水。该船
配备国际最先进的船舶装备和科考装备，其多项设计为国际首创，新船
的下水将极大提高中国深远海的科考能力。
图为 1 月 17 日，中国“东方红 3”号系泊在港池。
张进刚 刘邦华摄影报道 （人民视觉）

赵

珊

被中国的高铁发展所震惊，高铁时速达到
300 公里。中国给我的感觉就像来到了未
来世界。
曾经有外国游客在中国高铁上拍了
一段硬币不倒的视频，在长达数分钟的视
频里，列车飞速行驶，
硬币始终竖立不倒，
惊
呆了许多外国人。一位在中国居住超过 10
年的外国网友称“高铁是在中国大陆旅游最
好的方式”。网友瑞·科莫列举了高铁的若
干优点：车站在市区，和机场相比，通勤便
利。旅途非常舒适，
有餐厅和卫生间。可以
带很多行李。短途旅行比飞机快。
此外，在中国自由行的外国游客也享
受到了网约车、共享单车等交通工具的便
捷。有外国网友在网上发表留言称：中国
在很多方面都是领先的，比如，电动交通
工 具 。 电 动 自 行 车 、电 动 滑 板 车 和 平 衡
车、电动轿车，甚至电动巴士都随处可见。

手机支付很方便

外国游客在首都机场办理入境免签手续。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刷新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神器除了
高铁，
还有从酒店餐馆、旅游景点、商场到水
果摊，
随处可见的手机扫码支付。记者在外
国游客扎堆的北京秀水市场看到，
无论是服
装店、礼品店或咖啡店，都在醒目位置贴有
微信、支付宝的付款二维码。在中国，出门
不用带钱包，
令外国游客赞叹不已。
一位加拿大小伙子为了证明中国的
移动支付发达，拍了一段视频放在网上，
证明自己可以一天不用现金。他先是打
了 一 辆 车 ，然 后 在 一 家 小 店 里 买 了 双 袜
子，又去了趟超市买了些生活用品，甚至
还去理了个发，至于去饭店吃饭更是不在
话下，这一切都只需要用手机扫扫二维码
就能完成支付。
“中国的生活太方便了。有了手机，什
么都能买。在淘宝上几乎可以买到所有东
西。我已经习惯需要什么东西就用手机去淘宝上
找。”在北京生活的马来西亚姑娘黛微说。目前，像
黛微这样为中国便利的生活方式点赞的外国人越来
越多。在美国网站上，许多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称
赞，中国的外卖美食好吃又便宜，同时保证按时送
达，
“令人无法拒绝”
。外国网友称
“中国人用不可思
议的严谨态度，
在预约时间内送达”
。他们表示更不
可思议的是，
在手机上用外卖 APP点餐，
什么都有。

外国游客手机支付乘坐公交车。 来自网络
手机支付这种便捷、高效的智慧生活方式已
经建立了外国游客对中国的新印象。据微信官方
2017年发布的《在华外国用户微信生活观察》报告显
示，在华外国用户使用微信支付的比例高达 64.4%。
交通出行、团购外卖、餐饮、便利店、超市、线上商超
成为他们使用微信支付频率最高的六大场景。在华
的外国人对待移动支付的态度从最初的吃惊、不可
思议慢慢变成对使用移动支付的迫切期待。

飞机上可以使用手机了！
本报北京 1 月 18 日电 （记者严冰） 据中国民航网透露，
1 月 18 日上午 7 时 10 分，坐在东航 MU5137 虹桥-北京航班
41F 座的一位旅客掏出手机，玩起了手机游戏。从当天起，
中国民航跨入了机上手机开机时代。
1 月 16 日 ， 民 航 局 发 布 《 机 上 便 携 式 电 子 设 备
（PED） 使用评估指南》，国内各家航空公司迅速响应。从
1 月 18 日 开 始 ， 东 航 旅 客 可 在 飞 行 全 程 中 使 用 具 有 飞 行
模 式 的 移 动 电 话 （智 能 手 机） 和 规 定 尺 寸 内 的 便 携 式 电
脑或平板电脑、电子书、视音频播放机和电子游戏机等
小 型 PED 设 备 ， 但 需 打 开 手 机 飞 行 模 式 ， 关 闭 蜂 窝 移 动
通信功能。
此外，海南航空也宣布从 1 月 18 日起开放机上 PED 使
用 ， 并 在 1 月 17 日 21 时 36 分 起 飞 的 一 班 由 海 口 至 北 京 的
HU7781 航班上抢先实现了 PED 开放使用。从 1 月 19 日起，
搭乘南方航空实际承运航班的旅客，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使
用 PED。春秋航空也表示，将根据评估指南尽快完成公司评
估，并提交民航主管部门审议。
机上可以开机，并不意味着手机使用再无限制，安全始
终是民航的底线所系，所以使用小型 PED 设备需打开飞行模
式，关闭蜂窝移动通信功能。与此同时，不具备飞行模式的
移动电话等设备在空中仍然禁止使用，超过规定尺寸的便携
式电脑、PAD 等仅可在飞机巡航阶段使用，在飞机滑行、起
飞、下降和着陆等飞行关键阶段禁止使用。

出于客舱安全考虑，在飞机滑行、起飞、下降和着陆等
飞行关键阶段，移动电话、电子书等小型 PED 设备不允许连
接耳机、充电线等配件。助听器、心脏起搏器以及其他不影
响飞机导航和通讯系统、用于维持生命的电子设备和装置，
可全程使用。

图为 1 月 18 日，旅客在东方航空 MU553 航班上展示接
入航空互联网后的手机页面。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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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領袖基金會 全球實習生項目即起接受申請
(本報訊) 美國國際領袖基金會今年(2018)首度推出全球實習
生項目 (2018 ILF Global Internship Program)，將選拔 20 名大學
學生，給予培訓。獲選者將得到全球認證與肯定，並得以與歷屆
全美傑出人士同台並列，學習其經驗與成就，成為未來的國際領
袖接班人。
培訓主旨：
為中國的優秀學生拓展學習，參與機會，培養其創造力、執
行力、競爭力，進而幫助他們開闊眼界，體驗國際文化異同，深
耕人脈，獲取豐富經驗，融入美國主流社會，開啟理想事業發展
機會，成為未來的國際青年領袖。
美國國際領袖基金會(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
是全美最著名的訓練青年領袖人才非營利組織，以提升美國亞裔
地位，培育未來國際青年領袖，結合美國政經資源，促進美國及
亞太地區國際交流為宗旨。
ILF 長期支持優秀亞裔青年學生到美國聯邦政府及行政部門
實習，每年表揚在政治、經濟、科學、文化、藝術方面有傑出貢
獻的亞裔人士，以茲為所有青年領袖的學習楷模。歷年獲表揚者
包括：美國聯邦交通運輸部部長趙小蘭，參議院議長麥康諾，國
會議員暨亞太裔國會黨團主席趙美心，國會議員暨民主黨全國副
主席孟眧文，美國聯邦原商務部暨交通運輸部部長峰田，國會議
員劉雲平，國際名探李昌鈺博士等。
符合條件者須於 2018 年 1 月 10 日前，備妥英文簡歷及其他
相關文件，寄交該會執行主任 具秀慶(Soo Kyung Koo)。收件電
子郵件為 skoo@ileader.org。
申請條件：
• 目前在亞洲國家大學就讀（目前在美國大學就讀，持有
F1 簽證的學生不符合申請資格要求）
• 平均成績(GPA)在 3.5 以上（滿分 4.3）(需提交一份英文
版官方成績單)
• 在 700 字以內，用英文回答以下問題：How would this
global internship help your future career and life goals?
• 英文應對水平需能勝任日常工作（提供托福或 IELTS 成
績將有助評估）。英文能力最後將透過 Skype 面試評定。

• 英文簡歷包括：英文姓
名（和護照上的一樣），國際
通話的電話號碼，Skype ID ，
教育背景（專業、副修、GPA
成績、學校及科系名稱），工
作經驗，技能（例如：微軟辦
公室組件，擅長的語言等等）
。
• 獲 選 的 20 名 學 生 會 收
到關於本項目的更多訊息，包
括實習職位、簽證、住宿和保
險等。
項目費用：$10,000
• 實習工作保證、領袖訓
練、簽證、保險，以及本項目
的管理費用。
• 全球商業及領袖高峰會
• ILF 將為學生安排住宿
，但費用須由學生另外支付，不包括在項目費用內。
• 學生需自行負擔往返美國的機票費用
項目日程安排：
• 首輪面試：1 月 15 日至 1 月 20 日（學生將會收到 ILF 通
知）
• 職位面試和安排簽證、住房、保險：2 月 1 日到 6 月 15 日
• 抵達美國：7 月 4 日
• 概況介紹(Orientation)：7 月 6 日
• 實習：7 月 9 日至 8 月 30 日
• 畢業典禮：8 月 31 日
• ILF 全球商業及領袖高峰會: 7 月 19 日
• ILF 新興領袖政策論壇: 7 月 19 日
• 實習期間，ILF 將安排實習生與政府高級官員，商業界高
層次領袖會面
• 實習結束時，學生需繳交一份實習經驗報告

實習機構一覽：
NASPAA (Network of Schools of Public Policy, Affairs,
and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World Learning
SSG Advisors
The Reischauer Center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National Cybersecurity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ournalists
Sister Cities International
Mansfield Foundation
聯 繫 人 ： 具 秀 慶 Soo Kyung Koo | skoo@ileader.org |
202-818-0087 | wechat: sookyungxiuqing

休斯頓舉行大遊行慶祝馬丁路德金紀念日
（泉深／ 圖文）2018 年 1 月 15 日是美國馬丁•路德•金紀
念日（Martin Luther King, Jr. Day），美國各個城市不同種族、
不同年齡的民眾的聚集在市中心的大街上遊行，用多種方式紀念
這一代表美國人權的天，向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表示敬
意，希望用和平遊行的方式，紀念馬丁•路德•金對有色人種的
卓越成就，並將他追求公平與平等的精神延續下去。休斯頓的遊
行隊伍早上 10 點從市中心的德克薩斯大街（Texas Ave）旁邊的
棒球體育館的南端出發，向北行使，一直延伸到聖哈辛託大街
(San Jacinto Street)，全程約 1 英里左右站滿參與遊行的民眾。
哈裏斯郡檢察官 Kim Ogg，美國國會眾議員 Al Green、 Sheila
Jackson Lee、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等加入遊行
隊伍的行列。
金牧師是美國民權運動中主張非暴力抗議種族歧視的主要領
袖，相信人人自由平等，認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是通過非
暴力抵抗方式，如抗議，基層組織和公民不服從等達到人人平等

的目的。遊行期間我們採訪了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李蔚華董事
長，他說：“我們美南報業電視傳媒作為美國華人媒體，每年參
加休斯頓馬丁•路德•金紀念日的遊行，金牧師是我們學習的榜
樣，目前這個國家還有種族主義和仇恨，我們要通過自己的努力
，高舉反種族歧視旗幟，獲得做人的尊嚴，對抗膚色歧視和種族
主義，確保有色人種不再被區別對待，追求人人自由平等，為美
國華人爭取民權，提升美國華人形象。”
馬丁•路德•金是一位美國黑人牧師、社會運動者、人權主
義者和非裔美國人權運動領袖，也是 1964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他主張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法爭取非裔美國人的基本權利，
而成為進步主義的象徵。金牧師 1968 年遇刺身亡。金牧師遇刺
後，美國眾議院會員 John Conyers 提出法案，設立金牧師的生
日為聯邦假日。 1979 年在眾議院首次投票，但是缺了五票未過
。投票失敗之後，主持者轉向請求私人公司和公民支持。 1980
年，著名歌手史提夫•汪達出版單曲“Happy Birthday”（生日

快樂），然後
在 1981 年 主
持和平集會，
全部活動收集
了六百多萬署
名，請願國會
通過法律，這
是美國有史以
來為最大的一次請願事件。 1983 年 11 月 2 日，美國總統裏根在
白宮玫瑰花園簽訂法案，建立聯邦假日紀念金牧師。美國聯邦法
庭定於每年一月的第三個禮拜一為馬丁•路德•金紀念日。
1986 年 1 月 20 日為首個馬丁•路德•金日並第一次舉行紀念活
動，今年是第 32 次紀念日，今年的紀念日正好是在馬丁•路德
•金的生日(1929 年 1 月 15 日)，所以遊行現場隊伍中有舉著馬丁
•路德•金生日快樂的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