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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猛於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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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 30 歲前要交
10 萬美元房租！
8 年 間，累 計 繳 納
的總租金高達 92,
600 美 元。千 禧 一
代在購房的問題
乘著科技浪潮成長的千禧一代，負擔著更多的租賃成本
上更為開放，他們
思想更開放的千禧一代，也負擔著比前輩 更多地認為租賃優于購置。而他們多數還有學
們更多的租賃成本。他們要把收入的 45%用于 生貸款的壓力，令他們的租房需求更大。千禧一
交租，比嬰兒潮世代和 X 世代都要更多。不過習 代在 22-30 歲期間的租金負擔高達 45%，即收入
慣寅吃卯糧的這三代人，都沒能把租金負擔壓 的 45%都被用于交租。
在 30%以下。
同樣是在 22-30 歲期間，嬰兒潮世代（目前
美國住宅研究網站 RentCafe 的研究顯示， 53-71 歲）的租金負擔為收入的 36%，X 世代（目
當美國的千禧一代到 30 歲時，他們將在租金上 前 41-52 歲）租金負擔 41%。不過，習慣于寅吃卯
共花費近 10 萬美元。
糧的這三代美國人，都沒能把租金負擔壓在合
這 一 研 究 定 義 千 禧 一 代 為 年 齡 分 布 在 理的 30%以下。
22-40 歲區間的美國人。考慮到次貸危機後，部
雖然千禧一代的收入要高于 X 世代及嬰兒
分年長美國人不得不改為租房，該研究主要針 潮世代（8 年間總收入中位數在 20.66 萬美元）
，
對 22-30 歲期間的租金，來判讀租賃成本。
但他們的租金負擔比例也更高。有趣的是，相比
Rentcafe 的研究顯示，這群人在 22-30 歲的 于嬰兒潮世代，X 世代的收入和交租規模，都剛

好漲了一倍。
2008 年房地產危機以來，租金不斷上漲，
22-30 歲間的千禧一代，相比于同年齡段的 X 世
代，要多支付超過 1 萬美元的房租。同樣因為房
租上漲，更為年輕的千禧世代（22-29 歲）
，房租
壓力更大，要將收入中的 47%都用于房租。按房
租每十年增加 5,0008,000 美 元
的 趨 勢，現
在 20 歲左右
的 Z 世代，到
30 歲 時，累
計 將 支 付
10.2 萬 美 元
房 租。( 文 章
來 源：美 房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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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美國買地建房？
如何在美國買地建房
？上
(2) 在小區的空地興建
(3) 舊房推倒重建

7. 買地還是買舊房？
操作時間通常至少需要 1-3 個月
(1) 聘請房地產經紀(realtor)尋找
合適的房源或土地
(2) 開始尋找建築設計師
(3) 收集小區建設法規，若不允許
興建新房或有所限制，這時候需要慎
重進行考慮。在棄權期/反悔期(option)
之內，要仔細閱讀住宅小區法規(HOA
by law)以免以後出現不必要的糾紛。
(4) 要到丈量報告(survey)，內容要
包括現在地基的高度、街上參照點的
高度、最好也有樹的位置(tree survey)
。最好讓丈量者(surveyor)把地的邊界
用小旗子或鐵棒給標出來。
如果在美國買地建房？今天居外給大家分享一則在美國買
地建房流程。

1. 為何要自己建房？
自己建房需要約 1-2 年的時間，比買現房效率低。但它的優
點是可以建自己需要的房型，並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進行
設計。有些成熟的小區已經沒有新房銷售，因此自己買地或買舊
房推倒重建，既可以住在理想的地點，又可以享受新房的優勢。

8. 過戶後先做土壤測試
Geotechnical Engineer 一般需要 2-4 周出報告

9. 請建築師(architect)設計房子

2. 什麼人適合自建房？
(1) 有一定資金的投資人
(2) 想成為建築商的人
(3) 能抽出時間經常到工地查看的人
(4) 有能力與各種承包商打交道的人
(5) 能正確看待投資風險的人

3. 幾種做法選擇
(1) 在正在開發的小區裏找建築商做
(2) 自己買地承包給建築商做
(3) 自己買地、自己當建築商，找分建築商分工做（今天講的
就是這種做法）
(4) 全部自己動手建，叫 DIY (Do It Yourself)。但這種有法規
上的限制，在城市管區內不一定能做。雖然自己動手但各項專業
的工程還是需要有執照的工人完成才能通過驗收。

(1) 選擇建築師 如瞭解對方的經驗、價格、熟悉的領域等，在
相應的市政有設計經驗很重要。簽訂合同時要問清楚修改設計
如何收費，比如若是 HOA 或 City 提出的修改是否免費？
(2) 要把法規 by law 給設計師做為參考。如面積要求、邊界
4. 投資的時間與地點
要求、層數要求、高度要求、排水要求、植被要求等等。
在經濟上升時市場較好容易賺錢，但相應的人力就會緊張。
(3) 自己先有個符合法規前提下的設想，比如希望的房屋面
積、外觀、層數、房間數量與布局、樓梯相對位置等等。最好先畫
5. 房源選擇
一個草圖給對方參考。設想得越具體，設計師就越容易房主的意
可以在網站 har.com 或者 realtor.com 查詢各區域的買賣記
圖同時效率也越高。
錄、房子面積、裝修情況、價格等房產信息，看什麼樣的項目適合
(4) 與建築師討論設計圖(floor plan)。一般建築師不喜歡反
自己的實際情況。
復變化，確定想法後，給建築師 2-4 周的時間設計。
(5) 審閱設計師的設計方案並且提出修改建議。要認真地查
6. 土地的選擇
看各方面設計是否達到要求，如房間布局、窗戶亮度、結構強度、
(1) 開發商的土地

地基設計、屋頂設計、牆的厚度、燈光布局、室外照明及用電（如
游泳池、後院遙控門及各種功能的設計）
、自動化系統的設計（包
括音響系統、互聯網、電話系統、電視系統、用水系統的功能）
、空
調出風口及回風口的設計、房子絕緣方案等等。設計圖紙是各個
承包商估價的依據，若中間改變，就意味著加價宰客，而且可能
會比較貴可能被宰，因此這一步是關鍵。一定要請有經驗的人看
一下，經過反復磋商之後最後才能定稿。

10. 將建築師設計初稿交給
小區管理委員會審批
小區通常對建房的臨街牆壁高度、樓層、房子總高度、面積、
建築面積與地面積的比率（即滲水率）
、建築界線、外牆的顏色、
附加建築（如車庫）等都有特別的規定一定要遵守。若小區審核
通過，就可以轉入下一步（有時也可以下一步完後交給小區審核
）
，看小區要求不要求圖紙上有工程師蓋章。

11. 請工程師對房子結構把關
房子的結構和地基需要工程師的設計或審核。要將土壤報
告交給工程師 Professional Engineer(PE)，他會參照土質來設計
地基和結構(framing)，或審核建築師的設計、進行工程計算，來
確定各項指標，如承重是否合理合格。若不合理的就需要修改，
若都合理，又符合市政法規標準(code)的要求，工程師就會在建
築師設計的圖紙上蓋章。

12. 向市政申請建房許可證
(1) 要看房屋所在地的市政的申請許可證的要求，通常需準
備兩份圖紙、申請表、滲水分析表、材料規格表、節能分析表、綠
化分析表等等。
(2) 可以聘請自己的建築師或者專門的許可證申請公司去
做，因為需反復幾次。第一次交上去後可能會被拒絕。具體會被
告知原因需要更改，更改完再遞交上去。可能還會被再次拒絕，
再需要修改等等，直到完全符合要求。
(3) 市政每一次的審核都會給予 2-4 周的時間，所以整個許
可證申請下來需 1-2 個月的時間，這取決于建築師的設計規範
程度和修改時的快慢。

13. 舊房拆除 Demolition
在建築師設計及申請許可證的同時，就可以進行舊房拆除
工作了。這項可以包給拆除承包商去做。步驟簡單介紹如下：
(1) 打電話給水、電、煤氣公司，讓他們做拆除前的服務切斷
，包括拆除一些設施。他們也需要排日程，一般需要 2-14 天，取
決于他們的業務量大小。
(2) 排水系統的切除另外需要許可證，拆除後要請市政檢驗
通過。
(3) 然後才能申請整個房子的拆除許可證。
(4) 有許可證後才能拆除房屋。
(5) 拆除之前最好跟鄰居打個招呼，讓他們有思想準備，以
免有糾紛。
(6) 也最好建個臨時圍牆，以免傷到鄰居的財產。
(7) 拆除過程中最好要灑水，以免太多揚塵。
(8) 拆除完畢要請市政來檢查通過，拆除工作才算最後結束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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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美國買地建房？
如何在美國買地建房
？下
18. 水電管線，空調管道
的建造

24. 建內牆面

33. 空調

修 建 內 牆 面，叫 wall finishing、
34. 電器
taping
、floating，需要膠帶粘、上灰及
在搭好主框架後，水電工空調工
洗 碗 機/烤 箱/烤 爐/抽 油 煙 機/冰
都要到現場布水管、煤氣管線、電線、 建牆的花紋 texture 等。
箱/洗衣機/乾衣機等
空調管道等。
25. 建外牆

35. 綠化或庭院建設

19. 檢驗水電結構

14. 買保險

即砌磚或建牆板(hard plank) 或
水泥混合牆(stucco)
36. 如何選擇承包商
在上面各項做完後，都要請市政
來檢驗，檢驗水電煤氣管線步線合格
最好讓可靠的人推薦，也要到實
26. 門窗
，空調管道布局合理後，才能進入下
地工地去看看和注重以往客戶的反饋
要提前與門窗公司訂好門窗，以
一步。
信息。
保證按時安裝。
執 照 登 記 可 查 詢 網 站 license.
20. 牆面(facial)
27. 木工
state.tx.us。
在上面各項做完後，要請市政來
包括櫥櫃、衣服架、角線、裝內門
37. 價格構成
檢驗，檢驗水電煤氣管線步線合格後
等。
，才能進入下一步。牆面公司會在框架
包括人力工資+材料成本
28. 油漆
上釘木板及塑料板，形成房子的外牆
38. 簽訂合約
體，即 Facial.
包括內外油漆
可以避免爭議，並要求對方根據
21. 絕緣
29. 檯面
建築工程的進度隨叫隨到。
絕緣有幾種，如 close cell foam、
石頭檯面或現在流行的人造石檯
39. 分期付款
open cell foam、fiber glass，與空調的 面。
每個工程項目都可以分期付款，
設計有關。這在圖紙設計時就需要考
30. 地面
如地基、水電等。
慮好。
鋪地毯/地板/地磚

地基有幾種類型:
(1) 平地基即拉伸鋼筋地基(post
(接上頁)在開工之前，要買好保險
tension).
，叫 builder’s risk，用以保護建房過程
(2) 有樁地基(pier and beam) 適
中的意外損失。
合粘土質和高檔住房
(3) 墊高地基(crawl space) 適合
15. 建地基
地勢低窪的地區
許可證拿到後，才能動工建房。建
房的第一步就是建地基，要選擇一家
16. 搭框架(framing)
有建新房經驗的地基公司來做。最好
請專業公司搭房子的主框架，美
簽訂合同，因為地基是大事。也最好提
國房子主結構都是由木樁組成的。
22. 屋頂
出保修的要求，一般大的建築商地基
31. 電設施
這時候也可以同時蓋屋頂，上瓦
17. 屋頂的平臺
都保修 10 年。在建地基時，水工也要
照明燈具/開關等。
(shingle)
選 好，要 選 擇 有 主 水 工 執 照 (master
(decking)
plumber license)的水工。在地基模型
32. 水設施
在搭屋頂的平臺時要考慮使用防 23. 上內牆板(sheetrock)
做好、水管埋好、下水泥之前，要請市
熱 水 器/水 龍 頭/洗 手 槽/浴 缸/馬
上內牆板之前需要通過各種檢驗
熱能輻射保護層。
政來檢驗，合格後才能澆注水泥。
桶等
Cover inspection。這也有專業公司做。

美國買地建房有什麼要求嗎？
美國買地建房有什麼要求嗎
？
美國歡迎投資人到美國來，所以您只要帶
著錢來，不管是哪國的身份，都可以在美國買到
土地、不動產或者動產等，所以在美國買地建房
是完全可以的。
另外關于跟買房子比較，剛才我說了一下
整個土地開發的過程，但是沒有深入的說下去，
我可以給您在這展開說一下，就是整個土地開
發的過程，或者說上下游的關係。最上游的就是
土地存儲。前些日子加拿大很大的一個房地產
公司，他們的土地存儲公司，好像發生了一些危
機，我不知道是不是倒了。他們做的土地存儲，
就是買一大塊土地，然後就等著開發到這一區
域，土地升值然後分割賣掉。
也有一些加州的其他地區，比如說洛杉磯
某些地區，他們也是做土地存儲，已經做了非常

非常多的時間。我記得是 80 年代就開始做，然後 較好的地區買一塊地，上面帶一個破房子。這就
90 年代也做，每一次都會有不同的題目，我記得 是我們說的好地區的破房子或者好地區的地，
以前好像是那邊要建機場，後來機場建出來了， 我覺得是有價值的。這個基本是跟我們蓋房子
然後是要建太陽能發電站，建了一些後現在是 差不多，你可以以後找人在上面直接蓋房子了，
建高鐵。
我覺得是一定是有價值的。
土地存儲之後，下一步就是有人開始買這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買很便宜很便宜的地，
些土地做開發，就是做市政規劃的，也叫做橫向 在一大塊，也不能說荒無人煙吧，就是說欠發達
開發，進而後邊有人接手把生地變成熟地，然後 地區買地，等待以後城市發展到那，土地有一個
有可能會把整個項目賣了。下邊就是建商接收， 大幅的增值。這看您的運氣了，我覺得運氣好，
叫縱向開發，就買了這個圖，開始往上蓋房子。 或者在有生之年也許能趕上；如果不行就傳給
但是縱向開發的利潤稍微少一點，橫向開發這 下一代，這個我想就是賣土地的給您的解決方
一塊的利潤比較大，但是要有資源，就是您要有 案了，所以這種情況買土地的風險稍微大一點。
關係，要知道怎麼運作這件事情。有些涉及到政
另外土地上面沒有房子，不能出租也沒有
治方面的事情，但是這個錢也不是那麼好掙的。 現金流，每年都要交地產稅，就是光出錢不入錢
回到說單純的去買土地。如果您在一個比 ，這也是跟房子投資不太一樣的地方。

40. 工程驗收

每一步工程驗收最好請專業檢驗
員檢驗，不要圖省事或者便宜。最好請
一 名 總 監 工(Superintendent) 監 督 全
程的進度和質量，更放心和高效。(文
章來源：網絡)

另外一個階段就是在發達地區的周邊
，我說的周邊不是特別遠的地方，是馬上就
發展到這兒了，但是地的價格也會貴一點，
但您的風險也會小一些，所以土地投資的
回報跟您承擔的風險其實是成正比的。
另外也是考驗您心理素質的，因為這個土
地可能要持有很長一段時間，也許要持有一輩
子或者兩輩子，就是您的下一代也接著持有這
塊土地。
土地的升值情況，完全是看城市的發展以
及人口流動，所以我覺得土地長期來講，您能保
本或者小賺一點，我覺得就算挺不錯的投資了。
我個人是比較傾向于買核心地區的土地，就是
像剛才說的，土地我不想把它變成一個商品，如
果商品太多的話，那價格肯定不會高。我想去投
資的那些土地，是在不久的將來就能作為資源
的，那種大家都拿著錢想買，我覺得這基本是無
價的，就是說升值潛力是無限好的。(文章來源：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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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產交易中 10 個重要角色
你都瞭解嗎？
7.產權公司

金都是由賣方支付。

3.第三方托管公司 Escrow

第三方托管公司 Escrow 是第三方服務公司，
透過它以公正的第三方立場代表買方和賣方保
管法律文件和資金，並根據買方和賣方的協商結
美國是法制完善的私有制社會，表現在房地產方面，相關法
律清晰嚴格，產權明確，操作透明。稍微瞭解美國的人都知道，在 果進行分配。當買賣雙方確定購買意向，簽訂合同後，買方交定
美國買房需要委托經紀人，然而，除了經紀人，還有哪些必須瞭 金，準備房屋檢查，賣方提供房屋相關資料，當雙方確定交易繼
續，買方需要把尾款提供給第三方托管公司 Escrow，由第三方
解的角色呢？
托管公司 Escrow 按照合同協商的結果把房屋所有稅款和債務
下面列舉了美國房產交易中 10 個重要角色：
結算清楚，支付雙方經紀人佣金，再將剩餘轉給賣方。
‧買方經紀人
第三方托管公司 Escrow 是房產交易中的重要角色，站在第
‧賣方經紀人
三方角度監督交易過程，保障雙方權益，不會偏向買方或者賣方
‧第三方托管公司(Escrow)
，確保交易過程順暢。
‧房屋檢驗師
‧房產價值評估師
4.房屋檢驗師
‧貸款銀行和貸款經紀人
房屋檢驗師是一個專業的工作，也需要有政府頒發的房屋
‧產權公司
建築檢驗師的執照才可上崗
。這個角色也屬於獨立第三方，應買
‧保險公司
方或者貸款機構的要求
，
對房屋各項設施的質量
，是否符合政府
‧政府房地產登記
指標等進行檢驗
。
二手房的房屋檢驗必不可少
，
主要是要確定房
‧房屋所有人協會（HOA）
然後我們來具體說說每個角色在置業過程中的不同作用。 屋是否與賣方描述一致，發現問題可以與賣家協商維修或者降
低房款等，如發現嚴重問題，買家也有權無責任取消合同。

1.買方經紀人

5.房產價值評估師

買房最擔心產權問題，一旦房屋產生產權上的問題，買和賣
都是難題。產權保險把風險有效轉移,目的是保障產權絕對清楚
，它也確保產權方面意外事故發生後的賠償，包含了所有重新恢
復擁有產權所需要的法律費用,有了產權保險，買方就可以高枕
無憂。因為專業機構介入，在美國一般不會出現一房兩賣、產權
不清晰等情況。

8.保險公司
現金購房的情況下，法律不要求一定購買房屋保險，但為了
保證資產不受損失，發生意外有保障，建議購買。如果是貸款買
房，銀行要求你一定要購買房屋保險，否則不會提供貸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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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險
種，可以在租客在室內發生意外時，或家中寵物咬傷別人時給予
賠付，詳情可諮詢保險公司。

9.政府房地產登記

美國的房產經紀人需要有政府頒發的經紀人執照才可以上
崗，這是最基本的要求。買方經紀人的責任是忠實依照買方的要
求，代表買方尋找合適的房產、協調交易中的各個環節，包括協
助安排與購買房地產相關的所有事項，與交易涉及的所有人士
談判或協調處理交易事務。面對海外客戶，經紀人需要承擔更多
工作，比如幫助不熟悉美國的客戶瞭解美國，確定置業城市和房
型等。通常情況下，當交易成功達成時，買方經紀人從賣方獲得
佣金。

2.賣方經紀人
同樣的，賣方經紀人也需要有經紀人執照，其職責是忠實依
照賣方的要求，代表賣方的利益，負責找買家和協調交易中的各
個環節。簡單說，美國房產的交易，不是買方和賣方的溝通，是代
表雙方利益的經紀人在溝通和談判。通常情況下，買方經紀人接
觸不到賣方，賣方經紀人也接觸不到買方，不過雙方經紀人的佣

同樣是專業工作，房產價值評估師需要有政府頒發的房產
評估師執照才可上崗。同屬獨立第三方，由買方雇佣或銀行貸款
部門要求，負責提供專業的房產價值報告。因為這個角色可以影
響交易談判和銀行貸款的發放，政府一直在加強對這個行業的
規範，最大限度排除交易的各方對評估師的影響，從而確保價值
評估的客觀性。

6.貸款銀行和貸款經紀人
貸款銀行和貸款經紀人，負責調查申請人的財務與信用狀
況，並為申請人提供購房貸款。貸款涉及到信用調查，美國的信
用調查從信用卡公司、銀行貸款部門和其它相關公司或機構收
集人們的借款與還債等信用記錄，使用不同的評分模型，給予信
用分數。美國人非常重視信用分數，因為貸款機構根據這些分數
判斷他們的還債意願，從而也決定銀行是否願意放款、以及貸款
的具體條款。

Sandra Tsui

陳小姐
(國,英語)

281-650-0742

產權公司完成轉讓產權，買賣雙方在縣屬登記室完成登記，
第三方托管公司支付所有費用，這就意味著房產交易完成，等同
于國內買房拿到新的房產證。美國沒有房產證這樣東西，但新的
房主會在幾個月內收到政府寄來的有自己姓名的地契，這張地
契如果丟了也沒有關係，因為在政府的登記裏，你已經成為新房
主。

10.屋主協會 HOA
HOA，Homeowners Association 的縮寫，譯為屋主協會，基
本類似于中國的“物業管理”
，在美國不是所有的房子都有 HOA
，統一開發的公寓和聯排，和部分整體住宅開發的獨棟是有
HOA 的，早期不是統一開發的獨
棟房屋沒有 HOA。
該協會由所有社區房主組成，
並定期選舉管理委員會，制定社區
的房屋外觀標準，比如籬笆的顔色
與高度，負責雇佣物業管理公司維
護與管理社區的公共區域等。”(文
章來源：網絡)

1. 黃金花園公寓出租，3房2浴，大客廳，月租$1300
2. 糖城, Clements High，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花崗石臺面。僅售
$549,000.
3. 糖城, 二層樓大洋房與獨立辦公室， 5120尺, 花園， 網球場，多停車位
，僅售$900,000
4. 密書裏市，二層樓漂亮大洋房， 5房，4 浴，三車庫，僅售$299,500
5. 近中國城，二層樓洋房, 3房，2.5浴, 僅售 $165,000, 好房客，投資良機。
6. Montgomery區，住宅土地，湖邊，鐵門，高級社區.
7.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租$0.58，
可立即搬入。
8. 大休士頓區，多種房型出租屋， 歡迎來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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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美地產
住家﹑
商業﹑
投資管理
以下好房哈維Harvey都沒淹水:
1) 糖城名社區洋房, 4仠呎5房/3.5浴, 漂亮樣板房戶型,
$42萬, 房子地勢高, 哈維連街道也沒淹.
2) 城裏房子全翻修,漂亮可愛, 3房2浴+書房,近百利市/醫
學中心,交通便利
3) Katy熱門區美房, 近湖邊, 3560呎,4房3.5浴/書房/GR/賣
44.9萬, 租$3200,交通便利.
4) Katy好區美屋, 3仠5呎, 5房/3.5浴/書房/GR. 格局好看
MeiMei Ou
實用.交通方便.
5) 西北區洋樓, 2500呎/4房/2.5浴.近Exxon/45/99號,交通
超方便, 僅26萬
經驗豐富(20 年)

獲獎經紀人

281-787-9300

誠實可靠

meimeiou28@gmail.com 微信號：Meimeiou28 賣房高手

281-468-6368
誠徵有執照的Loan Officer

CEO

Mortgage Broker, Realtor
微信：sammywang88

經驗豐富地產、貸款經紀人

新舊房屋買賣
商業地產投資
專業地產知識
免費市場分析

買房貸款
低費貸款
重新貸款
手續簡單
最佳利率
信息保證
無費貸款

Email:goldenkeyhomeloan@gmail.com
16300 Sea Lark Rd Houston, TX 77062
R01-REMAX-MEIMEI 美美地產56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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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美
國
最
適
合
福布斯公布
房 產 投 資 的 20 個 城 市

2018 年，
“福布斯”與追蹤 300 多
個美國房屋市場的本地市場監測機構
合作，分析了美國住房指標以及更廣
泛的增長趨勢，公布了 2018 年
這
份名單上的 20 個城市的市場、人口、
就業和房價都在增長，三年價格增長
預測範圍從華盛頓特區的 11％到奧蘭
多的 35％。
雖然不能保證每個城市的房價都
急劇上升，但這些中長期增長地區的
發展是最具可持續性的，保證投資者
最小風險內獲得可觀的投資回報。
福布斯貢獻者文策爾（Ingo Winzer）說：
“中等增長的市場對投資者

來說也是一個更好
的選擇，因為競爭對
手更少，可以獲得更
優惠的價格。”

排名的五大指標

可負擔性
本地市場監測機構自己的三年房價預
測

“福布斯”從 330 個市場開始，排
為了判斷可負擔能力，文策爾使
除了那些規模太小（人口低于 50 萬）
及在關鍵指標上表現最差的數據，最 用均衡房價來衡量房價與收入的關係
後深入到取得最佳成績的 20 個市場。 。指的是目前市場上實際的平均房價
和該市場收入的歷史關係相比可能的
排名依據的五項關鍵指標分別是：
房價。例如，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平均
一年就業增長率
三年人口增長率（2014 年至 2017 年） 房價為 229,776 美元，約為當地人均收
入的 4.65 倍。然而，在過去哥倫布的房
一年房價增長率
價是當地收入的 5.38 倍。差距表明這
座城市的房價下跌了 13％。

美國最適合房產投資的 20 個城
市
第 1 名：奧蘭多，佛羅裏達州
平均房屋價格：247,550 美元
3 年人口增長：7.6％
2 年就業增長：7.1％
1 年房價增長：9％
3 年價格增長預測：35％

第 2 名：普羅沃奧勒姆，猶他州
平均房屋價格：266,169 美元
3 年人口增長：7.2％
2 年就業增長：6.7％
1 年房價漲幅：10％
3 年價格增長預測：31％

普羅沃奧勒姆，猶他州

第 3 名：杰克遜維爾，佛羅裏達 9. 沃思堡，德克薩斯州
10. 薩克拉門托，加利福尼亞州
州
平均房價：247,809 美元
3 年人口增長：5.9％
2 年就業增長：6.1％
1 年房價增長：8％
3 年價格增長預測：20％

德州有兩城上榜：
第 4~20 名：

4. 羅利 - 達勒姆，北卡羅來納州
5. 奧格登 - 克利爾菲爾德，猶他州
6. 納什維爾，田納西州
7. 亞特蘭大，喬治亞州
8. 斯普林菲爾德，密蘇裏州

11. 大急流城，密歇根州
12. 聖安東尼奧，德克薩斯州
13. 波士頓大都市區
14. 費耶特維爾-斯普林代爾，阿肯色
州-密蘇裏州
15. 奧古斯塔 - 裏士滿縣，喬治亞州南卡
16. 夏洛特-加斯托尼亞，北卡-南卡
17. 華盛頓大都會區
18. 明尼阿波利斯大都會區
19. 得梅因，愛荷華州
20. 哥倫布市，俄亥俄州
取材美房吧

杰克遜維爾，佛羅裏達州

美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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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聚焦六大優先事項
據報道，美國教育委員會
近日匯總了全美 42 個州州長的
2017 年施政演說，並從中歸納
出各州 2017 年教育施政的幾大
優先事項。
一是中小學經費優先。中
小學教育經費一直以來都是美
國各州政府財政的主要支出項
目。32 位州長在年初的施政演
說中，紛紛將中小學教育列為
優先議題，內容包括增加中小
學經費、調整相關經費措施並
改善學校基礎設施建設。部分
州長更是強調將中小學經費聚

焦於促進教育公平、改善薄弱
學校等。
二是加強職業生涯發展與
科技教育。24 位州長都認同職
業生涯教育培訓與經濟發展有
密切關係，為了彌合工作崗位
與職業技能的落差，州政府將
增加職業生涯與科技教育的經
費、與企業合作培訓特殊專門
技術人員、開設在職進修課程
等。
三是招募優秀教師，改善
教師待遇。教師是學生學習成
就的關鍵，17 位州長將招募優

秀教師列為優先議題。由於美
國多地出現師資不足的現象，
部分州長強調 2017 年將積極改
善教師待遇，提供教師專業成
長的機會。
四是推動可負擔的高等教
育。美國高等教育的高昂學費
，使許多學生望而卻步。15 位
州長提出高質量且可負擔的高
等教育藍圖，主要措施包括控
制學費漲幅、提高獎學金、提
供免學費的社區及技術學院等
。
五是提升科技運用。科技

的運用被列為學校的重要輔助
教學手段，11 位州長在施政演
說中強調將改進教師與學生的
科技運用，包括提供高速網絡
，升級教學的科技設備等。
六是重視學生的學校選擇
權。美國新任教育部長貝齊•
德沃斯是教育選擇權的倡議者
，儘管目前新措施尚未出爐，
但已有 10 位州長作出響應，主
張學生有權選擇學校，相關措
施包括擴大教育儲蓄賬戶等。

美國留學名校的申請技巧你熟知多少？
去美國留學的國內學生一般會有或多
或少的名校情結，那麼申請美國名校的話
，有什麼技巧呢？今天就來為各位進行詳
細介紹，希望能夠對你們有所幫助。
自身硬件條件是敲門磚
美國 TOP30 院校對硬件條件要求較
高，託福成績 105 分以上，或雅思成績 7.0
以上，SAT2100 分以上(舊分制)，GPA3.6
以上。如果申請碩士，還要提供 GRE 成
績，商科需要提供 GMAT 成績。
硬件條件滿足，基本可以入招生官的

法眼，當然這不是唯一錄取標準，但這是
錄取的主要因素。所以想突破美國
TOP30 名校，申請者在學習成績及語言
成績一定努力刷分，提前做好準備。
背景提升是拉開競爭者距離的關鍵
美國院校注重學生的綜合素質，除了
考評學生的學習成績，還要考評學生的畢
業院校背景、領導力、創新能力、是否有
特長、獲得過獎項、是否有愛心、課外活
動、社會經歷等。如果申請者學習成績優
秀，但活動背景一片空白，背景沒有亮點

，由於競爭激烈，很容易被淹沒在申請
大軍中。
如果學習成績一般，可以在背景提
升方面來彌補不足，為申請加分。建議
申請者提前一年準備，多參與課外活動
。
選擇背景提升項目要與申請院校相
匹配。美國名校招生官雖然非常想看到
學生成功參加的一系列科研實習項目，
但更想看到的是學生是否具備取得成功
的能力，以及未來能夠在本研究領域內
做出什麼貢獻
。在申請過程
中，不要只告
訴招生官你有
多優秀，而要
告訴他們你的
優秀是否與他們
的需要相匹配。
院校不同，招生
官錄取標準各有
不同
1、 哈 佛 大 學
(HarvardUniversity)
招生官在幾
個不同的方面使
用代碼來給申請
人評分——學業
方面的、學業以
外的貢獻、個人
素質等，但最後
並不會將他們綜

合起來，給申請人排名次、排次序。
2、耶魯大學(YaleUniversity)
招生官從多個不同的方面給學生評分
一學業方面的、非學業方面的、老師推薦
、面試評價。但這種評分不會作為一種公
式來決定錄取誰、不錄取誰。這些評分僅
僅是一個記號。
3、杜克大學(DukeUniversity)
招生官有六種評分，包括學業能力、
班級表現、標準化成績、課外活動、申請
短文、以及推薦信與面試結果的綜合考察
。
4、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University)
招生官對學生的評分有兩種，一種是
對學業能力的評分，主要是根據客觀的標
準打分。通常用學業指數作為這個評分，

但招生官員可能根據自己的判斷對這個分
值進行加減，以進一步區分候選人。另一
個評分是關於個人的素質，主要通過個人
性格加上課外活動、老師評語和學生作文
來綜合評定。
明確自己的定位和未來職業規劃
申請美國名校，有的院校需要通過
skype 或電話面試，招生官會問及申請者
的未來規劃，在面試前最好理清思路，就
讀該專業的未來規劃、未來發展方向，讓
招生官明白你是否喜歡該專業，明確自己
的定位。
選擇院校和專業切忌盲目追風，專業選擇
關係到未來職業方向，要明確自己是否對
該專業感興趣，將來才能在該領域更好的
發揮自己的內在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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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學校無法複製
美國教育？
美國教育
？
儘管有大量的文章和書籍在介紹美國教育， 形色色的美國圖書館有關。根
也有相當一部份的學者和普通家長在中美教育 據美國圖書館協會的統計，全
之間做著對比。無論大家如何努力，悲觀地說， 美約有各類圖書館 12 萬個，平
這一切的對比和思考基本都屬於紙上談兵。不 均每 2500 人就有一個圖書館。
可置辯的事實是，中國根本就無法複製美國教 其中公共圖書館 8956 個、大學
育。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有句話說得好，事實 圖 書 館 3793 個、學 校 圖 書 館
勝於雄辯，我用幾個簡單的事實來說明一下這 98460 個、特別圖書館 7616 個
（包括公司、醫學、宗教、法律、
個命題。
、軍事圖書館
比如說，我們都覺得美國中小學課堂教學靈 財經等圖書館）
活，而中國課堂相對死板。美國學校的靈活教學 265 個、政府圖書館 1006 個。
在美國，各類圖書館就是美
，和美國學校的課堂設置大有關係。在美國中小
學，每個班級的人數大約是 25 名左右，而中國學 國學生讀不完的教材和百科
校的班級人數是多少？大概是美國課堂人數的 全書。即使美國老師不用統一
兩倍吧。美國課堂學生少，老師就有可能和學生 的教材，美國學生也可以在圖
有更多的機會互動，課堂教學也就相應地靈活 書館找到答案。請記住這個數
起來了。而在中國，你讓一個老師對付 50 多個學 據吧：平均每 2500 個美國人就
生，如果中國老師想和全班同學互動，一節課就 有一個圖書館。這個數據，在
那麼點兒時間，一旦互動起來，估計老師就沒什 中國無異于天方夜譚。中國社
麼時間講課了。中國學校的課堂設置，決定了中 區圖書館的不普及，藏書有限
國中小學的教學只能是填鴨式的，美國學校的 的中小學圖書館又不能為所有的學生提供需要
閱讀的書籍，這就決定了中國學校必須要有統
靈活教學法，在中國根本就行不通。
又比如說，美國中小學沒有固定的教材和課 一的教材。
再比如說，美國孩子普遍喜歡運動，而中國孩
本，美國老師佈置的作業，經常要求學生去圖書
館借書找資料。美國學校對教材的大撒把，和形 子的課外運動時間卻很有限。中美學生之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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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方面的不同，主要來自兩方面的原因。
一•和美國的小學生和初中生相比，中國孩
子的作業量大，這就決定了中國孩子在課餘時
間的主要任務是應付作業，換句話說，中國孩子
沒時間搞什麼課外運動。
二•再換個角度說，美國孩子愛運動，這和美
國社區公園的設置有關。在美國，公園不
僅僅是消遣散步和看花弄草的地方，至
少在我們這裡吧，一年四季，社區公園都
有為孩子們安排的各種課外體育活動。
比如我的孩子們就在社區公園學過打
網球，學過划船，學過踢足球。這種社區
公園的課外活動，離家近，學費低廉(居民
納稅的結果)，註冊方便。社區公園的各種
體育活動，一年四季都有專門的活動預
告和介紹。在報名前後，課外活動的小冊
子會及時寄到每個居民的家中，供家長
和孩子們選擇之用。值得一提的是，這樣
的社區公園，並不是美國大城市的專利。
在我們居住的小鎮，孩子們就能享受到
社區公園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在中國，
能有多少這樣的公園可以為孩子們提供
這種離家近價格低廉的運動場所呢？
又比如說，美國孩子的道德教育可以
通過校外活動來完成。教堂，童子軍，女
童軍，都可以向美國孩子灌輸各種優秀
的為人品質。即使美國學校不上政治課，
不學白宮文件，美國孩子也會在校外的
各種活動中得到人生的指導。寬容，誠實
，有愛心，尊敬並服從父母，這些品質是

教堂的宗教教育中經常講述的內容。吃苦耐勞，
對人有禮貌，助人為樂，善於和他人合作等等，
是童子軍和女童軍需要習練的本領。美國孩子
在這樣的校外德育教育中，通過日復一日的薰
陶，至少會達到聊勝於無的效果。眾所周知，宗
教和男女童軍在中國根本就沒有市場，美國課
外教育中的這部分，中國完全不能複製。
通過這些簡單的對比，我們會發現一個基本
的事實：在德智體幾方面的訓練，中美孩子經歷
的過程都不一樣。中美教育的不同方式和結果，
造就了外在和內心都不一樣的孩子。比如某些
中國孩子從小就知道長大以後掙大錢買豪宅，
而某些美國孩子從小就希望長大以後去非洲幫
助難民。
美國孩子運動時間多，性格開朗，也愛笑。而
中國孩子在大量作業的壓力下，內心緊張，難展
笑容。在不同的教育體制下，中美孩子的世界觀
也不一樣，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也就相應地有
所不同了。比如幾乎沒有哪個美國孩子會因為
沒考上好大學而選擇自殺，即使是社區大學裡
的美國大學生，他們也不會覺得自卑。
諸如此類的例子說明，中國學校根本就無法
複製美國教育，我們也就不能期待在中國的大
地上把中國孩子改造成美國孩子的模樣。和美
國教育有關的所有信息，只能供中國家長和教
育工作者參考。教育離不開社會這個大環境，只
要社會環境不變，中國的教育就很難有什麼突
破性的改變。立足本國，借鑒美國教育中的積極
因素，才是比較現實的做法. 讓中國學校複製美
國教育，只是個完全不可能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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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留學生活必看：五件稍不注意就
進監獄的小事
(本文來自搜狐網)喝啤酒被捕?威脅同學 能 夠 赴 美 留 學，通 常
“小心我打死妳”被抓?到論壇下個《變形金剛》 家 裏 都 是 有 錢 的，有
，無法
正在看，沖進來幾個警察直接抓人?如果有人告 錢容易“任性”
訴我國內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小編一定問他是 無天。在中國，也許可
不是腦子進水了。但在美國，這絕不是開玩笑的 以逍遙法外;但在美國
事情，因為無數不信邪的先輩已經為妳做出了 ，一定會攤上大事。最
榜樣，傳說中的“海澱小霸王”李天一就有幸曾 近的中國留學生綁架
是其中一員。所以親愛的同學，如果妳想要妳去 、虐待女同學的案子，
美國留學，建議妳一定要好好看看下面這些在 就是一個震驚美國的
國內是小事，在國外是大事的規定，不要因為一 案例。
哪些事在中國是
句隨口而出的話，結果就免費參觀美國監獄去
小 事，而 在 美 國 就 是
了。
大 事 呢? 對 中 國 的 小
女青年未滿 21 歲，喝啤酒被捕
一位女留學生，因為未滿 21 歲喝了罐啤酒， 留 學 生 來 說，至 少 得
結果就被警察帶走了，這讓國內無數小夥伴驚 牢記以下數條。
其 一，不 可 發 出
掉了眼球，紛紛感嘆“還是社會主義好啊”
。話說
改革開放後，赴美旅遊、探親、工作、留學的中國 任 何 恐 嚇 的 言 辭。在
人越來越多。
“入鄉隨俗”是必須的，比如上餐館 中 國，小 青 年 可 隨 口
、住旅館，不要忘了付小費。但這是遠遠不夠的， 而出，小心我收拾妳!
還必須“入鄉隨法”
。尤其是對小留學生來說，更 小心我揍妳!小心我做
須時時處處夾緊尾巴。近年來，赴美留學低齡化 了妳!小心把妳家燒了!
，大多數是不到 20 歲的青少年。英語的數字從 13 等等。2010 年，在新澤西留學的翟田田被捕入獄 若審訊後罪名成立，最高罰款為 7 萬 5 千美元， 在美國，絕對犯法。根據美國法律，非法拷貝的
到 19，都是 teen 結尾的，所以，13 到 19 歲的青少 ，就是因為學校認為他發出“要燒教學樓”的恐 監禁 3 至 5 年。4 個月的牢獄之災後，翟田田最終 處罰是“可關進聯邦監獄長達 5 年以及 25 萬美
元 的 罰 款 ”(upto five years in federal prison
年被美國稱為 teenagers。這個年齡段的孩子， 怖言辭。在美國，不能說氣話。按照新澤西法律， 憑藉“自動離境”權利離美歸國。
其二，不可欺負、戲弄人。人稱“海澱小霸王 and a fine of$250,000)。
”的李天一曾被父
其四，抄襲剽竊。中國有些名人不以抄襲為
母送往美國一所著 恥。於正說，
“抄襲只要不超過 20%，比如妳把 20
名的冰球私立學校 集戲全抄了但只要擴充到 100 集，法院就不會追
留學。在美國學校， 究。”
。很是“理直氣壯”
。按此奇葩理論，盜賊到
小霸王霸氣依舊， 於正家裏盜竊 20%的財產，法院就不會追究?在
不久，因打架、欺負 美國，只要是抄襲，不管篇幅占多少，都是犯法
同學，被學校開除， 的。根據美國法律，大多數的抄襲屬於輕罪，罰
只得回國。
款幅度為 1 百美元到 5 萬美元，並可判刑一年。
此外，還有一 依據某些州和聯邦的法律，抄襲也可視作重罪，
種群體的戲弄懲罰 可面臨罰款高達 25 萬美元，以及坐牢長達 10 年
。在美國的學校，學 。學生作業抄襲，成績一律算零分，並可能被開
生可以自己成立組 除出校。
織。有些組織有入
其五，禁止喝酒抽煙。這有個年齡界限，絕
會規定，新會員必 大多數的州是 21 足歲。在未滿 21 足歲前，嚴禁喝
須接受一定的肉體 酒抽煙，連啤酒都不能喝。所以，酒吧也不能去。
或精神的處罰，才 在美國，買酒買煙進酒吧，都要看駕照，以確定
能入會。這叫做“戲 是否符合法定年齡的規定。若是弄個“大齡”證
弄 懲 罰 ”(hazing)， 件，那就多了一條罪狀：偽造證件。對此，各州處
類似惡作劇。這種 罰標準不一。在奧列岡州，可判入獄長達 5 年並
戲弄懲罰是非法的 罰款 12 萬 5 千美元(tofive years in prison and
。該團體的學生，都 a $125,000 fine)。
可能卷入刑事案件
幾十年前，毛澤東號召“上山下鄉”
，認為青
。
年應該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現在，
其三，非法拷 “任性”的孩子被父母送到美國，不妨看作接受
貝。青少年喜愛聽 美國的法制再教育，如此，若入鄉隨法，重塑自
音樂、看電影。在中 我，花費巨款還是值得的。
國，下載後自娛自
樂，貌似無人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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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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nsorsh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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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ing 機會也非常有必要，具體作用
學 生 要 利 用 好 學 校 內 部 的 writing 會在下文中提到。
center，加強自身的寫作能力。
把握好招聘時機。每年的九月下
上學期間最好能有一到多個專業 旬，是一年一度的招聘季。各大公司會
相關的實習，會對你之後尋找正式工 相繼開展校園招聘。當然，不僅是秋季
作有很大的幫助。當然，參加學校裡的 ，春季也是有校園招聘的。但是最近的
一些專業的社團活動，或者社區活動， 行情顯示，由於公司在秋季招聘就基
例如志願者，社區服務等。增加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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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arin Consulting 和 MintyMentors 等等。
簡歷，找工作的敲門磚！(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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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們，你們都找到理想的
工作了嗎？ (下)
對於留學生來講，英語本就不是我們 缺乏對於專業知識領域的瞭解與熟悉
的第一語言，除了要保證簡歷中的語 。Career Center 的工作人員沒有相對的
法沒有錯誤外，還要注意語言是否精 專業知識背景，無法幫助留學生個人
煉優美。修改簡歷，我們通常都會去學 發掘背景，展現亮點，而這也正是 re校的 Career Center，尋求工作人員的幫 cruiter 在審閱簡歷時所要瞭解的。
助。這種方法保證了簡歷中沒有語法 那麼究竟簡歷要怎麼寫，怎麼改才能
的錯誤，簡歷內容的組織也合情合理。 變成響亮的敲門磚呢？
但是卻也存在著一個致命不足，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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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期 面 試 一 般 會 有 Behavioral Inter例如 Linkedin，Indeed 等。此類網站需 view 和 Technical interview。前 者 可 以
要你先建立個人賬戶，上傳簡歷或者 在網上搜索到相關的問題和答案。如
豐富自己的個人主頁。在搜索欄裡輸 果你只是大體一看，即使問道相關的
入自己想要尋找的工作類型可以得到 問題，你也不知道該從何入手。對於面
相應的招聘信息。使用這類網站還有 試經驗超過十次以上的人來說，這類
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建立人脈關係，時 面試通常都會變得得心應手。尤其大
常會推薦給使用者----“你可能認識 多數問題都會歸結到相類似的答案，
的人”
。
就是突顯你的優勢，覆蓋的方面包括
http://www.Linkedin.com
leadership，team work 和 result-driven
http://www.indeed.com
等等。至於 Technical interview，就要看
http://www.simplyhired.com
應聘者本身的能力了。
http://www.hotjobsfinder.com
NO.2 On-Site
http://www.monster.com
到這一環節之後，應聘者就要付出更
NO.3 內部推薦。
多的時間來準備，包括從公司背景，技
如果你有認識的學長學姐已經工作， 術要求到自身的穿著打扮都要十分注
而且公司內部正好有合適的空缺，你 意。此輪面試除了對個人能力的檢驗，
可以通過他們來將自己的簡歷呈遞到 也是對體力和工作中抗壓能力的檢驗
HR 部門。這種方式也是效率和成功率 。很多公司會設計出拉鋸戰一般的面
最高的一種方式。而這種方式需要留 試，來觀察應聘者對於工作負荷的承
學生自身的人脈資源，也就是我們通 擔能力等。當然這一環節也涉及到之
常所說的 networking。Networking 的資 前提到的 H1B 的 sponsor 問題。有些工
源可以來自很多渠道，例如自己的學 作是不予以提供 sponsorship 的，但是
姐學長，或者在美國的親戚朋友。另外 些個別案例也提到過，經過與公司的
還有一個主要的方式，就是通過在學 協商，公司最終同意給與 sponsorship。
生時期參加的各個行業組織和社團。 所以說最終還是要看你的個人能力，
由於社團與專業一致，可以認識在此 如果你是人才，公司也會願意破例。
行業中已經工作過一段時間甚至有一 勵志留在美國，或是想在美國尋找一
定行業影響力的人士，與他們多交流 份工作的留學生們，如果你還在為找
多探討，也增加了你成功進入此行業 工作而苦惱，請不要輕言放棄，經歷過
的機會。例如 AMA, 就是市場營銷專 這個階段對你的人生來說是一次巨大
業所屬的組織。
的成長。一次次的面試失敗，給與的是
面試，都要準備些什麼？
一次次寶貴經驗的積累，在挫折與失
面試一般情況下會有至少兩次面試， 敗中積累的經驗是在別的地方得不到
第一面也就是前期面試，第二面通常 的，僅屬於自己的財富。在不斷的實踐
會 On-site。當然也有公司會有三面或 中尋找解決的方案方法，從而達到最
者四面的情況發生。
終的目標，那種喜悅也是無法替代的。
NO.1 前期面試：

休城廣告
星期一

2018 年 4 月 16 日

Monday, April 16, 2018

A10

人民日報版
星期一

2018 年 4 月 16 日

Monday, April 16, 2018

A11

焦点话题

刚 刚 落 幕 的 《中 国 诗
词大会》（第三季） 上，来
自乌克兰的选手曾子儒让
不少观众印象深刻。他不
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诗词也能应对自如。对母
语不是汉语的学习者来
说，诗词在他们学中文的
过程中，会起到什么样的
作用呢？

王亚鹏

打开汉语之门
发现诗词之美

图片来源：中国旅游报

由诗词到文化信息
曾子儒说，中国诗词博大精深，学无止境，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参加 《中国诗词大会》，是“陶陶然乐在其中”。7 岁时，在一本世
界地图上，曾子儒看到了中国，从此开始通过网络、书籍了解跟中国相关的一
切。2016 年，曾子儒参加“汉语桥”大赛，获得欧洲冠军、全球亚军和最佳风
采奖。
“如果你想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必须学习中国古诗词。”毛毅鹏说这是汉
语老师告诉他的，让他印象很深。毛毅鹏来自意大利，现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硕
士。他在本科上过 《古代文学》 课，从那时开始学习中国古诗词。“我最喜欢
李白的诗，喜欢他的 《行路难》。这首诗告诉我们，在遭遇挫折后也要保持乐
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对理想的坚定追求。”毛毅鹏说。
“我学习诗词是为了了解中国文化，因为诗词中包含着很多历史与文化信
息。”来自泰国的留学生刘玲玲第一次接触中国古诗词是在当地的华语学校上
学时，“当时语文课有一节安排的是讲中国古诗，我觉得这个课很有意思。”刘
玲玲最喜欢的中国诗人也是李白，从她开始学汉语，便常常会重温李白的 《静
夜思》。

诗词虽美，挑战不易
诗词虽美，对母语不是汉语的汉语学习者来说，学起来却很困难。“中国
古诗词的特点是具有声韵之美、含蓄之美和艺术张力，经常给人思想启迪，是
古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宝库。所以很希望来华留学生能学习一
下古诗词，了解我们的情感表达体系，感受我们的民族情感，也能给生活带来
一些诗意。”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汉语国际教育学院教师谭丽丽说，“但古诗
词对于来华留学生来讲，学起来有难度。尤其对汉语水平为初级的学生来说，
理解诗歌中的内涵相对较难。”
谭丽丽表示，古诗词语言凝练、含蓄，无法只从字面上去了解其中所蕴含

的思想。这对来华留学生来说是一大挑战。毛毅鹏对此表示认同：“古诗词太
简练了，虽然这是一种语言之美，但没有语言的积累根本理解不了。”
刘玲玲也说：“当我真的学了中国古诗词之后才发现学习难度很大。为了
理解其中的内容，古诗词中每个字几乎都要先翻译成现代汉语，再翻译成泰
语。”好在她汉语基础不错，也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理解起来相对容易。
对于如何学习古诗词，谭丽丽老师说：“我们只能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去
安排教学内容，如果学生汉语水平高，就讲解得细一些，让学生理解诗词的意
境和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对于汉语水平相对低的学生，就先讲解个大概，再
让他们慢慢体会。”

融入日常教学之中
无论难易，古诗词是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方式之一是共识。目前在韩国做汉
语教师的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刘香君说：“我给外国学生教诗词，不是从文学
批评和鉴赏的角度出发，而是侧重语言学习。比如 《春晓》 这首诗，主要是帮
助学生掌握声调。”
谭丽丽希望语言水平较高的学生能理解诗词的意思和诗人的感情。据她介
绍，为了使来华留学生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针对在华留学本
科生，开设了 《中国古代文学讲读》 选修课。该课程的对象是本科四年级学
生，内容包括中国神话、《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唐诗和宋词等。
“选这门课的学生不多，因为有一定的门槛。来上课的学生一般都对诗词感
兴趣或汉语水平比较高。”谈到具体的上课方式，谭丽丽说，“一般先朗读文
章，然后讲解内容。在讲解过程中，会介绍诗人的情况，讲解诗词的意境。”
虽然中国传媒大学还没有为硕士留学生开设诗词课，但谭丽丽会在平时给
学生们讲解古诗词。“会讲诗词的形式和特点，也会配合节气讲一些诗，在清
明节前，我给学生讲杜牧的 《清明》，前段时间还讲了贺知章的 《咏柳》。”谭
丽丽表示，“这种上课方式不会给学生压力，学生也比较容易接受，有助于提
升学生学习诗词的积极性。”
在刘香君来看，“将诗词融入日常的教学之中”，效果最好。

中 国 经 济 首 季 表 现 不 俗
本报记者
随着今年一季度中国 GDP 数据临近发布，市场上的分析与议论
持续增多：中国经济首季表现究竟怎样？未来前景又将如何？
对此，专家指出，从已发布的各项指标及整体经济形势来看，
一季度中国经济可谓表现不俗，继续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
发展态势，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了良好开局，支撑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有利条件不断积累增多，经济增速也有望达到与去年四季度
相当的水平。

多项指标显示向好
近期，一系列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纷纷表现强劲。财政部 4 月 9
日介绍，1-3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13.6%。其中，受
工业生产运行加快、服务业景气持续提升、消费市场较为活跃、外
贸进出口较快增长等带动，1-3 月工业增值税、商业增值税、改征
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进口环节税同比分别增长 16.6%、21.1%、
22.9%、28%、14.4%，合计拉高全国财政收入增幅约 10 个百分点。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指出，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较
快增长，
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高质量发展条件不断
累积。
根 据 国 家 发 改 委 数 据 ， 1-2 月 ， 全 社 会 物 流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7.7%，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0.8 个百分点。一季度全国铁路日均装

邱海峰

车完成 17.05 万车，同比增长 7.9%，环比增长 6%。国家发改委经济
运行调节局局长赵辰昕表示，运输与物流需求快速增长显示国民经
济增势强劲，表明经济运行开局向好。

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数据给力的同时，经济质量效益也在稳步提升。以用电量为例，
一方面新兴产业用电保持增长势头。1-2 月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8.5%，增速较去年同期回升 10 个百
分点以上。另一方面四大高耗能行业用电增速有所回落，1-2 月份，
化工、钢铁、建材、有色四大高耗能行业合计用电同比增长 8.4%，增速
较去年同期回落 3.4 个百分点。
从整体产业结构来看，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3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高于制造业生产指数 1.5 个百分点，
非制造业业务总量的增长继续快于制造业生产，我国产业结构继续
优化升级。
作为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消费继续表现强劲。商务部预计，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左右。
“今年以来，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取得了不错的开局，
如经济效益持续提高、新动能加快成长、实体经济成本得到有效
降低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多家机构上调预期
中国经济整体的良好表现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的信心。中国物流
信息中心、交通银行、兴业研究公司等多家机构预测，一季度经济
增速为 6.8%左右。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的预测则更为乐观一些，二者预计一季度 GDP 增长 6.9%左
右，增速较去年四季度回升 0.1 个百分点。
张立群表示，从已发布的各项指标及整体经济形势来看，一季
度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实现良好开
局，经济增速达到与去年四季度相当的水平应该问题不大。
全年来看，国内外机构也保持着相对乐观的预期。4 月 12 日，
世界银行将 2018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 6.4%上调至 6.5%。亚
洲开发银行 4 月 11 日发布报告指出，中国经济今年将继续保持增长势
头，GDP 增长率预计为 6.6%。
“为了进一步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接下来，我们还需将相
关风险点、不确定性因素考虑在内，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张立群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 多 下 功 夫 ， 加 大 改 革
开放力度，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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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京胡琴師于念渤熱愛京劇 年輕一代後起之秀
[本報訊] 2018 年 4 月 7 日，休斯頓
國劇社舉辦了《2018 新春京劇演唱會》
。國劇社社長姚欣植特意請來了紐約梨
園社青年團音樂總監和首席京胡琴師于
念渤，擔綱此次演出的第一京胡。姚社
長是幾十年來活躍在北美和大陸的資深
琴票、戲曲研究者和劇社組織者。他慧
眼識珠，對小于的琴技和戲曲天賦，欽
佩有佳。兩人一見如故，一拍即合，利
用這個機會，向休斯頓京劇愛好者和僑
社展示國劇社對國粹藝術傳承，特別是
年輕一代後起之秀的風華正茂。
于念渤生於中國山東，從小受書法
家父親的熏陶喜歡京劇。念渤小小年紀
便沈醉於京劇的旋律：聽著磁帶的京劇
唱腔，他就開始跟著學唱。正是發現了
兒子對京劇的癡迷，念渤的父親為他請
來了裴詠傑老師教授念渤學習老生唱腔
。同時，父親又給念渤請了田勝強老師

教授念渤京胡。那一年，念渤才只有七
歲。由於京劇唱腔的訓練再加上非凡的
樂感，念渤學起京胡來也是輕而易舉，
短短幾年就有模有樣，在 2000 年中央電
視台的比賽中就表演了自拉自唱《文昭
關》嶄露頭角。
雖然念渤在藝術上的天賦得到了諸
多京劇名家的認可，但父親希望他能夠
全面發展，要求念渤繼續學業。念渤在
學校也是優秀的學生，在 2009 年被普渡
大學機械學院錄取後，2013 年又進入伊
利諾伊理工大學進行研究生學習，畢業
後在紐約從事機械工程師的工作。在美
國期間，念渤一直沒有放下自己熱愛的
京劇和京胡藝術，不遺餘力地在美國高
校裏推廣著京劇。於 2014 年拜著名琴師
紀雷光先生為師。參加工作之後，于念
渤加入了紐約梨園社，成為青年團的音
樂總監。這個平台有熱愛京劇的青年學

生，有慷慨幫助的京劇名家。在這裏念
渤如魚得水，在多場京劇演出中承擔了
京胡的伴奏，也得到了紐約專業演員們
的一致好評。在美國期間，紐約梨園社
的創始人，前社長曹祥生老師也收念渤
為入室弟子。
在這次休斯敦新春演唱會上，念渤
成功地擔當了生、旦、凈各行當多個流
派的清唱和彩唱折子戲的京胡伴奏。在
台上他既展示了紮實的基本功，又表現
出對各個流派特點和技法的理解和掌控
能力。他的演奏弓法、指法嫻熟、穩健
，準確烘托唱腔、使音樂和演唱交融水
乳，相得益彰。台下的掌聲是最好的見
證。散戲之後，很多觀眾擁上台來爭著
與這顆閃耀的京胡明星合影。有像他這
樣的年輕人熱愛京劇、專研京劇，京劇
的明天會更加輝煌！

北京交通大學副校長關忠良率團訪問德州南方大學
洽談孔子學院合作交流
（Maurice Odine）等學院的院長，科技學院前院長
、北京交通大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於雷，交通系教
授喬鳳祥等華裔知名教授、外語系主任瑪麗斯.珂賽
因（Marylise Caussinus）出席了會議及交流座談。
關忠良副校長向與會人員介紹了北京交通大學代表
團成員，國際交流處處長兼語言傳播學院院長閆學
東；電氣學院院長和敬涵，經管學院副院長華國偉
，國際教育交流中心副主任譚潔，人文學院外語系
主任佟亞偉。這也是孔子學院成立以來，首次到來
的北京交通大學理事會代表團隊。
德克薩斯南方大學與北京交通大學合作共建的孔子
學院於 2013 年 4 月揭牌，到現在已經順利走過近五
年的歷程。德克薩斯南方大學孔子學院 2018 年度理
事會上，孔子學院院長羅傑.哈特（Roger Hart）、
北京交通大學副校長關忠良（
北京交通大學副校長關忠良
（前右一
前右一）
）及代表團其他成員與德州南方大 中方院長易曉匯報了孔子學院一年來的工作。孔子
學校長 Dr. Austin A. Lane（
Lane （ 前左一
前左一）、
）、教務長
教務長 Dr. Kendall Harris（
Harris （ 前左 學院承擔的中文課是大學的學分課程，並擁有漢學
一 ）, 國際交流處長兼研究生院院長 Dr. Gregory H. Maddox（
Maddox （ 後右四
後右四）
） 輔修專業，能提供中文、中國歷史等系列課程。每
等合影。
等合影
。
年組織漢語學生參加中國行夏令營。2016、2017 年
[泉深/丹陽/圖文] 2018 年 3 月 27 日，北京交通大學副校長 孔院學生增長率都超過 10%。經過兩年孔子課堂建設，遍及大
關忠良率領北京交通大學代表團，抵達美國休斯頓市德克薩斯南 休斯頓地區的教學點從零增加為十一個，目前共派出漢語志願者
方大學(TSU)，進行訪問交流，召開了 TSU 孔子學院 2018 理事會 老師 26 人，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中文學習需求。並且，孔子學院
，洽談兩校的合作事宜。德克薩斯南方大學校長奧斯汀.萊恩 作為海外教育團隊，Harvey 颶風後到休斯頓 NRG 體育中心的臨
（Austin A Lane）、教務長肯德爾.哈裏斯（Kendall T Harris） 時避難所當義工，在災後救助中配合當地義工組織為受災群眾服
、國際處長兼研究生院長格雷戈裏.馬多克斯（Gregory H. Mad- 務，並提供漢語翻譯幫助，通過教育服務體現出孔子學院的服務
dox）以及榮譽學院院長戴安娜.傑米森.波拉德（Dianne Jemi- 精神與社會擔當。
son Pollard）、人文學院院長美琳.皮特（Merline Pitre）和助理
奧斯汀.萊恩校長、關忠良校長、肯德爾.哈裏斯教務長、中
院長兼音樂系主任傑森.奧比（Jason Oby）、商學院院長約翰. 外方國際處長閆學東和格雷戈裏.馬多克斯，北交大國際教育交
威 廉 斯 （John H Williams） 、 傳 播 學 院 院 長 莫 裏 斯. 奧 丁 流中心副主任譚潔及 TSU 孔子學院中外方院長，就孔子學院發

展規劃、預決算、下一個五年計劃進行商談。深入探討了 2018
年教育者訪華團與夏令營組織相關事宜進行商談。就我校在德克
薩斯南方大學建立中國研究中心，開展經濟管理、電氣工程、語
言與傳播等專業學生交流和教師互訪等事宜進行溝通和協商。
關忠良校長發表了講話，他肯定了孔子學院一年來的工作成
績，感謝中外方院長及老師、漢辦志願者們無私的奉獻和辛苦的
工作。他代表北京交通大學誠摯地邀請德州南方大學校長及各位
嘉賓到北京交通大學訪問。關校長介紹說，近年來中國高鐵建設
取得重大突破，北京交通大學作為這個領域的重點行業高校，在
主動服務行業的過程中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歡迎德州南方大學校
方到北京交通大學去了解和體驗；並希望繼續通過孔子學院這一
平台，構建更有深度、更具效益、更為持久的交流合作機制。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不僅承擔了教學任務，作為一學術性
的機構，也是中美學術交流的平台，主持了國際學術會議、論壇
及講座等，同時承辦學生夏令營、訪華團、國際合作項目，更是
將合作院校之間聯結起來，孔子學院正在成為中美教育文化溝通
的重要橋梁。德州南方大學校長奧斯汀.萊恩博士（Austin A
Lane）表示，一定會借助孔子學院這一平台，推進兩校教育科
研全面戰略合作。校長和教務長希望通過孔子學院，安排近期赴
中國的考察和學術交流，並擬定兩校間全面合作備忘錄。
在理事會期間，各項活動工作安排的緊密有序。關忠良校長
還與德州南方大學相關負責人一起，為新成立的“中國研究中心
”進行了揭牌典禮；為“孔子學院顧問委員會”及“中國研究中
心學術委員會”委員們頒發了證書；為第一屆“漢語之星”學習
獎的優秀美國學生進行了頒獎。通過一系列的活動，增強孔子學
院和美國大學、教授委員會及學生之間的聯絡，為德州南方大學
孔子學院持續穩定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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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南方大學“
德州南方大學
“中國研究中心
中國研究中心”
”在休斯頓揭牌
【本報訊】 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美國成為中國交流與合
作的重要夥伴。中美是推動東西方文明相互借鑒、相互融合的兩
個重要國家。隨著全球化的進程，中美已結成“一榮俱榮，一損
俱損”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兩國之間長期穩定地保持合作，是
“負責任大國”的歷史使命。為促進兩國學術和文化的深入合作
，德州南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在國家漢辦、北京交通大學的
大力支持下，於 2018 年 3 月 28 日，在美國休斯頓德克薩斯南方
大學揭牌。北京交通大學代表團、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參加了
揭牌儀式。
德州南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將致力於在全球化視野下，
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城市和經濟發展等相關的問題，通過學術
交流與合作，加深中美兩國彼此的了解和認知，增進人民之間的
交往和友誼。研究中心主任由德州南方大學歷史系教授、孔子學

北京交通大學副校長關忠良（右二
北京交通大學副校長關忠良（
右二）、
）、德州南方大學國際處
德州南方大學國際處
長兼研究生院長格雷戈里·馬多克斯
馬多克斯（
（Gregory H Maddox，
Maddox，
左二）
左二
）為“中國研究中心
中國研究中心”
”揭牌

院院長羅傑·哈特（Roger Hart）擔任。羅傑·哈特博士是著名的
漢學家，精通漢語，熱愛中國文化，對中國歷史、中國古代科技
史有長期深入的研究。他介紹了“中國研究中心”成立的契機、
工作的重點、未來的項目計劃等。
德州南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方向有中國歷史研究
、中國語言研究、經濟全球化研究、當代中國城市化研究、互聯
網信息技術研究、中美文化比較研究，此外，還將廣泛支持美國
的學者和研究機構有關中國問題的學術活動。揭牌儀式上，中心
主任羅傑·哈特（Roger Hart）博士和孔子學院中方院長易曉教
授，為“中國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們頒發了證書。
時值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 2018 年理事會期間，北京交通
大學副校長關忠良率領北京交通大學代表團，對合作學校德克薩
斯南方大學進行訪問交流，洽談兩校的進一步合作。關校長對

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羅傑·哈特
哈特（
（Roger Hart，
Hart，中立者
中立者）
）發言

“中國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賀，他介紹說，中國新四大發明
之一的高鐵建設，從總規劃到一線建設，都有北京交通大學的學
者和校友參與。北京交通大學作為這個領域的重點行業高校，在
中國高鐵的建設過程中積累了經驗，希望通過“中國研究中心”
這一平台，構建更有深度、更具效益、更為持久的交流合作機制
。
德克薩斯南方大學國際處長兼研究生院長格雷戈里·馬多克
斯（Gregory H Maddox）、榮譽學院院長戴安娜·傑米森·波拉
德 （Dianne Jemison Pollard） 、 人 文 學 院 院 長 美 琳·皮 特
（Merline Pitre）、助理院長兼音樂系主任傑森·奧比（Jason
Oby）、商學院院長約翰·威廉斯（John H Williams）、傳播學
院院長莫里斯·奧丁（ Maurice Odine）等學院的院長和在美國
的華人知名交通學科教授於雷、喬鳳祥等出席了交流座談。

羅傑·哈特主任
哈特主任（
（左一
左一）、
）、易曉教授
易曉教授（
（右一
右一）
）和國際處長兼研
究生院長格雷戈里·馬多克斯
馬多克斯（
（Gregory H Maddox，
Maddox，右二
右二）
）為
北京交通大學關忠良副校長頒發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證書

羅傑·哈特主任
哈特主任（
（左一
左一）、
）、易曉教授
易曉教授（
（右一
右一）
）和
羅傑·哈特主任
哈特主任（
（左一
左一）、
）、易曉教授
易曉教授（
（右一
右一）
）和國際處長兼

研究生院長格雷戈里·馬多克斯
馬多克斯（
（Gregory H Maddox，
Maddox，右二
）為 TSU 交通係於雷教授頒發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證書

國 際 處 長 兼 研 究 生 院 長 格 雷 戈 里·
里·馬 多 克 斯

（Gregory H Maddox，
Maddox， 右二
右二）
） 為 TSU 交通系喬
鳳祥教授（
鳳祥教授
（左二
左二）
）頒發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證書

中國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代表交流座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