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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的證
據表明，徵收海外房屋買家稅的結
果喜憂參半，但很明確的一點是這
樣的舉措至少到目前為止並沒有
為當地房產市場的形式帶來根本
上的改變。
‧對海外買家稅收政策進行的探
討應當意識到也許會有一些意想
不到的後果。

在美國最具活力的房產市場，
房價正在快速上漲，其中很多城市
房價的上漲速度超過了收入增長
速度。很多政策制定者非常擔心這
種情形會重挫住房購買力，因此紛
紛尋求解决方案。當然，這樣的問
題並非美國獨有。全球範圍內有很
多城市都面臨著房價增速過快，住
房購買力大幅下降的難題，各地政
府也都在尋找可行的解决方案。

然而，要找到解决方案首先
要明確問題根源，而一個被廣為
探討的觀點就是：房價飆升歸咎
于海外房屋買家。因此，一些國
際大都市紛紛出臺了針對海外
買家的新稅種，特別是溫哥華、
多倫多、新加坡和悉尼。一些美

國的城市也在考慮類似政策。
這些針對海外房屋買家的稅

種寄希望于通過遏制海外買家進
入當地房市，從而緩解本地人的購
房壓力和競爭。尤其是在房源有限
的情况下，這種競爭會推動房價上
漲，導致當地居民的住房購買力大
幅下降。此類稅收的第二個目的是
通過增加稅收為當地建設更多經
濟型房屋的計劃提供資金支持。

這些政策目前仍處于初始階
段，尚不成熟，其最終效果也仍未
可知。不過，現階段我們還是可以
從已經實行相關政策的城市吸取
一些重要的經驗教訓。

中國買家實力強勁，這些稅收
政策還帶來了經濟層面之外的影
響，讓人始料未及，但也備受關注。

在很多徵收海外買家稅的城
市中，中國買家都是最為活
躍的海外買家群體。無論是
否在意料之中，在對這些城市
高昂房價的探討背後，繁榮（偶
爾不穩定）的中國經濟是一個
重要的動因，而海外買家稅收政策
的出臺也恰恰反映了當地人對中
國移民和中國資金的擔憂。

中國長達數十年的繁榮發展
衍生出了新興中產和中上產階級。
出于對中國房地產市場及其背後
的金融體系穩定狀况的擔憂，這些
階級寄希望于其他方式來確保財
富的保值與增值。2016 年年底，中
國政府頒布了限制中國公民購買
外匯的政策，明顯遏制了中國買家
的海外購房需求。

在此背景下，不列顛哥倫比亞
省的海外買家稅實施後的幾個月
內，溫哥華的很多亞裔社區都上報
了種族歧視的事件，仇外情緒也在
升溫。該省政府官員很快對此予以
否認，不過經驗表明，政府官員在
探討政策效果和目的時，言語應當

非常謹慎，同時要對政策給出非常
清楚的闡釋。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海外買
家稅並不是靈丹妙藥，無法解决更
深層次的經濟和城市規劃的問題，
而且更多時候還會加劇這些問題。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政策可能會
帶來始料未及的後果。此類政策還
處于實驗階段，尚不成熟。隨著相
關數據的積累，我們對這些政策的
理解也將不斷發生變化。眼下我們
在探討這類稅收政策的同時，不能
忽視了根本問題，也是投入產出比
更高的問題，即維繫人們的生活品
質，建造更多的經濟型房屋，投資
建設和完善公共交通和基礎設施，
滿足經濟增長帶來的需求。(節略
自 Zillow，郵 箱 chinasocial@zil-
lowgroup.com 微信 zillowchina)

對海外房屋買家徵稅對海外房屋買家徵稅，，誰受益誰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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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流程與費用概述
買房乃人生大事！無論你是要自住或投資，在美買房的方式

與步驟可是與亞洲截然不同。本系列為新手們整理出在美置產
買房全攻略說明，帶你快速瞭解相關步驟與身為買家的你應該
注意的事項，助你順利買到Dream Home！【本篇將介紹在美買
房流程與費用概述】

PS.(1) 本文未具任何法律效力，若有任何問題請洽詢專業地產經
紀人。

PS.(2) 美國各州購屋及貸款時的相關步驟規定與所產生的費用會
有些微差距，請洽經紀人深入瞭解。

PS.(3) 本系列文章為概述介紹，實際狀況與費用需視每個人的實
際情況而定。

★ 在美置產的必經10步驟
Step 1 │ 選擇自己的地產經紀人 (Buy's Agent)
Step 2 │ 拿到銀行貸款預先批准信 (Pre-Approval)
Step 3 │ 開始看房子 (House Hunting)
Step 4 │ 出價並協商 (Make an Offer/ Negotiation)
Step 5 │ 簽署正式合同並支付訂金至第三方公證託管公司

(Escrow)
Step 6 │ 房屋檢查 (Home Inspection)
Step 7 │ 取得貸款、房屋估價與購買房屋保險 (Loan

Approval, Appraisal & Home Insurance)
Step 8 │ 產權過戶調查(Prior to closing, Ownership

Inspection)
Step 9 │ 完成過戶手續並交屋 (Close Escrow)
Step 10│交屋入住 (Move In)

★開始前，先看看自己是否符合
買房資格

●無論是美國人或外國人，一定要有美國帳戶
●若要貸款一定要有SSN與信用分數(盡量高於620分)
●資金證明、銀行貸款證明等

我知道談錢總是傷感情，但說到買房這人生大事，在你真的
開始看房買房前，真的不得不先把錢講清楚。

★在美置產的相關費用：

在美買房子可千萬不是只有「頭期款」與「每月房貸」而已，
從你準備買房到最終交易完結都會有各類費用會產生，而日後
在美養房的費用更是不能忽略！所以在你做出決定前，別忘了將
以下開支考量進去評估自己的能力與手頭現金。

※要準備多少頭期款：房屋成交價的20%起跳 (實際情況
依買家能力、還款能力評估、購買房型而有所變動，而外國買家
的頭期款較高)

●買房子時，買方應支付的相關作業費用 (即Closing Cost
，一次性費用，各州不同)：
1. 過戶公證費 (Escrow fee)，約$600-1250(按房價比率收費)
2. 房屋檢查費 (Home inspection fee)，約$200-$500(按房屋

大小收費)
3. 檔案公證費 (Notary fee)，約$70-200
4. 經紀公司法律規範監督費 (Regulatory compliance fee)
5. 轉戶費 (Transaction coordinator)
6. 郵費 (Messenger service)，約$50-$100
7. 一年房屋保險費 (Hazard insurance)，約$600-1500(按房

屋大小收費)
8. 產權保險費 (Title Insurance)，約$400-800(按貸款額比例

收費，現金買家不用)
9. 銀行貸款相關費用(Bank Charge)：銀行評估費、信用報告

費、貸款申請費等(現金不用)
10. 屋鑑價費(Appraisal Fee)：約$300-$400
11. 登記費 (Recording fee)，約$100
12. 其他

HOW MUCH？以上這些相關費用大約為成交房價的1%左
右。(※各家機構的實際費用各有所異，請以實際情況為準)

●買房子時，買方辦貸款時的可能費用 (一次性費用，現金

買家不用看)：
1. 手續費 (Loan Origination Fee)
2. 點數(Discount Point)
3. 房屋估價費(Appraisal Fee)
4. 信用報告費(Credit Report)
5. 處理費(Processing Fee)
6. 納稅服務費(Tax Service Fee)
7. 洪水證明費(Flood Certificate)
8. 審批費(Underwriting Fee)
9. 檔案準備費(Document Preparation)
10. 貸款保險費(Mortgage insurance fee)

HOW MUCH？這部分變化就較大了，需視貸款金額高低、貸
款方式與各家貸款機構而有所變動。如果你像要在這裡省點錢，
貨比三家絕對不吃虧！

●買到房子後，每月/每年要支付的費用(長期費用)：
1. 貸款
2. 地產稅
3. 房屋保險
4. HOA
5. 每月水電費用
6. 其他

HOW MUCH？需視房屋成交價、貸款金額等為準做計算，
詳細說明與試算可參考此篇

(若以一間位於加州Irvine成交價70萬獨立房為例，平均一
年的地產稅、房屋保險與 HOA 養房費用為$9,005，即每月約
$750，不含貸款水電費等雜支)

★在購買房產步驟中會接觸到的
專業人士/機構：

●買方代理人Buyer's Agent
持有州政府頒發的經紀人執照。負責為買家找尋適合房產

物件，並忠於買家的要求，代替買家進行在交易過程中的各種交
涉、協商、談判等環節與事務。

●賣方代理人Listing Agent
持有州政府頒發的經紀人執照。負責為賣家找尋買家，並忠

於賣家要求，代替賣家進行在交易過程中的各種交涉、協商、談
判等環節與事務。一般情況下，賣方主要直接和自己的經紀人交
流，並不直接接觸其他人士。

●房屋檢查師 Inspector
屬於獨立第三方，持有州政府頒發的房屋建築檢查師執照。

房屋檢查師由買家僱佣，主要是在步驟6時負責檢查土地與房
屋建築的各項設施是否符合政府規定。(續，文章來源：咕嚕美國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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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鑑價師Appraiser
屬於獨立第三方，持有州政府頒發的房地產估價師執照。房

地產估價師由買家或貸款銀行僱佣，主要是在步驟7時負責客
觀評估房屋價值，而貸款銀行的最終實際貸款金額將會依據房
地產估價師的評估價值與銷售價格中較小的一個。

●貸款銀行和貸款經紀人Bank and Loan Broker/Lender
負責調查貸款申請人的財務與信用狀況，並提供購房貸款。

●信用調查公司Credit Check Company
美國主要有三大信用調查公司，會從信用卡公司、貸款部門

等相關機構蒐集每個人的借貸還款等行為紀錄，並給予一個信
用分數。辦理貸款時，貸款銀行會調查申請人的信用狀況，用以
評判申請人的還債意願，並決定貸款金額等相關條件。

●第三方公證託管公司Escrow Company
隸屬國家或州政府部門管轄，擁有資金監管執照，其資金流

動受政府嚴格監管。第三方公證託管公司在買賣房地產時可確
保交易資金的安全，並保障買賣雙方的權益，若不幸房屋產權出
現問題，也可避免買方捲入無止境紛爭中。

●產權公司Title Company
負責處理產權相關問題的第三方中立機構，保障該房產的

產權無任何糾紛，通常賣家會為欲出售之房產投保產權保險，提
供給買家做擔保。

●保險公司Insurance Company
步驟7中，買家需為房地產投保火險等意外事故保險。

●政府房地產登記 Recording
由第三方契約與資金監管或產權調查公司負責，買家(新的

房主)會收到有自己姓名的地契(Deed)。

●不動產專業律師Attorney (並非所有人接會接觸到)
部分買家可能在購屋時會需要律師來協助處理資金、帳戶、

產權等法律相關事務，或是當買家在交易過程中無法親臨現場
簽署檔案時，就會需要律師代為簽字；或是協助處理相關交易糾
紛。

●會計師CPA (並非所有人接會接觸到)
負責稅務方面的諮詢並提供報稅服務。

看完是不是覺得在美國買房要牽涉到的層面好多？其實呢，
在美國這個法治國家中，對於房產交易過程有非常健全的法律，
並透過交易過程中的各方角色專業分工來保障買賣雙方權益。

【Part 2】經紀人與
Pre Approval

本篇來深入分享一下「Step 1選擇自己的地產經紀人」與
「Step 2拿到銀行預先貸款批准信」。

★ 各步驟深入說明
Step 1 -- 選擇自己的地產經紀人

(Buy's Agent)
地產經紀人應是持有州政府頒發的經紀人執照。在美國，買

家與賣家雙方主要是透過自己的房地產經紀人去代為接觸溝通
，買家將自己的意見與要求委託給經紀人，經紀人就應負責為買
家找尋適合房產物件，並忠於買家的要求，代替買家處理在交易
過程中的各種交涉、協商、談判等包含法律事務在內的大多數業
務環節。

★找地產經紀人的好處：
•專業地產知識：能為買家協商最佳條件與價格，並確保買家

利益

•有完整房源使用權：可針對買家需求，從美國經紀人內部共
享房源系統(MLS)中篩選出適合買家的物件，並設定Email自
動通知買家，不僅所有房源資訊最新最充足，找房也將更有效
率。(買家在網路上尋找的房源資訊多為二手，存在滯後性)

•專業分析評估：為買家分析地產附近的環境、學區、發展潛
力、升值潛力等。

•熟悉整個地產交易過程：房屋買賣是個嚴密複雜的過程，
為買家統整眼花撩亂的文書合同是經紀人最基本職責，從看
屋、出價、審查賣方房屋宣告、開立及填寫代書說明、審查初步

產權報告、房屋檢驗報告和代書結案，並與賣家經紀人談判，
協助買主融資貸款等步驟，可替買家省卻許多時間精力。

•廣大供應商網路：如Part 1中說明，買屋過程會牽涉到許多
外部專家，如房屋檢查員、貸款公司等。好的經紀人會有一群
使用過且值得信賴的供應商網路和專員人員名單供買家參考
選擇。

★經紀人，Agent V.S. Broker？
•Broker經紀公司：領的是Real Estate Broker License，可開

業房屋經銷公司行號並僱用其有執照的經紀人(agent)。有些
Broker打的招牌是知名連鎖企業，如Century 21，但實際上是
獨立公司。

•Agent經紀人：領的是Real Estate Salesperson License，代
表買方或賣方處理房屋買賣的銷售員。可自行開業獨立作業，
也可能是為某 Broker 處理買賣，但他自己不可僱用其他
agent。Agent又可以再分為以下三種角色，通常在合約上都
要註明agent是扮演以下何種角色。

-- Buyer's Agent：代理買家買房子

-- Sub-Agent：代理賣家賣房子

-- Dua-Agent：同時代理買家與賣家，買賣同一棟房屋

★經紀人佣金(Commission)？
房屋買賣佣金通常是以房屋成交價的%計算，法律並未明

文規定經紀人佣金應由哪一方負責(大部分是由賣家付)，對於%
也未嚴格規定 (基本上約2-6%不等)。實際情況請以各家經紀人
的說明協商為準。

★尋找經紀人時可詢問以下問題
1. 是否提供其他地產公司的房屋(Multiple Listing service)？
2. 佣金如何計算？由買方或賣方支付？
3. 當你看好房屋時，問經紀人是否同時也代表賣方？
4. 是否同時代表Escrow company兼辦Closing業務？

★ 買新房是否需要經紀人？
很多人會認為直接向建商買新房不需要經紀人，直接走

到新建案的招待中心下定即可。這一點就視買家如何看待，基
本上招待中心裡的人員就是賣家的經紀人，他們當然是盡力
推銷房子，若買家沒有經紀人，自己對應注意的利弊事項又不
熟悉，就很可能會傻傻下訂。此外，成交後原本應支付給買家
經紀人的佣金也不會退還給買家(有些買家可能會跟經紀人
協商佣金對拆)。

無論買家去看新房時是否有經紀人陪同或是否已選定經紀
人，建議買家應先告知建商你有經紀人(如填資料時)，以免日後
建商不接受你後來找的經紀人，而你也得不到任何從經紀人那
裡來的幫助。(續，文章來源：咕嚕美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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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 Tan
陳太太

( 國 , 台 , 英 語 )
281-630-2212
281-340-4116

R01-SIA REALTY星印美地產56C_8

Sandra Tsui
陳小姐 
 ( 國 , 英 語 )  

281-650-07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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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787-9300

住家﹑商業﹑投資管理

賣房高手

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

MeiMei Ou
獲獎經紀人

經驗豐富(20年)

誠實可靠

meimeiou28@gmail.com 微信號：Meimeiou28
R01-REMAX-MEIMEI 美美地產56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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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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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0 Sea Lark Rd Houston, TX 77062

281-468-6368

Email:goldenkeyhomelo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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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貸款
最佳利率
無費貸款

低費貸款
手續簡單
信息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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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2 -- 拿到銀行貸款預先批准信
(Pre-Approval)

(現金買家請跳過此步驟) 在美國要開始看房子前，一定要
先拿到一份貸款預先批准信，獲得貸款預批意味著貸款人已審
核買家的信用和財務狀況，且買家也可瞭解自己負擔的起的買
房預算上限與最高可貸款金額，經紀人也會依此上限搭配買家
想要的地產條件去做地毯式搜房。

當買家看到中意的房子並想出價時(Step 3)，則需將這份貸
款預先批准信連同出價合同一併提出給賣家以證明買家正規性
，證明買家是以準備好且能立即行動，有助提高出價被接受的機
率。(簡單說，沒有這份貸款預先批准信賣家是不太願意理你的)

★幾點說明：
•此步驟其實可以與Step 1 順序相互對換。買家可先自行找尋

銀行或貸款機構進行貸款預先批准信的申請；或者也可請經
紀人為你協助辦理。

•進行貸款預先批准信申請時，若發現自己信用分數出錯，也可
即時提出修正，及早發現及早更正才能確保自己後續貸款申
請時能更順利快速且取得較低利率。

•買家可接觸數間貸款機構做諮詢，以作為後續合作申請貸款
時參考使用。建議若要多家比較時，應於短時間內完成，引免
因多次調查信用而引響信用分數。

•當然，買家最終申請貸款的貸款機構無須與當初申請貸款預
先批准信為同一間，因此買家仍是可以持續找尋自己滿意的
貸款機構(如利率較佳、費用較低等)。

•針對現金買家，雖然不用提出貸款預先批准信，但經紀人也會
請現金買家填寫一份買主經濟狀況資訊表(Financial Infor-
mation Sheet)，上面會有買家基本資訊、工作單位、年收入、負
債、存款證明等財務資訊，在Step 3出價時會需要一併提出。

★Pre-Qualification貸款資格預審 ≠
Pre-Approval貸款預先批准信

Pre-Qualification貸款資格預審只是貸款機構非正式的資

格預審，申請人不用準備任何檔案，可直接透過電話與專員進行
口頭諮詢預審，快速估算大約借款額度，但並未確實調查申請人
信用，所以效力不大。

而Pre-Approval貸款預先批准信則是正式的貸款資格預
審，核發過程需要提出相關資料並會調查申請人信用狀況。貸款
機構在綜合評估後，才會核發一份書面的conditional commit-
ment，亦即貸款預先批准信，此份檔案在日後出價時才有參考
效力。

★如何申請貸款預先批准信？
買家可向各銀行、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或Mortgage

Broker等貸款機構詢問申請。申請的檔案通常24-48 hrs內可拿
到，此檔案效力約為60-90天 (實際狀況視貸款機構而定)。

●填寫買主經濟狀況表
●提供相關財務檔案 (如工資單、兩年的W2、近3個月銀行存

款證明等)
●大部分貸款機構允許買主將月收入的28%用於與住房有關

的花費，如還貸款本金(Principal)、利息(Interest)、房地產稅
(Real Estate Tax)、屋主保險(Home Owner Insurance)。貸
款機構也會考慮家庭其它債務，如車貸(Car Loan)、學貸
(College Tuition Loan)、信用卡欠款(Credit Card Debt)等，
這些債務加上住房花費不能超過月收入36%。(實際狀況視
貸款機構而定)。

★如何提高信用分數？
以下是影響信用分數的因素與比重：

- 還款情況(Past Payment Performance) 35%
- 信用卡使用(Credit Utilization) 30%
- 信用歷史(Credit History) 15%
- 信用種類(Types of Credit in Use) 10%
- 信用查詢(Inquiries) 10%
●由此可知，還款情況比重最大，因此只要有按時交水電費、

信用卡等各種賬單，信用分數就不會差。若夫妻其中一方無

信用分數，貸款時將會以低於620分來算，因此建議及早把
一些賬單轉到無信用分的一方，或是為對方辦張信用卡(或
副卡)，盡早累積信用分數。詳細的信用分數累積方式可參
考此篇，無信用者申辦信用卡方式可參考這裡。

●在決定看房買房的前2至3個月請減少信用卡刷卡量與刷
卡金額(甚至暫停最好)，因為信用卡消費也屬於負債的一
部分，所以也是會影響到貸款金額的喔，千萬別小看！

★取得貸款預先批准信後，是否保證未來一
定貸的到款？

不一定。因為買家的財務狀況與條件會不斷變動，因此貸款
機構在決定是否批准貸款前，會再次確認貸款人的狀況、欲購買
房子的狀況與條件(房屋鑑價、產權檢查等)，一切合乎標準後才
會批准貸款。

【Part 3】House Hunting
看屋大學問

本篇來深入分享「Step 3開始看房子」。
Step 3 -- 開始看房子

(House Hunting)
這個步驟也是整個買房旅程中最重要的一環(除了貸款那

一塊)，相信大家也都聽過地產經紀人說「Location、Location、
Location」！基本上在找尋合適滿意的房子時，有幾點可參考的
點，先問問自己這些問題瞭解自己的真正需求，將能幫助你更快
找到中意的房子。

1. 確定你的購屋目的需求
買房目的不同，挑選房產的標準也就不同。

●自住：唯一原則--「自己喜歡才買，買下來不會後悔」。應謹
慎考察房產現有狀況，包括社群、環境、學區、環境、交通等，
畢竟是要長住的。

●投資：應講究的是未來升值，儘可能選擇一個價效比高、投
資成本小、未來發展前景良好且便於出租的房產。

2. 預算
請誠實的評估自身財務狀況與限度，並參考Step 2取得的

貸款預先批准信瞭解自己的購屋能力，同時也要考量入下列幾
點開銷 (實際擁有房屋的所需花費可能遠比想像中多呀)。

●頭期款(down payment)
●成交費用(closing cost)，請參考Part 1說明
●貸款手續費用，請參考Part 1說明
●裝修、傢具添購
●日後房貸與養房費用，請參考此篇說明
(續，文章來源：咕嚕美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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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點地點地點！鎖定購買區域
無論自住或投資，地理位置是買房的首要考慮因素，好的地

點不僅居住品質佳、安全、便利、學區好等，未來升值空間也更高
。因此別忘了在能力所及範圍內，盡量選擇好區下手。以下針對
地點又能細分為下列幾項考量：

3-1│學區

如果有(或即將有)學齡小孩，學區將是主要考量，好學區的
房子也增值較快，未來若要出售脫手也更快(投資客也值得考
量)。

3-2│社群
社群的特色與組成，如族群組成、自住/出租比例、人口密度

高低、房屋均價等都會影響許多生活層面。到房子現場參觀時也
別忘逛逛社群周遭環境感受一下，你甚至也可以跟當地居民聊
聊，看他們對該社群的感受。

3-3│治安
安全是居住環境的最基本要求呀！除了參考犯罪紀錄與統

計報告，你也可以觀察附近街道整潔度、行人舉止、店家外觀/防
護設施、街頭塗鴉與破壞狀況，也能略知一二。建議也在白天與
晚上分別去房子周遭繞繞感受一下。

●想了解南家居住安全排名嗎？可參考此篇
●想看LA哪一區最適合你嗎？可參考此篇(略帶戲謔口吻)
●幾個可查詢房子周遭安全的網站：

-- Spotcrime 只要輸入地址或地區，就會將最近期的各類
犯罪事件標示在地圖上。

-- Neighborhoodscout 提供非常豐富的美國城市資訊，
從犯罪率、安全性到學區等資訊應有盡有。

-- National Sex Offender Public Website 唯一一個以
性侵相關案件為主的美國政府官方網站。

3-4│過往與未來
該房過去是否有過不佳傳聞(凶殺、靈異、犯罪等)、該區過

去是否有過嚴重地下水污染或重金屬污染紀錄、該區未來是否
會有公眾工程即將進行(如購物中心或垃圾場或新高壓電塔線
路線)等。

●污名屋 Stigmatized Property / Psychologically
Impacted Property：
靈異現象：鬼屋(haunted house)
自殺謀殺：先前有人在此自殺或曾發生命案
犯罪活動：附近為幫派份子聚留之地、毒品交易、性犯罪者

居住等
債務糾紛：買家擔心日後會有債主上門騷擾
疾病污染：附近土地或水源受過污染

3-5│社群均質性
基本上，房價漲跌會受到整個區域的影響，還有附近屋況與

房價影響，建議寧可買該區較便宜或至少均價的房子，透過日後
適當翻新與周遭昂貴房子來提升自身房屋價值。

3-6│生活與交通機能
附近生活機能是否方便(超市、餐廳等)，離公眾設施(醫院、

消防局、圖書館、公園、學校等)的遠近，是否能滿足生活、工作與
居住需求，都是購房者須考量的。

4. 房屋型別

美國住宅房子種類很多元，以下3種是最普遍的買屋選擇~

-- House / Single Family Detached (獨立屋)
-- Town House (聯排屋)
-- Condo (康斗公寓)

●獨立房普遍佔地較大，家家戶戶各自獨立，自己管自己的房
子草地，在某些地區無須繳HOA；但現在新開發的社群幾
乎都會收HOA，用於維護社群的公用設施和花草樹木。

●聯排屋與獨立房類似，但與鄰居共用牆壁，前後院通常較小
。(需考量有無HOA)

●康斗公寓類似聯排屋，牆連著牆，無前後院，大部分康斗社
群有公共設施。(幾乎都有HOA)
※若你中意的房子有HOA，在辦理貸款時，HOA也可能會

影響你的貸款額度喔。(請與經紀人深入瞭解)

5. 新房子或舊房子
新房舊房各有好處，新建案在建材與設計部分可客製(當然

也要加錢)，舊房雖然非全新(flip或裝修過除外)，但價格也較便
宜。建議想買房的朋友可以看看HGTV頻道，裡面節目都會教人
如何裝修或留意辨識房屋問題，畢竟很多房子問題可是表面看
不到的呀(如管線、地基等)。

之後會再針對如何購買新房子/新建案另闢一文分享相關
注意事項。

6. 空間格局 (甚至風水)
房間數量、衛浴裝置、偏好一層樓還是上下樓層、是否靠馬

路、是否寧靜、通風採光、房屋坐向、風水等 (針對風水也別太矯
枉過正了…畢竟這裡是美國，老美喜愛的居家格局常常一不小
心就犯了傳統華人風水大忌，太過堅持反而也會讓自己錯過好
房子喔)

7. 請親自看房

最後也最重要的一點！網路看跟現場看絕對不同，來到現場
也可順道瞭解周邊環境，是否安靜、是否通風、採光如何、鄰居型
態、安全觀感等都是要到現場才能體會的，盡責的經紀人也能在
參觀時為你指出應留意的部分。(然後也別忘了早晚各看一次房
喔，白天跟晚上看的感覺可是不同的)

●Open House：週末都會有open house活動，買家可以去走
走看看。

★幾房源網站分享
除了透過地產經紀人為你找房，目前也有很多線上房源網

站讓買家可自行搜尋瀏覽物件，且都會針對該房子整理出完整
的相關資訊(房子基本資訊、歷史房價、學區、地區等)。

Zillow
Realtor.com
Tru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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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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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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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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大學文憑，就等于鋪好了人生的坦途
——穩定的工作、令人羡慕的薪水、屬於自己的
房產。”二戰後，這曾是一代代美國人的信條。但

如今，不管是年長還是年輕的美國
人，都已不再把學歷看得如此重要
。人們認為，在現代職場上，要取得
成功，就必須掌握一技之長。

45歲的韋爾奇是3個孩子的
父親，他對此深有體會。韋爾奇25
歲的女兒是平面設計師，她沒有大
學學歷，僅靠自己的計算機和藝術
才能，就贏得了工作。“如果沒有牢
牢掌握技能，你很難取得成功。”韋
爾奇表示，他對女兒的成就頗感自
豪。

雖然經濟學研究顯示，大學畢
業生的終生收入仍遠高于沒學位

的人，但不管是在年輕人還是年長的職場人之
中，觀念正悄然發生變化。

一項關于學歷重要性的社會調查顯示，只

有55%的美國年輕人認為學歷對職場成功非常
重要。而對于職場過來人，這一比例更低，只有
53%。顯然，經歷了職場打拼後，人們更加看清
能力和技能的價值。

在被問到哪些因素對于職場成功必不可少
時，大多數人將適應變化的能力排在了首位，緊
隨其後的是熟練掌握計算機、能與不同背景的
人打交道的能力、通過培訓掌握最新技術的能
力，以及良好的家庭人脈。

即使那些看重學歷的人，也不否認經驗的

重要性。22歲的安東尼是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他
認為：“現在大多數工作都需要經驗，而不只是
一紙文憑。”

連教育工作者也承認：
“學歷被‘神化’了，其
重要性實際上取決于
學校，好的學校和差
的學校，學歷的
含金量必然不一
樣。”

年薪10萬美元在美國絕對是杠杠的高薪。
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2014年美國共有就業
人口1.35億，平均年收入47230美元，類似企業
管理層的金領工作才能年入10萬美元以上。

但是，也有些職業聽上去可能不那麼光鮮，
工作環境也不像金融城、商務區那麼高大上，但
就是憑著真才實學、憑著辛勤勞動，他們也擠進
年薪10萬美元的行列。

在這些高薪職業裏，最讓你意想不到的可
能是電梯維修工。

小編在紐約工作的那段時間，公寓樓的電
梯三天兩頭壞，電梯工大叔三天兩頭來，腆著大
肚皮，穿著油乎乎的工裝褲，總是一副大爺范兒
：動作慢騰騰，嚴格遵守八小時工作制，一到下
班點不管修沒修好立馬走人。沒想到，他們的年
薪竟然超過10萬美元，秒殺小編。

美國勞工統計局說，那些“安裝、裝配和維
修貨梯和客梯，並對它們的電動或液壓裝置進
行維護的人”平均年薪是7.65萬美元，而該行業
的前10%的高收入者平均年薪甚至高達10.96萬
美元。當然，電梯工的收入也有地域差別，美國
西北部的俄勒岡州的電梯工收入最高。

看過美劇《新聞編輯室》的人，不少會被新

聞人那種高強度的繁忙工作震撼。但其實，美國
新聞行業的入門薪酬低得可憐。不過，那些新聞
分析師，就是那些“為電視觀眾分析和解讀新聞
的廣播媒體新聞分析師”就不一樣了。

他們平均年薪8.44萬美元，前10%高收入者
的平均年薪更是高達18.25萬美元。這些新聞分
析師最有“錢”途的州是中南部的俄克拉荷馬州
。

而美國的“老農民”，就是擁有田地的種植
戶、牧場主和其他農業經營者，也屬於高收入階
層，年薪堪比公司管理層。前10%的高收入者年
薪高達12.17萬美元，他們大多分布在美國西海
岸的加利福尼亞州。

而水文工作者，即“研究地下水以及地表水
的分布、循環和物理性質的人”，前10%的高收
入者平均年薪也達到11.72萬美元。

行船也能得到豐厚報酬。船長和大副自然
不用說，就算只是個舵手，也能拿到不菲收入。
船員的平均工資是7.92萬美元，其中前10%能拿
到12.83萬美元。對船員最慷慨的是南部位于墨
西哥灣的產油大州得克薩斯。

在好萊塢影片裏，你可能見到過那種教人
策劃婚禮、布置餐桌或烤麵包的老師。其實，美

國很多高校開設家政學（ho-
meeconomics）課程。它並不
是教你如何做家務，而是以
提高家庭物質生活、文化生
活、感情倫理生活和社交生
活質量為目的的一門應用性
學科，涉及室內布置、飲食與
營養、旅游策劃，以及家庭人
際關係和家庭醫療衛生等多
個領域。

全美大概有 13710 名高
校家政學老師，他們也屬於
高收入階層，平均年薪為
10.21 萬美元，前 10%的高收
入者每年平均能拿到 17.46
萬美元。在全美，馬薩諸塞州
給他們開出的工資最高。

除了這些，擠入年薪10
萬美元行列、又讓人有些驚訝的職業還有：
數學家
天文學家
殯葬服務經理
高校藝術、戲劇和音樂老師

偵探和刑偵調查員
賭場管理員
戲劇和表演化妝師
作家和文案工作者
交通檢查員。

美國年薪美國年薪美國年薪101010萬的工作萬的工作萬的工作
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的…

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
能力更重要能力更重要能力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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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工作想要一帆風順，步步高升？不管
你是職場菜鳥，還是已經混得小有成就，以下的
15個錯誤可千萬犯不得，一點疏忽大意恐怕就
會讓你的事業前程輕則多些不必要的坎坷，重
了恐怕甚至會全盤葬送。

1.沒有金剛鑽，還想攬瓷器活
如果你還在找工作階段，那麼最好還是保

守點，別去申請那些自己其實根本不夠資格的
崗位。那樣你是在浪費自己和招聘者的寶貴時
間。雇主想招的肯定是各方面條件最適合的人，
就算你僥幸矇騙過關拿到了工作，真幹起來以
後恐怕會招架無力。

2.在社交網絡上發表不合時宜的內容
小心你的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賬號，它們

可以讓你的雇主同事們知道關于你的太多事情
，從而產生各種看法，即使通常是片面的。所以，
在發布任何評論、文章、照片，或者轉載什麼東
西之前都別激動別衝動，停幾秒鐘想想看——
它們會不會顯得你很腦殘？會對你所在的公司
產生什麼影響？

牢記這一點：你在網上發布的任何東西，甚
至包括電子郵件，都有可能被你並不願意他們
看到的人看到。

當然了，如果別人在網上完全搜索不到你
的名字，那也不是什麼好事——他們很可能覺
得你這個人有問題。

3.你的LinkedIn賬號都快變成僵尸號
盡管LinkedIn死板生硬的推廣模式已經被

廣為吐槽，不過你還是不得不承認，在美國，想
要在職場上有好發展——擴展職業人脈，吸引
潛在客戶，讓可能的雇主注意到你並有好印象
——那麼一定要有能拿的出手的LinkedIn資料
。所以，快去把它好好整理整理吧。記得頭像千
萬別是個太隨意的。

4.神神秘
秘 當 個
“獨行俠”

這 可
一點也不
酷。蝙蝠俠
都需要有
羅賓做助
手。如果你
想轉行，調
崗，換公司
，或者回校
深造，別猶
豫，告訴家
人朋友你
的想法，尋
求他們的
建議。在工

作中遇到問題了想知道怎麼辦？那就去找個職
場導師交流一下。一直孤軍作戰也挺寂寞的不
是？

5.與潮流脫節
不是說你得穿得多麼先鋒時尚（當然如果

你在時尚圈混，那還是必須的），而是說你得時
刻跟進你所在行業的最新動向。瞭解相關的新
聞，知道行業未來發展的趨勢，明白你自己所處
的位置。

6.妄自菲薄
雖然中國傳統文化講究要當個“謙謙君子”

，但在這弱肉強食的美國職場中，一味謙虛可行
不通，這裏強調的可是個人價值。儘管大膽地在
跳槽時要求新東家給你加薪吧。

7.不參加同事們的活動
同事們相約喝酒、吃飯、逛街、出游，你一個

也不參加？別以為這樣會顯得你很高冷有逼格，
你在同事中的人緣可能就這麼完蛋了，回頭想
參加了人家都不帶你。多參與這些看似和工作
無關的活動其實是加強職場人際關係最行之有
效的做法，在辦公室人緣好了自然工作也會更
順利。

8.被雇之後就覺得一勞永逸
每個月都能按時領到工資單感覺挺爽的？

別讓它們成為慢慢變熱的溫水，而你變成被煮
的青蛙。就算已經有了穩定工作，也別懈怠發展
人際關係，更新自己的簡歷，時刻關注行業趨勢
，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

9.像祥林嫂一樣抱怨個沒完
工資低，上司刁難，總得加班，每個在職場

打拼的人都經歷過這些事。你當然有理由感到
不爽，偶爾發泄一下，不過小心千萬別把抱怨的

話天天挂在嘴邊，到處
傳播負能量，你的同事、
家人和朋友也沒有義務
總受你這樣騷擾。

10.帶病工作
別以為有人會因為

你帶病去公司上班而感
動敬佩，認為你是個好
員工。尤其如果你得的
是流感這樣的傳染病，
你的這種做法是在讓全
辦公室的人都受到威脅
，還是好好在家養病吧。

11.停下學習脚步
不要以為有了工作

就能夠一勞永逸勞永逸，，從此從此
吃你從學校學來的老本
——你很快就會坐吃山快就會坐吃山
空的。每一行，每一種工
作，都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一朝停止學習，那麼
回頭最先被淘汰的就是你。

12.遲到早退，心不在焉
上班經常遲到，或者掐

著點才走進辦公室，快下班
時又早早提前收拾好東西，
一到點就瞬間開溜，這樣的
你可別想給同事領導留下
好印象。

13.工作時間還老玩手機
必須承認，想改掉這個

現代人的通病是有點難度。
不過至少在上班時間，而你
手頭又有緊要的任務時，少
發兩條短信，少刷兩頁微博
、臉書，少打兩通可以下班
再打的電話。尤其在和領導
開會，或者是接受面試的時
候，千萬記得把你的手機關
掉，至少調成完全靜音。

14.指望上司能規劃你的
事業發展

記得這一點：上司們都
很忙的，根本沒空管你發展
好壞——不因為怕你威脅
到他而打壓你就不錯了。

15.只專注自己手頭，不
把公司的大任務當回事

永遠不要只顧著做自
己那點工作，局限在自己的

部門。如果你的其他同事們在為一個項目努力目努力，，
你也應該主動鼓勵他們你也應該主動鼓勵他們，，提出建議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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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家庭
至少使用350種不同的語言

(本文轉自美國之音)華盛頓—
美國人口普查局報告說至少350種
語言在美國的家庭中被使用，比從
前的數據報告的39種上升了。

本周發布的人口普查數據表明
，盡管大多數的美國人在家裏只說
英語或如西班牙語、漢語、法語和越
南語等語言，但也有很多其他語言
被使用。

調查顯示，這些較少使用的語
言包括賓夕法尼亞德語、烏克蘭語、
土耳其語、羅馬尼亞語和阿姆哈拉
語。其他還有 150 種不同的原住民
語言，集中地被 35 萬多人使用，包
括尤皮克人、達科塔人、阿帕切人、
凱瑞斯人和切羅基人。

人口普查局統計學家埃裏克·
維科斯特姆在壹份聲明中說，收集
到的數據來自2009年到2013年間，
揭示了“美國語言的廣泛性和多樣
性”。

調查重點突出美國語言多樣性
最顯著的15大都市區。

紐約市及周邊地區的居民至少
使用 192 種語言，是這 15 個大都市
區中最多的。其次是洛杉磯，至少有
185種語言，其次是華盛頓特區，168
種語言；其次是西雅圖，166種；再次
是鳳凰城，163種。

這些大都市區中，年齡超過五
歲並且說某種非英語語言的人口比
例最高的是洛杉磯和邁阿密，分別
是54%和51%。

人口普查局發現，這些大都市
區裏壹些使用人群較少的語種是孟
加拉語、塞爾維亞語、泰盧固語、馬
拉雅拉姆語、泰米爾語、印度尼西亞
語、斯瓦希裏語、阿爾巴尼亞語、旁
遮普語、古代敘利亞語、皮馬語和烏
克蘭語。

閒在家裏時，可以做些什麼來賺點外快？
（本文來自網絡）為妳介紹 10 個賺外
快的方法，妳可以在孩子上學的時候
或者睡覺的時候甚至是孩子醒著需要
妳看護的時候進行，當然必須說明的
是這些收入都不是很高，而且不是每
個方法都適合妳，但是一年積累下來
也能讓妳賺個幾百上千美元，何樂而
不為呢？

1. 用妳的意見賺錢
參與在線調查是一個相對比較快

的賺外快的方法。例如，妳可以在
Harris Poll Online上面參與在線調查，
一般只需要 5-25 分鐘的時間就能完
成，完成後會被獎勵積分。參加調查的
人可以把這些積分積累起來，然後兌
換亞馬遜或者星巴克禮品卡。Harris
Poll Online還會舉辦從參加調查的調
查者中抽獎，被抽中的獲獎者將會獲
得現金獎勵。最高獎勵1萬美元。更多
有 獎 勵 的 在 線 調 查： SurveyClub、
Global Test Market和Swagbucks。上述
在線調查的註冊均免費。

2. 評估網站
第二個可以在短時間內賺取外快

的 方 法 -20 分 鐘 10 美 元，就 是 與
UserTestingand簽約來評估網站。妳需
要一臺可以上網的電腦和一部耳機，
而且妳必須填寫一張一頁紙的人口資
料概況。如果妳的資料和被測試網站
的目標人群匹配，妳就能得到這份工
作。接下來妳需要把 UserTesting的屏
幕錄像機下載到妳的電腦上，然後用
它來記錄妳在瀏覽該網站時對其的口
頭評論。網站主人通常都在尋找對網
站的缺陷的反饋。

3. 擔任在線陪審員
一些律師在庭審之前會聽取大量

的在線模擬陪審員對即將開庭的案子
的看法和反饋。但是，這些模擬陪審員
只能存在於案子即將被審理的縣或聯
邦特區。妳可以在線註冊幾個網站試
試，看有沒有案子即將在妳所在的地
區審理。EJury.com美國案子支付5-10
美元，通過PayPal支付。如果妳是律師
、律師助理或者與律師相關，都不能參
與。據EJury所說，如果妳豬哥一個大
城市，妳可能比住在農村地區更容易
被選上，因為在大城市會有相對較多
的案子被審理。一個案子大概需要35
分鐘的時間。OnlineVerdict.com 上的
案子一般需要20分鐘到一個小時，報
酬在20-60美元不等，通過支票支付。

4. 擔任虛擬私人助理
如果妳的電腦可以上網，而且妳

很擅長在線搜索和與人交流，那妳可
以成為Fancy Hands的虛擬私人助理。

Fancy Hands 雇傭的虛擬私人助理可
以自己抽時間，來幫助Fancy Hands的
用戶來處理一些瑣碎事務，例如給服
務供應商打電話，安排約會，尋找最優
價格的產品和服務等。妳每完成一個
任務就能得到一筆報酬，金額從2.5美
元到7美元不等。

5.輔導學生
如果妳有學術專長，又能在一周

抽出幾小時的時間，那妳可以把妳的
知識分享給正在苦苦掙紮想要提高學
習成績的學生們。妳可以從妳孩子的
學校找這樣的學生，也可以在類似
Craigslist.org上找找看，或者與在線輔
導公司簽約，例如 Tutor.com。但是
Tutor.com 要求妳每周至少要有 5 個
小時的輔導時間，並且在某一科目具
有大學以上學歷，輔導都是通過電腦
虛擬在線輔導，而不是面對面輔導。
Tutor.com 的時薪取決於妳所輔導的
科目。

6. 成為一個媽媽/爸爸博客
如果妳不知道怎麼打發帶孩子的

空閑時間，妳可以考慮寫博客。盡管妳
是個全職媽媽或全職爸爸，但這並不
代表妳的博文都必須要和育兒有關，
更何況已經有很多博客都在寫這方面
的內容，那妳可以考慮其他任何妳感
興趣的主題。一般越是原創的、具有娛
樂性且信息量大的博文，越能吸引更
多粉絲，這樣妳就越能賺到更多錢。妳
可 以 通 過 WordPress.org、GoDaddy.
com創建博客。為了掙錢，妳可以使用
Google AdSenseservice 在妳的博客上
放廣告。妳的報酬根據廣告的不同而
會有所不同，一般取決於會有多少人
看廣告。

另外，還有網絡聯署營銷，如果有
人在妳的博客上點擊了某一廣告並購
買了產品，妳一般可以賺取 10%左右
的傭金。亞馬遜有一個名為The Ama-
zon Associates affiliate program 的項目
可以讓妳在妳的博客上刊登產品廣告
，或者妳也可以試試 CJ Affiliate 或者
ShareASale，他們都與上千家公司合作
。

不過能賺多少還取決於妳投入多
少心血在妳的博客上以及有多少人訪
問妳的博客。

7. 擔任自由撰稿人
或許妳不想成為一個博客，但是

又想寫點東西或者表達自己的創意和
靈感。那妳太幸運了，因為有大量的媒
體、公司和非營利性網站都在尋找自
由寫手來為他們編輯文章。有些按字
數支付，有些按時間支付，有些則按項

目支付報酬。
例如，如果妳通過

Textbroker.com 免費註
冊，然後提交一份寫作
樣本，他們會根據妳的
寫作質量給妳一個等級
。然後妳可以根據妳的
質量等級選擇妳想寫的
項目，然後賺取 0.7-5
美分每字或者更多的報
酬 。 FreelanceWriting.
com會提供一個各大熱
門網站收集很多自由撰
稿的工作機會。很多新
上榜的工作機會的時薪
一般在25美元或更多。
妳 還 可 以 加 入 Medi-
abistro's freelance mar-
ketplace，然後把妳的信
息發布上去然後等待媒
體經理發現妳這個自由
撰稿人。

8. 用照片賺錢
如果妳懂得攝影技巧，那

妳可以把妳的攝影照片賣給圖
片庫存網站例如 Shutterstock.
com。一旦妳的照片被采納，它
們 可 能 會 被 Shutterstock.com
的訂閱者下載，每下載一次妳
就能獲得25美分-120美元的。

其他有償收集照片的網站
：includeiStock、 Dreamstime 和
Sqeeqee。

9. 賣焙烤食物
上班族父母估計沒有太多

時間來制作生日蛋糕或者用於
學校聚會的紙杯蛋糕。而這正
是妳的優勢，如果妳正好可以
做的一手可口的焙烤食物。

小編有一個朋友，她是一
個單親媽媽，她通過制作紙杯
蛋糕來打發和自己正在接受化
療的父親住在一起的時光。她
把 自 己 制 作 的 蛋 糕 發 布 在
Facebook 上面，然後很快就收
到盆友們的訂單。現在她通過
制作紙杯蛋糕每月可以賺 200
美元，而這些生意都來自於口
碑以及它發布在Facebook上的
圖片。

10. 帶自己孩子的同時幫
別人帶孩子

妳的朋友一定會很興奮，如果像
妳這樣有經驗的媽媽可以在他們上班
的時候幫他們帶孩子。幫妳的朋友帶
一、兩個孩子對妳來說應該是可以做

到的。而且，妳孩子的新玩伴兒可以騰
出幾個小時讓妳的孩子不那麼一直粘
著妳。幫人帶孩子的報酬也是因地域、
孩子的年齡和數量而定，不過在小城

市保姆通常可以賺得 10 美元或更多
的時薪，在大城市報酬可能會翻倍。

I/房地產專日/雜版/創業工作/180514D 簡



AA1010休城廣告
星期一 2018年5月21日 Monday, May 21, 2018



AA1111人民日報版
星期一 2018年5月21日 Monday, May 21, 2018

要 闻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当今世界，
开放融通的大潮奔涌向前，势不可
挡。人类社会的成长史，形象地向我
们说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
后。

开放，是时代之势，也是发展之
需，更是世界之盼。开放，是中华民族
悠远的历史禀赋，也是与生俱来的胸
怀。

中国40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中
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
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中
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需要继续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我要明确告诉大家，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

越大！”
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地球村。零和博弈思维、反全球
化行为，越来越没有市场，推进互联
互通是世界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中
国开放，为全世界带来机遇，中国要
以更加开放姿态拥抱世界，走近舞台
中央，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

“顺风车”，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摆在
人类面前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
理赤字的严峻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
中国力量。这是中国的使命，也是中
国共产党为人类社会进步作贡献的
担当。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发展是全

人类的共同诉求。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追求的梦
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努力奋斗
的目标。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
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中国发展不对任
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中国致力于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各国平等相待、和平共处。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
改革开放，也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中国共产党带领13亿多中国人
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这条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
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
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和平崛起，

更大范围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积极推
进开放，努力利用一切机遇为人类社
会进步作贡献。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
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不断深入发展，
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
调整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联系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么紧密，相互依赖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么强烈。各国之间，命运相
牵，义利与共，应该共享共荣，共
进共退，成为命运共同体。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接力棒交到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手中，这是人民的信
任、时代的重托。改革开放是决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梦想不因为
现实复杂而不前行，历史总是要前进
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
者、懈怠者、软弱者。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
扩大开放，与历史潮流同步伐，与时代
脉搏共命运，与世界同行，与各国为
友，必将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干
部）

中国以更加开放姿态拥抱世界
■ 樊文春

移民历史 苦乐参半

“我们吃尽苦头”，70岁的华裔曼伊·林弗看
着照片，回忆起了历代移民澳大利亚的亲戚中的
第一人，“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林弗从餐桌上的
一堆文件中抽出了一份 1907 年的旧移民文件。
在一张照片中，一名身着中式裙装的年轻女子凝
视着镜头——年龄：29，体型：瘦，头发：黑
色，国籍：中国。这份文件让林弗的曾祖母于兰
馨得以在3年内免于接受常被用来排挤非白人移
民的听写测试。

日前，美国 《纽约时报》 报道称，对于熟悉
澳早期华人移民历史的华人家庭来说，过去是一
个苦乐参半的谜，永远无法停止被重新诠释与讲
述。

1901年，澳大利亚第一届联邦议会通过《移民
限制法案》，法案规定，入境的华人要接受语言测
试。测试可以是任何一种欧洲语言，不一定是英
文。如果一种语言通过了，移民官有权换另一种语
言，直到通不过。

“白澳政策”确立后，很多华人自知处境艰
难，大多回国，华裔人口大大减少。

直到1975年，《反种族歧视法》 出台，首次
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性地确保了全体澳大利亚人不
分种族、肤色与信仰，一律平等。该法律在此后
的岁月中提升了澳大利亚各族裔间的相互信任。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开始接受来
自东南亚的华裔移民，80年代接受香港移民，90
年代向大陆和台湾打开大门，重新成为华人移民
的优选地之一。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人口普查数
据，澳大利亚以2400万的人口跻身世界第12大经
济体，离不开各少数族裔的努力与奉献。华裔是澳
最大的少数族裔，约120万华侨华人活跃在各行各
业，中文已经成为澳第二大被广泛使用的语言，中
澳交流的日渐深入更是不断掀起“汉语热”。

主动作为 成绩斐然

“当地人对中国的态度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
抗拒到嫉妒，如今正逐渐变为接受。”在悉尼一家
商场做导购员的简说。“这两年，澳大利亚逐渐认
可华人的影响力，我们不再只是跟随，而是有了自
己的‘新生活’。”

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费晟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表示，赴澳华人移民是近代以来澳大
利亚社会、经济变迁的见证者。最近几年，华人
全面融入澳大利亚社会，在投资、文化、科技、
政治等多领域都有着自己的贡献，成为澳大利亚
技术移民的重要来源，增加了澳大利亚社会的活
力，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拉动十分明显。

在墨尔本唐人街，许多店家橱窗上贴着华裔
女性杨千慧参选市长的海报。杨千慧是在澳华人
参政议政的杰出代表，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
更多的后辈起到带头作用，让更多华人参与到澳
大利亚政界，共同促进澳大利亚社会平等、多元和
繁荣发展。

如今的华人更加团结、也更加重视利用法律
和工会的力量保护自己的权益。澳大利亚华人总
工会主席陈青松表示，华人总工会已经与新南威
尔士州总工会结成了牢固的合作关系，成为华裔
员工与澳大利亚各行业工会之间有效的沟通桥
梁。华人总工会定期举办讲座，向华人、特别是
年轻华人普及法律知识，培养和提升大家的维权
意识。

在澳华人的卓著成就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
肯定。2018合欢奖澳大利亚十大杰出华人青年评选
启动仪式近日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州艺术馆圆满落
幕。金合欢奖以澳大利亚国花为象征意义，力求展
示在澳华人青年的事业成就和对当地社会的贡
献。新南威尔士州州长代表、财政部部长多米尼
洛在致辞中表示，“这是一次展示国际学生、年轻
专业人士和商业企业家社区精神的盛会，同时也

是表彰澳大利亚华人青年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
盛会。”

令人惊喜的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中
国国内的一些生活方式开始“渗透”进澳大利亚
的华人圈。在悉尼华人聚居区附近，有一个包裹
自取点，在国内网站购买日常用品后，5天时间
便能从这里取货。“悉尼唐人街不少店铺贴着微
信和支付宝的图标”。经营桌游店的雷小姐说，
当地华人能方便使用电子支付，让不少澳大利亚
人十分羡慕。

融入当地 保留传统

新时代，在澳华人是中澳文化交流的使者，
是中澳友好的共享资源。

“最重要的就是说好英语。如果沟通都有障
碍的话，融入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变得无从谈
起。”作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华裔学生，在
接受本报采访谈起如何融入住在国时，肖柔颇有
心得：“我会主动与当地人交流，时间长了，自
然也就会了解他们的说话方式、文化喜好。另
外，我们要对不同观念持有尊重和包容心态。”

费晟表示，除了语言能力，在澳华人要更积极
努力地去参与，推动有利于华人的法令出台；在华

人遇到问题时，华社应当积极站出来，与不公平现
象作斗争。当华人的声音为更多人所听到，融入澳
大利亚主流社会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当然，兼纳文化的同时，也应不忘中华文化
之根。

每一位华人都携带着独特的文化烙印，家族
观念强、勤奋好学、注重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
命运、比较重视自我能力的培养和提升……这些
都是华人基因中的优秀部分，应当得到保留，费
晟说。

“每逢春节，澳大利亚华人区到处张灯结彩，
举行舞龙舞狮、武术等表演，气氛热闹非凡，很多
当地人都来围观，就会感觉特别自豪。”在墨尔本
工作了 4 年的华裔青年王嘉文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提到，美食、音乐、舞蹈都是中国文化的靓丽名
片，海外华人在新环境下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为中华文明注入新活力，讲好新时代
的中国故事。

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黄向墨表
示，澳大利亚今天奉行的多元文化政策，来之
不易，也让我们倍感珍惜。祖 （籍） 国的强大
成为旅澳华侨华人的坚强后盾，但华人社区也
必须牢记历史，居安思危，与其他族裔一道，
携手并进，才能共创一个更加平等、多元和包
容的澳大利亚。

赴澳移民200周年

华人融入当地 生活越来越好
杨 宁 王 希

19世纪末，有8至10万华人活跃在澳大利亚北部，他
们为当地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北澳当之无愧
的开荒者和先行者。

今年是华人赴澳移民200周年，很多澳大利亚华人正在
挖掘家族档案，以便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观众分享他们的
故事。

岁月倥偬，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对照当今在澳华
人的新面貌、新成绩，不禁感慨万千。

侨

界

关

注

图为悉尼唐人街。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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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今年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2018促進兩岸文化
交流參訪團”即將於五月下旬成行，我們有部份團員會返台參訪
拜會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和新朋友民間團體中國統一聯盟和台灣第
一個勞工政黨台灣工黨，也計劃拜訪前陸委會張顯耀副主委，請
益對當前急劇惡化的兩岸關係，台灣的何去何從及海外台灣鄉親
如何因應的對策。

今年大陸的拜會參訪，主要多由地方台聯接待，有北京市台
灣同胞聯誼會、湖北省台灣同胞聯誼會、江蘇省台灣同胞聯誼會
安排接待我們參訪團，在北京以拜會為主，我們將拜會台盟中央
、國台辦、中華海外聯誼會、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總會、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全國台聯和北京市台聯，在地方除拜會接待單
位湖北省台聯、江蘇省台聯，並拜會地方政府單位，我們將赴宜
昌三峽大壩參訪、進謁南京中山陵向國父 孫中山先生致敬，並
考察鎮江、蘇州中華文化名勝古蹟，最後一天我們將拜會上海市
台聯，曾代表台灣同胞去年參加中共十九大“以台灣的女兒為榮
，以生為中國人為傲“的盧麗安會長。今年參加的團員有來自華
府、邁阿密、達拉斯、拉斯維加斯、聖地牙哥、洛杉磯、西雅圖
、台灣，共二十多位團員，行前總會長梁義大對本次的參訪期勉
文章如下：
兩韓和平現曙光 . 台灣的何去何從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會長梁義大

首先感謝全國台聯和貴州省台聯給予本會“2017促進兩岸
文化交流參訪團貴州之行”的接待，今年是本會第五次舉辦“促
進兩岸文化交流參訪團”，返台將拜會新朋友中國統一聯盟戚嘉
林主席和工黨鄭昭明主席，共商日後相互合作及交流。在大陸各
地的拜會參訪先謝謝全國台聯紀斌副會長和前江蘇省台聯胡有清
會長商請北京市台聯、湖北省台聯、江蘇省台聯接待我們參訪團
，參訪團還將專程拜會上海市台聯和盧麗安會長，相信今年促進
兩岸文化交流的行程更有特別的意義！

最近全球所矚目的大事就是兩韓領導人相隔
11年在北緯38度軍事停戰線板門店的峰會，去
年朝鮮半島局勢緊張，而有第二次韓戰隨時會爆
發的疑慮，卻萬萬想不到幾個月後的峰迴路轉。
兩韓不但沒有打起來，反而握手言歡，東北亞的
政治與經濟局勢都將迎來巨變！反觀現今蔡英文
政府執政下的台灣，意識形態掛帥、台獨氣燄囂
張、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關係急劇惡化，
“去中”、“反中”的愚民政策，擁抱美日大腿
、債留留子孫的“錢沾”政策，極盡所能掏空台
灣財政，假藉“轉型正義”之名，行斂財之實，
「一例一休」 、 「年金改革」 的實施導致抗爭不

斷、撕裂族群、人民怨聲載道！遺憾的是在野的
藍營，卻束手無策！不思團結，整天處於挨打的
局面而無力回天！尤其中國國民黨已失去“黨魂
”、失去“方向”！深怕與統派團體接觸會不利
選舉，對“統一”兩字噤若寒蟬，衍然已成為
“台灣國台黨”，冀望著民進黨自行垮台，能重
新取得執政權，再遂行其老舊的“不統”、“不
獨”、“不武”停滯不前的兩岸政策，那台灣的
明天在那裡？台灣未來的出路在那裡？也該是台灣鄉親全民覺醒
的時候!

如今大陸已開放改革40年，外匯存底全球屬一屬二，人民
充滿信心，國家由富而強，亞投行的開發， 「一帶一路」 展現和
各民族互助互利的政策，傲視全球的高鐵建設，全國高速公路四
通八達、實足讓海內外中國人引以為傲！而最近國台辦頒佈的惠
台31條措施，更是實質惠及台商、產學和影劇的業者，幫助年
輕人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相對的也幫忙台灣解決22K的難
題，增進了廣大台灣鄉親對大陸的向心力，很多台灣鄉親心裡不

再有“仇共”、“恐共”的陰影！最近台灣的民調承認自己是中
國人及贊成兩岸統一都有明顯的增加，無形中也為兩岸“和平統
一”邁進一大步！相信在習近平國家主席領導下，十九大後中國
進入了新時代，也唯有 「以大事小以仁」 ，對台廣施仁政，加強
惠台政策的宣導，邀請更多台灣中下階層鄉親赴福建“心連心”
的文化交流，在“一中原則”下，再次全面宣導“一國兩制”給
台灣的優惠政策，消除台獨政客誤導對“一國兩制”的恐懼症，
「得民心者得天下」 兩岸統一將會水到渠成，不止共圓中國夢，
進一步共圓強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定會早日實現！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
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參訪團即將於五月下旬成行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參訪團即將於五月下旬成行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鄭致毅理事長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鄭致毅理事長((坐中坐中))梁義大會長梁義大會長((坐右坐右33))與參訪團團員合影與參訪團團員合影

華僑協會總會黃海龍理事長華僑協會總會黃海龍理事長((左左55))梁義大會長梁義大會長((右右44))與參訪團團員合影與參訪團團員合影

國台辦頓世新局長國台辦頓世新局長、、梁義大會長梁義大會長((前右前右55、、44））與全體團員合影與全體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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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鄧潤京】由山東省聊城市人民政府田中俊副市長
率領的政府和企業界代表團，5月9日開始訪問南得州地區。在
代表團裏有一位企業界代表，堪稱傳奇人物。

他是劉學景先生， 1951年出生於山東省陽谷縣，現任第九
屆、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勞動模
範，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副會長，中國檢驗檢疫學會副會長，
新鳳祥集團董事局主席。曾得到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等國
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和高度讚揚。

劉學景先生的新鳳祥集團，始建於1991年，成立於2009年
10月，註冊資本39.6億元，員工近20000人。該公司擁有兩大
主導產業：一是鳳祥食品產業，二是祥光有色金屬產業。

鳳祥食品產業以山東鳳祥股份有限公司為龍頭，已成為中國
出口量最大的全產業鏈肉雞生產企業。年生產加工肉雞近2億只
，是肯德基母公司百勝餐飲集團全方位的戰略合作夥伴。其產品
遠銷歐盟、日本、馬來西亞等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量多年居全
國同行業第一名。

祥光有色金屬產業，以陽谷祥光銅業為核心，建有世界上單
系統產能最大、技術和環保均居國際領先水平的生態銅冶煉廠。
可年產礦產陰極銅46萬噸、黃金20噸、白銀600噸、稀貴金屬
1000噸、硫酸170萬噸，曾與青藏鐵路等項目被國家環保部表
彰為十大 “ 國家環境友好工程 ”。自主研發、具有自主知識
產權的祥光旋浮熔煉和旋浮吹煉銅冶煉技術，打破國外對銅冶煉
核心技術近60年的壟斷, 達到國際領先水平。並被環保部確定為
十大國家環境友好工程，被工信部確定為國家級綠色工廠。
2017年9月23日，CCTV-1熱播的《輝煌中國》紀錄片中，把
祥光作為創新驅動、綠色發展的標志企業進行了重點報道。

是什麼引起了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的關註？2017年,
新鳳祥集團實現主營業務收入501.11億元、利稅26.67億元、進
出口貿易總額42.52億美元。輻射帶動種植、養殖、商貿、物流
等第三產業從業者近10萬人，年增加社會效益近20億元，為促
進當地農村發展、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做出了貢獻。

劉學景先生堅持“實業報國，發展為民”，在傾力打造鳳祥
食品和祥光有色金屬雙千億產業的同時，在企業所在地宓（fu）
城, 即華夏民族人文先始宓羲(伏羲)教民觀日陽、種五谷之地，
正在帶動建設一座可容納10萬人以上的產業之城、健康之城、
文化之城、旅遊之城、生態之城，走出了一條以產興城、以城促
產、產城融合、城鄉一體的新路子。目前，宓城已建成可供企業
職工和周邊村民近4萬人入住的居住小區，銅谷中小學在校生達
到65個班，教學質量名列全市前茅。正在擴建小學和初中，新

建一所高中，今年全部建成後，小學可
達到108個班，初中可達到84個班，高
中可達到48個班。另外，大型三級甲等
標準的魯西南醫院以及賓館、酒店、公
園、文化廣場等基礎設施都已相繼建成
。在建的會展中心、大型綜合商業體等
將於6月份竣工投入運營。一座望得見山、看得見水、憶得起鄉
愁的大美宓城，正在拔地而起。極大改變著周邊人民群眾生產生
活環境。

人們生活環境的改善仍需要有醫療服務配套設施來保駕護航
。

劉學景先生將註意力關註到社會公益事業，在健康中國戰略
引領下，按照國際標準建設的三級綜合醫院——魯西南醫院。於
2016年10月10日動工， 2018年4月28日全面運營啟動。

該醫院有其自身的特點和優勢。
一是醫院建築設計理念先進

魯西南醫院由中國重慶大學建築設計院設計，強調 “病人
是貴賓的設計建設”理念，取消“病人”概念。建築設計在最大
限度滿足醫療工作需要的同時，建立以人為中心的溫馨、方便環
境，並使醫療環境與醫療功能相適應。

門診大樓的每一個醫療區構築類似於航空港的構架，長
150M、寬約12.6M、高3.17M的走廊為國內同級醫療機構最寬
通道。聯系的各個獨立的門診單元，都有類似於候機區的候診區
。而在候診區以外，是各個獨立的有自然采光通風的門診單元。
這樣的構思，既創新又實用地解決了醫院門診部分平面覆雜功能
的問題，並賦予醫院以鮮明的特色和形象。

醫院內外環境布局，以藍色、綠色為基調，凸顯生機勃勃。
顏色的調節，緩解穩定病人恐懼心理，縮短康覆周期。公共區域
設置舒適的沙發、悅目的掛畫等為患者提供愉快的就醫環境。在
醫院室外設置音樂噴泉，讓病人有一種賞心悅目的感覺，從而對
病人的康覆起到更好的效果。病房設置為賓館式套房，家居化設
計，能夠滿足病人的私密性、舒適性要求。醫院形成了特色鮮明
的“病人身份貴賓化、病房建築賓館化、病區色彩生態化、護士
隊伍空姐化、工作服裝彩妝化、醫院工裝軍裝化、醫院文化藝術
化”的魯西南醫院外在特征。
二是綜合救治能力具有特色

魯西南醫院設有婦科、兒科、腫瘤、心血管、腦血管、急診
科、麻醉科等37個臨床科室，並擁有近百名國內知名專家和醫
生組成的核心醫療護理團隊。該院王衛東院長為原中國人民解放

軍第三軍醫大學新橋醫院院長，中國科技部重大項目首席科學家
，中國醫學救援協會常務理事、中國人民解放軍醫學倫理專委會
副主任委員、全軍醫學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十大優秀院長
，全軍優秀院長。

以他為核心的醫院管理團隊，在醫院設計理念方面：以整合
醫學、綜合救治、醫學為經、哲學為緯，醫學哲學有機融合的先
進思想為指導。以無痛、微創、保器官、治未病、高水平生存質
量先進理念為牽引。在臨床診療質量把控方面，準確把握處理好
“局部與整體，首診與確診、單一治療與綜合治療、治療前中後
、醫療與心理”五對關系，保持魯西南醫院大器官疾病綜合救治
的高質量、高水平，在重大疑難危重覆雜疾病的綜合治療中持續
質量改進。

在科室框架構建方面：註重內外科並列布局，有利於發揮聯
合診療綜合救治，有利於培養醫學綜合式人才，有利於開展臨床
科研性研究。在診療裝備平台打造方面：依托美國VitalBeam直
線加速器，超導核磁共振、高端血管造影CT、全自動生化免疫
流水線等在內的1000余台件先進醫療設備，將微創技術、基因
檢測、精準治療等高精尖技術有機融合，突出大器官疾病綜合診
療特色，突出重大疑難危重覆雜疾病綜合救治特色，突出緊急公
共衛生事件快速反應能力特色，重點打造腫瘤、心血管、腦血管
、婦兒、健康管理五大中心。形成重大疾病綜合診治的學科群。
三是渴望建立國際合作機制

魯西南醫院具備與國內外大型醫療機構的合作基本條件，已
經與國內北京協和醫院、解放軍301醫院、上海長征醫院等多家
知名醫院及大學院校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與德國洪堡大學病理
學院、瑞典斯隆大學醫學院建立合作關系。通過一系列的國際合
作，引入國際前沿的技術理念、醫學成果、管理經驗，全面提升
魯西南醫院綜合水平，跟蹤國際醫學前沿。

休斯敦的醫療中心由眾多不同的醫療機構組成。占地廣闊，
門類齊全，享譽世界。這是田中俊副市長率領的政府和企業界代
表團來休斯敦考察的重點之一。劉學景先生對休斯敦醫療中心的
觀感極佳，魯西南醫院與休斯敦醫療中心的合作可期。

山東省和得克薩斯州合作前景廣闊山東省和得克薩斯州合作前景廣闊

劉學景劉學景（（右三右三））和代表團成員到奧斯汀郡和代表團成員到奧斯汀郡（（Austin CountyAustin County））的一處大莊園做客的一處大莊園做客。。

新落成的魯西南醫院新落成的魯西南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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