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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價再漲美國房價再漲後悔沒出手後悔沒出手？？
美 國

房價繼續
高歌猛進。
今年 1 月，

房價漲幅創
下 2014 年 6

月以來新高。
據 CNN

Money 報道，標普 Core-
Logic Case-Shiller房價指
數顯示，全美房價在 1 月
同比上漲5.9%，較去年12
月5.7%的漲幅有所加速，
並創下31個月新高。

20 座大城市房價指
數較上年同期上漲5.7%，

高于分析師預估的5.6%。
12月修正後為上升5.5%。

20 個被追蹤的城市
中15個房價同比上漲，增
長最高的三個城市是：
西雅圖
同比增長：11.3％
波特蘭
同比增長：9.7％
丹佛
同比增長：9.2％

環比漲幅最大的三個城市
：
聖地亞哥
環比增長：0.8％

西雅圖
環比增長：0.6％
拉斯維加斯
環比增長：0.6％

不過，在全國房
市一片欣欣向榮下，
下同這5個城市的房價環
比卻在下降：
明尼阿波利斯
環比下降：0.6％
克利夫蘭
環比下降：0.5％
底特律
環比下降：0.4％
舊金山
環比下降：0.4％

亞特蘭大
環比下降：0.2％
(取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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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療

9198 Bellaire Blvd #C, Housotn,TX 77036(@Ranchester Dr.)茶典子旁

由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坐診

跌打、扭傷、腰疼
肩周炎、腳跟骨刺等







足療
20元1小時
100元/6次
Open 7 day A Week
10:00am-10:00pm

713-272-8838

跌打足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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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Easy Mort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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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購置房產的投資者們，除了房
子本身的質量和位置，還比較關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購房後的匯款問題，房子看好了，價格敲定
了，那怎麼交錢呢？今天就一起來瞭解一下，去
美國買房的匯款問題。

證明文件不可少
在美國買房子，有兩份文件是缺一不可的，

沒有這兩份證明，賣方是不會考慮您的出價的。
在房地產經紀人帶你去看房子之前，需要提交
一份銀行資金證明(ProofofFunds statement)。
這份資金證明可以是您的銀行月結對賬單或銀
行專門為您出示的信以證明您在此銀行有足夠
的資金來買美國房產。如果您需要從銀行貸款，
還需要拿到一份從貸款銀行出示的預先核准貸

款 的 證 明
(Pre-ap-
proval let-

ter)。這表明銀行在預
審了你的收入和資產後，願意借出資金給你買
房，也就是說您是該銀行合格的貸款人。當然，
如果您全部使用現金購房子，就不需要準備預
先核准貸款證明。

匯款途徑要合法
美國法制太健全了，不能持有僥幸心理，因

此匯款途徑必須合法、往來清晰。匯款憑證包括
：從國內自己賬戶裏匯入幫你匯款的人的賬戶
憑證、匯款人購匯美金憑證、匯至美國銀行的憑
證；委托他們辦理匯款的委托書。以後這些資料
遞交給銀行時可能會需英文翻譯件，銀行也可
以安排翻譯，有的銀行收費。

注意事項
1. 每人每年購買及匯出外匯額度為5萬美元（自
然年度計算1月1日-12月31日）；
2. 境外匯款若在銀行櫃檯辦理“購匯”，填寫境
外匯款單。銀行會直接用人民幣換匯成美元匯
出，不需要先換匯；若在網銀匯款，按照銀行網
銀提示操作，當時購匯，網銀匯出；
3. 非直系親屬之間，不能轉外匯；如需親朋好友
協助辦理外匯，需轉人民幣到其賬戶，以匯款人
的名義直接購匯匯出。同一套房產的匯款附言
保持一致，便于對方查詢；

4. 如果已有美元現鈔，
每天只能存入 5000 美
元到銀行賬戶；如果賬
戶裏已有美元，每天可
以匯出5萬美元；
5. 每次匯款，會產生一

筆手續費（電匯費+匯款手續費），各個銀行收費
不同，所以匯款超過5萬美元時儘量計算一下
每次的匯款額度，減少總的匯款次數；
6. 境外匯款常用匯款用途包括旅游支出，教育
培訓支出，諮詢費，律師費等。實際情况鬚根據
國家外匯管理局及銀行規定的政策執行。

所以，如無特殊方法，先去一趟美國的銀行
開戶，去美國買房前提早匯款，如需貸款，回國
準備有關信用證明文件，才不會耽誤購房大計。
目前是國內人頭匯，國外同一收款人同一賬號
每月收匯也不得超過三筆，即15萬美元。要想
快速大額匯錢，還要在美國多開兩個賬戶。

選擇國內大銀行
向國外匯款如果不想出國要選擇國內的大

銀行，因為，大銀行在國外的代理機構較多，例
如中國銀行在國外很多大城市，如紐約、倫敦、
法蘭克福、東京等都設有網點。如果匯款人在中
行用票匯的方式辦理匯款，取款人可以直接到
中行的國外營業點辦理解付手續。

如果所在地沒有匯出行的營業點，則要到
匯出行指定的托付行辦理，相對來講，在托付行
辦理沒有在直接營業點辦理快捷方便。另外大
銀行的網絡鋪設要廣，相對小銀行，中間周轉的
環節要少一些，匯款的安全性更高。電匯、票匯、
西聯匯款、旅行支票等都可以考慮。

匯款方式
家人與朋友轉帳

目前最常用的方法是通過數名的親屬和朋
友，轉移購房所需資金，每位親友以其名義獲得
投資人的部分投資購房資金，然後分別購買不
超過5萬美元的外匯，將購買的美元從其各自
在中國境內的銀行賬戶匯入開發商的境外銀行
賬戶或投資人的境外賬戶。

利用第三方匯款
首先，投資人將購房資金轉入第三方中國

境內的銀行賬戶中；然後，該第三方將同等金額
的美元從其境外銀行賬戶轉入投資人境外賬戶
或開發商境外賬戶。

通過外管局許可機構辦理大額換匯
外管局近年批准了一些金融機構，如銀行

和基金公司等，試點操作超過5萬美元的大額
換匯和投資服務，投資人通過這些基金公司設
立專項投資計劃，審核後，投資人將整筆大額人
民幣從個人賬戶轉入基金公司，基金公司在向
投資人指定的海外投資賬戶匯款。

境外貸款發放
第四種是通過由境內資產擔保而獲得的境

外貸款。目前，少數指定的中國境內銀行可以提
供此類服務。從本質上說，此類服務並不屬於貨
幣兌換或貨幣轉帳服務，而是境外貸款服務，且
貸款由投資人存放在貸款銀行的境內賬戶提供
的資產擔保。
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購房 全攻略匯款匯款

對美國購屋族而言，首要面臨的選擇就是
要打造新屋還是老屋翻修？答案取决于你的生
活方式、財務狀况及個人特殊考量。有人喜歡節
約的綠建築、有人在乎房屋的功能性、更有人對
于房屋裝潢有獨到見解。

老屋需要額外翻修，但對于某些人來說卻
是個好選擇。例如，你也許鍾情于居住于特定區
域，但該處並沒有合適的新建案，那麼將二手屋
打掉重建或是部分翻修就是極佳的解决方案。
也或許你相當享受自己進行裝潢整修，賦予老
屋新風貌，那麼現成房屋就是個好選擇。綜合以
上，買現成房屋看起來方便且實惠，但你是否完
整考慮過新屋的附加價值？

綠建築
不論你是節能省碳的擁護者或是單純抱持

著保護自然環境的想法，新屋絕對是你的首選。
近期建造的房屋在能源應用之審核標準比舊屋
嚴格。大多新屋的墻、屋頂及門窗都經過認證，
然而老屋的建造標準較松，因此不可能取得新
的能源認證。

當然，你可以重新整修老屋使其通過新檢

驗，但這將會是一筆不小的開銷。老屋的結構配
置和建築用料，也可能阻擋你達到高效能的能
源應用。此外，新屋的空氣過濾系統品質佳，可
減緩家中幼童氣喘及過敏的毛病。

空間使用及電線配置
當你購入現成房屋，所有的內部配置都已

固定，包括隔間、天花板高度及燈具配置等。在
1950年代盛行的正式用餐區、小廚房、衛浴或窗
戶配置，在新世代顯得格格不入。若是購買新屋
，消費者則能參與內部裝潢的過程。此外，現代
人必備的高速網路及通訊系統，年代久遠的老
屋也可能缺乏。而年輕人喜愛的開放式空間，在
傳統房屋承力結構墻的限制下，則會影響空間
規劃。

新屋總價雖然較高，但內部裝潢及重新
整修費用趨近于零
以下為常見裝潢的估計花費：
冷暖氣系統：正常情况下，壁爐有20年以上的
壽命，中央空調則為15年。重新替換整套系統
需花費4000~5000美金。

地板、地毯、磁磚及木頭地板：通常購入二手屋
時，建商會更換全新地毯，但若想升級或更換地
板及磁磚則需自行付費。費用可能落在數千元
到一萬五千美元之間。
屋頂：一般屋頂可使用25年，全新更換花費至
少5000美金起跳。
外墻粉刷：購入新屋，可自行選擇外墻粉刷的顏
色。若是現成房屋重新粉刷至少5000美金。
內部粉刷：同樣地，若購買全新房屋，建商會允
許屋主選擇房間內部的油漆顏色，這是包含在
裝潢內，不需額外費用。而中古屋，一般消費者
會選擇自行購買油漆粉刷，來節省開銷。
廚房：不論是更換內嵌烤箱、瓦斯爐或流理台，
需要預留的資金落在2萬～4萬美金。
主衛浴：約1萬5千美金。

基本上，新屋總價雖然較高，但內部裝潢及
重新整修費用趨近于零。而中古屋的房價，則未
包含以上潛在的改裝費用。

安全警示系統
新屋備有火災警示、煙霧偵測及電線走火

自動斷電系統，屋主無需負擔額外費用。中古屋

則不具備以上警示系統。

房屋貸款
大多數美國建商都提供貸款服務或是轉介

有合作關係的銀行針對消費者的財務狀况來規
劃頭期款、利率及其他貸款項目。許多貸款方案
，甚至能代為支付訂金。而中古屋買賣中，買家
大多是與房地產經紀人進行交易，由于房地產
經紀人不太可能與銀行有直接合作關係，因此
購買中古屋時，買家需要自備的金額較高。

未來變現價值
不論你最終購買了新屋或是中古屋，你下

定决心要住上個幾十年，但計畫總是趕不上變
化，很多人會因為工作搬遷、小孩就學或是快速
增長的家庭成員而需要重新尋找住所。此時，你
的房屋已經不再是新屋，屋齡五年的房子要比
屋齡二十五年的房產要來得有價值。 現在你
知道了新屋及中古屋買賣的考量要素和相關花
費，相信你能夠更有效的做出選擇。
(取材網路)

客制化新居或老屋翻修客制化新居或老屋翻修哪個適合我哪個適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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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願意購買處在風險中的
房子，特別是這些風險隨時都有可能
發生。

8月11開始，路易斯安那州經歷
了“數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洪水覆蓋
該州南部大片地區，導致數萬人被迫
撤離。洪水造成13人死亡，6.1萬所住
房被摧毀或遭破壞。

8月16日，加州南部卡容山口發
生山林大火，燒灼面積已經達到
15000英畝，超過80000人被迫疏散，
聖貝納迪諾縣175座建築被毀。

全美3000多個縣面臨6大自然
災害：地震、洪水、颶風風暴潮、龍捲
風、冰雹以及野火的威脅。房地產調
研公司 ATTOM Data Solutions 對此
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在過去10年
裏，自然災害風險小的縣房價中值增
長比風險大的縣要迅速。同時，過去
五年裏，自然災害最為嚴重 的縣，其
房屋售價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這並不令人震驚，因為沒有人希
望與危險為鄰。

ATTOM還對每個風險創建了索
引，計算出了3000多個縣總的自然災
害風險指數。依據這些數據，《商業內
幕》（Business Insider）整理出了18個
風險指數最高的縣。

布倫瑞克縣，北卡羅來納
（Brunswick County, North
Carolina）

“最高”風險災害：颶風、洪水、野火
銷售年增長：-3%
房價年增值：-1%
房價是否高于全國水平：否

聖克拉拉縣，加利福尼亞（San-
ta Clara County, California）

“最高”風險災害：地震
銷售年增長：-7.7%
房價年增值：7.7%
房價是否高于全國水平：是

邁阿密-戴德縣，佛羅裏達州
（Miami-Dade County, Florida
）

“最高”風險災害：洪水
銷售年增長：-9.7%
房價年增值：6.8%
房價是否高于全國水平：是

馬林縣，加州（Marin County,
California）

“最高”風險災害：洪水
銷售年增長：-8.2%
房價年增值：4.9%
房價是否高于全國水平：是

科利爾縣，佛羅裏達州（Collier
County, Florida）

“最高”風險災害：洪水
銷售年增長：-16.5%

房價年增值：3.7%
房價是否高于全
國水平：是

普盧默斯縣，
加州（Plumas
County, Cali-
fornia）

“最高”風險災害：
地震
銷 售 年 增 長
：-11.7%
房 價 年 增 值：
13.1%
房價是否高于全
國水平：是

埃爾多拉多縣
，加州（El Do-
rado County,
California）

“最高”風險災害：野火
銷售年增長：13.3%
房價年增值：5.5%
房價是否高于全國水平：是

道格拉斯縣，內華達州（Doug-
las County, Nevada）

“最高”風險災害：地震
銷售年增長：-9.53%
房價年增值：6.6%
房價是否高于全國水平：是

三一縣，加州
（Trinity
County, Cali-
fornia）

“最高”風險災害
：洪水
銷 售 年 增 長：
28.6%
房 價 年 增 值：
22.7%
房價是否高于全
國水平：是

圖奧勒米縣，
加 州 （Tu-
olumne
County, Cali-
fornia）

“最高”風險災害：野火
銷售年增長：12.7%
房價年增值：11.2%
房價是否高于全國水平：是

河 濱 縣，加 州（Riverside
County, California）

“最高”風險災害：野火、地震
銷售年增長：2.9%
房價年增值：6.8%
房價是否高于全國水平：是

馬裏波薩縣，加州（Mariposa
County, California）

“最高”風險災害：野火
銷售年增長：2.5%
房價年增值：-0.4%
房價是否高于全國水平：是

聖 塔 克 魯 斯，加 州（Santa
Cruz, California）

“最高”風險災害：地震
銷售年增長：-14.3%
房價年增值：7.4%
房價是否高于全國水平：是

萊克縣，加州（Lake County,
California）

“最高”風險災害：地震
銷售年增長：-6.7%
房價年增值：7.1%
房價是否高于全國水平：否

內 華 達 縣，加 州（Nevada
County, California）

“最高”風險災害：野火
銷售年增長：6.2%
房價年增值：3.7%
房價是否高于全國水平：是

克裏夫蘭縣，俄克拉何馬州
（Cleveland County, Oklaho-
ma）

“最高”風險災害：龍捲風、冰雹
銷售年增長：9.7%
房價年增值：3.5%
房價是否高于全國水平：否

門羅縣，佛羅裏達州（Monroe
County, Florida）

“最高”風險災害：洪水
銷售年增長：-15%
房價年增值：12.1%
房價是否高于全國水平：是

俄克拉何馬縣，俄克拉何馬州
（Oklahoma County, Oklaho-
ma）

“最高”風險災害：龍捲風
銷售年增長：5.7%
房價年增值：4%
房價是否高于全國水平：否
(取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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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貸危機十周年次貸危機十周年
[ 雖然危機後近乎嚴苛的監管已經讓金融

體系的風險大大下降，再度引發次貸危機或金
融危機的可能性極小，但今年唯一的變數是特
朗普政府的“去監管”議程 ]

從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至今，已經
十周年。本屆博鰲論壇也特意舉辦了主題為“次
貸危機十周年”的分論壇。在全球經濟初現復蘇
跡象的當下，健忘的市場只有不忘危機的教訓，
才能更好地把握未來。

“我們預計，截至今年3月末，美國平均地
產價格將回升至危機前的水平，預計未來仍將
面臨上行風險。”美國最大的房地產數據平臺
Zillow集團高級經濟學家特拉薩斯（Aaron Ter-
razas）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年
很多人都忽視了美國房地產的風險，包括時任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如今，首付比例較當年大大
提高，平均在20%，危機前一度降至接近0的水
平；美國的住房擁有率為63.5%，如今更多人選
擇租房，而此前則超過了70%。預計未來美國房
地產仍將持續溫和復甦。”

史無前例的大危機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當時，美國居

民幾乎每天一醒來就會發現房價又跌了一截。
隨後，這場因為房價泡沫疊加衍生品濫用的局
部危機，以野火燎原之勢演化成了一場罕見的
全球金融危機，全球潛在經濟增速也因此永久
性地下了一個台階，至今未能恢復。

但早在2006年初，還有不少在美國的華人
為沒有及時買房而懊惱不已，因為一套此前60
萬美元的別墅漲到了150萬美元。

好景不長，美國房市在極度火爆過後急轉
直下。

“然而，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在2007年 5
月金融危機序幕拉開時，仍稱美國房價全國性
的下跌是不可能的，但其實新世紀金融公司已
經倒閉，因此監管部門對危機並沒有充分的認
識。”厦門國金首席經濟學家郭杰群對第一財經
記者表示，監管失利助推了危機的發生和擴大。

追本溯源，之所以美國房地產會出現危機
前的空前大繁榮，這與低利率環境、監管失利、
衍生品濫用都不無關係。

據當時的外媒報導，2006年的
美國次級貸款高達6400億美元，約為3年前的
兩倍，次貸占到了美國全國房貸市場總規模的
20%；金融公司、對沖基金手中以次貸抵押的債
券總值達到了1萬億美元。據統計，當時13%的
次級貸款已形成了壞賬。

也就在2007年的春天，美國次貸行業開始
全面崩潰，超過20家次貸供應商宣布破產、遭
受巨額損失或尋求被收購。

所謂次貸，就是發放給信用較低的貸款者
的貸款。與普通的按揭貸款不同，次級房貸的簡
單過程如下：信用較低的人從次級放貸機構獲
得貸款；放貸機構將房屋抵押的債權出售給投
資銀行，用收益進行再貸款；投資銀行則將債權
重新包裝成債券，在資本市場發行。相比優質貸
款，次級貸款利率高、收益大，但風險也大。

衍生品濫用引爆系統性風險
如果僅僅是房地產價格的下跌還不足以引

發一場全球金融危機，是結構化產品的濫用才
導致了危機的蔓延。

資產證券化是指，在美國，個人向銀行等放
貸機構申請住房抵押貸款，放貸機構再將住房
抵押貸款作為一種資產“賣給”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等機構。後者將
各種住房抵押貸款打包成“資產支持證券”
（ABS），經由標準普爾等評級公司評級，然後再
出售給保險公司、養老金、對沖基金等投資者。

當MBS（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被賣完，銀
行家發明瞭風險較大的擔保債務憑證（CDO），
然後又發明瞭CDO的CDO，風險不斷升級。一層
套一層，直到人們可以對不屬于自己的資產下
注，然後再也沒有人能說清基礎資產的風險到
底有多大。

CDO指投資銀行通過特殊目的實體（SPV）
收購了一批金融資產（大多為房屋抵押貸款），
然後由SPV發行多種不同清償順序和利率的債
券。風險承受度低的就購買清償優先的債券，風
險承受度高、要求回報高的就購買清償順序靠
後、利率更高的債券。

而信用違約掉期（CDS）當時則成為了為
CDO上的保險。如果債務違約，CDS賣方則需要

向買方支付賠償金；反之，CDS買方則
需要支付保費。當各界都認為房價會
漲時，持有CDS就變成了一個穩賺保費
而不會虧損的買賣。

簡單而言，B 銀行持有 A 銀行的
CDS，而C銀行又向B銀行買這個CDS，
B銀行得以換得流動性。此後，CDS在
市場上不斷被炒作、轉手，最終持有者
可能已為G銀行。據公開資料，危機前
CDS的市場總值已經抬高到了逾60萬
億美元。

此時，高得離譜的房價終于漲不
上去了，買房者不再願意支付次級貸

款的高額利息，房子最終被
拋回了銀行，違約就此發生
。此時A銀行已經有了B銀
行做保險，而其實B銀行已
經將保險賣給了C銀行，這
一環節不斷推進，最終CDS
是在G銀行手中，然而當消
息來臨時，G銀行尚未來得
及轉手，而這批CDS已被降
級，其中有20個違約，大大
超出原先估計的1%~ 2%的
違約率。

粗略計算，如果每個違
約要支付50億美元的保險
金，總共支出達1000億美元
。減去G銀行收到的這500
億美元保險金，加上300億
美元CDS收購費，G銀行的
虧損總計達 800 億美元，G
銀行由此瀕臨倒閉。而如果G銀行倒閉，那麼為
A銀行承擔保險責任的一方便不復存在，A銀
行也將立即面對資不抵債的破產風險。這種循
環也加速了危機的蔓延。

“2015年開始，我當時所在的對沖基金以十
倍槓桿做空MBS，到2016年末轉為做空銀行，
因為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在我們看來已經糟糕到
一無是處。公司在兩年內通過做空賺了將近2
億美元。”一名對沖基金經理對第一財經記者表
示。

然而，這只是一場由流動性支持的“虛假盛
宴”。

事實上，時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也看到
了泡沫的跡象，因此從2003年~2006年，美聯儲
為抑制通脹連續17次加息，將基準利率從1%提
升到5.25%。利率大幅攀升加重了購房者的還
貸負擔，房貸違約不斷出現，這進一步加速了美
國房市泡沫的破裂。

當寬鬆的利率環境不再、房價高漲的預期
漸滅，越來越多的次貸購房者因為房價下跌而
拒絕償還貸款，損失開始瀰漫，最終波及到全球
持有次貸的各類投資者。

美國樓市穩步復甦
為了避免美國陷入蕭條，此後美國政府和

美聯儲的強力救市政策接二連三地出臺。
2008年3月14日，貝爾斯登股價較前一個

交易日暴跌45.9%；3月16日，為防止金融市場
出現災難性暴跌，在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極力
撮合下，貝爾斯登以每股2美元的“跳樓價”賣
給了摩根大通，最終價格提高至10美元。美聯
儲則為這筆並購案提供了大約300億美元的擔
保。

隨後，“兩房”虧損達到了140億美元，股價
在一年內也暴跌了約90%。2008年9月7日，美

國政府再度出手，出資2000億美元接管“兩房”
；2008年9月 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
兄弟宣佈破產。

同年9月19日，時任美國財長保爾森公布
了金融 7000 億美元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
（TARP）。此後，美聯儲為了支持經濟也就此展
開了量化寬鬆（QE）購債計劃，在第一輪QE期
間共購買了1.725萬億美元資產，截至第三輪，
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也已經擴張至4.15萬億美
元。救市政策穩住了經濟，也使得美國搖搖欲墜
的房地產市場企穩。

“我們在2012年預計，當時房地產市場已
經真正見底，並開始復甦。事實證明的確是如此
。”特拉薩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在他看來，“畢竟房子首先是用來住的，投
資屬性並非首要。如今我們也創設了一個住房
抵押貸款指數（mortgage index），這是用來監
測獲得貸款的難易程度。該指數顯示，2012年獲
得貸款較難，而到了2014年和2015年就很容易
了，可見各界對于房地產的信心開始恢復。”

就Zillow觀測，美國房價仍在上升通道，且
未來可能會因庫存不足而面臨上行風險。特拉
薩斯告訴記者：“危機後，長期租房的年輕人在
這幾年漸漸成了首次購房者，推高了購房需求。
反而現在開發商都覺得造房子很貴，一方面因
為庫存下降，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監管因素推
高了建設成本。”

十年轉瞬即逝。雖然危機後近乎嚴苛的監
管已經讓金融體系的風險大大下降，再度引發
次貸危機或金融危機的可能性極小，但今年唯
一的變數是特朗普政府的“去監管”議程。如何
微調《多德—弗蘭克法案》，既降低監管成本又
持續防止危機重現，並激發經濟活力，這或許是
眼下最大的挑戰。(取材網路)

美國樓市回歸危機前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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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報道過，2月份
全國平均銷售價格同比
增長7.2%至260,900元，是
3年來漲幅最強勁的月份。

現在又一條不好的消
息浮出水面。美國房價上
漲，由于美聯儲升息，抵押
貸款利率上漲，最新發現，
美國屋主月月繳的物業管
理費也在上漲。據《財政時
報》（The Fiscal Times）報
道，房地產網站Trulia的一
份新報告顯示，2015年美
國房主平均每月交的物業
管理費為331元，在過去十
年中增長了 32%，漲幅高
過房價或通貨膨脹。這意
味著，每位房主每年支付
的物業費接近4,000元。

在美國有一個屋主協會（HOA，Homeowner Associa-
tion），就是通常所說的物業管理，由住戶（業主）們組成為強
制性參加。它每月向住戶（業主）收取一筆住屋/社區管理費
。這筆費用的用途包括：
‧公共設施維修管理，如有網球場、游泳池、健身房、電梯等
。
‧景觀環境維護，包括庭院草坪修剪除草、灑水灌溉打理、
走道打掃、垃圾清理等。

Trulia的研究發現，之所以管理費用不漲過快，部分原
因是很多住房正在老化，維護的成本增加。另外，房屋面積
大，住房密度低的地區屋主支付的物業費用也會上漲很多。
在下面這幾個城市，居民所支付的物業費尤其高。
紐約（New York City，New York）
物業費：每月$ 571
長島（Long Island，New York）
物業費：每月$ 498
舊金山（San Francisco，California）

物業費：每月$ 463
不過，同住房費用相比，坦帕的居民飽受物業費上漲之

苦，他們支付的費用幾乎占其每月費用的一半。
納什維爾和拉斯維加斯的屋主支付的物業費最低，平

均每月不到200元。

什麼樣的房子要交物業費
美國的房屋類型主要有三種：Single Family House（獨

棟別墅）、Town House（聯排別墅）、Condo（公寓）。

Single Family House不用交物業費
好處：業主可以享有比較大的居住空間和很高的獨立自主
性
壞處：一切都要自己打理，像是除草鏟雪等，東西壞了也是
自己找人修理，加上美國的人工成本可觀，所以其管理及維
修通常是屋主最大的煩惱。

Town House（聯排別墅）、Condo（公寓）要交物業
費

好處：很多打理維護工作都不需要屋主親力親
為
壞外：物業經常會有一些讓人難受的規定，例如
不容許出租房子，或要求統一的外觀，以及不容
許安裝室外衛星天線等。

不交物業費會怎樣
綜合居外網和咕嚕網信息，如果有的業主

拖欠物業費，業主委員會有權通過司法聽證，將
業主的產權進行拍賣，或是在業主將房產挂牌
出售時，將房產扣留，不允許出售，直至業主付
清物業費。

有些州，例如得克薩斯州，業主委員會甚至
不需要經過司法程序就可直接將拖欠物業費業
主的房屋進行拍賣。

以目前加州州法為例，屋主若欠款 1800 元
以上（不包括遲付罰金、債務催討費用、律師費
或利息）並拖欠 12 個月以上，在物業會議上討
論並取得多數住戶同意之後，有權進行接收、拍
賣程序。(取材網路)

在美國 比房價漲得還快的是這個

Single Family House（獨棟別墅）

Town House（聯排別墅） Condo（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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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66教育留學

福布斯權威調查福布斯權威調查：：美國大學美國大學
女生最愛學的女生最愛學的1010個專業個專業

【來源:搜狐教育】
出國留學選擇專業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

專業的重要性有時候甚至超過學校的綜合排名
。大家一定也都聽說中國留學生大部分都選擇
了商科這個說法，那麼美國高校的女生最熱門
的專業又是哪些呢?

根據美國教育部 的統計數據顯示，每年美
國的畢業生中，獲得商學學士學位的占總畢業
生160萬的五分之一左右，約占32萬人次!這也
從側面書證明了商學學士學位是最受美國 高下
畢業生的追崇!不僅僅是因為商學專業的就業範
圍廣泛更是因為該領域的畢業生中期收入中位
數較之其他領域要高出不少!

其實就從男生和女生上來說就是有區別的
，更何況是專業了，一般男生偏愛理科，女生偏
愛文科吧。這都是從上學起共同的認知，更何況
是出國留學所選的專業了。下面看看福布斯雜
誌近日針對性別做了一項最受歡迎的專業的調
查!

2016美國高校最受女生熱門的專業：
10、人文科學專業

美國共有3萬1064名女性獲得人文科學專
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學位總
數的66.2%。

就業推薦：人文科學專業畢業生多從事中
小學教師、寫作、編輯、管理和銷售等工作。

9、英語語言和文學專業
美國共有3萬7357名女性獲得英語語言和

文學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
學位總數的 67.9%。

就業推薦：英語語言和文學專業畢業生多
從事中小學教師、寫作、編輯和銷售等工作。

8、生物和生物醫學科學專業
美國共有4萬6217名女性獲得生物和生物

醫學科學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
學士學位總數的59.4%。

就業推薦：生物和生物醫學科學專業畢業
生多從事研究、教學和醫學技術等工作。

7、信息和信息技術專業
美國共有5萬零664名女性獲得信息和信息

技術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
學位總數的62.5%。

就業推薦：信息和信息技術專業畢業生多
從事銷售、公共關係和管理等工作。

6、視覺和表演藝術專業
美國共有5萬3841名女性獲得視覺和表演

藝術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
學位總數的61.4%。

就業推薦：視覺和表演藝術專業畢業生多
從事中小學教師、設計、形象藝術、表演和娛樂
等工作。

5、心理學專業
美國共有7萬1385名女性獲得心理學專業

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學位總數
的77.1%。

就業推薦：心理學專業畢業生多從事諮詢、
中小學教師和銷售等工作。

4、教育學專業
美國共有8萬零754名女性獲得教育學專業

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學位總數
的78.7%。在美國的中小學中，女性教師的比例
特別高，所以教育學是女性大學生最最著名的

“軟專業”。

就業推薦：教育學專業畢業生多從事中小
學教師工作。

3、社會科學和歷史專業
美國大概有8.25萬女性獲得社會科學和歷

史學士學位!這個專業能夠上榜有令人震驚的。
因為無論是這專業本身還是該專業的就業並不
佔有優勢!

就業推薦：社會科學和歷史專業專業畢業
生多從事中小學教師、銷售和研究等工作。

2、健康專業和相關的臨床科學專業
美國共有9萬4192名女性獲得健康專業和

相關的臨床科學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
類專業學士學位總數的85.4%。

就業推薦：健康專業和相關的臨床科學專
業畢業生多從事護理、理療師等工作。

1、商學專業
美國共有16萬4276名女性獲得商學專業學

士學位，占當年獲得商學專業學士學位總數的
49%。

就業推薦：一般而言，商學院畢業生在管理
、銷售、諮詢和金融領域就業市場廣泛。

美國留學藝術碩士需要多少費用美國留學藝術碩士需要多少費用
【來源:搜狐教育】

毫無疑問，美國留學是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
最熱門選擇。現正值留學美國申請階段，不少同
學申請美國藝術碩士，但是美國藝術碩士的美
國留學費用也是不容小覷的。下面為大家介紹

一下美國藝術碩士的留學費用及美國藝術碩士
的相關信息。

美國藝術類碩士學費相對其他專業要稍高
一些，總體費用由學費、生活費兩大塊組成，學
費尹地區和院校有所區別，私立院校費用相對

就要高許多，而選擇公立院 校則要偏低。學費：
15-20萬，生活費：5-10萬元(美國優秀的藝術類
院校大多集中在較發達地區，所以生活費與學
費都相對較高。

在美國，美學學士通常縮寫為BFA，全稱是
Bachelor of Fine Arts，是
視覺或表演藝術專業教
育 的 本 科 學 位。MFA
(Master of Fine Arts)翻譯
成中文應該是創作碩士，
而非字面上的藝術碩士。
BFA和MFA範疇相當廣
泛，從雕刻、編制、繪畫、
設計、插畫、室內設計、平
面設計、動畫、攝影、電影
，到珠寶設計和多媒體設
計等。MFA 是美國創作
領域中最高的學位，沒有
博士學位。在美國設計界
工作，MFA 就是最高學
位，能夠拿到 MFA 是相
當高的榮譽，不僅能有助

於職業發展，同時也具有大學教書的資格。
在美國沒有類似法國國家高等美術學院和

中國中央美院那樣的中央領導學院存在。紐約，
洛杉磯和芝加哥等城市中都有一些不錯的藝術
學院，但是算不上中央領導 潮流的學府。在音樂
教育上，朱利葉音樂學院可以說是美國第一的，
原因是美國音樂人才集中在紐約，那裡可以聘
請樂團、歌劇院中的專家來兼授課程，以保證擁
有 世界最好的音樂家教員。

而在藝術和設計上美國則沒有一個城市有
這樣的權威地位，全國也沒有具有領導性和獨
一無二地位的高等教育學府。所謂傑出的藝術
院校僅僅是就某個專業而言。比較知名的院校
包括加州藝術學院、紐約大學、帕森斯設計學院
、薩凡納藝術與設計學院、羅德島設計學院、視
覺藝術 學院、舊金山藝術大學、芝加哥美術學院
、克裡富蘭藝術學院和帕森斯設計學院等。以上
就是對美國留學藝術碩士的相關介紹，希望能
夠助大家一臂之力。美國藝術 碩士花費不菲，但
物有所值，它的就業前景令人十分看好，所以打
算留學美國藝術碩士的同學們不用擔心值不值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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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中國小留學生蜂擁赴美，讓
美國公立中學、教會學校敞開大門，大
批小留中介、寄宿家庭應運而生，各地
為中國小留學生量身定做的私立學校
、國際學校更是雨後春筍。“不讓孩子
輸在起跑線”，已不僅是中國父母自發
或競爭所迫的心願，也成為美中兩國
全民參與的另類教育。但是，這股銳不
可擋的留學潮中有多少悲歡與沉浮的
故事？

中國小留學生蜂擁赴美
中國小留學生大批涌進美國南

加州，各地寄宿家庭如雨後春筍。接收
中國小留學生開闢寄宿家庭，近年一
度成為南加不少華洋家庭的“肥水副
業”，不過似乎愈來 愈多寄宿家庭發
現，生活形態與教育方式的落差，使他
們對中國的“小皇帝”、“小皇后”們難
以適從，曾經被許多家庭爭相競搶的

“香餑餑”們，如今不少變成“燙手山
芋”。

寄宿家庭1：非親骨肉分寸難捏
“八年前當聽說中國小留學生希

望學習美國文化，希望來家住一段時
間，我和先生二話不說，對中國小留學
生們充滿期待”，天普市退休白人教師
瑞塔表示，為歡 迎中國學生，她和家
人將自家房間收拾得一塵不染，每天
變著花樣烹飪各種美式食品，“希望中
國孩子不僅在异國他鄉學習美國文化
，也減少思鄉煩擾”。

“但似乎不少中國孩子不大願意
與人交流”，瑞塔表示，尤其是近年來
的中國小留，“常常整天將自己關在房
中”，她說，即便是大家同桌吃飯，她家
小留學生也常常一言不發，“最後變成
我們感覺就是陌生人住在家中，儘管
彼此相處不短時間，還是相當陌生，感
覺不是很舒服”。

但餐桌上惜言如金的小留學生，
回到自己房裏卻口若懸河，“常常深夜
兩、三點還聽到裏面歡聲笑語”，瑞塔
說，她和先生商量再三，最後况定“我
們不掙這錢了”。

“不舒服”的不僅是瑞塔一家。蒙
特利公園市陳先生表示，因為太太長
期賦閑在家，加上經不住國內當年老
同學再三求情，從四年前開始將家中
部分房間辟成“小留學生之家”，每人
每月 1,200元至 1,500美元左右，算是
家中收入不錯的副業。

“但你得忍受小留的生活習慣”，
陳先生表示，“吃完飯不洗碗”，“頭髮
掉一地不收拾”、“煮東西不看火”、“見
面不打招呼”、“出門晚歸不通報”，他

說，前後接待的小留學生將近十個，
“奇怪的是不少小留學生生活習慣驚
人相似”。

陳先生說，有次他太太從外面買
菜回來，驚見爐頭上炒鍋已燒得黃煙
直冒，鍋臺一塌糊塗，“如果不是早回
一步，屋子恐怕都要燒著了！”小留學
生後來承認，是自己放下麵條打電話
忘記看火。陳太太忍不住批評，小留學
生卻滿臉委屈的說：“我在家中從來不
用做飯！”

哈岡近年接待不下十個中國小
留學生的寄養家長朱太太表示，她感
覺中國的孩子們不少是“不食人間煙
火的金枝玉葉”，她家的小留學生女孩
，“床鋪地上全是東 西，鞋子在床上也
視而不見，如果大人不幫忙收拾，就這
樣一直亂著”，孩子就在“垃圾堆”上玩
計算機。更讓她難以忍受的是，小留學
生和國內煲電話粥，作息時 間也顛倒
黑白。朱太太說，有次小留學生家長來
洛，她婉轉表達“半夜不睡對孩子健康
不好”，沒想到孩子媽媽答得爽快：由
著她吧。朱太太表示，小留學生家長
一 副信任不多的樣子，讓她感覺特尷
尬。

寄宿家庭2：若即若離想管也難
中國大批小留學生涌進南加州，

寄宿家庭幾家歡樂幾家愁，離開父母
羽翼的一些小留“無法無天”，曠課、逃
學、深夜不歸，寄養父母不知如何是好
。

“本來都是朋友幫忙，順便也增加
一點家庭收入，但現在那點收入，還抵
不上那份操心和擔憂。”

家住哈岡的邵太太三年前開始，
幫忙大陸的大學同學照顧來美留學的
未成年孩子，後來口耳相傳，大陸朋友
的朋友、同學的同學相繼將自己的“小
留學生”孩子送到邵家，幾年下來，邵
太太心得一大堆，“憂多于安”。

“按照寄養家庭合同規定，孩子出
門需經過寄養家長同意和安排，我們
必須對孩子們的生活、學習、安全負責
”，但現在，她這道封鎖線已全不管用，

“很多時候不是我們寄養父母說了算，
是孩子說了算”。

邵太太家最近接待一個大陸 17
歲女孩，剛在東區一家高中入學不久，
就認識一個同是來自大陸的小留學生
，兩人很快陷入熱戀。

寄宿家庭聽聞風聲，禁止女孩晚
上外出。沒想到女孩為避開驚動寄養
家長，半夜裏從後院翻墻出去，因天黑
墻高，不小心跌傷前額。寄養父母問她

，她只說是不小心碰的。如果不是女孩
後來跟一幫小留學生朋友神吹時說漏
嘴自己的“遭遇”，寄養家庭可能永遠
都會蒙在鼓裏。

煩惱的寄養家庭還遠不只邵太太
一家。同住東區的劉太太和先生最近
一年多次被寄養孩子就讀的學校找上
門，請他們“務必對寄養孩子負責”，哭
笑不得。

“我天天早上8時準時送他到學
校門口”，但劉先生萬萬沒有想到的是
，他常常前腳剛走，17歲的寄宿小留學
生男孩後腳就被一名同在洛杉磯留學
的孩子接走，上游戲店、去KTV，或去
其他小留學生家打麻將，有時幾個小
留學生一起打出租車到South Coast
Plaza海買。按學校規定，每位同學一
學期請假不能超過十天，否則需出具
醫師證明。但這也難不倒這位小留。他
通過其他同學認識當地的一位華人醫
師，“每 次給60美元，換三天病假證明
”。

“我們做寄養父母的，真是左右為
難”，一位寄宿家庭太太表示，對小留
學生的問題，不能不說，但說重了，或
者孩子國內父母打電話來詢問，他們
馬上會給你臉色看，好幾天不理你。

一位寄宿家庭家長表示，學校明
文規定孩子不能抽煙，他們全家也從
來沒人抽煙，但最近後院時常發現成
堆的煙頭。詢問寄養小留學生，他剛開
始不承認，最後居然回答說：“我爸都
不管，你管得著嗎？”

一邊鞭長莫及，一邊無所適從，讓
小留學生對親身父母和寄養家長，若
即若離。
小留學生：文化加飲食現實落差大

今年中國農曆新年，南加中國小
留學生寄宿家庭曾驚爆“大陸爹媽找
不到留美孩”，嚇得兩岸家長魂不守舍
，最後卻發現是小留學生擅自飛回老
家，因為“過年想家”，更因為“忍受不
了美國生活”，不辭而別，不告而返，卻
不敢面對父母和寄宿家庭。

核桃市張先生小年夜突然接到
廣東老友徐先生電話，說是“寶貝女兒
失蹤了”，“我們除夕給孩子打了不下
20通電話，手機、學校、寄宿家庭，全
都沒有”。活 活一個16、17歲的孩子全
然不知去向，嚇壞了全家。張先生也急
得像熱鍋螞蟻，電話打遍洛城熟人，最
後終于從一位友人得知：“前兩天她說
想家要回去過年，我送她去的機場”。

兩、三個小時後，大陸老友再來電
話，“孩子找到了”，老友告訴張先生，

寶貝女兒確實獨自回了國，但擔心家
人不同意，先斬後奏，到了家不敢見父
母，只好除夕夜躲在自家車庫不上樓。

“女兒還說受不了美國，不回去了”。
徐先生16歲的女兒去年秋天到

南加留學，在聖塔芭芭拉一家教會高
中就讀，同行的還有兩位也是廣東女
孩。三個女孩同進同出，形影不離。不
料兩個女孩去年寒假回家，本來說好
假滿返校，卻臨時况定“不再去美國了
”，“因為受不了天天讀聖經，天天三明
治、炸雞和蔬菜色拉”。

無獨有偶，近年幫朋友接待過多
位中國小留學生的陳太太表示，她認
識的小留學生中，現在“差不多走了三
分之一”，有點跌破眼鏡。

她年前幫忙一位大陸友人的孩子
來美留學，進入哈岡威爾森高中就讀，
按家長意願住進了一戶墨西哥人家。
不久孩子卻打電話向她抱怨“墨西哥
寄宿家庭洗澡不關門”。

陳太太表示，她認識的小留學生
也有抱怨寄宿家庭管教太嚴，不輕易
讓孩子出門。有次一個孩子多次打電
話給她，請她幫忙周末接出去吃頓中
餐解饞，她給寄宿家庭打電話說明情
况，“但等到再想具體約時間帶孩子出
來，監護人再不接聽電話”。

寄養家庭的嚴格和一些小留學
生從小養成的寬鬆，似有很大落差，陳
太太表示，她朋友過來留學的孩子
中不少人來自富裕人家，“有次我去
機場接孩子，下來的兩 個全身都是
名牌”，陳太太說，一個女孩的行李
包，大、中、小全套都是大牌子。不少
小留學生寒假暑假更是一定回國，

“買機票時，價格連問都不問一下”。
小留學生2：五狗同吃飯三年沒好

友
但小留學生中“一肚子苦水”的

也不少。
“我來美國三年，沒交到一個知

心好友”。來自深圳的陳同學表示，
他來美國時已是高中一年級，直接
對接進入這裏的十年級，“本地學生
都開始衝刺大學”，根本沒人注意他
這個外國學生。“我們這些外來人，
自然只有小圈子”。

語言自己摸索，文化自己適應，
連飲食都不能隨心所欲，而比“小圈
子”更無奈的是“中國小留”的標簽。
陳同學表示，他的班上大多數都是
來自中國的國際學生，本地學生雖
是少數，但“從他們的眼神和言談中
可以看出，他們根本看不起我們這

些小留學生”。
“FOB(Fresh of boat)”已不是第

一次聽到，陳同學表示，有次他聽到一
幫本地同學正在討論中國小留學生，

“很有錢，但很傻”。陳同學表示，他身
邊確實有很多小留學生“花錢如流水
”，而他隻身一人來美留學，父母雖經
商有成，但自己“每月的零花錢不超過
150美元”。

但不管自己多努力，都感覺很難
摘掉這個“有錢而傻”的標簽，“挺難過
的”。

不到16歲即來美留學的另一位
陳同學表示，離開父母异國求學的最
大挑戰不是學業和語言，而是生活環
境。“當你感覺無法改變的時候，很難
過”。

陳同學表示，她居住的寄宿家庭，
是一對大陸和臺灣夫婦開辦的“小留
學生之家”。除了主人一家四口，還有
她和另外一位留學生，外加五隻狗狗。

由于主人對狗狗寵愛有加，“我們
吃飯狗狗就在腳邊轉悠”，滿屋的狗味
和狗毛，對從來沒有養過寵物的小留
學生是個不小的挑戰。

“最難過的是吃‘大鍋飯、大鍋菜
’”，陳同學解釋，寄宿家庭經常幾個菜
煮上幾大鍋，“每天加熱後再吃”，“常
常三、四天吃不完，不吃完主人不做新
菜，我們只能繼續吃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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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上大學到底需要多少錢在美國上大學到底需要多少錢？？
【來源:搜狐教育】

美國念大學，一直都是一項非常
燒錢的活動。且不說買奢侈品花的錢，
光是學費、房租、吃飯的錢，就已經夠
大家喝一壺的了。另外，在一些偏遠城
鎮，車子也是必需品，買車又要花掉少
說一萬刀。那麼，綜合來講，在美國讀
書一共花多少錢？主頁君幫你算一筆
賬。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高中畢業生和
本科生來美國讀本科或轉學來美國讀
本讀研。面對日益增長的學費，也是很
頭疼的問題。留學對於普通家庭來說
不是一筆小的數目。來美留學後，普通
家庭可能面臨幾年內都要勒緊褲腰帶
的情況，甚至要賣房賣車來支付巨額
的費用。

儘管送孩子出國留學之風盛行背
後的原因很複雜，但不管出自什麼目
的，只要選擇了這條路第一件事就得
籌錢（當然巨富的人家除外），因為這
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到美國留學的
費用主要有以下幾個部分

學校收的部分：這其中包括學費
（Tuition）、住宿（Room charge）、伙食
（Board rate）、書本（Book）、和日用雜
項（Miscellaneous expenses）等。

個人必須消費的部分：車旅費（含
國際機票）、手機等通訊工具、非移民
身份文件含簽證等費用、醫療和人身
保險等。

一、美國大學的收費
美國公立大學的學費（Tuition）在

本州和外州（含國際）學生之間是有著
巨大差別的，而私立大學則一視同仁，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公立大學的部分預
算來自州政府的稅收，而外州或外國
學生的家庭沒有在所在州納稅，所以
不能享受這種福利。

和昂貴的私立學校相比，就讀公
立學校要便宜得多。美國 4 年制公立
大學平均每年的學費僅為 8000 美元
左右。

公立學校當中，最昂貴的當屬匹
茲堡大學，本州學生前來就讀，每年需
交納學費1.71萬美元。緊隨其後的是
賓州州立大學、新罕布什爾大學和科
羅拉多礦業大學，每年學費均在1.5萬
美元以上。

在全美國最昂貴的 20 所公立學
校當中，幾乎一半在賓夕法尼亞州。除
了匹茲堡大學之外，還有賓夕法尼亞
理工大學、坦普大學。賓州州立大學的
4個校區也分別榜上有名，其學費均高
於1.4萬美元。

2015 年 USNEWS 美國大學綜合

排名及學費一覽表
二、個人消費

１、車旅費：
美國國內和往返國際

機票費用等，按北京和華
盛頓之間的往返機票算，
按季節不同經濟艙可以在
1000-3000 美元（含稅）之
間不等，學生放假期間恰
是旅遊熱季，如果不是很
提前購票的話常常價格奇
高。

２、非移民身份文件
含簽證費用：

學生多數持F-1學生
簽證，這是一種非移民簽
證，一旦簽證過期離境後
需要憑藉有效 I-20 表格
再簽證回到美國，所以在
考慮國際旅費的同時還要
考慮相關簽證的費用。

３、手機和上網等費
用：

美國大學到處都有無
線上網，若是住在校園內
則學雜費已經包括了這一
部分，住在校外的需要考
慮，電視纜線上網一般一
個月四十美元左右。手機
取決於所簽的方案，每個
月可以從三十美元到一百
多美元不等。

４、汽油和行車保險：
美國是一個車輪上的民族，處於

郊區的大學沒有車的話幾乎寸步難行
，買車是一筆固定支出，修車則很難預
計，汽油現在每加侖在三美元上下，取
決於每年開多少英里支出可能不等，
未婚的年輕人行車保險很貴，在汽車
這一塊上一個月支出四、五百美元幾
乎不費吹灰之力。

５、醫療和人生保險：
這是極其重要的，也是很多中國

家長和留學生忽略了的部分，絕大部
分美國大學都出臺了一系列硬性的新
規定，比如哈佛大學就要求國際學生
必須出具美國保險公 司的醫療保險
證明，否則必須繳納健康保險年費才
能入學，而且自己購買的醫療保險要
涵蓋緊急情況下國際醫療運輸的費用
。一年兩千多的醫療保險在美國實在
算不 上很貴，但是一旦生病的話，沒
有保險看一個簡單的感冒發燒都要四
、五百美元，更別說其它的了

三、美國大學的獎學金，助學金、貸
款、和勤工儉學

1、基 於 成 就 的 獎 學 金（Merit
Based scholarship）

這有點類似中國的獎學金。美國
有部分大學提供這類獎學金，其中包
括：約翰霍普金斯、杜克大學、南加州
大學、西北大學、芝加哥大學、華盛頓
大學等。學生需 要額外單獨申請這一
類獎學金（寫申請作文，提供推薦信
等）。但這些年經濟不好，這類獎學金
嚴重縮水，而且競爭慘烈，入校後的四
年之內要保住這一類獎學金的話，還
必須保持一定的成績（GPA）和其他
的附帶條件。

２、基 於 需 求 的 獎 學 金（Need
Based Scholarship）這有點像中國的助
學金，美國大多數的學校都提供這種
獎學金，只要夠錄取標準，是否獲得這
種獎學金只取決於家庭條件，與學習
成績，才藝，體育表現等無關，但國內
媒體常一鍋粥把它也稱為獎學金。美
國幾乎所有的常春藤盟校、斯坦福、
MIT、加州理工等只設立這種基於需
求的獎學金，而沒有基於成就的獎學

金。非常 值得意的是，這幾年這種獎
學金也在嚴重縮水，美國學生能拿到
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了，頒給國際學生
已經招來美國學生的抗議和媒體的關
注，因為在美國納稅人的權 益是不容
侵犯的，所以對中國留學生的前景極
不樂觀。

３、貸款
這是需要償

還的資助，所以對
國際學生來說基
本上是不大可能
的。

４、勤工儉學
學生簽證是

不准在校園外打
工的，一旦違反被
發現的話，會直接
被吊銷學生簽證，
因為這觸犯了移
民法。在校園裡打
工是允許的，但在
校園找工作是和

美國孩子在競爭，語言和經驗都處於
劣勢；而且，以我幾年來每學期帶將近
20個學生助理的經歷來看，美國學生
一個星期工作 10 個小時已經有點力
不從心，要是工作 20 個小時的話，對
語言尚有壓力的外國學生來說，能保
持住不錯的成績簡直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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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在留學過程中，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
位證是必不可少的學術材料，那今天就讓百利天下留學和大家
一起來瞭解它們的作用是什麼，應該去哪開以及如何開具這些
材料等內容。

作用
成績單是展示申請者之前的學習水平、能力、背景和成果，

也是學校判斷留學生是否符合其入學要求的重要憑證。通過成
績單可以看出申請人是否具備所申請專業 所要求的一些前提課
程及其背景，以及學校非常看重的GPA。美國研究生和博士的申
請要求申請人必須具備本科學位。對于已經畢業且拿到畢業證
學位證的申請人 來說，只需提供畢業證和學位證即可，但是有一
部分申請人在申請學校的時候還沒有畢業，還沒有拿到學位，那
這時需要由學生出具在讀證明表明申請人目前還是 在讀的學生
，畢業後就可以拿到畢業證、學位證，這樣就符合美國碩士和博
士申請對于申請人必須具備本科學位的要求了。

辦理機構
我國大學的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一般由教務

處，學院或者檔案館開具成績單。具體以所在學校要求為準。

如何開具
針對學生目前所擁有的學位及其修讀方式的不同，材料開

具的類型分為以下幾種：
（1）統招本科在讀學生：針對本科大三在讀的學生，一般申請的
是次年的秋季的碩士和博士，需要開具本科期間前三年的中英
文成績單（如截止日期較晚，學生已經擁有了大四上的成績，則
可以開具三年半的成績單），畢業離校之前辦理四年完整的成績
單帶到美國院校。
（2）統招本科畢業的學生：針對本科畢業的學生，需要開具本科
四年的中英文成績單；學生拿到中文畢業證學位證後，進行複印

，同時拿著翻譯好的英文畢業證學位
證明根據自己學校的規定到相應機
構進行蓋章。
（3）統招研究生在讀學生：針對研究
生在讀的學生，請參考（（2）本科畢業
的學生）開具本科中英文成績單。同
時開具研究生階段已經完成課程的
中英文成績單和研究生階段的中英
文在讀證明。
（4）統招研究生畢業的學生：針對研
究生畢業的學生，請參考（（2）本科畢
業的學生）開具本科中英文成績單，
同時開具整個研究生階段的所有的
中英文成績 單；學生獲得研究生階段
的畢業證和學位證後，要複印原件，
同時帶著翻譯好的英文畢業證和學
位證根據自己學校的規定到相應機
構進行蓋章。
（5）雙學位的學生：針對雙學位的學
生，如果學生申請的專業和自己修讀
的第二專業沒有多大關係，申請人則
可以選擇性的提供或者不提供第二
專業的學術材 料，但是第一學位的學
術材料是一定要提供的；如果學生申
請的專業和自己修讀的第二專業更
加相近，則第一和第二學位的學術材料都需要提供。
（6）海外項目的學生：針對有些申請人本身本科四年就是在中國
以外的國家讀的，申請人則需要要求自己所在的國外院校直接
提供成績單學位證給所申請的美國 院校；對于本科讀的是2+2

項目及其類型的國
內外合作辦學項目，
申請者需要同時開
具國內和國外兩個
學校的成績單，在讀
證明/畢業證學位證
。
（7）專接本/專升本
的學生：對于專接
本/專升本的申請者
，學生需要開具在專
科期間和本科期間
的中英文成績單；專
科期間的畢業證中
英文，及其本科期間
的在讀證明中英文
（在讀生）或者畢業
證學位證中英文（畢
業生）。

開具時間
開具時間一般

在申請當年的 9 月
份，如學生申請時是
大三的學生，則需要
在大四一開學，也就

是9月份就去找相應機構進行開具。

開具的數量
成績單開具的數量是申請學校的數量的1.5倍。之所以準備

這麼多成績單，第一，有的學校成績單需要郵寄兩份；第二，申請
季時，學校因為忙碌，導致學生的 材料丟失，不得不讓學生重新
郵寄材料；第三簽證季和入學時，學生仍然需要提供自己的成績
單等材料，寧多勿少。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開具的數量是申
請學校 的1.5倍，原因參考成績單開具數量。

注意須知
我們介紹了成績單開具的類型和注意點，下面給大家說一

下成績單辦理的須知：
* 請提前詢問學校相關部門是否有英文成績單，中英文在讀證
明/畢業證學位證；
* 沒有英文的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的，此時需要學生自
己翻譯成績單；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均需蓋公章；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都需要提交給國外學校；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需用膠水密封在學校的
信封裏；
*密封好以後，需要在信封的封口處，騎縫蓋學校的公章；
* 如果學校的成績單上是以優良中差來評判的，請學校提供評判
的分數區間；
* 某些學校對于學生自己翻譯的成績單不予以蓋章，此時需要學
生到公證處做成績單公章，學校才予以蓋章；
*有些國外的大學會針對國際生申請的專業要求做成績認證，此
時學生要在學校指定的機構做成績單認證，認證完後，該機構直
接會把認證報告寄到所學生指定的學校。

好了，親愛的留學小夥伴們，以上就是百利天下留學為您製
作的學術類材料的開具的注意事項，您瞭解了嗎？

美國留學美國留學不可小覷的那些證不可小覷的那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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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搜狐留學】
1.電氣工程及自動化
自從知道我學“電氣工程及自動

化”，每次過年回家都有親戚朋友鄰居
上門來求幫忙：喂！過來看下吧！我家
冰箱/電視/洗衣機/拖拉機又壞掉了！

【真相】只要專業選得好，天天閉
門在備考！工程數學、概率論、電路、小
電拖、數電、大電拖……累感不愛。但
電器維修那些真心不會啊！

2.心理學
媽媽知道我被心理學系錄取後就

一臉失望，說早知道直接送我學算命、
看手相去了，上什麼大學！

【真相】屬花大力氣系統學習之後
發現並沒有太多“確定”東西的一門學
科，基本就每天背概念。

3.土木工程
為什麼學了土木工程這個專業，

人家就以為我以後要當包工頭、挖鐵
道的那種。其實人家是去當工程師，工
程師，工程師的好不好？

【真相】進入土木工程專業，天天
要和牛頓打交道，力學，力學，力學。嗯
，相互作用的那種力學，我選了它，它
也選了我，從此過上了幸福的日子

……
4.計算機
聽說我是學計算機的，周圍人買

電腦、買相機、中毒了、沒網了都來找
我，當我是網管麼？計算機科學明明是
個包羅萬象、博大精深的專業！而且你
們說的那些其實我也不太懂好嗎！

【真相】校友說：“自從學了計算機
，人老了很多。頭髮掉了一圈，皮膚變
蠟黃了，全身都是因為長期輻射留下
的紅斑。”

5.考古學
考古學確實是個冷門專業，如果

你不想去一線考古鑒寶，還能去高校
搞研究。但別人一聽到我是學考古的，
頭腦立刻浮現出我後半輩子拿鏟子、
鐵鍬在荒郊野嶺的畫面。

【真相】更多的時候，我們是在外
面東奔西跑，又土又窮，有可能一個月
洗不上一次澡。如果去沙漠裡搞考古，
搞不好就回不來了。

6.食品科學與工程
高考放榜吃喜宴，同學們紛紛向

我表示羡慕，因為我被錄取為食品科
學與工程專業，在他們看來，那意味著
每天的內容就是變著花樣吃好吃的，

而且不用花自己一分錢！
【真相】課超多，物理

化學生物數學全部要學，
成為工科狗。而且無論去
食品廠還是做檢驗都很
勞累，要麼對著轟鳴的機
器，要麼對著各種藥水和
瓶瓶罐罐！

7.鐵道工程
我的大學是在石家

莊鐵道學院上的，學鐵道
工程，每次剛報完學校名
字還沒來得及解釋，別人
就一拍腦門：哦！以後賣
火車票是吧，春節我買不
到票找你啊。

【真相】官方材料是
這麼說的，“培養掌握高
速鐵路線路工程專業技
能，能從事高速線、橋隧
工程的施工、維護保養工
作的高級專門應用性人
才”。嗯，沒錯，我就是賣
火車票的。

8.會計
首先，會計是屬工商

管理的，不是經貿的，當
然，也有學校把它歸在財

經或者是經管學院。其次，我們不是坐
在前臺或者是財務處作報銷的。最後，
我們真的是實打實的專業。

【真相】你都不知道有多少證要考
。

9.建築學
在不少人眼裡，如果大學和建築

學、建築專業扯上關係，那就意味著每
個學期必修科目是搬磚頭、運沙子、攪
水泥、焊鋼筋、蓋房子……

【真相】好多物理方面的理論，力
學、材料力學、結構力學都要學，還有
電學，超級高大上好嗎！總之，一入土
木深似海，身心都會被虐，但肯定不是
你想的那樣！

10.金融學
每次回家最怕見到各種阿姨，自

從知道了我是學金融的，她們總是熱
情地追到家裡問該不該趁著低點多囤
點黃金，買什麼股票能賺大錢，哪家保
險公司靠譜。

【真相】感覺自己就是個數錢的，
還是幫別人數錢，偶爾還得賣保險、賣
化肥……數學高考沒到一百三的新生
們(尤其文科生)就不要報會計、審計、
金融等對數學要求高的專業，否則你

會後悔的。
11.機械專業
人家一聽到學機械，就覺得我是

操作機子的，比如繡花機、縫紉機、果
汁機啥的。其實我真不會這些，真的是
不會，不騙你們的。

【真相】機械專業單身率極高，嗯，
這個確實有道理。機械專業一個班有
多少人？嗯，50號人左右。有多少個女
生？嗯，讓我來數一下。呃呃呃，誰是女
生，自覺站出來……

12.信息與電子工程
我是信息與電子工程學院的，別

人總說這專業以後最多就是電焊，其
實我們學的是妥妥的高科技好嗎。

【真相】這到底是個什麼專業，在
畢業這麼多年後仍不明白。當時給我
們做專業實習指導的是鍋爐房的大叔
。其實這個還是蠻賺錢的，比如你能有
幸去到什麼國家電網，國家電網，國家
電網工作。

13.生物工程
我是學生物工程的，在小夥伴的

眼裡，生物工程=獸醫=熟悉一切生物
=改造人類=一切奇怪的東西。後來，
我去藥廠工作，居然有好多人問我：你
一學生物的去藥廠搗什麼亂？

【真相】對，工程就是意味著要上
一大堆理論課，起早貪黑做實驗，更要
命的是冒著生命危險跟各種有毒試劑
打交道。考試就是背誦，然後記下了，
搬到試卷上。是種上不著天，下不著地
，聽著很高大上，實際上呵呵呵的專業
。

14.公共事業管理
有一次，我和一個朋友說我是學

公共事業管理的，他說是不是畢業後
就要去掃大街或者去居委會接大媽們
的班……

【真相】什麼都學，然後一樣都學
不精。這個專業的同學除了考研、考公
務員或者進事業單位以外，也有不少
人找不到工作。嗯，我說的不是我。

15.地質專業
最慘的是地質專業，都不好意思

和別人講起，每次剛自報家門，就看著
人家一臉鄙夷+嘲諷的表情：還不是背
著包裹滿山跑，挖煤挖礦？

【真相】其實你不知道，好多國家
領導人都出自于地質專業。你說得對，
我們確實要下井，不過都是參觀而已，
怎麼會讓我們動手呢！

16.電力專業
一聽到電力專業，人家就想到電

工，或者一個工人在爬電線杆的場面。
確實，我們實習或者在操作中有做過
這種工作，但是這並不代表這個專業
很low，而且掙得到錢才重要。

【真相】電力行業雖然作為傳統行
業，但它的吸金能力絲毫不亞於其他
新興行業。你在電力專業讀書，恐怕最
常聽到的一句話便是“畢業後去 XX
電網工作就好了。”

17.物理學專業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專業的要求：
1．掌握數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

法，具有較高的數學修養；
2．掌握堅實的、系統的物理學基

礎理論及較廣泛的物理學基本知識和
基本實驗方法，具有一定的基礎科學
研究能力和應用開發能力；

3．瞭解相近專業的一般原理和知
識；

4．瞭解物理學發展的前沿和科學
發展的總體趨勢；

5．瞭解國家科學技術、知識產權
等有關政策和法規……

【真相】太難太坑了，不搞科研沒
啥用，要做科研你也得有那能力啊。

18.國貿專業
聽著果然高大上，想當初我也是

這樣被坑進了國際經濟貿易專業。一
想想可以學點經濟金融知識，又有國
際形勢的大局觀，同時還能進行商務
貿易工作，真是倍兒爽。

【真相】其實說到底，這個專業學
得就是太雜太亂太多了，不專業，理論
知識特別枯燥和繁雜。如果你能堅持
下去深入鑽研，還是不錯的。當然，只
是如果。

19.電子商務專業
最近幾年，電子商務火得不行，致

使一片學生撲倒在了她溫柔的懷抱裡
，夢想著一夜暴富，融資，天使輪，心好
累。

【真相】大概報名讀這個專業只是
喜歡“電子商務”這四個字吧。

20.醫學專業
你們只看到了吳階平，鐘南山，白

求恩……
【真相】不說了，說多了都是淚。
每個專業都有自己的委屈，但是

也有自己的輝煌。古語有雲：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狀元。奮鬥的青春才是最美
麗的。不管你專業在不在裡面，奮鬥就
在那裡，不離不棄！看好你！

大學生吐槽最受委屈的
20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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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010情感熱線

1、只有在你面前时才扭扭捏捏
吞吞吐吐

男人是一种奇怪动物。和他看不上

的女人说话时，他表现得十分自然大方

，仿佛兄弟。和他看上的女人说话时，

则表现得有点扭捏。并非缺乏正面女人

的勇气，而是心底不由自主的害羞在作

祟。对了，还有一种伴发症，就是说话

吞吞吐吐。他并非口吃，而是不知道怎

么表达才显得好意思。

2、给你讲他的情感经历

每一个人，小时候的故事极其重要

，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决定一

个人的性格。男人或许不知道这一点，

但是，他给女人讲述他小时候的故事，

就是想让女人充分了解他。同时，勾起

女人讲述她小时候的故事的欲望，从而

达到充分了解她的目的。小时候的故事

讲完了，他还会讲之后的故事。尤其情

感故事。

3、喜欢你喜欢的，讨厌你讨厌
的

看上女人后，男人会千方百计从形

式上和思想上，与女人保持一致。但是

，保持一致并非易事。所以，男人只能

采取简单措施。比如女人喜欢唱歌跳舞

，他也喜欢唱歌跳舞;女人喜欢琴棋书

画，他也喜欢琴棋书画。又比如女人讨

厌唱歌跳舞，他也讨厌唱歌跳舞;女人

讨厌琴棋书画，他也讨厌琴棋书画。当

然，他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是真讨厌

还是假讨厌，则不得而知。总之，他是

和女人统一战线。

4、关心你的朋友和朋友圈

男人一向圆滑。没看上女人前，他

对女人的朋友不甚理睬。一旦看上女人

后，他对女人的朋友则奉如贵宾，热情

高涨得不行。假如他请女人吃饭，他会

兴高采烈毫不犹豫把女人的朋友一起叫

上。但是，他绝对不会私下请女人的朋

友吃饭。除非，他想通过女人的朋友达

到了解或接近女人的目的。如果女人的

朋友要对她不利，他对此也会很着急，

反应奇怪。

5、经常给你打电话，有时只是
一些无挂紧要的小事

借口，是沟通的桥梁。没有借口，

就不好说话。男人看上女人后，就会很

想和女人多多说话。但是，拿起电话又

不知道说什么，也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借

口。然而，说话的欲望在催促。于是，

他只好编织一些无关痛痒的借口。比如

你今天吃饭了吗，你觉得天气如何，你

正在忙什么，诸如此类。他不在乎借口

内容，他只想和女人说话，听听女人的

声音。特别是一些无聊事，翻来覆去地

说，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了。

6、表面看起来和你保持距离，
有机会就偷偷靠近

男人也有腼腆的一面。但是，腼腆

起来却显得有些虚伪。看上女人后，他

还不敢与女人紧挨着走路。尽管他心里

很想紧挨着。所以，只好控制住自己，

故意保持一点距离。但是，一直保持距

离会让心里不太舒服。于是，他就努力

寻找机会，偶尔碰一下女人，象征性地

靠近，让心里得到一些满足。

7、借机和你多说话

靠近女人有很多手段。对于这些手

段，男人十分擅长挖掘。为了靠近，男

人甘愿假扮傻蛋，懂装不懂，故意向女

人请教。请教多了，一来显得男人谦虚

，二来男人可以增进与女人的关系。比

如，男人原本会做这一道菜，但是他偏

偏装不懂，然后故意向女人请教。女人

以为他真不懂，于是认真赐教。当男人

用高超的厨艺做出来这一道菜时，不仅

可以让女人产生一种孺子可教的快感，

也可以给男人找到一个感激女人的借口

。有了感激，深了感情。

8、努力在你的面前表现他的风
度

有风度的男人，女人看着当然舒

服。然而，一直有风度的男人，很少

。或者说，男人再怎么有风度，也是

看场合看对象的。和看上的女人在一

起时，无论待人还是接物，他当然要

表现出绅士风度，能够多绅士就努力

多绅士。因为，他深深知道，风度可

以感动女人。尽管一旦和女人分开后

，有多邋遢就多邋遢，有多粗鲁就多

粗鲁。所以说，男人多虚伪。但是，

虚伪得很有技巧，让女人很喜欢。女

人就是这么矛盾，明知道他的伪装，

心里还是很乐意接受。

9、时不时送你一些小礼物

对女人，当只停留在看上而还没得

到的阶段时，男人往往不会下大成本。

当然，也有为了得到女人而下大成本的

。不过，为数不多。然而，不下大成本

并不意味着不下成本。不下成本，只有

死路一条。所以，男人只好下一些小成

本，久不久送给女人一些小东西，以求

女人欢心。即使女人不接受，他也损失

不大。其实，女人很容易知足，小东西

也会让她大欢喜。这样在她现在，就对

他有了好印象，这就是他想要得到的结

果。

10、乐于和你发短信

对于看不上的女人，若非有什么

事务，男人不会随便给她打电话。然

而，对于看上的女人，男人给她打多

少电话也纯属正常。可是，电话是用

嘴说，有的话很好意思说，有的话不

好意思说。所以，打完电话后，男人

往往余兴未尽，心里还有不好意思用

嘴说的话。于是，只好通过短信，抒

发抒发。可别小看了短信的功能，说

不定某一条短信一不小心就成就了伟

大关系呢。另一方面说，电话和短信

各有优势，可以分别表达不同的心情

和话语。短信的文字，更能表达意犹

未尽和第二层意思。

都说男人是很现实的生物，如果他

对你有兴趣，会用尽方法引起你的注意

，让你知道。如果他只是想和你搞暧昧

或者来一段露水情缘，那就没必要下这

么多心思了。擦亮眼睛，抓住那个真的

爱你的他哦。

男人墜入愛河也會充滿小情緒
男人坠入爱河，也有和女性差不多的状态哦。
不太确定他是否爱上你？俗话说，女人投入爱河的时候恨不得倒贴一切，其实男人坠

入爱河，也有差不多的状态哦，让我们来一起学习怎么分辨吧。

就算你们性生活美满无比，但

他仍热衷色情影碟？专家认为，性

爱需要互相取悦，但男人更重视视

觉刺激，故为了这种自我满足而观

看色情影碟。但底线是：偶尔为之

且不能用做比较批评。

老实男人是一流男友

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专

一的男人的智商比不忠的男人高，

因为聪明的男人更能克服原始冲动

而信守爱情承诺。

热爱色情电影不是坏事

就算你们性生活美满无比，但

他仍热衷色情影碟？专家认为，性

爱需要互相取悦，但男人更重视视

觉刺激，故为了这种自我满足而观

看色情影碟。但底线是：偶尔为之

且不能用做比较批评。

拜金女不讨男人喜欢

大多数男人认为，热爱名牌包

包的女人肤浅而盲目。她们缺乏安

全感，也不自信，只有靠拥有这些

昂贵的名牌包包，才能帮她们建立

起自信，让她们感觉到自己很重要

。

文雅男人亦暴烈

你可能正在为遇到了一个温文

尔雅的男人而暗自庆幸，专家却认

为，极端的冷静反而是一大警讯。

男人压抑负面情绪是为了避免冲突

，但压抑过度，到了无法忍受的地

步，就会以较为极端的方式将不满

与愤怒发泄出来。以下方法或许对

你有所帮助。

可进行某些侧面而非正面的身

体接触，当然不是和他做爱，例如

可以一起玩游戏机、看世界杯。接

着带出话题：“如果我的感觉不错

的话，你好像有许多心事啊。”然

后沉默一段时间，让他好好思考该

如何回答。等他开口时，你一定要

仔细倾听，即使你不同意，亦要控

制情绪，等他把话说完。否则，他

便不能如实相告。

男人最想要的香艳选择

根据美国的一份研究，20—26

岁的年轻人，三分之一曾通过手机

、即时通信工具或电邮发送自己的

艳照，59%曾交换过色情资讯。以下

是根据网络投票结果得出的男人最

想得到的香艳选择。

40%写有女方将对男伴做出色情

举动的纸条

12%女方讲述两性秘密的热辣短

信

9%向男伴摆出性感姿势的照片

29%女方裸照

10%泄露事业线的俯视角度照片

有时候男人好色
并不是坏事?!

大千世界

德国首都柏林的博德博物馆，

一枚重达100公斤的“超级金币”

被窃贼偷走。据估算，这枚金币目

前价值450万美元。

报道称，虽然馆方列出该枚

金币的面值为100万美元，但以目

前市价计算，单是100公斤黄金，

便已约值450万美元。当局正调查

案件，暂未拘捕任何人。

德国警方表示，事后在附近

的火车路轨发现一把长梯，相信

窃贼使用该长梯，于27日凌晨约3

时30分从窗户潜入博物馆偷窃。

为方便调查工作，附近一带的列

车服务一度暂停。

被盗金币属“大针枫叶”，

由加拿大皇家铸币厂于2007年铸

造，因其 999.99 纯金而被列入吉

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硬币直径53

厘米、厚 3厘米，一面印有英女

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头像，另一面

则是枫叶图案。

德國100公斤重“超級金幣”失竊

價值450萬美元

澳大利亚马拉松跑者古利22日在美国

拉斯维加斯，正式启动2017年“为水而跑

”活动，挑战在40天内横跨分布在六大洲

的六大河流、总长1048公里的长跑，只为

唤起全球的水源短缺意识。

据报道，46岁的古利去年也曾完成类

似壮举，在7周内跑遍七大陆的沙漠马拉

松。

今年，她决定再次挑战，此次征程始

于美国，途径巴西、澳大利亚、中国、埃

及，最后在英国结束，总距离相当于40场

马拉松比赛的长度。

古利说，此次挑战达成后，将是她

个人的第40场马拉松，象征到2030年前

，地球水资源的供给需求将会相差高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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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佛蒙特州日前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胡须大赛，一名男子靠

着一脸“野人胡”击败众多对手，

赢得冠军。然而，在这狂野造型背

后原来有段让人心酸的故事，该男

子是为了纪念11岁亡女而参加比

赛，特地留了长胡子。

据悉，该比赛分“都市胡”、

“任意胡”、“野人胡”3类参赛

项目，旨在协助替重症儿童圆梦的

“佛蒙特州许愿”计划募款。参赛

者除了展示傲人的胡子，还要讲述

蓄胡背后的有趣故事。

本届活动共有100多人参加初

赛，30人进入决

赛，共募得近 3

万美元。

这名叫布莱

恩•斯特奇的优

胜者，为了纪念

在 2013 年 因 癌

症离世的女儿柔

伊，而参加这项

比赛。他说，女

儿原本可获“佛

蒙特州许愿”的

赞助，到迪斯尼

乐园玩，一圆和

海豚一起游泳的

梦想，谁知尚未

来得及，女儿就离开人世。

布莱恩表示，在女儿离世前，

他曾承诺在她未痊愈前不会剃胡子

。她离世后，他只剃过数次，之后

一直留至现在。他说，虽然柔伊来

不及实现梦想，但希望其他孩子能

有机会圆梦。

狂野造型下的故事：
男子胡須大賽奪冠 為女兒蓄須

日本政府写入2016年度第二次补充

预算案的人工智能(AI)相关跨部门政策

内容日前曝光。

农业方面将运用AI技术，传递资深

农家的智慧和技术以培养接班人。造船

行业采用自动焊接机器人。日媒指出，

随着日本社会老龄化，政府力争在往往

依靠经验丰富人士的第一线采用尖端技

术，提高生产率并克服人手短缺问题。

报道称，日本政府此举旨在把在金

融和通信行业等方面发展迅速的AI运

用范围扩大，推动日本经济增长。补充

预算案是为落实本月汇总的经济刺激计划

而编制，将在秋季提交日本临时国会。部

分政策会写入2017年度政府预算申请中，

持续给予支持。

与自然“打交道”的农业需要长年积

累的经验找到感觉，迄今多是由接班人耳

濡目染学习技术。今后会通过AI解析这种

难以言说的技术要领，构筑可让农业“门

外汉”在短期内掌握本领的系统。

关于与亚洲企业竞争激烈的造船行业

，将支持以焊接机器人为主的技术创新从

而提高生产率。此外，土木工程的测量规

划和新药研发方面也将运用最新技术。日

本政府将完善能在全国范围利用国家相关

机构迄今积累的AI相关信息的环境，努力

开拓新业务。

为了把AI技术与日本制造业相融合，

将新设“产官学”协作基地，从研究开发

到投入实际运用进行一路推进。

核心机构将获得东京大学协助落户千

叶县柏市。东京沿海地区将设置以产业技

术综合研究所为中心的机器人研究基地。

在茨城县筑波市，将以物质与材料研究机

构为核心展开研究。

日本政府鼓勵運用人工智能技術

以緩解人手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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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高中愈来愈热

竞争激烈来源于中国出国读

高 中 的 学 生 数 量 的 持 续 增 长 。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2016） 》

显示，与2012年相比，2016年出

国读高中的学生比例涨幅较大。

需求催生市场。在争取出国

读高中的客户比拼中，各留学中

介 机 构 可 谓 用 了 心 思 。 3 月 中

旬，不少留学中介机构负责人在

朋友圈晒出自己所在机构的客户

被各国顶尖高中录取的消息，由

此也可见对此块业务的看重。

“以申请美国高中为例，10

年前，中国学生赴美读高中的主

要形式是在公立学校做交换生。

那时候，办理出国读高中的留学

机构不多，对如何申请美国高中

了解度也不够。”启德教育集团

北美产品中心总监胡光亲历了市

场的变化，“如今，中国家庭对

美国高中的关注度和接受度越来

越高。”

而每年英国寄宿中学赴中国

举办推荐会的消息更不时见诸于

媒体。据英国私立学校委员会数

据显示，2015年就读于英国私立

学校的中国学生总数达到 1.1 万

人，其中2015年新增人数为4522

名。

高中生出国留学不断升温也

引起了社会关注，在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高中生出国现象愈演愈

烈就进入了代表委员的探讨范围。

脱颖而出并非终点

“如愿进入高中绝不是我们

的最终目的，我们希望新一代的

中国留学生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勇

敢表达、自信成长，从成功留学

到留学成功。”黄金杰说。

确实，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

而出，拿到录取通知书只是第一

步，能否达到预期的求学目的是

对这些小留学生的极大考验。

在美国特拉弗斯城西部高中

就读的钟文浩仍记得初到之时的

艰难。“刚到美国时，有一次我

走丢了，当时真的很害怕，一个

人在街头差点崩溃。因为还没有

办手机卡，不能打电话给父母、

同学、老师，所以我就去借手

机，幸好最后找到了回去的路。”

来到美国，对钟文浩来说最

重要的就是学会了独立。“我从

小学三年级开始住校，那时候我

就觉得要照顾好自己，不让父母

担心。到美国后，这种想法就更

加强烈了。我要尽快学会必需的

生活技能以及如何与人相处。当

面对困难时，不能害羞和逃避，

如果自己不去问、不去学，没人

能帮你。”

正在英国读高中的李翰林，

回想刚到英国的经历，觉得最难

的是语言关。“当时不太适应语

言环境的差异，与外国朋友交流

很少。后来，我尝试着‘厚着脸

皮’与人交流。其实与外国朋友

沟通时，关键是要语言流利，即

使有些说法不合语法，但是对方

能听明白，也是一次成功的交

流。”

思维转换自主学习

但能用英语交流远远不够。

英国寄宿学校协会相关负责人就

曾表示：“对中国学生来说，最

难的是如何实现思维转换。”

“英国高中是小班教学，每个

班20人左右。学生宿舍是单间，环

境比较独立。这种环境既好也不

好，好的是自己可以安静地做事，

不好的是有时候少了别人的提

醒，会偶尔犯懒。”李翰林笑笑说。

钟文浩也强调了“自律”的

重要性：“在国外，教学模式和

国内的不同。比如，你没有交作

业，老师不会批评你，但是平均

成绩点数 （GPA） 会往下掉。而

且老师更注重实践能力，像公民

学课程，学生要去当志愿者、感

受生活，在工作的时候也体会到

了别人的辛苦。”

在美国读高中的贺楚萌也认

为“在国外要注重自律能力和学

习能力的培养”，“因为没有人监

督自己学习，自律是非常重要

的。考试其实也很重要，并不像

有些人说的国外考试不重要，如

果挂科的话会影响到将来大学的

申请。”

就此，为明教育集团驻特拉

弗斯城西部高中国际部教师施懿

芳建议，学生可根据课表制定好

每天的计划。而且，在出国之前

学生需培养自律能力和良好的学

习习惯。

但如果学生在新的教学模式

下适应良好，就会收益良多。在

美国读高中的赵傅峰就安排得很

好：“这里的课程设置与国内不

同，可以自己安排上课的时间，

只要在毕业之前把课程修完就可

以。所以，我会把时间安排好，

把课余时间放到我喜欢的体育运

动上。”

美国高中分为走读高中和寄宿高中两

类，理论上由在校生的寄宿率作为分类标

准。寄宿高中由于在学校资源、课程设

置、教学连贯度等方面具有优势，排名靠

前的美国高中也多为寄宿高中，这使得寄

宿高中成为众多中国家长的选择，同时也

使得寄宿高中的申请竞争激烈。

学生如何在众多的申请者中脱颖而

出？在我看来有两个关键点：招生数据和

申请策略。

所谓招生数据，即是要了解在每一个

申请年中，每所高中计划招收多少学生，

男生女生各多少人，针对9年级还是10年

级招生。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学生尽早锁定

合适的目标院校，获得起点优势，从而有

机会脱颖而出进入院校招生办的最终审核

名单。如2017年威利斯顿·诺塞普顿中学

在中国超过260名的申请者中仅招收2名学

生，庞弗雷特中学则仅有2个录取名额开放

给申请9年级的男生。事先了解这些数字对

于学生制定申请策略至关重要。

此外，美国中学入学考试等成绩是越

高越好吗？并非如此。因为仅仅有出色的

标准化考试成绩已不足以让学生走进理想

高中的大门。

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准入门槛之外，美国

寄宿高中在寻找什么样的学生？作为申请策

略的一部分，需要通过实践项目让美国寄宿

高中看到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征，看到他/她

是一个可以为世界带来改变的人。相较于拥

有超高分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学生，招生官更

青睐有趣的、爱好广泛的学生。

我曾遇到一个热爱篮球的学生，他发

起了一个名为“为知识上篮”的慈善项

目。最终也正是凭借这个项目，让他在成

绩单上有B甚至C的情况下，依然拿到了布

莱尔高中的录取。而类似的例子还有。

因此，招生官不仅希望看到一份光鲜

的简历，更希望学生可以讲出自己做每一

件事背后的动因，希望学生在关注自身的

同时乐于与身边的世界产生连接。

（作者为启德教育集团高端留学总监）

出国读高中持续升温

小留学生的大压力
王金铭

申请美寄宿高中
如何胜出？

黄金杰

新闻延伸▶▶▶“没来得及把昨天客户收到的
美国顶级私立高中录取通知放在今
天的发布材料中，十分遗憾，但我
想迫不及待地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
息。”启德教育集团举办的留学美
英澳加产品 2017 全新升级发布会

上，说到客户收到美国高中的录取
通知书，该集团留学事业部副总经
理郭蓓难掩兴奋。

这兴奋的背后是一些美国顶尖
中学的申请甚至比顶尖大学的申请
竞争更为激烈的现实。

据启德教育集团高端留学总监
黄金杰介绍，2017年美国高中的录
取结果显示，在美国排名前50的高
中中，平均每所学校收到250份来
自中国学生的申请，而录取名额只
有2到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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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笑/休斯頓報道）Zillow最新發佈的二月房地產市場報告顯示，德州主要城市，如奧斯汀、休斯頓、達拉斯、聖安東尼奧
等多地的房屋庫存量，與去年同期相比有顯著上升，但住房價格不降反漲，導致出現房屋庫存量上升、市場上大量房屋待售。

報告指出，從全美範圍的房地產市場來看，房屋庫存量同比去年減少3%，房屋價格上漲6.9%，這是自2007年6月以來，最高的
增長。這兩項指數綜合顯示，美國的房地產市場正在復甦，住房市場正在反彈。

與之相反，德州房地產市場出現降溫情況。市場上大量房屋掛牌出售，但住房價格持續上漲，導致房屋出售天數同比增加，庫存
量高於全美平均水平。

報告顯示，德州州府奧斯汀市房屋庫存量增加最多，高達24%。阿拉莫市（Alamo City）的房屋庫存量也達到了16.4%。達拉斯
沃思堡（Dallas-Fort Worth）地區的房屋庫存量也攀升了4.1%，房屋價格卻比去年同期上漲了11.1%。

報告還顯示，自去年以來，休斯頓的家庭住房庫存量有所上升，市場上可銷售住房數量比全美大部分城市高出3.1%，但住房價
格卻高出全美平均水平4.5%。

德州房市降溫 ？房屋庫存量上升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天氣越來越
溫暖和煦，緊接著夏天即將到來，德州地區
不少知名連鎖水上樂園預計在5月開園，喜
歡水上活動的遊客可以準備迎接暑假來臨。

現階段春季氣候溫暖不算炎熱，隨著夏
日漸漸來臨，包括 Schlitterbahn、Splash
Town以及Typhoon水上樂園都為了因應夏
季需求，開始宣傳開園時間及網上售票，在
關園許久後又再度張開雙臂迎接顧客，讓喜
歡玩水的民眾有個夏日避暑勝地。

知名連鎖水上樂園Schlitterbahn於德州
各地，如蓋文斯頓、新布隆菲斯 (New
Braunfels)、堪薩斯市、南巴德瑞島(South
Padre Island)均設有據點，搶在所有水上樂
園開跑，3月部分室內戲水區已開放，4月
14日後將提前開園，但僅限於周末假日，5
月後就會全面對外開放。

Schlitterbahn前年擴大營業，增設許多
新景點，園內各式各樣的水上遊樂設施，有
適合親子同樂的戲水池，還有人造沙灘及漂
流區等多重選擇；喜愛刺激的遊客，也可試
試蜿蜒曲折的滑水道，沁涼暢快。Schlit-
terbahn的夏日單日票價是50.99元、孩童

票則是38.99元 ，今年票價則比往年漲價不
少。

Splash Town則在 5月6日至28日國殤
日(Memorial Day)期間，只在周五及周末假
日開園，一直持續到5月29日後，才會每日
對外開放。Splash Town近幾年擴大營業，
增設三處水上設施，包括親子戲水區、橡皮
滑水道及水上衝浪，讓
更多遊客感受玩水樂趣
。該園目前提倡線上買
票，單張票價平常日
32.99 元、假日 32.99
元，比去年便宜2元；
至於購買季票可享多重
好康優惠，不只省下停
車費，還可獲得其他優
惠券折扣等，一次購買
四 張 以 上 一 張 價 格
69.99元，非常划算。

另外，凱蒂地區的
Typhoon水上樂園也是
相當受歡迎，預計在國
殤日周末期間對外開放

。至於喜歡去大自然戲水的民眾，建議可嘗
試 「水上漂浮」 (Tubing)，沿著新布隆菲斯
位於聖安東尼奧東北郊，流經當地的柯莫河
(Comal river)與瓜達盧佩河(Guadalupe river)
是夏日水上漂浮的好去處，一趟U字型路線
大約耗時3小時，可自在悠閒享受徜徉在冰
涼溪流中，非常愜意。

水上樂園5月全面對外開放
準備迎接夏日來臨

水上樂園相繼開園水上樂園相繼開園，，帶遊客迎接夏暑帶遊客迎接夏暑。。((取自網路取自網路))水上漂浮沁涼舒服水上漂浮沁涼舒服，，非常愜意非常愜意。。((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休斯頓休斯頓River OakRiver Oak地區新房出售地區新房出售。（。（圖片來源網絡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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