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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杉磯東區的華人聚居城市中，越來越
多的居民將自己的獨立屋加建改建附屬居住屋
（Accessory Dwelling Units，簡稱ADUs）。對此，
華人市議員認為多戶家庭同住獨立屋已是趨勢
。

附屬居住屋法案SB-1069自2017年年初實
施以來，加州政府放寬了業主對自己物業加建
改建的規範，擴大了業主的自主權，使得不少居
民因此受益。儘管法案執行一年後有可能面臨
地方部門出臺新條例進行調整緊縮，但洛杉磯

東區幾個華人聚居城市的市議員表示，目前暫
時沒有討論收緊政策的議題。

在過去一年裏，亞凱迪亞市（Arcadia）有不
少華人居民根據加州新法案改建加建了自己的
獨立屋。亞市副市長戴守真表示，城市在新法案
開始執行後就已經出臺一些關于加建改建方面
的限制條例，目前並沒有特別的變化，不過知道
和利用這些新法案的不如將房屋分租的居民多
。

戴副市長表示，其實亞市不少華人居民都
將獨立屋分租出去，效果與加
建改建ADUs類似。特別是亞
市的學區非常優質，一些獨立
屋裏面會有3、4個家庭，這使
得亞市高中學生人數近年暴
增。人口大增加為街道停車和
交通帶來不小的問題，但戴副
市長稱亞市學區還是很歡迎
學生人數增加，因為這樣可以
為學區爭取到更多資源和撥
款。

聖蓋博市（San Gabriel）
過去一年也有不少華人居民
加建改建ADUs。市議員廖欽
和表示，目前並未有居民
提出對新法案的想法給

市政府表態，因此城市暫時都按州法執行管理。
對于新ADUs法案，廖議員稱這對華人居民

來說是大好消息，因為城市不少獨立屋比較老
式，戶型多為2房1浴，這很難滿足華人家庭的
居住需求。廖議員說：“加州房屋短缺高達150萬
個，但地沒有這麼多。即使拆掉蓋公寓也不一定
有足夠土地，因此獨立屋後加蓋一個單位也算
一種變通。”
（來源: 僑報網）

獨立屋改多戶同住成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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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投資房產相對中國複雜很多在美國投資房產相對中國複雜很多。。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
美國國家稅務局美國國家稅務局 (IRS)(IRS) 的繁瑣稅務政策的繁瑣稅務政策。。好不容易懷著激動的好不容易懷著激動的
心情選好了房心情選好了房，，買了買了！！可是可是，，買房賣房如何合法規劃避稅買房賣房如何合法規劃避稅，，出租房出租房
如何合理從稅務角度利益最大化如何合理從稅務角度利益最大化，，你準備好了嗎你準備好了嗎？？本文為您科普本文為您科普
一些投資房產的稅務知識一些投資房產的稅務知識，，如果你能堅持看完如果你能堅持看完，，絕對能頂大半個絕對能頂大半個
CPACPA！！不管你是準備買房不管你是準備買房，，還是已擁有一套以上房產的有房一族還是已擁有一套以上房產的有房一族
，，甚至你已決定使用公司名義來投資房產甚至你已決定使用公司名義來投資房產，，希望此文都能給你一希望此文都能給你一
些幫助些幫助。。知己知彼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才能百戰百勝！！

一、買房準備
作為一個精明的買房族作為一個精明的買房族，，從開始準備買房起從開始準備買房起，，你就要計劃怎你就要計劃怎

樣最大化的減少你將來需要繳納的稅額樣最大化的減少你將來需要繳納的稅額。。簡單來說可以從以下簡單來說可以從以下
幾點出發幾點出發：：

用途用途：：是否用于自住是否用于自住，，還是用于出租從產生現金流還是用于出租從產生現金流
時間時間：：是否在不久將來打算賣掉是否在不久將來打算賣掉，，是否期待升值是否期待升值
身份身份：：是否是美國稅務公民是否是美國稅務公民（（不同于移民法律規定的美國公不同于移民法律規定的美國公

民民））
債務債務：：是否考慮資產保全是否考慮資產保全，，或房產債務與個人分離或房產債務與個人分離。。

為何要考慮用途？
因為房屋的用途關乎到你需要與什麼稅表打交道因為房屋的用途關乎到你需要與什麼稅表打交道，，關乎哪關乎哪

些支出減免你可以使用些支出減免你可以使用，，哪些憑證文件需要保存或記錄以待報哪些憑證文件需要保存或記錄以待報
稅時使用等等稅時使用等等。。同時你也需要考慮以什麼形式來擁有房產同時你也需要考慮以什麼形式來擁有房產，，能更能更
好的實現你的用途好的實現你的用途。。

房產的主要擁有形式：
‧個人直接擁有‧個人直接擁有
如果是自住如果是自住，，你的房子只有支出沒有收入你的房子只有支出沒有收入，，那麼你只需要用那麼你只需要用

到到 Schedule ASchedule A，，分項扣減額分項扣減額（（Itemized DeductionsItemized Deductions，，以下簡稱以下簡稱
Sch ASch A）。）。如果全部或部分出租如果全部或部分出租，，那麼你就要使用到那麼你就要使用到 Schedule ESchedule E，，
房產以及其他投資收入房產以及其他投資收入（（Rental and Royalty IncomeRental and Royalty Income，，以下簡稱以下簡稱
Sch ESch E））了了。。

‧公司形式擁有‧公司形式擁有
房產投資通常以合夥企業房產投資通常以合夥企業(Partnership)(Partnership)，，有有

限責任公司限責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或是或是
小型企業股份公司小型企業股份公司(S-Corporation)(S-Corporation)形式運營形式運營。。以以
公司形式運營的好處是公司形式運營的好處是，，公司投資的房產出現公司投資的房產出現
意外時個人可以規避相關的法律責任意外時個人可以規避相關的法律責任。。但是但是，，你你
會需要額外報公司會需要額外報公司FormForm 10651065或是或是FormForm 11201120SS
稅表稅表，，其中有一頁其中有一頁 FormForm 88258825就是你的房產明就是你的房產明
細細。。公司會在報稅完後給你發一張公司會在報稅完後給你發一張 ScheduleSchedule
K-K-11，，流入你的個人所得稅表流入你的個人所得稅表FormForm 10401040（（IndividIndivid--
ual Income Tax Returnual Income Tax Return））中中。。

為何要同時考慮賣出時間和用途？
美國美國““主要住宅主要住宅””(Primary Residence)(Primary Residence)賣房賣房

可以享受可以享受$$250250,,000000（（單身納稅人單身納稅人））至至$$500500,,000000（（夫夫
妻納稅人妻納稅人））的免稅額的免稅額。。簡單來說就是簡單來說就是，，你的房子你的房子
賣出時若是增值了賣出時若是增值了，，只要滿足以下幾個條件便只要滿足以下幾個條件便
可以免除增值稅可以免除增值稅：：11)) 必須是你的必須是你的““主要住宅主要住宅”，”，22))
持有房屋所有權持有房屋所有權55年年，，33)) 在賣房前的在賣房前的55年內至少年內至少
有有22年住在這裏年住在這裏。。而且呢而且呢，，每一次房屋買賣的間每一次房屋買賣的間
隔不能少于隔不能少于22年年。。是不是很簡單是不是很簡單？？下面我們來舉下面我們來舉

幾個例子幾個例子：：
AA君買了第一套房子作為主要住宅君買了第一套房子作為主要住宅，，自住自住22年年，，出租出租33年年，，然然

後賣出賺了後賣出賺了2525萬萬。。那麼那麼，，這這2525萬增值完全免稅哦萬增值完全免稅哦！！
BB君買了第一套房作為主要住宅君買了第一套房作為主要住宅，，自住自住11年年，，出租三年出租三年，，搬回搬回

來住來住11年年，，然後賣出賺了然後賣出賺了2525萬萬。。買房後自住不到兩年導致買房後自住不到兩年導致““主要主要
住宅住宅””動機被損動機被損，，第一年的自住在出租三年後不再有效第一年的自住在出租三年後不再有效，，那麼只那麼只
有最後有最後11年自住有效年自住有效，，而而 IRSIRS 就搞出了個案例說是按最後自住就搞出了個案例說是按最後自住
的的11年年//22年的比例來計算增值稅年的比例來計算增值稅。。于是于是BB君按照比例君按照比例1212..55萬的增萬的增
值需要繳資本利得稅值需要繳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Capital Gain，，稅率稅率1515%)%)，，也就是在他的也就是在他的
Schedule DSchedule D上白白供上上白白供上$$1818,,750750的稅哦的稅哦！！

CC君買了第一套房子作為主要住宅君買了第一套房子作為主要住宅，，自住自住22年年，，出租出租44年年，，然然
後賣出賺了後賣出賺了2525萬萬。。雖然他一共自住了雖然他一共自住了22年年，，可是他在賣房前可是他在賣房前55年年
內並沒有滿足內並沒有滿足22年自住這個條件年自住這個條件（（第第11年自住是年自住是55年前年前），），居然整居然整
個個2525萬增值全部都要交稅萬增值全部都要交稅，，也就是也就是$$3737,,500500資本利得稅資本利得稅。。

DD君買了第一套房子作出君買了第一套房子作出
租使用租使用。。出租出租33年後年後，，搬入房子搬入房子
自住自住22年年，，然後賣出賺了然後賣出賺了2525萬萬
。。雖然他一開始動機並非自住雖然他一開始動機並非自住
，，可是那都不是事可是那都不是事，，關鍵只要關鍵只要
他在賣房前他在賣房前55年內滿足年內滿足22年自年自
住這個條件住這個條件，，所以變賣房子的所以變賣房子的
2525萬增值稅全免了萬增值稅全免了。。

EE君買了第一套房君買了第一套房，，自住自住
兩年兩年，，買了第二套房並搬入買了第二套房並搬入，，
第一套房開始出租第一套房開始出租。。三年後賣三年後賣
掉第一套房賺了掉第一套房賺了2525萬萬，，同時買同時買
了第三套房了第三套房，，第一套房的第一套房的2525萬萬
增值免稅增值免稅。。這一年這一年，，DD也搬入了也搬入了
第三套房居住並將第二套房第三套房居住並將第二套房
出租出租，，兩年後兩年後，，他賣掉第二套他賣掉第二套

房房，，哇哇，，又符合了所有免稅條件又符合了所有免稅條件。。也就是說也就是說，，這這
個優惠可以循環使用個優惠可以循環使用。。

二、購買房產
買房成交後你一定會收到一張買房成交後你一定會收到一張““房地產交房地產交

易完成單易完成單””(Closing/Settlement Statement)(Closing/Settlement Statement)，，俗稱俗稱 HD-HD-11，，裏面記裏面記
錄著詳細的結算時間錄著詳細的結算時間，，房產地址房產地址，，以及所有完成交易的費用列表以及所有完成交易的費用列表
。。這是一張看著就頭疼的清單這是一張看著就頭疼的清單，，可是你一定要保留好它可是你一定要保留好它，，因為它因為它
決定了你賣房時和計算增值稅時的房子成本決定了你賣房時和計算增值稅時的房子成本 (Basis)(Basis)。。上面有買上面有買
賣雙方交易金額明細賣雙方交易金額明細，，但你只需要關注買方但你只需要關注買方 (Buyer)(Buyer) 的明細即的明細即
可可。。你的成交費用你的成交費用 (Closing Costs)(Closing Costs) 包括佣金包括佣金 (Commission)(Commission)，，產權產權
費用費用 (Title Costs)(Title Costs) 等等都可以加到你的購買價格上增加房子成等等都可以加到你的購買價格上增加房子成
本本。。

比方說比方說，，房子買價房子買價5050萬萬，，你的你的 HD-HD-11 表上顯示各種費用表上顯示各種費用22萬萬
，，那麼賣房時你的成本就是那麼賣房時你的成本就是5252萬萬，，這樣增值部分就減少了這樣增值部分就減少了22萬萬，，
開心嗎開心嗎？？若是以公司名義買房若是以公司名義買房，，你的成交費用你的成交費用 (Closing Costs)(Closing Costs) 以以
及貸款費用及貸款費用(Loan Fees)(Loan Fees)需要計入無形資產需要計入無形資產，，然後按貸款時長來然後按貸款時長來
攤銷攤銷（（類似折舊類似折舊）。）。

另外得單獨說一說房產稅另外得單獨說一說房產稅//地稅地稅(Property Tax)(Property Tax)。。房產稅會與房產稅會與
其他上面提到的費用一樣混在其他上面提到的費用一樣混在HD-HD-11表中表中，，它永遠需要被拎出來它永遠需要被拎出來
單獨對待單獨對待。。如果你的房子這一年自住如果你的房子這一年自住，，那麼請把房產稅放到你的那麼請把房產稅放到你的
個人稅表個人稅表10401040的的Schedule ASchedule A分項扣減額分項扣減額(Itemized Deductions)(Itemized Deductions)
中第中第66行行。。如果你的房子用于出租如果你的房子用于出租，，那麼請將它放到那麼請將它放到Schedule ESchedule E
房屋出租收入房屋出租收入(Rental and Royalty Income)(Rental and Royalty Income)的第的第1616行行TaxesTaxes費費
用用。。

如果你是貸款買房如果你是貸款買房，，那在就會在第二年年初收到貸款利息那在就會在第二年年初收到貸款利息
(Mortgage Interest)(Mortgage Interest) 10981098表表。。如果房子是自住呢如果房子是自住呢，，你可以開心地你可以開心地
把這個利息填入你的把這個利息填入你的Schedule ASchedule A分項扣減額分項扣減額(Itemized Deduc(Itemized Deduc--
tions)tions)第第1010行行。。如果房子用于出租如果房子用于出租，，那麼則需要放到到那麼則需要放到到ScheduleSchedule
EE房屋出租收入房屋出租收入(Rental and Royalty Income)(Rental and Royalty Income)的第的第1212行貸款利行貸款利
息支出息支出(Mortgage Interest)(Mortgage Interest)。。通常來說通常來說，，剛買房的前幾年付的房剛買房的前幾年付的房
貸利息的比例特別高貸利息的比例特別高，，所以可以扣稅的金額也非常可觀所以可以扣稅的金額也非常可觀。。貸款銀貸款銀
行收取的點數行收取的點數(Points)(Points)也可以以類似利息方法處理也可以以類似利息方法處理，，視情況在買視情況在買
房當年全部抵扣或是按貸款的年限來攤銷抵扣房當年全部抵扣或是按貸款的年限來攤銷抵扣。。((續下頁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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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買房後如何獲得最大投資回報
1、持有增值

((接上頁接上頁))持有增值持有增值，，是指購買美國房產後是指購買美國房產後，，不以出租獲利為不以出租獲利為
主要目的主要目的，，追求的是追求的是““低買高賣低買高賣””或資產增值的投資方式或資產增值的投資方式，，比較適比較適
合于資產雄厚的投資者合于資產雄厚的投資者。。為此為此，，此種投資方式極為注重投資者入此種投資方式極為注重投資者入

市及出市的時機市及出市的時機。。
美國房地產周期平均在十五年左右美國房地產周期平均在十五年左右，，所以理論上持有房產所以理論上持有房產

時間愈長愈有把握穩賺不賠時間愈長愈有把握穩賺不賠，，如果長期投資如果長期投資，，持有五年可能有六持有五年可能有六
成的機會獲得利潤成的機會獲得利潤，，如果十年幾乎是一定會有利潤的如果十年幾乎是一定會有利潤的。。假設你在假設你在
房價的高點買進的房子房價的高點買進的房子，，在低點時賣出在低點時賣出，，那你的利潤是負值那你的利潤是負值。。如如
果果，，你買房是為了居住你買房是為了居住，，你可以自己選擇售房的時機你可以自己選擇售房的時機，，不必在房不必在房

屋市場低谷時售出你的房屋屋市場低谷時售出你的房屋，，而可以選擇在有利潤或有較高而可以選擇在有利潤或有較高
利潤的時候出手利潤的時候出手。。

2、出租賺取租金
通過出租房產通過出租房產，，獲得固定的租金收入獲得固定的租金收入，，即投資回報即投資回報，，是最是最

為常見的投資手段為常見的投資手段。。那麼那麼，，投資者該如何計算自己投資的房投資者該如何計算自己投資的房
產產，，每年能給自己帶來多高的回報率呢每年能給自己帶來多高的回報率呢？？

33種常見出租方式種常見出租方式：：
((11)) 委托經紀人委托經紀人
交給經紀人幫助租賃可以大大節省工作和時間交給經紀人幫助租賃可以大大節省工作和時間，，經紀人經紀人

可以幫助投資人選擇條件較好的租客可以幫助投資人選擇條件較好的租客，，最主要就是幫投資者最主要就是幫投資者
找到租客的客源找到租客的客源，，篩選出符合條件篩選出符合條件，，合適的租客合適的租客。。

((22)) 委托物業管理公司委托物業管理公司
物業管理公司提供的是出租管理的綜合服務物業管理公司提供的是出租管理的綜合服務，，幫投資者幫投資者

收房租收房租，，還有日常的維護服務還有日常的維護服務。。對于精力有限對于精力有限、、想省事的投資想省事的投資
者來說者來說，，找到一家合適的物業管理公司就能解決所有相關問找到一家合適的物業管理公司就能解決所有相關問

題題。。
那麼怎麼判斷你所找的是一家好的物業那麼怎麼判斷你所找的是一家好的物業

管理公司呢管理公司呢？？物業公司會不會在維修費上宰您物業公司會不會在維修費上宰您
一筆一筆？？或者或者，，真的有這樣的問題需要解決嗎真的有這樣的問題需要解決嗎？？物物
業公司能快速地找到租客嗎業公司能快速地找到租客嗎？？只有當您出問題只有當您出問題
的時候的時候，，才會明白您選擇的公司到底是好是壞才會明白您選擇的公司到底是好是壞。。

為此為此，，我們為大家篩選出優質物業管理公司所必備的幾大我們為大家篩選出優質物業管理公司所必備的幾大
要素要素：：

‧對房屋細緻的看管‧對房屋細緻的看管，，確保所有事情進行順利確保所有事情進行順利；；
‧及時‧及時、、高效的處理所有問題高效的處理所有問題；；
‧確保租客及時與投資者簽訂租約‧確保租客及時與投資者簽訂租約；；
‧確保快速跟進房主住宅審查程序‧確保快速跟進房主住宅審查程序；；
‧解答房主任何有關在線對賬問題‧解答房主任何有關在線對賬問題；；
‧當租客離開時‧當租客離開時，，迅速尋找並篩選新租戶迅速尋找並篩選新租戶；；
((33)) 自己尋找租客自己尋找租客
這個方式比較適合在海外擁有多套房產的投資人或是住宅這個方式比較適合在海外擁有多套房產的投資人或是住宅

房屋有多餘的投資人房屋有多餘的投資人。。
收費標準收費標準：：
委托出租的佣金委托出租的佣金（（房產經紀費用房產經紀費用）：）：全年租金的全年租金的66%~%~88%%（（按按

實際情況而定實際情況而定））
委托管理的費用委托管理的費用：：月租金的月租金的55%~%~88%%（（也有的公司為也有的公司為88%~%~

1010%%））(文章來源：網絡)

Mandy

美國住房難？低收入家庭住房負擔力每況愈下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學者舒茲（Jen-

ny Schuetz）近日撰文給出了答案，文章稱越
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美國人的住房負擔能力
每況愈下，尤其是低收入家庭。

低收入人群承受力大降
美國聯邦住宅抵押貸款公司房地美

（Freddie Mac）近日發布一份報告。該報告以
該公司在2010年~2016年間至少兩次發放抵
押貸款的公寓為樣本，追蹤租金變化數據。研
究結果顯示，2010年，低收入家庭要找到可以
負擔的公寓已經很不容易——當年在普通的
公寓中只有11.2%是低收入家庭可以承受的。
到了2016年，情況更加糟糕：低收入家庭負擔
得起的普通公寓比例急劇下跌到4.3%。

房地美的報告，著重于針對大城市地區
那些收入不到中等收入水平一半的家庭。

舒茲在文章中稱，這些家庭擁有的資源
最少，在住房選擇上最受限制。政策制定者應
該更多地為經濟上易受衝擊的家庭考慮。

然而，房地美報告中的數據也暗示，住房
負擔能力下降不僅僅是低收入人群面臨問題
。從全美國範圍看，2010年~2016年間中等收

入家庭可負擔的公寓比例從95.8%下降到了
90.6%，超過5個百分點。儘管總體上，中等收
入家庭仍可負擔90%的公寓，但趨勢是在下
降。

區域差異
報告同時顯示，房屋可承受能力有巨大

的地域差別。例如佛羅裏達州和加利福尼亞
州，這兩個州2010、2016年中等收入家庭可負
擔公寓的比例分別大幅下降了16.2個百分點
和34個百分點，尤其是加州，從73.4%下降到
39.4%。

舒茲在文章中戲言，如果你不是有錢人，
不要搬到加州，或許也不要搬到佛州。

除了加州和佛州，房地美的報告強調，科
羅拉多州、北卡羅來納州和德克薩斯州是低
收入家庭房屋承受能力下降得最快的地方。

各州和地區住房成本的差異也帶來了其
他區域性差異，例如就業增長。不過，文章稱，
令人擔心的是，一些就業增長前景不錯的州
和城市，他們的住房成本已經非常昂貴，且變
得愈加令普通家庭難以承受。

另據美國在線房地產平臺Apartmentlist.

com的數據，從2014年至今，
科羅拉多州一臥室公寓租金
的中位數增長了22.4%，是全
美平均數的兩倍，該州首府丹
佛的租金現在比全美平均價
格高出12.6%。

一些房地產行業的專家
稱，在金融危機期間，科羅拉
多州遭遇了房屋止贖危機，投
資者收購住宅並投放到高端
租賃市場。同時，在2009~2016
年間，該州增加了約57萬新
進人口，其中很多都從事高收
入的科技和石油行業，這也推
動了當地租金和房價的上漲。

在房地美的報告中，使用了美國住房和
城市發展部制定的所謂住房負擔能力的定義
，即住房成本不應超過收入的30%。因此，承
受能力同時取決于租金和收入，住房承受能
力下降的原因可能是租金的增加，也可能是
收入的減少，亦可能是收入和租金變化差異
的減少。

舒茲稱，從政策角度看，重要的是搞清楚
什麼原因促使住房承受能力的變化，因為恰
當的干預可能會令結果有所不同。“如果是因
為供應不足或開發成本上漲導致租金快速增
長，地方政府可能應合理化開發過程或者放
鬆分區。”她寫道，“如果數據顯示承受能力下
降主要是因為收入增長停滯或低技術工人工
時的減少，那麼收入補充可能是更直接的政
策解決方法。”(文章來源：網絡)

下

美國房產投資 如何將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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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的最後一周裏，美國成百上千的房主，特別是那些
有高額房地產稅的房主，並不是歡天喜地等待新年的到來，而是
急急忙忙跑到當地政府辦公室門前，大排長龍，希望趕上特朗普
稅改2018年1月1日生效前的州和地方稅扣減金額無上限的末
班車。

據獨家網報道，出現如此急著預付2018年房地產稅的“盛况
”，還得“歸功于”特朗普。因為上周通過的共和黨稅收法案規定，
州和地方稅的扣減金額上限額為1萬美元，而且特朗普在29日
已經簽署。這就意味著，在紐約、新澤西、馬裏蘭等高房價的州，
許多房主不得不多交很多錢。

舉個例子，你在2017年前預付2018年應當繳納的1.5萬元房
地產稅，那麼在2018年4月申報聯邦個人所得稅時，可以少繳納
3300美元的稅。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吶。

為了滿足房主急切的需求，有些地方政府也是牟足了勁替
房主著想。

在美國有的地方是不允許提交支付房地產稅的，畢竟“沒有
人會說，‘請讓我提前支付我不欠的賬單’”，華盛頓特區外馬裏
蘭州的蒙哥馬利縣就是如此，但為了應對當時的狀况，當地政府
特地召開會議，投票通過允許當地居民預付2018年的房地產稅。
同樣，紐約州州長、新澤西州長也簽署行政令，允許居民預付。

那麼，這些排長龍繳納預付款的房主就真的能幸運逃過特
朗普的“1萬上限”？

鑒于美國房主紛紛前去繳稅，美國國稅局在12月27日就回
答了這個問題，到底哪些房主能搭上這趟末班車。

以紐約州為例吧，如果紐約州政府在2017年7月1日評定了
從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房地產稅，並且在今年7
月31日向當地住戶發出了評定通知和2個支付期房地產稅賬單
（第1個支付期在2017年9月30日截止，第2個支付期在2018年1
月31日截止）。假設納稅人已經支付完第1期，如果納稅人在2017
年12月31日前支付完第2期，這筆支付將可用于2017年報稅時
的逐項抵扣。

也就是說，沒有經過政府評估計算出的，而僅僅是預估的房
地產稅，你交了也是白交！

說好的減稅呢？！！！

科普: 美國的房產稅
來自新浪網的這篇文章告訴我們，美國的房產稅是房產永

久持有的一個基本保證。房產稅徵收的主體是郡政府、市政府和

學區，它自1792
年起征，至今已
經有一段比較
長的歷史，經過
長期的運作和
調整，目前也已
經形成了較為
完善的稅收政
策體系。全美國

的每個州每年都徵收房產稅，房產稅主
要由房貸利息、保險費用和地稅組成。

但是，每個州以及州內各縣市徵收
房產稅的標準都不同，稅率分布在
1%-3%不等，並且每年都會根據地方政
府的預算需求而改變。
同時，不同地區每年徵收房產稅的頻率
也不一樣，例如費城每年只收一次，而
新澤西州每年則會徵收四次。如果停止
繳稅了，房子所有權就屬于美國政府，
政有權對長期遲繳、不繳納房產稅的物業進行相應的處置。

美國每個州以及州內各縣市徵收
房產稅的標準都不同，稅率分布
在1%-3%不等

美國房產稅的稅基是由房屋的評估
值决定的，政府會定期估計房屋的市場
公平價格。在稅率不變的情况下，房屋的
估值越高，則需要繳納的稅收就越多。

美國房產稅稅率變動較頻繁，其確
定方法是政府用除房產稅以外的其他政
府收入總額與下一財政年度預算總額的
差額除以當地房地產的市場價值來制定
房產稅的稅率。房產稅的總稅率為州及
以下各級地方稅率之和，一般由州稅率，
市、縣稅率，學區稅率三部分組成。

房屋估值的結果主要是取决于周邊
房屋價格、地塊大小、房屋大小、房型、房
齡及房屋設施等因素。美國法律規定房
產評估價值按照市場價值的一定比例來
加以確定，如加州規定的比例為40%。

房地產的估值由兩部分構成：一是
房屋本身的價值（主要依據購買時的價
值、裝修增加值、市場增值），二是土地的
價值。聯邦政府的法律將地產分為主要
住宅（Principal Residence），第二套房
（Second Home）和 出 租 房（Rental
Property）等，各類房屋根據用房的性質

會有不同的估值，因此需要交納相對應的稅款。

排隊搶交房產稅美國人都瘋了嗎美國人都瘋了嗎美國人都瘋了嗎？？？

美國每個州以及州內各縣市徵收房產稅的標準都不同，稅率分布在
1%-3%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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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隊搶交房產稅美國人都瘋了嗎美國人都瘋了嗎美國人都瘋了嗎？？？

如果業主持有一套房的年限越長，房產稅的比
例會相對較低

而對于投資用房來說，例如繼承的名人古宅，或是眼
看要升值的地皮等等。這類型房地產的支出屬于投資（In-
vestment Expense）而非自住，所有房產稅/地稅也只能報
至適用于自住的稅收分項上抵扣。因此，中國人如果準備
進行海外投資，在海外配資的過程中研讀相關法律，找准
住宅的定位可以有效的節省稅務支出。

另外，如果地產包含租金收入，則出租的參與管理程
度也會對納稅的稅基有很重要的影響。如果海外投資人並
不怎麼管理房屋，也就是簡單的租給客人而不花時間精力
去管理，租金占收入總額的30%。美國國稅局（IRS）對于積
極參與房屋管理的海外持有人需要徵收的稅額會有很多
的優惠和減免，即應稅收入＝租金收入 - 費用（貸款利息，
房產稅，維修費用，折舊，等等）。稅收淨額按一般所得稅的
稅率來計算你所需繳納稅金。

美國房產稅
收正在下降

地產稅作
為美國房地產
投資的重要一
環，是購房者理
應重視的部分。
雖然美國每年
都需要繳納房
產稅，看起來對
自有房產或租
房貌似都是一
個不小的壓力，
但其實房產稅
帶來的好處也
不少，同時如果
能有效利用稅
收政策，便可以
適當減免很對
地產稅：房產稅
的徵收主體雖
然是地方政府，

但是政府收到所有的稅款
之後，仍將其投入用于建
設當地的基礎設施和教育
撥款。如果業主持有一套
房的年限越長，
則房產稅的比例
會相對較低：所
以美國的房產稅
政策是鼓勵長期
持有房產的。

美國房產稅
可抵減所得稅，
在計算所得稅時
，美國房產稅和
住房抵押貸款的

利息支出都可以從所得收入中扣除，即降低了
所得稅的稅基，從而降低了納稅人的綜合稅賦。

另外需要關注的是，擁有美國國籍的人可
以享受自住房產稅收減免的政策，但是對于投
資類用房就不享受稅收減免政策。目前美國有
29個州以及哥倫比亞特區對住宅類財產給予稅
收抵免政策。其中，房貸利息的點數和計算方式
，可以在用于自住房和租用房屋的優惠減免選
項裏來抵扣應繳稅收入。不論納稅人是新買房
或是申請重新貸款，頭幾年還款中的高比例房
貸利息都可以省下不少稅金。

美國各地中等價格房產的稅款
從本質出發，地產稅是美國政府通過房屋

價值判斷業主的經濟能力，從而徵收的稅款。和
國內地產業不同的是，在美買房更是一種對未

來價值的投資，地產稅很大程度將被用于改善該地區的教
育、治安和生活設施。對于文化差异所帶來的不同，選擇自
己最舒服的方式去接納當是智者的選擇。
（來源: 僑報網）

美國各地中等價格房產的稅款美國房產稅收正在下降

如果業主持有一套房的年限越長，房產稅的比例會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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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66教育留學

『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
然而，中國的教育還是停留在一味灌輸注水的層面
，而美國教育卻懂得激發學生的學習潛力，思辨思
維以及其他潛質。

我來到美國讀高中已一年有餘。雖然時間不長
，中美教育和文化的差異讓我仍在體驗和探索中。
在這些不同的教育文化差異之間，對我影響最大、
體會最深的，當屬中美學校育人文化的不同了。

首先中美教育體制上的差異最先影響了我——
美國的高中沒有文理分科，而且在計算總成績GPA
的時候沒有主科與副科的區別；每個年級也不是整
齊劃一的上課，而是根據各個學生的實際情況和愛
好來選課，鼓勵學生去挖掘、發現自己的興趣和愛
好，因為學的是自己喜歡的課程，哪怕再難也愛學
肯學，這樣學習就變得輕鬆和簡單了，是熱愛而不
是負擔。
成為學校一年一度的體育課明星

另外一個不同是相對于中國老師們相對單調而
死板的教學方式而言，美國老師們的授課風格更加
多樣化。在生物課上，老師講課為主，提問為輔；
到了歷史課，老師則讓大家多思考，多發言；而數
學課上，老師則因材施教，在幫助所有學生掌握教
學大綱中的所有要點的同時，鼓勵層次高的學生自
行學習，或是在他的輔導下學習更具挑戰性的知識
。雖然美國老師們的授課方式各不相同，甚至有些
老師之間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他們的教育理念當
中，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通過自己的教學以及
對學生人格的渲染，讓學生能夠最終成為對自己有
信心，並擁有獨立思考與判明是非能力的人。

我在美國上高中一年多來，從老師那裡聽到的
最多的兩句話就是“你做的非常好”，以及“我希
望你們能往深處思考”。而在中國，在應試教育的
影響下，老師往往很難在課上發揮出自己的教育風
格和理念，即使有也非常有限；而在激勵學生思考
這一方面上，中國的老師們可就遜色很多了：在理
科課上，老師的目標不是“讓學生擁有理性思維”
，而是“讓學生擁有強大的解題能力”，換言之，
就是“讓學生找到‘題感’，形成不同的定向思維
”，而在更加強調批判性思維的文科課上，國內的
絕大多數老師們的目標也依然是向學生們灌輸解題
方式，以求中高考時能拿到更多的分數。

我在我的母校——北京市海澱區一所中學上學
的時候很幸運，因為我遇到了一個能開導學生思維
的數學老師，以及立志教會學生們批判性思維的歷
史老師和政治老師。只可惜，那位數學老師在我初
三的時候不得不在中考的巨大壓力下低頭，轉而向
我們灌輸解題的思維定式；而對於我的歷史老師和
政治老師來說，在應試的壓力下，同學們都要忙著
主課考試，能夠認真地聽每一節她們講課的人，全
班不超過五個（以一個班四十五個人計）。

對於中美教育的文科而言，接受美式教育的學
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完勝接受中式教育的學生；但
是對於理科而言，美式教育與中式教育各有利弊
——接受中式教育的學生的基本功扎實，但在遇到
真正需要發散性思維的解答題時，往往會束手無策
；而接受美式教育的學生的基本功普遍較弱，但在
遇到需要發散性思維的解答題時，有時會想出令人
大吃一驚的解答方式；除非你要以做學問位為業，

對於理科而言，美式教育的利大於
弊。
成為學校形象大使
在美式教育體制下，每個學生的

成績記錄是錄像式的，學生的每一次作業和考試都
會得到重視，每一次作業、考試的成績都會記錄在
案，在總成績裡佔有不同的權重，成績的好壞都會
影響到學生的期末總成績；平日裡，每次作業都會
被量化、歸檔，美國老師能十分客觀地計算學生的
日常成績；學生必須在最後期限前上交作業，否則
就會被扣除相應的分數（在我的學校，一般遲交要
扣三十分，有
些老師也會扣
除五十分）。

這樣的話
，老師既承認
了學生們的付
出，也起到了
懲罰的作用；
而期末考試成
績僅占學期總
評成績的百分
之二十，美國
的這個考評體
系全程記錄了
學生的學習過
程，學生不能
夠以臨陣磨槍
的方式，靠考
試前突擊複習
衝刺來提高總
成績。

而在中國

如果學生的期中期末考試不夠理想的話，就意味著
他們一學期的努力也就付諸東流了，平時的作業成
績得不到合理的對待和歸檔，當在老師計算日常成
績的時候，一般都是以他對學生的印象為主，主觀
地評分。而對於學生遲交作業一事來說，老師的懲
罰措施要不然太重，比如說直接記零分，要不然沒
有處罰。對於直接被記零分的學生來說，他們的付
出和努力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而對於沒有受到懲
罰的學生來說，他們就失去了一次領略自己的過錯
所帶來的痛楚的機會。
(未完)

中美教育差異性在哪中美教育差異性在哪((上上))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80101A 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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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差異性在哪中美教育差異性在哪((下下))
中式教育系統下採用了照相式的考試方法，到

期中期末一考試，分數一出就是這個學期的總成績
，沒有反映學生的整個學習過程。對照比較，美式
錄像般的成績記錄方式更能客觀公正體現一個學生
的學習成績和狀態。

學校教育的另外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對
學生良好品質的樹立和培養。如果說良好的教育為
一個人的成功提供基礎和機會的話，那麼這個人的
品格則直接決定了這個人能否抓住這樣的機會，對
他人尊重和做人的誠信是基本的立身之本。

我們學校非常重視學生的品行教育。在課上，
老師會教育學生們尊重他人。他們不僅希望學生們
在別人說話的時候認真傾聽，還有就是十分期望學
生們尊重老師和他人的工作成果。

而在這方面上，一直自稱為“禮儀之邦”的我
們中國人就遜色了許多。舉個例子，在美國，當學
生們寫探索性論文時，他們要引注他們用到的所有
文獻，甚至包括微博（引注一般包括兩部分，第一
個部分是在文中指明引用或借鑒的位置，另一個部
分是在整文後對整個文獻的出處，作者等基本信息
的標注），而且學生們在引用或借鑒時會十分小心
，因為稍不留神，他們在文章中的引用或借鑒就會
被說成是抄襲或剽竊，從而永無翻身之地，因為美
國人把信譽和尊重看得很重。

然而到了中國，引用別人的文獻是很少有人標
注，這就給了學生們“別人的腦力工作成果不需要
被尊重”的暗示，而這種暗示，則導致了現在社會
上對別人的腦力工作成果的不尊重。
加入美國國家高中生榮譽生協會

與中國學校和家長普遍期待孩子的學習成
績能夠出人頭地不同，美國的學校和家長們更
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成為領導。有趣的是，
美國人眼中的“領導”與中國人眼中的“領導
”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

在美國人心中，一個leader，也就是領導，
並不需要真正成為一個團隊的頭領，但他應該
有優秀的品質，強大的氣場，並且各種情況下
能夠身先士卒，樂於助人，並且通過自己的行
動帶動別人做正確的事；而在中國人的心目中
，領導就是一個團隊的頭領，就是一個被服務
的對象，他需要幹的事就是指揮他人，然後自
己獨享其成。其實在英文裡專門有一個詞形容
這種人，這個詞不是“leader”，而是“boss”
。

正因為整個美國社會對領導才能的重視，
美國學校非常重視對學生領導力的培養。絕大
多數美國中學都會設置領導才能課。雖然這節
課是選修課，但是許多學業顧問會“強制”他
們心中的“精英苗子”們上這節課。但是到了
中國，學校並不給學生們提供這方面的教育，
但是即使提供了，由於不是主課又會有多少學
生去認真地聽課呢？

美國學校不僅設置課程以培養學生的領導
力，而且也重視在課餘生活中對學生的能力進
行培養。例如我之前建立了一個乒乓社團，遇到過
有關領導方式的一些問題，當我在嘗試自己解決問
題但又覺得無從下手的時候，我向我的生活老師求
助。他首先肯定了我的工作，給我分析情況，再對

我這個問題給出了幾種不同的解決方法，並讓我結
合具體形勢，自行選擇。他在幫助我解決問題的同
時，鼓勵我，並且培養我的領導經驗，從而提升我
的能力，經歷了一些波折我在我們學校建立了乒乓

球社。與中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的育人
理念十分獨特，而這種十分獨特的育人理念培養出
了美國一批又一批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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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學生如何看待中國美國中學生如何看待中國
留學生留學生

隨著中國學生留學(課程)年齡的低齡
化，越來越多的中國孩子們開始走進美國
高中課堂。當中國家長在大洋彼岸苦思冥
想是否應該讓自己的孩子出國留學讀高中
時，大洋這邊的美國高中學生們也悄悄加
入了關注中國小留學生的行列。

目前很多留學教育類的文章，都在反
反復複地探討著中國家長的思考與苦惱以
及中國小留學生在異國的新奇經歷和夢想
。當中國小留學生走進美國課堂時，他們
身邊的美國學生到底是如何看待他們的？
據我所知，這類信息目前比較少。

今年夏天在我執教的美國高中生中文
課堂上，我給我的學生佈置了如下的作業
：如果你班上有來自中國的小留學生，你
該如何用你學過的中文和他/她打招呼？
請用你的親身經歷，談談你對中國小留學
生現象的看法。

美國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確實很強，拿
到我佈置給他們的作業後，他們用自己的
親身經歷，給我講了一個又一個的留學故
事和他們對留學的看法。經我的學生們同
意，我現在把他們的作文一一翻譯出來，
供中國家長們參考。為了提醒讀者留意文
章內容，我添加了中文標題。
留學是否容易？時間將告訴你
作者：(美國高中生)巴傑

如果有中國高中生來我們學校就讀，
我會和他/她探討他們對移民的看法。我
會問他們是否喜歡美國。比方說，我會問

他們對美國交通和食物
的看法，我還會問他們
是否喜歡美國音樂以及
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有
哪些不同。我會繼續問
他們是否想念中國。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會問他們最想
念誰。如果他們問我如何看待中國學生來
美國留學，我會告訴他們，留學的結局不
一定很好。我之所以這樣認為，這是因為
我覺得中國孩子面對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
和文化一定會很難。

比方說，在中國，中國學生可能會這
樣介紹自己：“我家有三口人，他們是我
，我爸和我媽”。而在美國，美國學生可
能會這樣介紹自己：“我家有六口人。他
們是我爸和我媽，我哥，我的兩個妹妹還
有我。”(譯者注：英文作者的本意是中
國孩子沒有兄弟姐妹，到了美國以後，當
他們看到美國家庭裡都有好幾個孩子時，
獨自出國的他們很可能會感到格外地孤
單)。

再比如說，中國人喜歡吃餃子和拉麵
，也喜歡喝茶。而美國人則喜歡吃三明治
和喝咖啡與可樂。上述這些，只是中美文
化不同中的兩個小例子而已。

必須要考慮的另外一個因素是，中國
孩子到了美國以後，如果沒有父母的陪伴
，他們就會缺少必要的家教(parenting)，
這就有可能導致中國孩子的不當行為。

我有一個美國朋友，他家就住著一位
中國小留學生。這個中國小留學生一年前
來美國，他和我的朋友上同一所學校，而
且寄宿在我朋友家。為了方便敘述，我就
叫他“Joe”吧。

這個中國學生經常把音樂聲開得很大
，還經常在淩晨兩點鍛煉身體。雖然寄宿
家庭告訴他不要這樣做，可惜他不僅不服
從寄宿家庭的要求，還到臉書(Facebook)
上表達他對寄宿家庭的憎恨，還說要急著
搬家離開這個寄宿家庭。我想，如果他的
父母在這裡，這種不愉快的事情就不會發
生。

即使小留學生的父
母能來美國陪讀，還會
有其它的問題。其中的

一個問題是，中國父母是否需要在美國找
工作？如果需要找工作，現實會很殘酷。

第一，美國的好工作不那麼好找。
第二，英語(課程)不好的人，在美國

找工作會難上加難。
第三，即使能找到一份所謂的工作，

也很可能沒有他們在中國的工作好。
既然如此，那麼為什麼人們非要移民

來美國呢？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釋這種移民
潮。一個原因是，美國學校比中國學校相
對自由。我知道，中國學校競爭激烈，上
好大學不容易，而且人們常常認為美國學
校壓力沒那麼大。

然而，留學是否真的很容易？只有時
間能回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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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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
sh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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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生 要 利 用 好 學 校 內 部 的 writing
center，加強自身的寫作能力。

上學期間最好能有一到多個專業
相關的實習，會對你之後尋找正式工
作有很大的幫助。當然，參加學校裡的
一些專業的社團活動，或者社區活動，
例如志願者，社區服務等。增加 net-

working機會也非常有必要，具體作用
會在下文中提到。

把握好招聘時機。每年的九月下
旬，是一年一度的招聘季。各大公司會
相繼開展校園招聘。當然，不僅是秋季
，春季也是有校園招聘的。但是最近的
行情顯示，由於公司在秋季招聘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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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a-
rin Consulting 和 Minty-
Mentors等等。
簡歷，找工作的敲門磚！(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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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留學生來講，英語本就不是我們
的第一語言，除了要保證簡歷中的語
法沒有錯誤外，還要注意語言是否精
煉優美。修改簡歷，我們通常都會去學
校的Career Center，尋求工作人員的幫
助。這種方法保證了簡歷中沒有語法
的錯誤，簡歷內容的組織也合情合理。
但是卻也存在著一個致命不足，便是

缺乏對於專業知識領域的瞭解與熟悉
。Career Center的工作人員沒有相對的
專業知識背景，無法幫助留學生個人
發掘背景，展現亮點，而這也正是re-
cruiter在審閱簡歷時所要瞭解的。
那麼究竟簡歷要怎麼寫，怎麼改才能
變成響亮的敲門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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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Linkedin，Indeed 等。此類網站需
要你先建立個人賬戶，上傳簡歷或者
豐富自己的個人主頁。在搜索欄裡輸
入自己想要尋找的工作類型可以得到
相應的招聘信息。使用這類網站還有
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建立人脈關係，時
常會推薦給使用者----“你可能認識
的人”。
http://www.Linkedin.com
http://www.indeed.com
http://www.simplyhired.com
http://www.hotjobsfinder.com
http://www.monster.com
NO.3 內部推薦。
如果你有認識的學長學姐已經工作，
而且公司內部正好有合適的空缺，你
可以通過他們來將自己的簡歷呈遞到
HR部門。這種方式也是效率和成功率
最高的一種方式。而這種方式需要留
學生自身的人脈資源，也就是我們通
常所說的networking。Networking的資
源可以來自很多渠道，例如自己的學
姐學長，或者在美國的親戚朋友。另外
還有一個主要的方式，就是通過在學
生時期參加的各個行業組織和社團。
由於社團與專業一致，可以認識在此
行業中已經工作過一段時間甚至有一
定行業影響力的人士，與他們多交流
多探討，也增加了你成功進入此行業
的機會。例如 AMA, 就是市場營銷專
業所屬的組織。
面試，都要準備些什麼？
面試一般情況下會有至少兩次面試，
第一面也就是前期面試，第二面通常
會On-site。當然也有公司會有三面或
者四面的情況發生。
NO.1 前期面試：

前期面試一般會有 Behavioral Inter-
view 和 Technical interview。前者可以
在網上搜索到相關的問題和答案。如
果你只是大體一看，即使問道相關的
問題，你也不知道該從何入手。對於面
試經驗超過十次以上的人來說，這類
面試通常都會變得得心應手。尤其大
多數問題都會歸結到相類似的答案，
就是突顯你的優勢，覆蓋的方面包括
leadership，team work 和 result-driven
等等。至於Technical interview，就要看
應聘者本身的能力了。
NO.2 On-Site
到這一環節之後，應聘者就要付出更
多的時間來準備，包括從公司背景，技
術要求到自身的穿著打扮都要十分注
意。此輪面試除了對個人能力的檢驗，
也是對體力和工作中抗壓能力的檢驗
。很多公司會設計出拉鋸戰一般的面
試，來觀察應聘者對於工作負荷的承
擔能力等。當然這一環節也涉及到之
前提到的H1B的sponsor問題。有些工
作是不予以提供 sponsorship 的，但是
些個別案例也提到過，經過與公司的
協商，公司最終同意給與 sponsorship。
所以說最終還是要看你的個人能力，
如果你是人才，公司也會願意破例。
勵志留在美國，或是想在美國尋找一
份工作的留學生們，如果你還在為找
工作而苦惱，請不要輕言放棄，經歷過
這個階段對你的人生來說是一次巨大
的成長。一次次的面試失敗，給與的是
一次次寶貴經驗的積累，在挫折與失
敗中積累的經驗是在別的地方得不到
的，僅屬於自己的財富。在不斷的實踐
中尋找解決的方案方法，從而達到最
終的目標，那種喜悅也是無法替代的。

留學生們，你們都找到理想的
工作了嗎？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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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近日，京城多家冰雪乐园人气火爆，人们纷纷走到户外，享受严冬里冰雪世界的乐
趣。图为游人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畔冰场畅滑，享受冰雪乐趣。

李文明摄 （人民视觉）

京城冰雪乐园人气旺京城冰雪乐园人气旺

● 入选世界考古新发现

位于杭州北郊余杭区境内的良渚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保护区面积42平方公里，保护规划区111平方公里。特别是与古

埃及同时期建成的良渚古城 （内城 3平方公里，外廓城 6.3平方公里，

包含外围水利系统100平方公里），无论规模还是内涵，在世界同类遗

址中极为罕见，堪称“中华第一城”。

2013 年，良渚古城入选“2011—2012 世界 10项考古新发现”。这

是世界考古界专家从全球 99 个候选名单中投票产生的。根据投票结

果：埃及金字塔聚落得票第四，良渚古城紧随其后位列第五。

此次来良渚的近30位考古专家，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

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墨西哥、以色列等国家以及中

国国内的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此行第一站，就去看了良渚古城的水

利系统。

作为迄今已知的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也是世界最早

的拦洪水坝系统，距今约5100—4850年，将中国大型水利遗迹的年代

几乎提前了一倍的水利系统，在良渚古城北面，有秋坞、石坞、蜜蜂

弄等10条堤坝以及长约5千米的塘山长堤，共同组成了一个具有高低

两级水库的庞大水利系统。

● 赢得考古大咖点赞

“规模宏大。”考古界“超级大咖”，英国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考

古研究所教授罗森夫人用标准的汉语脱口而出。她已经到过良渚四次

了，良渚每次都能给她惊喜。

良渚遗址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得到了国内外考

古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中国政府在良渚遗址遗产保护中的努力和成

就得到了与会国际专家的赞赏。近年来，国内外考古学界已经逐步

统一观点：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遗址已经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

史的有力物证。良渚遗址考古研究不仅改写了中国历史，而且改写

了世界历史。

“良渚文明的规模之大、水利系统建造速度之快，都要超过玛雅文

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莉萨·卢塞洛说。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考古学家凡诺·斯卡伯勒表示：“近年来我

去了很多国家，看了许多水利系统的建筑物，相比之下良渚古城的

水利系统更加完善。良渚古城遗址的研究成果，不仅使中国水利史

向前推进了很多年，更对认知当时的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撰写的申遗文本从 2013年就在不断地更改，因为考古进展在不断推进，新发现不断涌现，

一而再地将良渚遗址推向一个新高度。到现在为止，我们有把握地说，良渚古城遗址是长江流域具有

早期国家形态的社会或者是中国史前城市文明的典范。”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

同滨说。

● 将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点赞之余，考古界“大咖”们也提出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如此伟大的良渚古城，怎样才能更

好地得到保护？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陈寿田说，目前正在筹建良渚遗址国际考古保

护中心，“就在遗址公园内，目前已经进入装修阶段。”

“我们先后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剑桥大学、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北京大学、河海大学、复旦

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外学术机构合作，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著名考古学家、英国考古学院院士

科林·伦福儒先生，与浙江省考古所所长刘斌先生合作的研究论文，将在《古物》杂志上发表。”陈寿

田对在座的外籍专家发出邀约，“杭州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我们非常期待在座的考古学家再到良

渚参与课题研究。”

近30年来，余杭区政府投入数十亿元对良渚遗址进行保护、整治和利用。良渚遗址已有部分区域

出现了水美草丰、飞鸟聚集的景象。

“遗产保护不仅为了5000年的过去，更是为了孩子们及未来。抱着这样的初心，未来良渚将建100

多平方公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陈寿田说，遗址公园将以生态修复为主，修复后将会还原一片绿

洲，其中会有莫角山宫殿区、反山王陵墓地的展示呈现，同时尽最大可能恢复当时古城的河道、湿

地、林相等自然风貌。希望良渚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新名片，让它再活5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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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上海举办了一场考古界的“奥斯

卡”盛会——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论坛主题是

“水与古代文明”，而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古城水

利系统——世界最早的拦洪大坝系统，正是作为

一个典型案例，在论坛期间受到广泛关注。

30余位考古界大咖专程从上海赶赴杭州，实

地考察了良渚古城以及外围水坝。此次考察使

“良渚声音”在世界考古学界得到进一步放大，良

渚遗址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

用得到国际认可：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

明史的圣地。 飞天形象是敦煌莫高窟众
多精美艺术品中的代表。飞天
在 壁 画 中 的 姿 态 多 是 衣 袂 飘
然，持花卉乐器，迎风起舞。
尽 管 不 同 时 期 的 形 象 发 生 变
化，但总体表现出了佛教的安
乐与祥和。

莫 高 窟 初 凿 于 十 六 国 时
期 ， 西 域 与 中 原 本 土 风 格 共
存，且主要以西域为主。以大
红为底色，线条粗犷狂放，色
彩大胆而浓厚，显得古朴，原
始 气 息 浓 郁 。 人 物 只 略 具 人
形，身体结构并无美感，身上
服 饰 少 而 简 单 ， 面 部 表 情 单
一。

到了北魏，已有了明显的
中土化。面部轮廓更圆润、五
官匀称，眉清目秀。线条更成
熟 、 更 复 杂 ， 整 体 给 人 以 真
实、和善的感觉。描绘手法已
往写实方向发展。

西魏则分裂成两种风格，
“西域式”承接北魏时飞天造
型，而“中原式”的人物形象
参考魏晋时期标准的“秀骨清
象”，改造成了清秀瘦削，身轻
如燕，面含微笑的女性形象。
发髻也由单束变成双髻，彻底
抛却了原先的拘谨。

北周又回复到西域式飞天
造型。

北朝战乱，民不聊生，寄
托于佛法。佛教作为外来教，
与中原文化再度融合，色调比
较清新。

隋唐对“飞天”做出创新，除女性外还添
了一种秃发僧人式的形象，均十分富有生气，
给人以欢乐、进取，自由奔放之感，亦由原先的
朴实变化成雍容华贵。其面部均称为非男非

女相，既慈善又不失刚强。
唐代后期，因政治原因，

人 物 姿 态 上 失 去 了 欢 快 的 动
感。服饰变得清新淡雅，人体
也由丰腴变得清瘦，神态更平
和，显出庄重和肃穆，隐隐流
露哀伤。

隋 唐 以 后 ， 敦 煌 人 心 思
安，他们反对战争，渴望回归
以往生活。此时“飞天”形象
已失质朴与深沉感，显得世俗
化、情绪化，整体缺乏生气。

元代继承唐朝风格，基本
无发展变化。（之前宋时期也多
为重修前朝壁画，无进展。而
菩萨多显苦闷像——大抵是北
宋期间对佛教持反对态度的缘
故罢。）

各朝壁画飞天形象的变化
无疑是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
济 与 文 化 的 重 要 证 据 。 而 印
度、希腊与西部少数民族和中
原之间的文化一直在交互碰撞
与融合，最终形成了被大多数
人认同的新文化。

古代的先民在壁上凿出洞
窟，为自己的信仰，用描绘的
方式祭奠永恒的神佛。他们做
着延续千年的梦，在石壁上凝
注了千年的舞韵、繁花与佳木
的芬芳——以绚丽的、色彩流
动的笔触为封印，留住时间的
脚步。

我们要不要再“变化”一
下飞天的形象？我想，或许是

必要的。
待到此梦成真，今夕何夕？
再忆起踏在窟中花砖上，每一块砖石都

仿佛流动的古画。某种气焰在心胸升腾，汇
聚成一股使人抬头仰望星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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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僑務組房振群組長和休斯頓華裔聯盟理事會合影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僑務組房振群組長和休斯頓華裔聯盟理事會合影。。

（泉深／圖文）2018 年 1 月 7 日，休斯頓華裔聯盟
（HCA) 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辦了盛大的新年聯歡會。中華人
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僑務組房振群組長、易川領事，
休斯敦西南區負責人李雄先生，福遍郡國際關系委員會主任
張晶晶女士等應邀出席。出席聯歡會的成員包括HCA會員，
微信群群友，來自本地和外地的嘉賓以及媒體人士共計百餘
人，盛況令人矚目。

聯歡會開始，由休斯頓華裔聯盟會長解濱致辭並放映了
自行製作的題為《HCA 2017，回顧休斯頓華裔聯盟走過的路
》的短片，並通過這個短片和與會者一同回顧了自成立以來
，在過去幾年中HCA所做過的大量的工作。這其中包括Cy-
press滅門案燭光悼念活動，舉辦社區家庭安全防衛講座、普
及法律知識、舉辦職場發展講座、參加哈佛申訴、參加華人
維權、進行選民登記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僑務組房振群組長、
休斯頓西南區負責人李雄先生，福遍郡國際關系委員會主任
張晶晶女士代表嘉賓分別做了精彩的發言。三位嘉賓代表對
於休斯頓華裔聯盟在過去幾年中致力於維護華人權益，提高
華人地位所做的努力，特別在去年哈維災害中所發揮的作用
表示了讚揚和肯定。

與會者在聯歡會上特別回顧了兩件事： 一是去年哈維災
害後，休斯頓華裔聯盟在洪水尚未退去之時就發動了為災後
重建的募捐活動，並且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使用籌款購買了大
量的救災器材並運往災區。在短短的20天裡，休斯頓華裔聯
盟為災民購置了價值六萬多美元的災後重建器材並提供給災
民。與此同時， HCA也接到了來自本地和外地的大批捐贈器
材，並立即提供給災民。 HCA也在幾個重災區建立了義工隊
，幫助受災居民重建家園。當別的義工組織結束了災後重建
的工作後，休斯頓華裔聯盟仍然在堅持不懈地努力，把防蚊
劑發放到災民手上，並且盡力為災民提供午餐。休斯頓華裔

聯盟是最後一個結束哈維救災工作的組織。
在聯歡會上，HCA理事會感謝來自當地以

及全國各地的同胞們對於哈維災後重建工作的
大力支持和援助，也表彰了去年在哈維災後重
建工作中做出巨大奉獻和努力的義工和義工集
體，感謝他們的努力和奉獻。受到表彰的義工
和義工集體是：張傑，海燕，侯彥，Elaine Tao
，Sunrise義工隊。

休斯頓華裔聯盟的理事們表示，在新的一
年中，HCA將發揚光大，繼續努力，致力於維
護華人權益，幫助和促進華人在美國更好地生
存和發展，做出新的貢獻！

聯歡會上，休斯頓當地的文藝愛好者們表
演了精彩的文藝節目。這其中包括：Stage
One National final first place獲獎者、金孔雀舞
蹈學校的Michelle Yang表演獨舞《天山少女》
，Michelle Lee 演唱芳華片尾曲《絨花》，休
斯頓超級女聲冠軍獲得者米君秀的獨唱歌曲
《天路》，東方藝術教育中心Emily Ma表演的
舞蹈《Innocent》，男高音歌手陳新華的獨唱歌曲《呀啦嗦》
，女高音歌手王宇演唱意大利歌曲《燕子》，超級寶貝全美
冠軍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王臻真表演《中國功夫》以及北美
音樂之聲合唱團表演女生小合唱《桃花紅杏花白》。這些精
彩的節目受到了觀眾們的熱烈歡迎！

在歡樂的氣氛中，休斯頓華裔聯盟新年聚會圓滿結束。
與會者通過這個聯歡會結識了新的朋友，分享了各種美食，
獲得了豐富的抽獎獎品。大家帶著華裔聯盟的祝福，走向新
的一年。

休斯頓華裔聯盟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辦新年聯歡會休斯頓華裔聯盟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辦新年聯歡會

休斯頓華裔聯盟為抗洪救災先進個人和團隊頒獎休斯頓華裔聯盟為抗洪救災先進個人和團隊頒獎。。

歌舞表演歌舞表演。。

聯歡會現場聯歡會現場。。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僑務組房振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僑務組房振
群組長致辭群組長致辭。。 休斯頓華裔聯盟會長解濱致辭休斯頓華裔聯盟會長解濱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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