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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知名地產專家預測：
四位知名地產專家預測：
美國 2021 年樓市前景如何
年樓市前景如何？
？

2020 年，美國房地產市場是
一顆閃亮的明星，推動了全美經
濟的好轉。而到了 2021 年，我們還
能期待房地產市場繼續呈現這樣

國樓市的看法。
全美房地產經紀人
協會首席經濟學家提出：
“2021 年，我認為房產利率
將與之持平或略高，可能
是在 3%左右。因此，抵押
貸款利率將繼續保持歷史
記錄以來的有利水準。”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表 示：
“ 我 們 預 計，在 2020 年 已
經很高的樓市水準上，銷
售將增長 7%，價格將再增
長 5.7%。”
全美住宅建築商協會
高級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
家則提出：
“隨著住房建築
商信心接近歷史高點，我
的情景嗎？以下是來自美國房地
們預計獨棟住宅的建設量將繼續
產經紀人協會，地產公司，全美住
增長，儘管這種增速會低於 2019
宅建築商協會，第一美國集團金
年。此外，新房源銷售增長將出現
融公司的四位專家對未來一年美

一定程度的放緩，因為實際銷售
中越來越多的房屋來自尚未開工
的房屋。儘管如此，考慮到有利的
人口結構、住房需求向低密度市
場轉移的地理變化，以及處於歷
史低位的利率，購房者的購房活
動仍將保持強勁。”
第一美國首席經濟學家表示
：
“在可預見的未來，抵押貸款利
率預計將保持在較低水準，千禧
一代將繼續組建家庭，即使收入
增長放緩，購房需求也將保持強
勁。從房源方面而言，儘管房屋建
築商的理想是提供更多的住房供
應，但現有房源的供應嚴重短缺
預計將持續到 2021 年，並可能使
房價上漲幅度居高不下。”
（文 章 來 源：美 房 吧，meifang8kefu）

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請關註
我們的新動態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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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地產開發你要注意的相關法律事項和風險
地再說，如果項目未得到當地居民的支持，
很可能導致項目無法進行和投資失敗。

一、所購買不動產風險
1、財產範圍
對於所要購買的不動產區分不同情況，
中國投資人應確認相關的物業財產範 圍和
產權情況。例如，如果購買的是商場或酒店，
所需要確認的財產範圍不僅包括相關土地
和地上建築，還應包括建築內的設備設施、
與該商業物業經營相關的 證照、客戶名單等
商業秘密、測繪圖紙或其他無形資產。
如果購買的土地用於開發，則可以要求
賣方給予必要的可研調查期，以便對土地相
關情況作更詳盡的調查，以確定是否適合作
符合相關目的的商業開發。

2、產權調查
中國投資人應對所要購買的不動產物
業進行相關的產權調查，確認是否存在 產權
瑕疵。產權調查可由產權調查公司進行，通
過搜集當地政府備案的相關房地 產公開信
息，包括房地產歷次交易的產權變更記錄是
否連續完整，是否存在抵押權、地役權或其
他產權瑕疵，是否附有相關債務或者欠繳稅
費等，最終形成相關地產的產權調查報告，
羅列相關發現的產權瑕疵或其他問題。
上述發現的問題應由賣方在交割轉讓
前予以解決。另外一個解決方案是，中國投
資人可以購買不動產物業產權相關的保險，
一旦發生在產權調查中未發現的產權瑕疵，
可以要求由 保險公司進行相關理賠。

3、物業檢查
中國投資人應聘請專業人員對所購買

應避免隨意延長工作時間或延遲發放工薪。
在美國，很多工人加入工會組織，由工
會代表工人同企業談判集體雇傭合同，談判
2、建築許可
內容包括工資、福利 待遇、工作時間、辭退條
除了區劃許可，開工前還需要申請建築 件和遣散費等。工會可以組織工人罷工，或
許可及其他開工前需要報批的各種許 可，包 者在簽訂或 續簽勞動合同時要求較高的工
括市政許可、給水排水許可、消防許可、歷史 薪福利。
文物許可及其他許可等。相關專案建築設計
美國也曾發生過因為工會組織和企業
應符合有關建築法規標準（Building Codes） 間談 判，導致企業經營困難的案例，例如美
的要求，如建築 材料要求、衛生設施、配電設 國通用汽車公司 2007 年在和工會談判續簽
施、防火標準等等。
集體勞動合同時遭遇罷工，最終被迫接受更
獲得建築許可的時間要看各地 方政府 高代價的為期四年的勞資合同，最終導致企
的規定，涉及環境問題時可能會較長。例如 業負擔較高，於 2009 年申請破產保護。
美國可出售開發的島嶼獲得建 築許可的手
五、土地買賣
續就會比較複雜，耗時可能達 10 年甚至更
長，有沒有建築許可的島 嶼售價也差距很大
中國開發商購買美國土地用於開發，需
。在獲得建築許可並交納相關稅費後，才可 要和美國土地業主簽訂《土地買賣協 議》
，並
以開工建設。
要求在滿足交割條件的情況下再進行交割。
這些交割條件包括產權公司出具產權報告
三、環境風險
和/或產權保險，測繪地圖和圖紙已提交，土
在美國購買不動產物業，尤其是購買土 地等級證明和其他相 關證明文件已提交等。
地用於房地產開發時，應注意相關的 環境風
如果存在銀行貸款，開發商企業還需要
險並需要進行相關的環境評估
，
審查相關環
和銀行簽訂
《土地 貸款協定》
，在存在擔保或
的不動產物業進行仔細的檢查，包括物 業建
境許可證照是否有效
，
是否存在違反環境法
抵押的情況下
，
地契和產權保險檔會交由貸
築結構、管道設施、供冷供熱供電供水系統、
是否存在環境風險（例如石棉、白蟻、管道洩 規而導致產生環境責任的行為，是否存在為 款銀行。
滿足相關環境要求而需 要進行的投入或開
漏等）
。
六、施工管理
銷。如果購買的地塊在環境保護敏感地區，
二、政府許可風險
如野生動物棲息地 或濕地等地區，未經許可
美國的施工管理體制由開發商、承包商
是不得砍伐任何林木或者破壞地表植被的， 和監理工程師三方組成的管理體系組 成，通
1、區劃許可
而這可能對房地產開發的工程進展帶來嚴 過招標承包制，選擇承包商和簽訂合同。與
國內不同的是，國內的建築商作為乙方常處
在美國從事房地產開發應注意符合區 重影響。
於談判弱勢地位，常存在墊資開工的現象，
劃相關的法規要求。美國各州政府擁有 立法
四
、
勞工風險
而在美國建築商和開發商處於平等的地位，
權，並授權各市政當局制定有關土地利用方
美國的建築工人屬於藍領工人，與中國 一般不存在墊資幹活的現象。
面的區劃制定法。當地的市政委 員會由選民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
meifang8
8kefu
kefu）
）
選出或市政當局任命，負責制定適合當地的 的建築工人不同，他們的收入不低於 白領，
甚至會更高，享受固定的工作時間和假期安
區劃條例和總體規劃。
排，其權益受美國法律和工會組織的保護，
當地立法機構指定社區成員組成當
地規劃委員會，通過組織公眾聽證會，調
查並獲取相關資訊，負責編制區劃條例
和總體規劃，並向當地市政委員會或其
他立法機 構提供建議及相關法規的修訂
、執行和管理標準等。
受區劃委員會制定的區劃影響嚴重
的業主可以向法院進行上訴。公眾意見
和社會團體在區劃法的制定和實施上起
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社區民眾反對
某專案，房地產開發商必須與其協商 並
徵求其同意，否則很難獲得區劃委員會
和市政委員會的許可。
中國企業投資美國房地產開發，首
先需要就專案制定總體規劃，包括總平
面 設計和建築物的初步設計，報市政當
局批准。中國房地產開發商應注意與當
地居民溝通，做好相關公關工作，不要簡
單認為和當地市政當局打好交道就可以
了，不要按照在國內的思維模式先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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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買房是沒有房產證的，
那他們用什麼來保障權益？
那他們用什麼來保障權益
？

有誰見過美國的房產證或者不動產證嗎？肯定沒有，因
為美國就沒有房產證，只有一份叫做產權轉讓書的檔。
美國實行的是契約登記制度，購房並沒有類似中國的房
產證，所有的資訊都在政府部門進行登記。在美國多數地區
都有政府網站，人們登陸政府網站便可方便的查詢到房屋的
產權資訊；在少數沒有政府網站的地區，人們可以去政府辦
公室進行查詢。
可以說完成產權過戶程式，在進行登記以後，產權轉讓
便已完成，律師會給你一堆包括地契在內的檔。這些檔其實
並不重要，即便丟了關係也不大，也不需要去補，因為美國政
府機構的網站有完整的房產土地所有權的登記，網站也已經
公佈。下一次你要出售這個房子時，也沒人要看你手中檔。買
賣雙方都以政府網站公佈的資料為准。
嚴格的說，在美國你買的並不是房子，而是房子下面的
土地。美國的土地為永久產權，而且是完全和絕對的產權，權
利涵蓋地表、地下（含礦產）和地上空間，非經恰當程式，政府
不能直接徵用，也不能間接侵害其利益。所以，在美國，只有
地契，沒有房契，更無房產證。
美國的房地產契約（簡稱地契）是一份轉讓地產所有權
的書面檔案，它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和名稱，而最為普遍的是
以下的三種形式：General Warranty Deed (完全擔保地契) ,
Special Warranty Deed (特殊擔保地契）和 Quitclaim Deed (
簡單地契)。
General Warranty Deed ( 完 全 擔 保 地 契) 也 簡 稱 為

Warranty Deed。它是一種最完善的地契轉讓書。在此檔中，
地產轉讓人證明自己擁有該地產的全部所有權，並永遠保證
擁有該地產的權力。一但有人控告，或對不動產產權有所質
疑，不論控告人對產權的質疑是源於多久以前，也不論這種
瑕疵是轉讓人自己或以前主人之行為造成，轉讓人都會為他
的產權作辯護，並彌補產權上的任何暇疵，以保證買方的產
權不受其影響。下圖是 General Warranty Deed (完全擔保
地契)的樣本。
Special Warranty Deed（特殊擔保地契）也叫 Limited
Warranty Deed。這種地契轉讓書只擔保轉讓人本人是合法
拿到對此不動產的所有權，轉讓人也沒有對此不動產做出任
何有損其價值的事。如果有任何人因為轉讓人自己的行為而
對這地產有質疑，轉讓人會辯護自己的產權，但這種地契並
不擔保轉讓人以前的主人是否曾造成產權的瑕疵。一般政府
機構或是經由公司轉讓的不動產都是用此類的檔轉讓。如政
府拍賣的房子或搬家公司幫人代賣的房子多是用 Limited
Warranty Deed 來轉讓所有權。這時產權保險就顯得尤其重
不同。在美國西部，一般來說都是由協力廠商——產權公司
要。
（Title
Company）來持有交易資金、簽署產權轉讓書、全權安
Quitclaim Deed (簡單地契) 是一種沒有任何擔保的土
排產權的轉移
。所以買賣雙方都不用同時在場，由產權公司
地契約，它並不完全算是一種真正轉讓地產所有權的檔。轉
全權操作
。
在美國東部
，一般來說產權轉移的過程是在一個
讓人只是放棄他"稱為是他的財產"的不動產所有權，但並不
稱作"結算公司"
（
Settlement
Company）的地方進行的，買賣
曾擔保自己就是真正的所有人，也不會為地產所有權中出現
的任何問題作辯護。Quitclaim Deed 一搬用於產權沒有爭議 雙方（大多數時候也包括其經紀人）都集聚一堂，由律師或是
的交易中。比如夫妻間將產權于一方轉到另一方，或家人之 結算公司代理主持，支付款項、簽署產權轉讓書，最後前去政
間的轉讓。如果轉讓人有產權的完全所有權 (Fee Simple)， 府進行產權登記。當然，若買方確實無法出席，也可以委託其
轉讓人以 Quitclaim Deed 轉讓的產權也將是完全所有權。但 經紀人或律師代理，代表他們簽字，完成過戶的流程以及審
如果轉讓人對產權沒有任何權力，他通過 Quitclaim Deed 核。
付了錢簽了產權轉讓書，產權公司或是結算代理便會前
轉讓的就是不值分文的一份檔案罷了。所以，一般正規買賣
去政府部門為買方進行註冊登記
。一般來說，在政府部門進
地產時很少只用 Quitclaim Deed 作為唯一的轉讓檔。
行註冊登記後
，
一般
2-4
周便可完成登記備案
，你可以去這
談到所謂的 "Deed"，讀者們一定會問：那什麼是 Securi個做法網站查你的房地產登記註冊情況
。
雖然產權的登記需
ty Deed 呢？地產買賣中常常會看到這份文件，它是地產轉
讓文件嗎？事實上 Security Deed 是一份貸款抵押書。是買房 要時間，但產權的轉移在過戶日已完成，那時你已是房子的
的人為了向銀行借款，把房子抵押給銀行而必須簽的一份檔 擁有者了。對於自己的房屋，你是喜歡有房產證藏在家裡安
。此文件中說明一但買房人不付貸款，銀行就能以房子的真 心呢，還是覺得美國人將資訊登記在政府來得方便省心呢？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
meifang8
8kefu
kefu）
）
正主人的身份將房子賣給其它人以償還尚未還清的貸款數
。Security Deed 並不是一份地產轉讓的地契，它只不過是
銀行抵押權的證明。
下面我們來瞭解美國房地產的過戶流程吧。
首先是美國過戶日（Closing Date）
。過戶日是在買賣雙
方達成協議時在合同中事先約定好的日子，相當於中國的
房屋交付日。當然，如果雙方都同意時，也可以在這個日期
之前過戶。那麼在過戶日都會做些什麼事情呢？
總的來說有以下這些：
1、在過戶日之前或當日，買方將會支付款項（通常是
支票或者電匯）
2、賣方與買方簽署產權轉讓書合同，將房間鑰匙轉交
給買方
3、產權公司或者律師、公證人員前去當地的政府辦公
室登記註冊
4、賣方收到扣除了過戶費用以及貸款餘額等的款項；
關於在過戶當天是有誰來主持，在美國東西部還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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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票神枪手
民国那会儿，有个姓侯的山西人，
在北平城有十几家铺子，而且还是商业
公会的副会长。
侯掌柜有个独子叫侯奎，打小就爱
听京戏，到十六岁时，一听胡琴响，浑
身就痒痒，连学也不上了，整天泡在戏
园子里，成了个不折不扣的戏迷。侯掌
柜着急啊，这可怎么办？
侯掌柜一狠心，干脆断了儿子的零
用钱，没承想，儿子悄没声儿的，跑到
铺子账房那儿去支，一支就是上百块，
然后直奔广和楼戏院，过瘾去啦。
侯掌柜一来气，把侯奎锁进屋里，
不给吃不给喝。关了三天后，他终于认
了错，答应再也不进戏园子了。侯掌柜
这才松了一口气。
侯掌柜住的四合院，原是个王府，
院子中间竖着根两丈高的旗杆。这天大
清早，老妈子忽然慌慌张张跑进来，说
：“老爷，出怪事了，旗杆梢上忽然冒
出来个白面馒头！”
侯掌柜愣了一下，出去一瞅，果然
见旗杆上顶着个馒头。一准儿是谁搞的
鬼把戏，侯掌柜上前就是一脚，把馒头
给踹了下来。侯夫人却吓得脸色煞白，
把他拉进了屋：“当家的，你怎么这么
糊涂啊？”
侯掌柜一脸的纳闷儿：“怎么啦？
”侯夫人压低声音一提醒，侯掌柜才想
起来，前年，一个老乡家就出过这么档
子怪事。除夕晚上，好端端的，厨房里
包好的饺子忽然全不见了。老乡媳妇当
时脸色大变，失口说被“三大家”搬走
了。
三大家是什么？就是狐狸、黄鼠狼
和蛇，因为有灵性，被尊为“三大家”
，轻易不能惊扰，有人家还专为它们设
香堂供着。偏偏老乡不信这个邪，断定
是被下人偷了，年一过完，就把下人全
辞了。说来也怪，这年他就接连倒霉，
先是铺子被盗，后是商号着火，两年不
到，家道就败落了下去。
侯掌柜半信半疑。没想到，第二天
，旗杆上又冒出了个馒头。他悄没声儿
地把馒头弄了下来。谁知到了第三天，
馒头又突然出现在了旗杆上。吓得夫人
在菩萨前不停地磕头祷告。
侯掌柜心里终于犯起了怵，难不成
真惹着“三大家”了，要是这样，得赶
紧想个法子化解，兴许还有得救！
侯掌柜麻溜儿来到离家最近的一个
卦摊前，摇了一卦。算卦的一看卦签，
连连摇头。侯掌柜一瞅不对劲儿，赶紧

拿出了几块银元。算卦的这才说了半句
话：“先生，您惹着‘三大家’啦，赶
紧把宅子卖了吧，不然的话……”
侯掌柜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抱着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当天
就搬家，贱价把院子卖给了一个主动找
上门的主儿。
不久后的一天，侯掌柜请人到广和
楼听戏，忽然发现儿子像个爷似的，正
坐在桌子旁摇头晃脑听戏呢。他气坏了
，一把揪住侯奎的耳朵，提溜回了家，
吊在房梁上一审，才知道他哪来的钱听
戏。
为了弄听戏的钱儿，侯奎找算卦的
想了一馊主意，半夜三更搭个梯子，爬
到旗杆上放馒头，愣是冒充“三大家”
显灵，逼侯掌柜把院子贱卖了，然后拿
着得手的差价去过戏瘾。
侯掌柜一怒之下，一棍子把败家子
的腿打瘸了。侯奎伤了心，跟着一个戏
班子跑龙套去了。每到过年时，他才托
人来报平安，还给老两口捎俩红包。
这年秋天，日本人打进了北平城。
公会会长见势不妙，关了买卖颠了，把
一摊子事全推给了侯掌柜。

这天早上，侯掌柜正在忙公会的事
，忽然冒出几个日本兵，把在了门两边
，紧接着进来仨人，其中一人是仁和洋
行的二柜，舔上了日本人的眼子。他满
脸堆笑，指着一个日本军官说：“这位
是新民会的山田先生，特来看望您。”
侯掌柜心中一惊。前阵子，这条哈
巴狗曾经找上门来，说日本人想请他当
新民会商业分会的会长，当时被他拒绝
了，没想到今儿又来了。侯掌柜连忙起
身让座。山田喝了一口茶，叽里咕噜说
了几句后，一边儿的翻译立马说：“山
田先生说，他是特意来看望你的，请你
出任商业分会会长。”
侯掌柜思忖了片刻，回复说：“请
你告诉山田先生，容我考虑一下，三天
后给他个答复。”
回家后，侯掌柜把这事讲给夫人听
，她一脸的惊愕：“他爹，可千万不能
应啊，你要是应了，可就成了汉奸啦！
”侯掌柜点了点头，说：“知道。这两
天，我先紧着把买卖不太好的铺子盘出
去，然后回老家避一避再说。”
第三天上午，侯掌柜来到了新民会
，以年老多病为由，把会长的事给推了

。山田一脸阴沉，但还是把侯掌柜客客
气气送出了门。
坐上包月车，侯掌柜就直奔家去。
过一个路口时，迎面驶来一辆小卧车，
在和包月车错过的当儿，忽然从车窗缝
里伸出一支黑洞洞的枪口。紧接着，
“砰”的一声响了！
听到枪响，车夫扭头一看，立刻吓
得一屁股瘫软在了街上，侯掌柜一动不
动歪倒在车上，太阳穴那儿鲜血直往外
冒！
接到报案后，来了俩警察，看了看
侯掌柜的尸首后，让侯夫人先办后事，
就再也没见着人影儿。人们纷纷议论，
侯掌柜十有八九是被日本人给杀害了。
侯夫人强忍着悲痛，一边给男人料
理后事，一边打发人去找侯奎。直到下
葬时，侯奎才赶了回来，却穿着一身戏
服，一滴眼泪也不流，居然在坟前咿咿
呀呀唱起了《十三妹》。大伙儿都摇头
，侯掌柜怎么养了这么个孽障啊！
办完丧事后，侯夫人劝侯奎：“如
今，你爹走了，你也该收心了，买卖上
的事就由你来接管。你爹说了，眼下买
卖越来越难做，先把没盘出去的铺子盘
了，回老家去。”侯奎点头答应了。
谁承想，半个月后，侯奎竟然不声
不响把铺子全贱价盘了出去。侯夫人十
分生气：“好几家铺子的生意还不赖，
干吗要贱卖啊？”
侯奎回答说：“我要办件正经事，
需要钱。”
侯夫人问：“什么正经事儿？”
侯奎回答说：“玩票。”
侯夫人一下子愣住了：“傻儿子啊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闲心？我不
同意！”不料，侯奎的态度比她还坚决
：“我就这一个夙愿，您要不让我玩，
那我就正儿八经下海去！”
侯夫人气得心口直疼，最后只好答
应了：“好，就这一回，玩完就跟着我
回老家。”
侯奎立马来了劲儿，请了个主事的
，帮他张罗玩票的事。他自己呢，每天
清晨吊完嗓子后，就去拜师学艺，只等
主事的把事办妥后，登台玩票。
侯夫人有些不放心，背着侯奎问主
事的，怎么个玩票法。主事的一边扳指
头，一边给她细细讲了一遍，听得她直
咋舌：“老天爷呀，玩个票就这么多道
道儿，最后还要倒贴钱请各界名流来听
，总共得花多少钱啊？”主事的伸出了
两根手指头。
侯夫人问：“两千？”主事的“呵
呵”一笑，摇了摇头。她愣了一下：
“难道是两万？”主事的这才点了点头
。侯夫人一下子怔住了。
晚上，侯夫人就劝侯奎：“我跟人
打听了，你玩票少说也得两万块钱，这
可全是你爹辛辛苦苦挣来的啊！你觉得

值当吗？”
侯奎回答说：“值不值当，到时候
您就知道了。”儿大不由人啊，侯夫人
只好长叹一声：“得，就这两万，给我
打住了。多一个大子儿都不行！”
说来也巧，正赶上新盖的长安戏院
刚刚落成，侯奎知道后，出高价租了下
来。演出前，他做了件令人意外的决定
，让侯夫人先回老家。
演出这天，凡是受邀的人全部悉数
到场，就连新民会也来了仨日本人，说
叫什么中日亲善，轰动了四九城。戏迷
们听说一个没名气的瘸腿票友，竟然要
玩整场的《荆轲传》，纷纷赶往戏院，
看他怎么演这出花脸戏。
侯奎扮演的“荆轲”俊逸潇洒，刚
一出场，就叫人觉得眼前一亮，等他开
口一唱，唱腔是苍劲有力，颇有名家范
儿，立刻博得了戏迷的一阵叫好声。侯
奎且歌且舞，一点儿都瞅不出他是个瘸
子，尤其是那一段“易水歌”独白：
“……别时容易见时难，我欲从之路阻
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
还！”句句凄凉，声声悲壮，把视死如
归的荆轲扮演得是入木三分，台下的戏
迷们触景生情，不由得潸然泪下……
第十场是高潮戏。“荆轲”手捧燕
国地图和樊於期的人头，上大殿献给
“秦王”看，接下来，就是抽出藏在地
图下的短刀行刺。这时，令人意想不到
的一幕突然发生了，侯奎从地图里面抽
出了一把转轮手枪，一下子把扮秦王的
配角儿给吓傻了。
侯奎压低声音说了一句：“你边演
边往后台退，让大伙儿赶紧从后门走人
！”配角儿急忙惊慌失措地朝后台跑去
。
台下的戏迷们发现有些不对劲儿，
秦王怎么跑了啊？正纳闷儿时，忽听侯
奎一声怒吼：“小日本，尔等也有今日
啊！”话音刚落，他手中的枪口就对准
了坐在前排的日本人，只听“砰！砰！
砰”三声枪响过后，这仨人连叫都没来
得及叫出声，就歪倒在了长条椅上。
大伙儿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惊呆
了，个个惊慌失措，一股脑儿拥向了戏
院大门，乱成了一锅粥。
这时的侯奎，继续在清唱：“……
俺已拼将这性命，今朝血溅戏院，血溅
戏院……”
再说侯夫人，在老家眼巴巴等侯奎回
来，忽然听到消息说，儿子在戏院打死了
仨鬼子，吓坏了，赶紧打发人去北平城找
他。打听来打听去才知道，等警察冲进戏
院时，侯奎早就颠得没影儿喽！
不久之后，听说平西游击队里出了
个神枪手，双手使两把转轮手枪，打起
鬼子来，是一枪一个准儿。歇息时，还
时不时地给同志们来上一段京剧，那唱
、念、做，真是没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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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知道有關美國稅務的問題
都在這裡面了！
美國稅務問題，一直是所有 EB5 投資者
的一塊
“心病”
，近期也有好多客戶向好望角
諮詢稅務相關問題。為了方便大家辦理美國
稅務，好望角君特地整理了美國常見的稅務
問題，希望能說明到好望角的廣大客戶，讓
大家的美國之路
“移
“”
路坦途、
“移”
路綠燈！
1. 什麼是美國稅務居民？
美國的稅務居民指的是負有向美國國
稅局申報其全球範圍內所得稅的義務。美國
稅務居民通常指的是美國綠卡（包括有條件
綠卡）
、美國護照的持有者及滿足綠卡測試
的自然人。
2. 什麼是 SSN 和 TIN？
SSN(social security number) 是指社會
安全號，在美國報稅、銀行開戶，辦理駕照等
都需要 SSN 號，它相當於中國的身份證。
TIN（Tax Identify Number）是美國納稅
稅號。納稅前先申請稅號，獲批稅號後就可
以走流程正常申報納稅了。
3. EB-5 投資者何時負有向美國國稅局
報稅及納稅的義務？
EB-5 投資者只要登陸美國，取得有條件
綠卡當日，就負有向美國國稅局報稅的義務
。同時，根據取得收入的情況，EB5 投資者需
要預繳個人所得稅，否則有可能會產生利息
費用和罰金。
4. 只有 EB-5 主申請人才負有向美國國
稅局報稅及納稅的義務，還是其隨行一起登
陸的家庭成員都負有向美國國稅局報稅的
義務？

包括 EB5 主申請人在內的一起申請有條
件綠卡的家庭成員，只要登陸美國，取得有
條件綠卡，則負有向美國國稅局報稅的義務
。
5. 什麼是美國稅務居民？
美國稅務規劃的最佳時間是登陸美國
前的 6 個月時間。給予美國會計師更充分的
時間進行規劃，對客戶更有利。在時間允許
的條件下，會計師將向客戶提供多個方案進
行選擇。
通常，如果您的納稅年度的截止日期是
12 月 31 日，下一年的 4 月 15 日是提交聯邦個
人所得稅納稅申報表的到期日。如果您不能
在報稅截止日期前提出申報，那麼您可以要
求延期申報。
要取得自動延長 6 個月的報稅時間，在
報稅截止日期之前您可以提交 4868 表。延期
之後，最遲的報稅時間為 10 月 15 日。具體事
宜請交由美國註冊會計師進行處理。
6. 報稅就一定要納稅嗎？
報稅和納稅是兩個概念，報稅不一定要
納稅。根據美國稅收的政策及中美之間的稅
收協定，EB5 投資者通常是可以在美國註冊
會計師的幫助下在稅務上達到利益最大化
的。
7. 是不是 EB-5 投資者的資產都要繳稅？
這是個誤區。資產不需要繳稅，但處置
資產時，產生的增值收入部分需要徵稅。EB5
投資者登陸之前的資產增值及收入與美國
國稅局無關，但是登陸之後，投資者處置資

產及取得收入則需要向美國國稅局進行申
報。
一般情況下，美國註冊會計師會在 EB5
投資者登陸美國之前介入，幫投資者進行資
產的規劃，以幫助 EB5 投資者在稅務上達到
利益最大化。
8. 為什麼 EB-5 投資者需要美國稅務規
劃？
美國稅務規劃的目的是說明客戶在合
法合規的框架下更好地保護自己資產的安
全，同時在稅務上，說明客戶達到節稅、延稅
甚至免予繳稅的目的，從而使其利益的最大
化。
9. 美國稅務規劃和報稅是一回事嗎？
美國稅務稅務規劃是增值性服務，是針
對客戶全球的資產進行建議和規劃。報稅則
是基礎性的服務。
有前瞻性的稅務規劃能夠在客戶進行
報稅時，在合法合規的條件下使客戶的利
益最大化。
10. 如 果 隱 瞞 個
人資產，美國國稅局
是否有管道可以查
詢其稅務居民的資
產資訊？
2014 年 6 月 27
日，中 美 兩 國 就《海
外帳戶稅收遵從法
案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以 下 稱
“FATCA 法案”
）在中
國的實施達成初步
協 議，並 將 簽 署“ 模
式 1”的政府間協定。
根據該協定，中國將
向美國政府提供美

國稅務居民的金融帳戶資訊，而美國則會把
中國稅務居民的美國帳戶資訊提供給中國
政府。
政府間協定分兩種模式，分別是金融機
構直接向美國稅務部門提供帳戶資訊的
“模
式 2”和通過本國政府向美國政府間接提供
資訊的“模式 1”
。當前，中美之間適用於“模
式 1”
。
此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單獨的法域
，也已於 2014 年 5 月初與美國就實施 FATCA
法案的實質性內容達成一致，並將與美國簽
署
“模式 2”
的政府間協議。
可見，通過上述法案的合作實施，中美
之間進行稅務資訊交換變成可能。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當前已經建立全國
企業信用資訊公示系統，各項資產的登記制
度正在逐漸完善當中。可以預見的未來，中
國大陸的個人的股權、房產等資產資訊的披
露會更加透明化。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
mei-fang8
fang
8kefu
kef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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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居民貸款買房能拿到
最好利率必須知道的事項

信用分數對利率的影響最大。
房屋貸款是階梯定價（tier pricing)，每
個信用分數階梯對應一個利率。信用分數分
段越高，利率也就越低，通常是 20 分一級。
大部分買家常用的貸款是 Conventional loan，最低 660 分就可以貸款，740 分以上
算是第一梯度。
另 一 種 是 貸 款 是 限 額 較 高 的 Jumbo
loan，要求借款人有更高的信用分數和更多
的首付，利率通常也較高。
對於 Jumbo loan，信用分數 760-780 分
是第一梯度。
雖然每 20 分就會相差一個等級，不過只
要信用分數在 700 以上，都不會有特別顯著
的差別。
如果你的信用分數真的很高，在 760 以
上，利率會低一點，但是每個月不會差很多。
關於提高信用分數，我們為大家分享 2
個 Experian 官方的建議：
首先就是要按時還帳單，包括信用卡、
貸款、話費、租金、水電費等等。貸款機構查
看你的信用報告的時候，會通過你有沒有按

02 貸款-收入比
（Debt-to-Income
Ratio)
DTI 是銀行考量貸款人每月
管理還款能力的一個比例。
又細分為 Front-End DTI（只
看 房 貸 月 供/收 入）和 Back-End
DTI（學 生 貸 款 + 車 貸 + 新 房 子 貸
款 +其他所有債務還款/收入）兩
種計算方式。
債務占收入比例越高，銀行
貸款的風險就越大，如果超過一
定比例，銀行就可能會拒絕貸款
給你。
現 在 大 多 數 銀 行 要 求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R01_TSANG-PHILIP永茂地產1234567B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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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買房，選擇貸款機構的時候，大家
最關心的就是利率。
影響利率的因素有很多，今天就來跟大
家聊聊，要做好哪 4 方面，才能拿下最好利率
。

Front-End DTI 不超過 28%，Back-End DTI 不
04 首付 Down Payment
超過 43%。而且多數銀行更看重 Back-End
一般來說，如果能提前準備 20%的首付
DTI。
，
拿下好的貸款利率會比較有利
。
Jumbo loan 的要求比較嚴格，得根據首
因為貸款都是根據風險因素來調整的
，
付比例、是不是第一套房、選擇的貸款項目
5%的首付肯定會比
20%首付風險更高
，
利率
等等來確定，可能會要求只有 40%。
也會更高。
DTI 低，利率也會相對更低。
另外，如果首付少於 20%的話，貸款機
但這個也要看具體情況和每個銀行的
構會要求購買
PMI (Private Mortgage Insur政策。有時候 20%和 25%的利率可能就會很
ance) 房貸保險。
不一樣，但 25%以上的就沒什麼區別了。
PMI 受貸款額度、信用分數、房子類型、
但總的來說，收入越高、其他貸款越少，
DTI
和貸款專案影響
。
你能申請到的買房貸款就越多，利率也會越
如果首付
10%的話
，每年要付的 PMI 大
有利。
概是
0.4%-0.85%。不過等房貸還到
20%，就
所以有些 lender 會建議你在申請房貸
不用再付了
。
前先還清其他大筆貸款，同時不要在短期內
當然，也並不是說低於 20%的首付就一
增加新的貸款。比如開新的信用卡、貸款為
定不好
。
新家添置傢俱電器等等。
我們也有一些投資型的客戶，會選擇只
付 5%到 10%的首付。
03 工作時長和收入水準
雖然可能每個月要多還 100 刀左右，但
一般情況下貸款機構會要求貸款人有
考慮到現在的低利率
，這部分錢的使用成本
一段時間的工作和穩定收入。
兩年是一個比較穩妥的時長。最好的情 還是很低的。
剩下的錢還可以做多樣化投資，而不是
時還款來判斷你是否可靠，從而來預測你貸 況是你之前同一份工作做了兩年，或者說雖
都放在房子上
。
然中間換了工作，但是換到了一個收入更高
款之後會不會按時還貸款。
有很多人認為
，是不是應該攢夠 20%再
第二個是，降低信用卡的結餘數額，也 的工作。
開始考慮買房
。
考慮到過去兩年美國房價的
但有一些剛開始工作的年輕買家也不
就是每個月盡可能多地完成還款。這會影響
用特別擔心
，只要有雇主提供的 offer letter， 增長速度，攢錢的速度很有可能趕不上房價
到 Credit Utilization Ratio（信用額度利用率）
增長。
還是有很多 lender 可以幫忙做貸款。
，從而影響你的信用分數。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了買房計畫，可以儘
但如果你是自己創業 self-employed, 貸
一般來說，信用卡額度利用率越低，信
早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降低首付比例
，挑選
款機構就會更小心更嚴格了。他們會仔細比
用分數就會越高。
一個合適的房子
。
較低的信用卡額度利用率代表你每個 對你的收入和 Tax Return。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
meifang8
8kefu
kefu）
）
月沒有花光所有的信用卡額度，
說明你是一個知道如何妥善處理
信用貸款的人。

TJC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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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康宁，吉祥如意，是中华民
族的共同愿望。
在辞旧迎新之际，南京博物院从
丰富馆藏中精心拣选，推出“百花呈
瑞——南京博物院藏历代花鸟画迎春
特展”，以一幅幅生动多彩、寓意吉祥
的图画迎接新年，恭祝人们吉祥如意。

徐小虎

百花呈瑞 吉祥迎春

焦点话题

①
鸟兽木之名”的认识作用，又关注美与善的观念表达，更强调
“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的怡情作用，主张通过创作与欣赏表
达人们的志趣情操与精神生活。
吉祥文化源远流长
唐宋时期，传统花鸟画艺术发达，吉祥图成为重要主题。
专业画师多选取生活中的物象来表现吉祥意涵，莲池水禽图、
《周易·系辞下》 说：“吉事有祥”，《庄子》 云：“虚室生
藻鱼图、草虫图等花鸟画风行于市。与此同时，佛教在中国大
白，吉祥止止”，唐代成玄英注：“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
地流行，佛教中的吉祥观念与世俗的吉祥观念相互融合，佛教
庆之征。”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取优舍
所提倡的善良、康宁的主题也在吉祥绘画中出现。
劣、趋吉避凶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将福善之事、嘉庆之征
元明以来，花鸟画不仅是自然景物的摹写，更是人格化的
绘制图画，俗称“瑞应图”或“吉祥图”。
象征。画家们利用比兴、题跋等手段传达丰富的情感。伴随着
吉祥图，是传统文化中最能代表中国人对生活的理想与追
绘画的职业化与商品化，画家们在题材选择上更加注重反映社
求的造型艺术，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风貌、审美情趣、 会生活，在表现形式上更加迎合广大民众的审美趣味。于是，
民俗习惯等。就表现形式而言，它大致有两种艺术类型：一是
吉祥绘画成为普及的艺术，以趋吉纳福为主题的创作蔚然成
吉祥图案，广泛运用于工艺美术与民间艺术中，题材广泛，内
风。清代蒋士铨诗云：“世人爱吉祥，画师工颂祷；谐声而取
容丰富；二是吉祥绘画，多为独幅艺术品，随着时代变迁而风
譬，隐语戛戛造。”许多文人画家喜欢以螃蟹、芦苇入画，题曰
格纷呈。
传胪，形象地表达了“金榜题名”的愿望。
东汉建宁五年 （171 年），汉灵帝为纪念武都太守李翕修路
吉祥绘画的图像来源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吉祥物元素，
治险，命人在甘肃成县天井山麓鱼窍峡摩崖刻制大型壁画 《黾
并通过多种组合方式形成更加复杂的精神系统。在吉祥物的选
池五瑞图》，以瑞兽、黄龙、白鹿、甘露、嘉禾、木连理等组成图
取上，有的取物之声韵，如蝙蝠之蝠与福谐音；有的取物之
像，并书题记：“君昔在黾地，修崤嵚之道，德治精通，致黄
形，如灵芝，形似如意，即以灵芝喻如意；有的取物之性，如
龙、白鹿之瑞，故图画其像。”这幅摩崖壁画图文并茂，堪称
松竹梅，性高洁，誉为“岁寒三友”；还有的取物之意韵，富
中国最古老的瑞应图。
贵牡丹即取其贵意为象征。
汉代以来，吉祥观念被普遍接受，各种形式的吉祥艺术在
汉字的象形、会意、注音的特征，为吉祥绘画内容要素的
社会生活中受到欢迎，并广为流传。三国时，吴主孙亮命匠人
选取提供了便利。许多吉祥物因其名与吉祥寓意音同或音近而
潘芳作金螭屏风，镂祥物 130 种，栩栩如生。南朝孙柔之留下
生成。如柿子、如意组合表达“事事如意”，喜鹊登梅寓意
的 《瑞应图》，是关于祥瑞图案的专门著述。真人、西王母等 “喜上眉梢”。在图像构成和点题方法上，吉祥花鸟画手段多
神仙，神鼎、玉羊、玉鸡、玉龟等神物，凤凰、麒麟、龙、 样。如明代周之冕 《桂子图》 以勾花点叶法绘喜鹊、石榴、桂
虎、鹿、鹤等珍禽灵兽，嘉禾、芝草、木连理、梧桐等植物， 花、灵芝等，表达“喜得贵子”之意。清代翁雒 《耄耋图》 以
传递出种种吉祥意义，其样式成为后世吉祥绘画的源流。
工细设色画花卉盛开、巨石之上猫儿仰望飞翔中的蝴蝶，以谐
音喻“耄耋”，画面极尽妍丽。

以花鸟寓祥瑞
在中国画中，凡以动植物为描绘对象的绘画，统称花鸟
画。花鸟画的立意，往往关乎人事。它既重视真，具有“识夫

岁朝图蕴生机
谚云：“百花呈瑞，岁朝迎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在

②
岁节来临之时绘画充满生机的花草树木，寓意春天将至，增加
节日气氛，故称岁朝图或岁寒图。在清宫，每逢新春将至，宫
廷画师们往往要按时呈交“年例画”，以供宫室春节点缀之
需。擅长绘画的皇亲贵胄、翰林词臣们也以进画的形式向皇帝
恭贺新禧，甚至皇帝本人也会举行“开笔式”，亲绘岁朝图，
表达新年的喜悦和祝福。在民间，文人画家往往在年节之际绘
制瓜果小品、香草瑞花或鼎彝古物，作为岁朝清供图，为春节
增添几分雅趣。
如今，人们不仅可以购置年画、春联或花卉、文玩等装饰
寓所，烘托年味，还可以走进博物馆，欣赏历代艺术珍品，感
受中国传统节庆文化。南京博物院“百花呈瑞”展以近百件精
品勾勒从宋元到近现代的花鸟画发展史，以灵动生趣、喜庆吉
祥的图画展现新春气象和美好祝福。展览中名家作品灿若星
辰，其中近五分之二的展品为首次亮相。
中国人将竹视为“全德君子”，宋元以来，画竹之风盛
行。元代李衎的 《修篁树石图》 绘坡石修竹三株，将尊竹之情
融入画中，体现蕴藉、自然之美，象征人物品德高洁。
宫廷画家所作花鸟画一向富丽堂皇，被赋予了许多吉祥含
义。
明代吕纪 《榴花双莺图》 写榴树一枝，繁花盛开，一对黄
鹂栖于枝头，神态活泼，工笔重彩，呈祥瑞富丽之韵。
清代李方膺 《百花呈瑞图》 是此次展览的点题之作。图中
有芍药、秋葵、水仙等，秀丽清雅，构图别致，并有李方膺自
题七言诗一首，以“百花呈瑞意深长”点题。边寿民 《岁朝清
供图》 画松枝瓶梅、红珊瑚珠等清供之品，行书长题“除夕调
万年欢”，凸显喜庆吉祥。
近现代画家汪亚尘擅画花鸟虫鱼，其所画金鱼与徐悲鸿的
马、齐白石的虾并称“画坛三绝”。此次展览汇聚齐白石 《群虾
图》、徐悲鸿 《立马图》、汪亚尘 《九如图》，让观众一览“三
绝”。《九如图》 绘九尾金鱼游弋水草间，红鳞碧藻，活灵活
现。九鱼寓意“九如”，表达了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工笔画家陈
之佛融会中西绘画之长，其 《梅鹤迎春图》 以梅鹤为题，传递
吉祥意趣。画面优雅雍容，笔法细腻传神，灵动的双鹤与遒劲
的梅枝形成呼应，呈现出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作者为南京博物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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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最大的差異，大概是：體育
看到一組數字，裡約奧運會上，美國派出
555 名運動員參賽，其中 80%是在校大學生，加
上一些高中畢業生，美國派出到裡約的奧運軍
團中，業餘運動員居然佔據 90%左右。就是這樣
的“業餘軍”常年佔據奧運金牌榜首，一直處在
“無敵是多麼寂寞＂的霸主地位。這段話真假無
從得知，但卻反映了美國全民崇尚體育的價值
觀。
美式教育看重體育，所以在美高學校中，
體育生往往比學霸更出風頭。質疑者認為，這是
美國學校中的反智主義傾向，但實際上如果你
足夠瞭解他們重視體育特長培養的原因，會覺
得也許並不能這樣簡單地、非此即彼地理解。
美國家長大多認為，體育活動實際上鍛煉
的是孩子的人格和品質，以及在團隊活動中的
合作能力、領導能力，同時也通過體育活動為孩
子創造吃苦和領會失敗的機會。這也是為什麼
美國孩子大多會選擇團隊體育項目練習，而不
是個人運動。
在中國，學霸是最受學校老師喜愛的，同
學和同學家長也以仰慕的眼光看著學霸，學霸
就是男神、女神，受萬千寵愛於一身，無往而不
利。而在美國，是哪類學生是能像螃蟹一樣橫著
走的呢? 不是學霸，而是橄欖球隊隊長。
如果有學生考 SAT 拿到 2400 滿分，被哈
佛錄取，不要說上學校網站頭條，連新聞都沒有
。但是如果學生將在大學裡參加體育隊，那可是
學校的特大光榮。學校網站的首頁可以看到學
生和未來就讀的大學教練握手的照片和有關新
聞，高中校長會親自接見，有可能這所大學是排
名 50 開外的大學，但學校對這個體育特長生的
關注遠遠比那 SAT 滿分的學生要多。
體育好的學生在申請美國高中的道路上

是非常有優勢的。為什
麼體育對美國學校那
麼重要呢?歸根結底是
和錢有關。
美國大學橄
欖球隊的教練有可能
比校長的收入還要高，
球隊經常贏球，有錢校
友就會支持校隊，買票
看球並每年不斷捐錢
給學校，學校的精神和
人氣也會上揚。 學校
的奧數再好也很難鼓
舞學校精神。
很多中國家長
已經認識到體育的重
要性，常常問到孩子應
該練哪項體育會幫助
到孩子。
在美國人眼裡，
乒乓球和羽毛球不算
體育。如果學生每週練
某項體育一周才一小
時，我可以確定那項體
育不是學生的特長，最
遠都可以抽出時間做足球教練或橄欖球教練， 需要至少 1 小時的運動(vigorous physical exer多是興趣而已。
他們年輕的時候也是運動員。
cise)。
如果學生到了 13、14 歲才想開始發展某項
這些非職業教練教導隊員不只是贏球，更
家長不要太介意一開始體育成績好與不
體育，已經太晚了。要想讓孩子體育好，需要從 多是：
好，是不是有名次，隨著身體的變化，成績會有
小學開始。
團隊精神(teamwork)
改變，重要的是孩子的興趣和家長的堅持。其實
美國一般老百姓覺得體育是一個鍛煉人
體育精神(sports manship)
最難的是家長的堅持，送孩子上補習班遠比練
格的活動，不只是強身健體。美國各個小鎮上都
忍耐力和毅力(endurance and perseverance) 體育要輕鬆。在冷氣房裡背單詞要比在烈日下
有政府支持的各項團體體育俱樂部，從幼兒園
態度(attitude)
曬的像非洲難民要舒服很多。但正因為這樣，招
開始，教練都是爸爸們，無論他們多忙，但是永
如何在球場上慘敗後吸取教訓(how to 辦覺得體育棒的學生有更有趣的人生故事。
deal with failures)
如果學生是全年級裡體育活動能力強，進
練冰球的週末早上 5 點起床 校隊比賽得名次機會多，學校受歡迎程度高，和
，游泳隊的早上上課前游泳訓練，下 隊友之間的友情較深，自然就會慢慢有領導力。
課後再回到泳池訓練，這樣的訓練下
學生會主席全校只有一個位置，但每個體育
學生才能算有特長，在頂尖高中體育 隊都需要隊長。每年很多中國家長糾結于要不
隊才能拿到一席之位。不少美高學生 要複讀這個問題，複讀不只是因為英文能力問
參加體育隊訓練後，體力都撐不住， 題，也不是智商的問題，美國學校更看重學生的
很難和美國孩子一較長短。
交際能力。
我們常常抱怨現在的孩子不願
所以中國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如果不復
意吃苦，但是家長並沒有提供孩子吃 讀，不單單是比中國複讀的學生年齡小，比美國
苦的機會，在美國人眼裡，把高中四 孩子年齡也小，中國孩子長的年輕 (美國當地高
年裡只去了貴州一周做支教的經歷 中生已經長的像二十幾歲了)，課堂發言氣場不
做為吃過苦的證明是個笑話。
夠，更不要講進體育隊或競選學生會主席了。
我覺得現在讓孩子在體育活動
體育特長對申高是非常有幫助的，但這
上吃苦是有這個必要的。我認識在美 不是我寫這篇文章的本意。我希望更多的學生
國的一些孩子小學時候在一項體育 能喜愛運動，不是單單為了申學，而是能有健壯
每週花 5 個小時，很多孩子同時玩兩 的體格。我接觸到的不少學生都是吃貨，但運動
項體育，到初中後，每週體育運動少 不夠。
的每週 10 小時，多的每週 20 小時，完
不少學校體育教練和我講過 Chinese stu全沒有誇大。
dents quit easily.中國學生遇到挑戰，很快就想到
家長需要根據孩子的能力 放棄。體育不僅鍛煉人的意志力，也能改善學生
去挑選他們喜歡的活動，根據美國兒 心理健康問題。不要把時間都花在補習課上，每
童醫生的建議，11-14 歲的孩子每天 天花一個小時好好運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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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聚焦六大優先事項
據報道，美國教育委員會
近日匯總了全美 42 個州州長的
2017 年施政演說，並從中歸納
出各州 2017 年教育施政的幾大
優先事項。
一是中小學經費優先。中
小學教育經費一直以來都是美
國各州政府財政的主要支出項
目。32 位州長在年初的施政演
說中，紛紛將中小學教育列為
優先議題，內容包括增加中小
學經費、調整相關經費措施並
改善學校基礎設施建設。部分
州長更是強調將中小學經費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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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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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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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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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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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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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起來，給申請人排名次、排次序。
2、耶魯大學(YaleUniversity)
招生官從多個不同的方面給學生評分
一學業方面的、非學業方面的、老師推薦
、面試評價。但這種評分不會作為一種公
式來決定錄取誰、不錄取誰。這些評分僅
僅是一個記號。
3、杜克大學(DukeUniversity)

但招生官員可能根據自己的判斷對這個分
值進行加減，以進一步區分候選人。另一
個評分是關於個人的素質，主要通過個人
性格加上課外活動、老師評語和學生作文
來綜合評定。
明確自己的定位和未來職業規劃
申請美國名校，有的院校需要通過
skype 或電話面試，招生官會問及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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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es Leaving Trump
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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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眾叛親離

Former UN Ambassador Nikki Haley, “after
waiting and watching,” said, “Trump will be
judged harshly by history.” She said that she
is truly concerned about Trump’ 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GOP. She wants to run for president in 2024.
This interview comes out just after the House
impeachment managers concluded their case
in the Senate impeachment trial to prove
Trump’s long stoking of resentment and hate
that bubbled over on January 6.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facing big challenges
now. Many of them want to run for president in

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前南卡羅納州長
海利今天公開批判前總統川普，他不應該
再競選公職 ，因為他的行為会让共和黨衰
落，尤其在國會彈劾案中，由民主党在庭
上提出的有關一月六日之事證，她相信川
普之行徑會被歷史來定奪。
海利大使是首位內阁成員公開挑戰前
總統，一般認為她的目的是想在二〇二四
年代表共和黨角逐下任總統。
本週國會有關川普彈劾案進行以來，

Մ↛፹

the future but they will face a political dilemma. Trump has claimed he might organize a
new party. If that is the case, Republicans will
be divided in the future. The chance to keep
the power is very slim.
We all hope that the trial in the Senate will be
fin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till has so many urgent matters
to take care of. Speciall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finalizing the stimulus package.
Many people are waiting for help from the government.

由民主黨提出之暴徒攻擊國會大廈之許多
録影證據播放之後，令人十分震驚，顕然
暴力事件和川普對暴徒之鼓動決脫不了關
係。
如果川普掦言要組黨， 那是民主黨樂
意看到共和黨之分裂，可以預見未來要重
新執政， 短期內是不可能 ，因此，許多
有意大位的共和党人只有盡快劃清界線，
自求多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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