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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聚焦六大優先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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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vardUniversi-

ty)

招生官在幾

個不同的方面使

用代碼來給申請

人評分——學業

方面的、學業以

外的貢獻、個人

素質等，但最後

並不會將他們綜

合起來，給申請人排名次、排次序。

2、耶魯大學(YaleUniversity)

招生官從多個不同的方面給學生評分

一學業方面的、非學業方面的、老師推薦

、面試評價。但這種評分不會作為一種公

式來決定錄取誰、不錄取誰。這些評分僅

僅是一個記號。

3、杜克大學(DukeUniversity)

招生官有六種評分，包括學業能力、

班級表現、標準化成績、課外活動、申請

短文、以及推薦信與面試結果的綜合考察

。

4、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University)

招生官對學生的評分有兩種，一種是

對學業能力的評分，主要是根據客觀的標

準打分。通常用學業指數作為這個評分，

但招生官員可能根據自己的判斷對這個分

值進行加減，以進一步區分候選人。另一

個評分是關於個人的素質，主要通過個人

性格加上課外活動、老師評語和學生作文

來綜合評定。

明確自己的定位和未來職業規劃

申請美國名校，有的院校需要通過

skype或電話面試，招生官會問及申請者

的未來規劃，在面試前最好理清思路，就

讀該專業的未來規劃、未來發展方向，讓

招生官明白你是否喜歡該專業，明確自己

的定位。

選擇院校和專業切忌盲目追風，專業選擇

關係到未來職業方向，要明確自己是否對

該專業感興趣，將來才能在該領域更好的

發揮自己的內在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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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現的美國“漢語熱”，激起了國人許
多莫名地自豪感。但是，如果美國的教育，總體
上根本就不重視外語，那麼漢語再熱，能熱到什
麼程度去呢？

美國人並不熱衷學外語
壹般都知道美國的外語教育要求很低，這

實際上也是美國教育界一直在痛心疾呼的壹個
問題。

要求低到什麼程度呢？美國的高考（SAT）
有三部分：Critical Reading（批判性閱讀、通譯

“閱讀”），Quantitive（量性分析，通譯“數學”）和
Writing（寫作），并沒有外語內容。

如果大學入學不要求，是不是中小學就可
以不學了呢？美國對於義務教育的管理，權限在
各州。對美國有所關註的讀者自然不難演繹出
壹個邏輯結論，就是“因州而異”。那是自然的，
美國的事情壹到了各州的層面，是很難一刀切
的。

那麼，美國50個州裏，會不會存在不做任何
外語要求，學生就可以高中畢業、完成義務教育
的情況呢？在如今的現代化社會裏，在教育投入
如此巨大、水平如此高的美國，不可能不學任何
外語就能高中畢業吧？

但是，美國就是有30個州的義務教育沒有
外語要求！

這 出自壹個由各州外語教育負責人組成的
全國性委員會（NCSSFL）在2008年組織的調查，
最後修訂於2010年3月，可以說是最新最權威
的數據了，就算 現在有變化，也不會太大。在要
求外語的20個州裏，新澤西、紐約和密歇根三個
州的要求最為嚴格。因為相關的法律比較複雜，
大致說這3個州是明確要求在小學 裏就要修讀
外語課的，而且最終必須達到壹定的學分要求
才可以拿到高中畢業證書。

而在世界經濟文化重心移向環太平洋地區
以後就壹直處於美國教育聚光燈下的加州呢？
我們不妨看壹下它的具體要求：“學生必須完成
壹門外語課或是壹門視覺或表演藝術課才能從
高中畢業。”

看 到了嗎，外語所處的就是個淺嘗輒止、瞭
解感受壹下、開拓學生視野的地位，還可以用藝
術課去替代。有這洋替代規定的州有9個，在有
外語要求的州裏基本上占了 壹半。而且，在壹
片提高外語要求的呼聲中，這似乎還是壹個趨
勢。比如佐治亞州就是從2012年開始允許學生
用藝術課替代外語課要求的。馬裏蘭州的要求
更現 代化，具體是2個學分的外語課，或2個學
分的聾啞手語（ASL）課，或2個學分的（電腦）科
技課，或是完成壹項州裏認可的職業或技術教
育課程。
在公布的調查結果裏，還有一家機構明確要求
外語，那就是美國國防部教育局，這是一家非軍
事部門，統壹管理美國本土和海外所有軍事基
地裏的中小學教育。他們的要求是2年的外語。

美國國防部對於外語的要求，一貫是受到我們
專業內大為贊許的。

那麼考試的要求呢？要求外語的州很多都
明確規定可以用壹個水平考試來完成外語要求
，通過了考試，就達到畢業的外語要求了。這壹
點跟中國把外語考試設為門檻遴選學生的概念
正好相反，美國的外語考試是幫助學生“脫離”
外語要求的。

到了大學，還有外語要求嗎？
那就更是“因校而異”了，不過壹般像洋的

大學都會在前兩年的基礎教育（GE）階段要求1
年或2年外語課的。大學外語的語種選擇壹般也
比較多，像我就讀時期的UCLA，由我們應用語
言學系主持教授的就有菲律賓、泰、馬來、越南
等好多亞太地區的小語種。

到了研究生階段，分化就更厲害了，有些專
業跟外語關系比較近，要求就會高壹些，但是也
有好些專業就不再要求了。我熟悉的語言學系、
應用語言學系和東亞研究系 等，要求就很高，
要三年的外語學分。這3年可能是集中在壹門，
就是要學的深壹些，也可能要求2門，就是要多
瞭解壹些的意思。這些學分要求可以從本科帶
上 來，也可以通過水平考試通過，還有更人性
化的，像我這洋英語非母語的學生，可以用英語
來頂，填壹張表就完了。

不學外語的美國怎麼會有漢語熱
20多年前我剛開始美國留學生涯的時候，

美國的外語明確分為兩大類。壹類是“普遍教學
外語”，指法語、西班牙語和德語，占了全美國外
語教學的90%，而且當年 的法語還要超過西語。
剩下的10%就歸入了另壹類，“非普遍教學外語
”。而在非普遍教學的外語裏，俄語和日語又占
去了90%。這洋算帳，漢語就和再剩下的 世界上
所有其他語言壹起，僅僅占有美國外語教學1%
的份額。

小學初中基本不學，高中大約每5-6個人
裏才有壹個學外 語的，所有高中生大約又只有
壹半能進大學，還不是每所大學都有外語要求，
這洋美國在學外語的壹共才多少人呢。在這不
多的人群裏，漢語又只能跟世界上其他的 語言
壹起占1%的份額，所以當年要碰上壹個學漢語
的學生，真是難了。

漢語超過了俄語和日語是肯定的，目前在
美國外語教學的份額占比大約在3%-5%之間，
應該是穩穩的美國第四大外語了。不過，如果我
們最間單地拿 18.5% x 5%來計算，“熱”了這麼
多年，現在學漢語的總人數，每百人裏也不到壹
個，并沒有多少，哪兒來那麼熱呢？

這個“漢語熱”，不論是人們的直覺，還是統
計數字上，都有壹個關鍵點，就是從原來的跟天
下好多語言壹起占1%的份額，到了如今單獨占
到3%-5%，從比例上 說，可能就是數十倍數百
倍的增長，所有的報道就是抓住這個角度在做

文章。學
漢語的人
數突飛猛
進地增長
是有的，
可是也不
過就是漲
到每百人
不到一個
人在學，
能 有 多
大了不起
呢？真按
照華文媒
體叫喚了
20 年 的

“漢語熱”
來看，美
國學漢語
的人還不
得跟中國
學英語的人壹洋多了？這就是壹種“煉鋼鐵”、

“放衛星”的宣傳 方式罷了。
就是這一百個人裏在學漢語的這壹個人還

值得再去推敲呢！
學漢語的至少要有90%以上是華裔，這還不

是漢語的特點，是全美國的特點。
大家都有點多語言多文化的背景，孩子大

了產生“尋根”情結，回個頭去學習父輩的語言
文化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發展到了近些年，在美
國的中國移民（微博）和留學（微博）生人數越來
越多，漢語課堂上的華裔學生都不再是壹個傳
統的“尋根”情結了，而是基本上變成了“揀便宜
”情結。

因為中國家庭不但特別在乎在校成績，而
且對爭取成績的過程中能夠占到的便宜還特別
的沾沾自喜。學校的中文課、可以通過中文的水
平考試達到外語要求、SAT II 裏有漢語考目以
及現在高中開始設置漢語的AP課程，這些都被
華裔子弟和家庭視為了不需要付出勞動就能得
到好成績的“便宜”，以至於竟然能有高中才到
美國的 學生，在大學裏修“零起點”的漢語課。
目前加州大學裏的兩所世界級學校，伯克利和
UCLA，華裔學生在往半數上奔，兩所學校修讀
漢語課的學生合計有壹千好多，占了全美國大
學生學漢語人數的三分之壹以上，其實學生基
本上都是華裔，就是對這些傳承外語學習者最
好的壹個寫照。

看國外教育，反思本國教育
美國的教育體系如此忽略外語，源自它自

身的本錢。英語成了“世界語”這其實只是壹個
小小的因素而已，美國最大的語言材富，在於它
是壹個移民國家，操著形形色 色不同語言的人
到處都是，像在洛杉磯，恨不得我所認識的人誰

家裏都還會另外喔門非英語的語言的。這洋多
語言多文化的材富，是無論多少年學校教育的
苦苦追求 也無法達到的。

可反過來想，基於美國對於教育的科學和
認真態度，基於其多語言多文化社會所積澱的
對於第二語言及其習得現象的敏感性，他們這
看似極端的外語教育政策，對於中國還是有若
幹很有價值的啟示的。

給我們學外語的幾點啟示：
第一、外語是第二語言，不會像母語那洋每

個學習者都到達彼此接近的高水平的。我們從
決策到各人各家的外語學習目標上，都應該放
棄拿外語去跟漢語比、或是去跟美國孩子的英
語比這洋不切實際的做法。目標要現實，夠用就
行了。

第二、如同我總是在說的，外語應該等同於
體美勞，就是用來提升壹個人的基本素質而已，
大多數人基本瞭解壹下就夠了，專業的事情不
妨留給少數專業的人才去做。

第三，中國要想普遍提高外語水平，應該撤
底放棄外語考試。作為第二語言的壹個特點，壹
些系統的偏誤（error）會反復出現，甚至終身都
掌握不了的。國內的 考試多半都是在死摳這些
系統上不能掌握的東西，拼的是死記硬背的短
期記憶，對於外語的進步沒有半點脾益。這就是
我們幾代人永遠在背了考、考了忘的怪圈裏打
轉的原因。像UCLA的語言學、應用語言學這洋
全美數壹數二的語言學專業，才不過是要求若
幹年的外語課程（學分），那麼全中國把個外語
弄得像鬼門關壹洋人 人都考，除了勞民傷材、
浪費生命，還能有什麼價值呢？

美國人真的熱衷學中文嗎美國人真的熱衷學中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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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是每一個人都最終必須面臨

的問題，而一個社會的養老體系不僅

是對公民一生為社會付出辛勤汗水的

回報，也體現著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安

全。美國的養老體 系在西方國家不是

最好的，但卻是最綜合的社會福利安

全網。美國人的養老金體系簡單地可

以歸結為三個依靠：一靠國家、二靠單

位、三靠自己。

美國人養老金的三大依靠
一靠國家

1936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了

社會安全法案，如今幾乎覆蓋全民的

社會安全金體系依然是美國最大的社

會福利保障項目之一。這種形式是國

家對所有工作的 人一種最基本的退

休福利保障，同時殘疾人士和哪些孤

兒寡母也可以享受這種政府提供的社

會福利。美國社會安全金項目的設立，

實際上是即要保障工薪族在退休後

能有基本的收入，同時也要兼顧人在

工作中受傷後無法工作時也能有收入

，最後還要考慮一家之主如果過世，孤

兒寡母沒了收入來源，也不能讓她們

斷了收入來源。在2012年，美國約有

5600萬人領取社會安全金，也就是說

每6個美國人當中就有1個人領取社

安金。

美國社安金基金的來源是來自于

工薪族在工作期間繳納的薪資稅，政

府徵收的薪資稅是個人收入的12.5%，

其中單位和個人各承擔一半。政府設

立社安金基 金，只要是全職工作10年

以上的人退休後政府就要按月發錢，

一直到過世。由于社安金是一項全民

性的社會福利。即使退休者還有其他

的收入來源，政府還是照樣 發放社安

金。

美國人退休後每月領取最低的社

安金沒有底線，這主要看一個人工作

時收入是多少，但美國社安金卻有最

高金額的限制。社安局的數字顯示，

2014年，退休人員個人可領取的社安

金月平均額為1294美元，夫妻可領取

的月平均金額為2111美元。在法定退

休年齡退休的人，每月最高可領取的

社安金金額為2642美 元，而延期退休

的人，每月最高可領取的社安金金額

為 3425 美元。如果退休人員過世，家

中未成年的孩子也可以享受過世人員

的社安金。2011年，美國 300萬兒童從

政府處領取到“養老金”。

二靠單位
依靠國家養老某種意義上只能保

證最基本的退休收入，要想退休生活

過得舒適，全由國家包乾

養老金來實現這不現實也

難以做到。所以美國人的

養老金第二個依靠就是靠

單位。美國人工作部門分

類很簡單，一是私營企業，

二是政府部門。

美國單位養老金體系

實行的是雙軌制，國家公

務員和公立大、中、小學的

雇員等在退休體系上實行

每月領取固定金額養老金

的方式，國家公務員領取

的退休金要依 據雇員的薪資、工作年

限及年齡等綜合考量，一般情況下雇

員退休金每月可拿到工作時薪水的

60% 至 80% 不 等，個 別 的 也 會 超 過

100%。私營企業雇員則主要 以 401K

退休計劃為主，雇員退休後401K賬戶

中的資金就是雇員的養老金。私營企

業雇員在退休時能有多少退休金，這

就要看 401K 退休儲蓄賬戶中積攢了

多少錢。有的人做得好，退休時有個百

八十萬美元不是稀罕事，有的人可能

只有個十萬八萬。

401K 退休儲蓄計劃是美國私營

企業最流行的一種雇員養老金體系，

雇主和雇員都需要為退休儲計劃投資

，企業是按照雇員對退休儲蓄

計劃投入的資金比例配套投

入一定比例的資金，一般不低

于雇員月薪水的 3%。401K 退

休儲蓄計劃的資金雇員可以

自己投資，也可以委托經紀人

代理投資。不要說美國人不攢

錢，很多美國人從工作之日起

就加入 401K 計劃，每個月拿

出收入的 5%至 10%作為養老

儲蓄，然後投資股市，到退休

時就有可能攢出幾十萬的養

老金。

三靠自己
美國65 歲以上老人的收

入大致可以有十個左右來源，

但最主要的幾個收入來源是

社會安全金、退休金（私人企

業的401K退休金），這兩項收

入來源是一靠國家、二靠單位的結果。

而美國人養老金的第三個依靠是靠自

己，這包括個人退休儲蓄賬戶上存款、

已償還完貸款的住房收入（包括出租

收益、賣房獲益等）和投資收入、繼續

工作收入等。美國人在養老上不少人

是建立個人退休儲蓄計劃，比如IRA。

建立個人儲蓄計劃最大的好處是這筆

投入在退休前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

比如一個人的收入到報稅時需要補交

2000美元的個人所得稅，如果在IRA

退休賬戶上存入6000美元，這6000美

元不用繳稅，而且由于收入額下降，需

要補 交的個人所得稅可能會下降到

1000美元。

退休養老是人生最後的一件大事

，辛辛苦苦一生的老人能安享晚年不

僅是老人之福，也是家庭之福、社會之

福。下面簡單說一下美國65歲以上老

人（基本上是退休者）的收入情況。根

據人口普查局的數據，2012 年，美國

65歲以上老人的年平均收入為31742

美元，中位收入為19604美元。

社會安全金是美國退休人員最基

本的收入來源之一，2012 年，美國 65

歲以上人群中有84%的人每月從聯邦

政府領取社會安全金，社安金收入占

美國退休人群收入的三分之一。低收

入家庭主要依賴社會安全金來養老，

社安金收入占這類家庭收入的80%。

退休儲蓄是美國人養老的第二大

經濟來源，也是廣泛意義上的退休金。

美國退休人群每年從退休賬戶領取的

養老金中位金額為 12000 美元，在收

入最高25%的退休人群中，55%的人每

年從退休賬戶中領取的養老金中位金

額為30000美元。

65歲不退休繼續工作，在美國已

退休人員中，有22%的人在繼續工作，

他們的年中位收入為 25000 美元。如

果是在法定年齡退休，一邊打工還可

以領取全額的社會安安金，而且沒有

需要遭到罰款的處罰。

65 歲以上老人中有 2014 萬多人

有利息收入，占老人比例的46%，年平

均獲得的利息收入金額為3233美元，

中位金額為255美元。美國有853萬老

人有股息收入，占老人總數的19%，老

人股息收入並不多，平均金額為6191

美元，中位金額為 1200 美元。房地產

收入是美國部分老人一項不可忽視的

收入來源，擁有房地產收入的老人雖

然只占老人總數的7%，但他們的年平

均收入有 10935 美元，中位收入為

4000美元。

靠兒女養老在美國不流行，但美

國還是有200多萬老人需要兒女來養

活，他們占老人總數近 5%，兒女養老

人的平均費用為8006美元，中位花費

為2500美元。

最後，美國還有 500 多萬老人依

賴政府的福利來養老，這些福利包括

喪偶福利、老兵福利、擴大的社安金福

利、失業救濟、傷殘福利等，每種福利

的平均金額從6208美元到14010美元

不等。

美國的養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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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特定的節日該吃什麼都很有講究，正月十五的元宵、

二月二的春餅、端午的粽子、八月十五的月餅。地區不同，講究不
同，節日可吃的簡直太多了。那麼美國呢，當然不可能千篇一律了
，讓我來看看美國節日都有什麼美味！
美國復活節吃什麼?

復活節在每年春分月圓之後第一個星期日。復活節的重頭是羊
肉、蜂蜜烤火腿、兔子(兔子可不是用來吃的)。據傳說，有一次上帝
為羊肉和火腿考驗亞伯拉罕的忠誠之心,命令他把獨生子以撒殺
掉作祭品，亞伯拉罕萬分痛苦,最後，他還是決定按上帝的旨意去
做。就在他舉刀砍向兒子的一瞬，上帝派天使阻止了他。亞伯拉罕
便將一隻公羊為祭獻給了上帝。以後，用羊作祭品祭祀上帝就成
了該節的習俗。吃火腿的習慣，據說是英國移民帶入的。當初，英
國人用吃火腿表示對猶太人禁忌肉食品內含血的蔑視;今天，已發
展成復活節的傳統食物。而兔子是復活節的吉祥物，可不是拿來
吃的，要是說吃兔子也是指巧克力兔子，這種巧克力兔子是空心
的，吃的時候把它放在桌子上，砸碎，然後大家分而食之。
感恩節吃什麼?

感恩節是美國三大全國性節日之一，在每年11月22-28日之間
,自1941年起，感恩節是在每年11月的第四個星期四，並從這一天
起將休假兩天。感恩節的食品極富傳統色彩。每逢感恩節，美國人
必有肥嫩的雞可吃。火雞是感恩節的傳統主菜。它原是棲息於北
美洲的野禽，後經人們大批飼養，成為美味家禽，每只可重達四五
十磅。現在仍有些地方設有獵場，專供人們在感恩節前射獵，有興
趣的人到獵場花些錢，就能親自打上幾隻野火雞回家。使節日更
富有情趣。
聖誕節吃什麼?

每 年 12 月
25 日聖誕節，
火雞也是不可
缺少的傳統食
品。在美國，聖
誕晚餐中還有
一樣特別的食
品——烤熟的
玉米粥，上面
有一層奶油，
並放一些果料
，香甜可口，別
有滋味。有的
還習慣在聖誕
晚宴的餐桌上
擺一隻烤乳豬
，美國人們還
往往喜歡在豬
的嘴裡放一隻
蘋 果 ( 按 中 國
的想法，是不
是平安的意思
?)，據說這個習
慣源於一些大
家庭，因為只有大家庭才有可能吃得了一頭豬，後來一些講究排
場的人在聖誕請客時便紛紛效仿。

想體驗美國的習俗文化？那麼趁節假日赴美實在是絕佳的機會
，節日期間還有眾多活動等您參加。

當你還在國內的時候，不知道你
有沒有想像過和美國人坐在一個
桌子上吃飯要注意些什麼?其實，
美國人的餐桌禮儀還是比較多的
，因此，本文小編為大家帶來美國
留學必須知道的7大海外餐桌習
俗，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1. 什麼時候應該開始吃

在所有人就座和拿到食物之前
開吃是很不禮貌的，需要等候所
有人有吃的了才可以開始吃，有
些家庭會吃前祈禱，但是和朋友
一起吃幾乎不會祈禱的，不管信
徒多還是少，宗教性質是讓美國
人敏感的一個元素。
2. 吃飯時將頭湊到碗上面

外國人吃飯都是將食物拿起放
進嘴裡面，而且坐的一般都比較
直，只有放食物的時候身體會稍

微前傾。而中國人習慣湊到碗邊
吃，所以外國人從你吃飯姿勢就
可以看出來你是fobs，是被認為沒
有文化和野蠻低下。
3. 晚餐時將手肘放在桌上

晚餐在美國屬於比較正式的一
頓飯，稍微正式一點的晚餐，將手
肘杵在桌上被視為不禮貌哦，其
實整個過程手肘都不應該放在桌
子上的，但這很明顯是很多國人
的習慣，想要融入和不被鄙視就
改改吧。
4. 吃飯時嘴裡發出聲響

美國人很敏感，如果你吃飯的
聲音特別大被讓他們覺得噁心反
胃，進而覺得你沒有禮貌和教養。
細嚼慢嚥，輕聲細語才是王道。
5. 吃飯嚼食物時嘴巴打開

這個是因為別人可以看見你嘴

裡面被碾碎的食物混合唾液……
，國人神經大條不在乎，但是美國
人會覺得很噁心的，為了你的友
途，儘量閉著嘴巴吧。
6. 一邊嚼食物一邊說話

嘴裡有食物的時候最好就不要
說話了，如果這個時候別人跟你
說話或者發問，可以選擇先咽下
食物再說話，如果特別想說什麼
的話用手遮住嘴巴也是可以的，
總之就是不要讓別人可以看見你
嘴裡的食物。
7. 用餐完畢後離席

美國餐桌在所有人吃完之前離
席是很不禮貌的，電影裡面經常
有美國小孩吃完飯就離開了其實
是為了說明那些小孩沒有禮貌哦
，千萬不要學他們，耐著性子等一
等其他人吧。

美國人的餐桌習俗請注意美國人的餐桌習俗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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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特定的節日該吃什麼都很有講究，正月十五的元宵、

二月二的春餅、端午的粽子、八月十五的月餅。地區不同，講究不
同，節日可吃的簡直太多了。那麼美國呢，當然不可能千篇一律了
，讓我來看看美國節日都有什麼美味！
美國復活節吃什麼?

復活節在每年春分月圓之後第一個星期日。復活節的重頭是羊
肉、蜂蜜烤火腿、兔子(兔子可不是用來吃的)。據傳說，有一次上帝
為羊肉和火腿考驗亞伯拉罕的忠誠之心,命令他把獨生子以撒殺
掉作祭品，亞伯拉罕萬分痛苦,最後，他還是決定按上帝的旨意去
做。就在他舉刀砍向兒子的一瞬，上帝派天使阻止了他。亞伯拉罕
便將一隻公羊為祭獻給了上帝。以後，用羊作祭品祭祀上帝就成
了該節的習俗。吃火腿的習慣，據說是英國移民帶入的。當初，英
國人用吃火腿表示對猶太人禁忌肉食品內含血的蔑視;今天，已發
展成復活節的傳統食物。而兔子是復活節的吉祥物，可不是拿來
吃的，要是說吃兔子也是指巧克力兔子，這種巧克力兔子是空心
的，吃的時候把它放在桌子上，砸碎，然後大家分而食之。
感恩節吃什麼?

感恩節是美國三大全國性節日之一，在每年11月22-28日之間
,自1941年起，感恩節是在每年11月的第四個星期四，並從這一天
起將休假兩天。感恩節的食品極富傳統色彩。每逢感恩節，美國人
必有肥嫩的雞可吃。火雞是感恩節的傳統主菜。它原是棲息於北
美洲的野禽，後經人們大批飼養，成為美味家禽，每只可重達四五
十磅。現在仍有些地方設有獵場，專供人們在感恩節前射獵，有興
趣的人到獵場花些錢，就能親自打上幾隻野火雞回家。使節日更
富有情趣。
聖誕節吃什麼?

每 年 12 月
25 日聖誕節，
火雞也是不可
缺少的傳統食
品。在美國，聖
誕晚餐中還有
一樣特別的食
品——烤熟的
玉米粥，上面
有一層奶油，
並放一些果料
，香甜可口，別
有滋味。有的
還習慣在聖誕
晚宴的餐桌上
擺一隻烤乳豬
，美國人們還
往往喜歡在豬
的嘴裡放一隻
蘋 果 ( 按 中 國
的想法，是不
是平安的意思
?)，據說這個習
慣源於一些大
家庭，因為只有大家庭才有可能吃得了一頭豬，後來一些講究排
場的人在聖誕請客時便紛紛效仿。

想體驗美國的習俗文化？那麼趁節假日赴美實在是絕佳的機會
，節日期間還有眾多活動等您參加。

當你還在國內的時候，不知道你
有沒有想像過和美國人坐在一個
桌子上吃飯要注意些什麼?其實，
美國人的餐桌禮儀還是比較多的
，因此，本文小編為大家帶來美國
留學必須知道的7大海外餐桌習
俗，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1. 什麼時候應該開始吃

在所有人就座和拿到食物之前
開吃是很不禮貌的，需要等候所
有人有吃的了才可以開始吃，有
些家庭會吃前祈禱，但是和朋友
一起吃幾乎不會祈禱的，不管信
徒多還是少，宗教性質是讓美國
人敏感的一個元素。
2. 吃飯時將頭湊到碗上面

外國人吃飯都是將食物拿起放
進嘴裡面，而且坐的一般都比較
直，只有放食物的時候身體會稍

微前傾。而中國人習慣湊到碗邊
吃，所以外國人從你吃飯姿勢就
可以看出來你是fobs，是被認為沒
有文化和野蠻低下。
3. 晚餐時將手肘放在桌上

晚餐在美國屬於比較正式的一
頓飯，稍微正式一點的晚餐，將手
肘杵在桌上被視為不禮貌哦，其
實整個過程手肘都不應該放在桌
子上的，但這很明顯是很多國人
的習慣，想要融入和不被鄙視就
改改吧。
4. 吃飯時嘴裡發出聲響

美國人很敏感，如果你吃飯的
聲音特別大被讓他們覺得噁心反
胃，進而覺得你沒有禮貌和教養。
細嚼慢嚥，輕聲細語才是王道。
5. 吃飯嚼食物時嘴巴打開

這個是因為別人可以看見你嘴

裡面被碾碎的食物混合唾液……
，國人神經大條不在乎，但是美國
人會覺得很噁心的，為了你的友
途，儘量閉著嘴巴吧。
6. 一邊嚼食物一邊說話

嘴裡有食物的時候最好就不要
說話了，如果這個時候別人跟你
說話或者發問，可以選擇先咽下
食物再說話，如果特別想說什麼
的話用手遮住嘴巴也是可以的，
總之就是不要讓別人可以看見你
嘴裡的食物。
7. 用餐完畢後離席

美國餐桌在所有人吃完之前離
席是很不禮貌的，電影裡面經常
有美國小孩吃完飯就離開了其實
是為了說明那些小孩沒有禮貌哦
，千萬不要學他們，耐著性子等一
等其他人吧。

美國人的餐桌習俗請注意美國人的餐桌習俗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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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休城工商

現代現代Elantra HybridElantra Hybrid與與Sonata HybridSonata Hybrid榮獲榮獲
The Car ConnectionThe Car Connection評測網站評測網站20212021最佳購車選擇殊榮最佳購車選擇殊榮

• Elntra Hybrid被評為 「2021最佳經濟車款」
• Sonata Hybrid被評為 「2021最佳房車與油電
混合車款」

現代 2021 Elantra Hybrid 與 Sonata Hybrid 在
汽車評測網站The Car Connection的年度大獎中
分別榮獲了 「2021最佳經濟車款」 以及 「最佳房
車與油電混合車款」 。

北美現代汽車產品計畫與移動策略副總裁
Olabisi Boyle表示： 「隨著現在持續開發更環保
的車輛，油電混合車是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我
們很高興The Car Connection的編輯們將Elantra
和 Sonata列為2021年最值得購買的車款行列之
中。」

今年的2021最佳購車選擇大獎包含
The Car Connection的專業編輯在十五個
細分市場中所挑出的首選車款。這些汽
車的價格限制在五萬美元，並須備有標
配的自動緊急煞車功能。

北美現代汽車
我們在北美現代汽車深信每個人都

應得更好的車。從我們設計和製造汽車
的方式到我們對待顧客的方式，讓事情
變得更好是我們所做一切的核心。現代
富有尖端科技的SUV、房車、休旅車，
以及替代能源車款皆有現代保固計畫的
背書，這是我們讓顧客能有更好經驗的
承諾。現代汽車全車系在全國超過八百
二十間經銷商銷售，並且將近一半的車
輛是在位於阿拉巴馬州的現代汽車製造
廠建造。北美現代汽車的總部位於加州
噴泉谷，為韓國現代汽車集團的分公司
。

請至 www.HyundaiNews.com 查詢更多
北美現代汽車相關新聞
北美現代汽車華人粉絲俱樂部Facebook
###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德克薩斯州週五報告
稱，新冠病毒導致死亡的人數增加了324例，使該州
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的死亡總人數超過40,000。

德克薩斯州衛生服務部表示，該州的新冠病毒的
死亡人數目前總計40,901例，該州已確認的和可能
的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增加了11,371例，總數達到2,
554,842例。總檢測人數達到了18,605,754例。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
versity）的數據，在過去的兩周中，德克薩斯州的每

日新感染病例滾動平均值下降了5,941.3，下降了
34.3％。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數據，德克薩斯
州的人口中有9.8％至少接種了一劑輝瑞或Moderna
冠狀病毒疫苗。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說，只有3.6％
的人口已經完成了第二劑疫苗接種。

德克薩斯州大部分民眾驅車前往接種站，在車內
接受冠狀病毒疫苗接種，減少交差感染的風險。

德克薩斯州週五報告有德克薩斯州週五報告有324324例新冠病毒死亡例新冠病毒死亡
使該州死亡總人數超過使該州死亡總人數超過44萬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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