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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工資增長最快的 20 個工作
走進美國 CheerinUS.com-專稿
：過去壹年，美國大多數公司薪
水都有所提升。根據勞工局的統
計，去年，全美平均工資增長了
2.2%。最 近，美 國 招 聘 網 站
Glassdoor 對美國各行各業的工
資 水 平 進 行 了 調 查，公 布 了
2015 全美 20 個薪水漲幅最大的
工作。

的漲幅，不能與西雅圖伊瓦爾最
低薪資漲 60%的幅。但由於西雅
圖去年發生的薪資鬥爭，預計到
2017 年，西雅圖的低工資水平
將增長到$15/時。

7. 註冊助理護士：
2015 年總薪資：$25,000
2014 年總薪資：$23,840
2014-2015 年漲幅；5%
開放的職位數量：9,734

對於勞動力導向性的工作來說，
去年有壹些行業的薪水有增長。
例 如 咖 啡 師。根 據 Glassdoor 的
薪資統計，咖啡師現在平均年收
從 2014 年 9 月到 2015 年 9 月，約 入 為 $23,600，比 前 壹 年 增 長 了
有 20 個職位的薪水增長超過了 6%。對於全職的咖啡師來說，他
全美的平均水準，增幅在 3%至 們的小時工資約為$11.8/時，高
10%之間。
於現在聯邦時薪的最低標準
$7.25/時。
其中工資漲幅最大的三個工作
以下是薪資增長最多的前 20 名
分別為：
商業分析師：年薪中位數為$81, 工作：
1. 商業分析師：
000，上漲 10%；
安 全 人 員：年 薪 中 位 數 為 $24， 2015 年總薪資：$81,000
2014 年總薪資：$75,554
000，上漲 7%；
銷 售 顧 問：年 薪 中 位 數 為 $49， 2014-2015 年漲幅；10%
開放的職位數量：1,803
008，上漲 7%；

8. 金融分析師：
2015 年總薪資：$71,550
2014 年總薪資：$68,397
2014-2015 年漲幅；5%
開放的職位數量：5,544

在高薪行業中，漲幅高於全美平
均工資漲幅的工作有：
研究科學家：年薪中位數為$ 85,
000，上漲 4％；
軟 件 工 程 師：年 薪 中 位 數 為
$105,000，上漲 3％；
網絡工程師：年薪中位數為$87,
903，上漲 3%；

2. 安全人員：
2015 年總薪資：$24,000
2014 年總薪資：$22,460
2014-2015 年漲幅；7%
開放的職位數量：5,198

3. 銷售顧問：
2015 年總薪資：$49,008
2014 年總薪資：$45,945
在 2014 年 到 2015 年 間，Glass- 2014-2015 年漲幅；7%
door 隨機抽取了美國 500 個雇 開放的職位數量：3,169
員的薪資表，搜集了包括基本工
資、提成、獎金等收入數據。涉及 4. 藥劑師：
行業包括健康醫療、高科技、零 2015 年總薪資：$26,000
售業、金融、教育等。
2014 年總薪資：$24,500
2014-2015 年漲幅；6%
Glassdoor 的首席經濟分析學家 開放的職位數量：14,318
Andrew Chamberlain 就 調 查 結
果指出以下幾點：
5. 咖啡師：
2015 年總薪資：$23,600
1，技術相關職位的需求會越來 2014 年總薪資：$22,249
越 大。Chamberlain 說 不 僅 僅 高 2014-2015 年漲幅；6%
科技公司需要具備技術能力的 開放的職位數量：997
人才，其他金融、健康醫療、政府
、零售等行業也需要具備高科技
技能的人。因此，為具備這類技 6. 客戶服務經理：
能的員工增長薪水將變成公司 2015 年總薪資：$34,780
吸引和留住員工最直接的方式。 2014 年總薪資：$33,051
2014-2015 年漲幅；5%
2.勞動力導向型工作也將迎來 開放的職位數量：4,034
薪資的增長。當然最低工資 3%

吳川君

2015 年總薪資：$18,000
2014 年總薪資：$17,420
2014-2015 年漲幅；3%
開放的職位數量：16,375
17. 廚師：
2015 年總薪資：$20,000
2014 年總薪資：$19,400
2014-2015 年漲幅；3%
開放的職位數量：9,159
18. 網站開發員：
2015 年總薪資：$68,407
2014 年總薪資：$66,365
2014-2015 年漲幅；3%
開放的職位數量：2,688

9. 系統分析師：
2015 年總薪資：$80,000
2014 年總薪資：$76,575
2014-2015 年漲幅；4%
開放的職位數量：1,796

19. 網絡工程師：
2015 年總薪資：$87,903
2014 年總薪資：$85,360
2014-2015 年漲幅；3%
開放的職位數量：3,621

10. 研究科學家：
2015 年總薪資：$85,000
2014 年總薪資：$81,680
2014-2015 年漲幅；4%
開放的職位數量：597

20. 軟體工程師：
2015 年總薪資：$105,000
2014 年總薪資：$102,100
2014-2015 年漲幅；3%
開放的職位數量：23,859

11. 程序分析員：
2015 年總薪資：$79,638
2014 年總薪資：$76,575
2014-2015 年漲幅；4%
開放的職位數量：1,314
12. 個人理財顧問：
2015 年總薪資：$41,861
2014 年總薪資：$40,373
2014-2015 年漲幅；4%
開放的職位數量：1,063
13. 部門經理：
2015 年總薪資：$63,500
2014 年總薪資：$61,260
2014-2015 年漲幅；4%
開放的職位數量：3,018
14. 助理研究員：
2015 年總薪資：$51,948
2014 年總薪資：$50,233
2014-2015 年漲幅；3%
開放的職位數量：1,012
15. 項目工程師：
2015 年總薪資：$75,000
2014 年總薪資：$72,542
2014-2015 年漲幅；3%
開放的職位數量：2,323
16. 出納員：

黃瑞禮律師事務所
黃瑞禮律師事務
所

牙醫博士

Law Office of Hwang & Associates, PC
PC

●Tufts 牙科博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83 年武漢大學口腔醫學院畢業，
武漢市同仁醫院口腔主治醫生華西醫科大學修復專科證書

全口及局部假牙的福音

Ray L. Hwang, JD, MBA
Attorney at Law
華府‧馬州‧麻州及聯邦律師執照

臨床經驗豐富

最新植牙技術

301-984-8168

擅長牙冠、牙橋、烤瓷貼面、全口及局部假牙、種植牙；
根管治療、拔牙及各類外科手術，及牙周手術。牙齒漂
白、美容牙科。兒童、成人及老年牙科。牙周治療。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通國粵英語
誠徵
週一至週六皆有看診，但 有執照
週二/週四必須提前預約 牙醫助理





617-338-8883
617-488-9112

65 Harrison Ave. Room 418, Boston(中國城), MA 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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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規劃法律﹕
生前信託(Living Trust)﹑
人壽保險信託及其它特別信託
‧老人法律﹕
遺囑﹑
財務授權書(Durable Financial Power of Attorney)﹑
醫療授權書(Advance Medical Directive)﹑
生前遺囑(Living Will)
‧商業法律﹕
商業買賣合同﹑
貿易或經銷商協議
‧公司法律﹕
股份有限公司﹑
責任有限公司(LLC)設立﹑
股東協議﹑
股權轉讓
‧房地產法律﹕
商業及住宅房地產買賣合同﹑
租約﹑
房東房客糾紛
‧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人海外資產申報(FATCA)諮詢

Fax: 301-984-8169
http://hwanglaw.us
5850 Hubbard Drive, Rockville, MD 20852

1105 Mass Ave. (Harvard Square), #3E, Cambridge, MA 02138

Tel: 617-354-4154

Fax: 617-354-4156

Cheer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