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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歲前該明白
“ 錢”
的 10 件事
走進美國 Cheerinus.com-專稿：很多年
輕人對自己都沒有壹個長期的財務規
劃。研究表明大多數二十多歲的年輕
人回答不出關於股票、共同基金和利
率等基本問題，全美只有 40%的年輕人
加入了養老保險計劃。那年輕人必須
知道的理財常識有哪些呢？走進美國
CheerinUS.com 小 編 在 Money.com 上
找到了答案。

5. 避免債務纏身

大多數朋友在美國都沒有學生債
務。因此我們主要說信用卡債務。很多
年輕人都每個月還最低額度的卡債，
結果是卡債像滾雪球壹樣越滾越大。
妳可以選擇消 credit limit 比較低的信
用卡，這樣妳就不會任由自己肆意“揮
霍”
了！
6. 越早了解稅收計劃越好
妳可能覺得到老了再來研究稅收
問題吧！但事實上，隨著妳的收入將越
來越高，稅收拿走的錢也越來越多。而
且生活中，很多地方可以進行免稅延
稅.例如妳因工作調動搬到 50 邁外的
新工作地點，可以做稅務減免哦。盡早
了解稅收，做好統籌規劃，是很有必要
的。

1. 為自己爭取合理薪資

五百萬年輕入職者中，只有不到
兩百萬的人會和公司商量第壹份薪水
的數額。76%的招聘經理說當求職者與
公司談判薪水時，他們往往對自己的
能力更加自信。
而且對求職者來說，越早要求加
薪越能改變妳的生活。如果妳在 22 歲
時增加 5%的工資，到退休時的凈收入
將增加$200,000 的收入。所以，做足功 7. 家並不總是
“投資”
課，在工作中好好表現自己，找到機會
眾所周知，投資房地產可以賺取
就自信地和老板提出加薪吧！
高額回報。但請記住，投資房地產和購
買房子用於投資或居住是有所差異的
2. "我的信用分是..."
。毫無疑問，在理想的社區環境裏，精
僅有壹半的年輕人每年查看他們 心維護的住家當然能帶來增值。但其
的信用分數。據統計，年輕人的信用平 交易成本也有可能會抵消其收益。因
均分在 625 左右。然而，信用分數非常 此如果打算買房出租投資的朋友，不
重要。擁有好的信用分數能幫助妳申 妨算算增值金額、交易成本和通貨膨
請更低利率的貸款。這以為著，當妳貸 脹這三個方再做決定吧。
款買房時，將節省數萬元。

3. 準備救急資金，以防萬壹

最近壹份研究發現只有三分壹的
年輕人有救急金應對突發狀況。如果
妳不準備緩沖資金，很有可能壹個意
想不到的債務將糾纏妳接下來多年的
生活，甚至影響妳的人際關系。20
來歲的妳可能正忙著旅遊、學習及
其它方面來投資妳的技能和增長經
驗。但準備足夠的救急資金也是必
不可少的哦，建議應急金額要約等
於 3 到 6 個月的生活費。

4. 簡單管理 401K 計劃

盡管大多數人都很幸運，公司
提供退休福利。記住退休計劃購買
的三個簡單原則：最大量的投入，最
小化的收費，以及多樣化的投資。如
果有可能，盡可能多的投入資金到
退休計劃吧！理想的範圍為年收入
的 10%-15%。但如果不能存儲這麽
多，至少要確定妳存儲了壹部分。註
意不要把 401K 作為應急資金。由於
高額的稅收和 10%的罰金，看似微
小的套現很容易失去大額儲蓄。

比 花 費 在 $5,
000-$10,000 的 夫
婦 離 婚 概 率 高 1.6
倍。而且婚禮花費
越少的夫妻，離婚
率越低。
雖然研究人
員沒有解釋這個
結果的原因，但如
果妳單身或正在
準備婚禮，現在有
個理由來控制婚
禮成本了。選擇相
對便宜的公共場
地，準備壹個簡單
卻又溫馨的婚禮
吧！

9. 養兒昂貴

在美國撫養壹個孩子到成年的成
本可達二三十萬，這其中還不包括懷
孕和教育的成本。無論妳決定什麽時
候要孩子，盡早加入 529 計劃或其他替
代性的儲蓄計劃，為孩子的大學教育
投資吧！

10. 在人生的長河中做自己

小編提醒大家在社交平臺和朋友
保持聯系，但也不要太沈溺於此。在社
交媒體上看到同齡人正在購買了什麽
，
8. 越奢華的婚禮與越短暫的婚 正在做什麽，可能會影響自己的步伐
。因此要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但不要
姻的關系
沈溺於時代的步伐。要專註於自己的
先說個有趣的事實，美國婚禮的
目標，有自己的工作目標和職業規劃。
平均花費超過$26,000 元，比妳預期的
要知道只有自己才能體味到自己生活
高還是低呢？但不那麽有趣的事實是，
的價值和快樂哦。
研究發現婚禮花費超過$20,000 的夫婦

更多資訊請上
cheerinus.com
走進美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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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發生意外該如何就醫？
急診室選擇有學問

CheerinU

【走進美國 CheerinUS.com-專稿】生活在美國，
眾所周知，美國和中國在看病就醫上有極大的差
別。病癥嚴重程度，是否有保險，以及不同就醫時
間都會影響妳就醫的選擇。初來美國的我們一定
要仔細了解清楚美國的就醫體系，明白自己在不
同情況下該去哪裏就醫。身邊曾由朋友遇到頭暈
、破傷風等，就把自己送到了 Emergency Room，
之後面對幾千甚至上萬美金的賬單手足無措。相
信妳讀完走進美國小編的這篇文章，對美國緊急
就醫的相關事宜會有個清晰的了解。我們開始吧
。
。
。

的嚴重時，他們會幫助妳聯系 Emergency room。
UC 能夠處理的病癥包括以下這些：
Fever without rash
Minor trauma such as a common sprain
Painful urination
Persistent diarrhea
Severe sore throat
Vomiting

以下情況，請選擇 Emergency Room

正如小編在一開始提到的，ER 是用來急救
有生命威脅情況嚴重的病患的。如果妳情況並不
Primary care physician， Emergency 十分嚴重，按照 ER 的救治規則，也許妳等待的
時間要比在 UR 等的時間長。所以，輕易不要選
Room 和 Urgent Care Center 的區別
在美國生病通常就醫有三種途徑，Primary 擇去 ER.
care physician，Emergency Room 和 Urgent Care 去 UC 和 ER 就診流程是怎樣的？
Center。Primary care physician 和 Urgent Care 都是 UC 就醫流程
醫院外部私立的。Emergency Room 設在醫院內。
去 UC 就醫先需要在前臺 Check-in，隨後按
如果生病需要住院，需要有 primary care physician 照順序排隊等候就醫。
或者 Specialist 開的單子才能住院。
美國居民通常都有一個家庭全科醫生。他們 ER 就醫流程
對妳的身體情況非常了解並長期跟蹤。如果妳感
去 ER 就醫也需要先告知前臺個人情況，隨
冒發燒等小問題家庭醫生都能解決。家庭醫生通 後根據情況的緊急程度進行不同的處理。如果情
常都有自己的診所，可以做基本的檢查，也能開 況非常緊急，會直接安排醫生查看病情。如果情
一些處方藥。但是不能做手術打麻醉。
況尚可，將會被安排進病房，由助理醫師或者護
士進行簡單初步的處理，然後等候主治醫生診斷
Urgent Care Center
（註意，等候時間不等）最後再決定是否需要住
Urgent Care Center 是指私立急救中心。Ur- 。
gent Care Center 無 需 預 約，Urgent Care Center 院。如病人情況需要專科醫生診斷，ER 會幫助聯
的目的是在您的家庭醫生無法為您提供服務時， 系專科醫生。
為您提供治療。Urgent Care Center 遵循先到先 去 ER 與 UC 就醫分別要花多少錢？
服務的原則。
美國醫院在維持 Emergency Room 的正常
關於“什麽才是真正的 Emergency”
，
“Pru- 高效運轉上投入成本很大，這也是為什麽去 ER
dent Layperson Standard”
中定義為
就醫非常貴。另外，
1)個人或未出生的孩子存在生命威脅；2）外傷嚴 1，妳在 ER 需要承擔的 Co-pay 或者 Co-insur重；3）身體器官嚴重受損。
ance 金額通常比在家庭醫生診所或者 UC 就醫
Emergency Room 通常是 24 小時開的，用來 承擔的 Co-pay 金額要高。
救治有生命危險的病人和情況緊急需要急救的 2，去 ER 就醫妳可能需要支付兩部分費用，一部
病人。Emergency Room24 小時有主治醫生。會根 分來自 ER，另一部分是主治醫生的診費。
據病人情況嚴重及緊急程度來決定先救治哪個 3，如果妳的去 ER 就醫，但保險公司認為妳的情
病人。Emergency Room 的花費很高，且大多數健 況並非真正的 Emergency，他們有權讓妳承擔所
康保險都不 cover 在 ER 的花費。
有的花費。結果可想而知。
。
。
。
。
讓我們用一個例子來看看 ER 和 UC 的賬單
那麽什麽時候該去何處就醫呢？
明確自己在什麽情況下該去何處就醫對節 差異有多大！在妳的病況並不是只能去 ER 的情
約自己的錢包以及社會醫療資源十分重要。通常 況下，去 UC 和 ER 的基本花費如下：
在非 Emergency 情況下，妳都可以先聯系妳的家 Urgent Care Center
庭醫生，經初步診斷後再決定是否需要住院去專 Routine Care
科醫生處就醫。在妳的家庭醫生不 available 的情 Emergency Room
Routine Care
況下，請試以下情況決定去 ER 還是 UC。
Your Co-pay
以下情況，請選擇 Urgent Care Center
UC 的就醫原則是按序號排隊，先到先就診 $20
。如果 UC 發現該病例需要送去醫院或者比想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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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r’
s Fee
$300
$1,000
Your Plan Pays
$280 ($300 - $20)
$0
You will owe
$20
$1,000
當然每個人的保險計
劃 不 同。建 議 妳 在 就
醫之前詳細了解妳的
保 險 計 劃，明 確 知 道
哪些花費可以 cover。

其他註意點：

1，對自己的身體情況
要 基 本 了 解。比 如 對
哪 類 藥 物 成 分 過 敏，
自己的血型等等。
2，對自己的保險計劃
的 benefit 要 了 解。這
樣可以幫自己省下不
必要的花費。
3，生 命 是 第 一 位 的。
雖 然
Emergency
Room 很貴，但當妳認
為情況真的很緊急的
時候，請直接去 ER 或
撥打 911。
4，在家庭醫生 available 的情況下，就醫請和妳的
家庭醫生聯系，聽取他們的建議。
最後，走進美國 CheerinUS.com 祝大家在美
國生活一切順利，永遠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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