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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美國

相關資訊請上相關資訊請上
CheerinUS.comCheerinUS.com走進美國網站走進美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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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請上
cheerinus.com
走進美國網站

全美最高薪的全美最高薪的1010個兼職個兼職
【走進美國-專稿】也許您在為找不到正式工作而憂慮,也許您厭倦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打
卡，也許您只想每個周工作幾天換來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也許您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卻
並未找到壹個全職工作。那麽請關註,走進美國Cheerinus小編給您推薦的全美最高薪的
10個兼職，總有壹個適合您。讓您在偷得浮生半日閑的同時拿到高薪。

1.會計師
平均工資$30.55每小時
在美國每年的稅季，每個會計師
事務所抱怨的不是每天的業務
量那麽多，而是沒有足夠的人手
去應付那頭疼的稅季。在壹些如
果您有會計背景或者會計文憑，
妳將會很容易得到會計兼職的
工作。平均工資是$30.55每小時
，就業預期增長在13%左右。

2. 電腦程序員
平均工資$35.71每小時
電腦程序員?碼農?是的，This is
碼農。近年來計算機公司往往
是進行業務外包，以節省成本
和處理臨時故障，從而產生大
量的兼職需求。碼農的幸福就
在於在家裏看著電腦吃著薯片
就能拿到$35.71 每小時的平均
工資。

3. 司機
平均工資$13.23每小時
送貨卡車司機, 據CareerCast.com
預測將得到平均$13.23小時的工
資，並且這個工作將有5%的增長
預期。但是，不單單是卡車司機，
隨著 Uber 和 Lyft 等手機軟件的
興起，只要您有壹部手機和壹臺
車，那麽您就可以成為壹個專車
司機，並且您在運送客人的同時
能夠得到豐厚的小費。

4. 平面設計師
平均工資$21.22每小時
在印刷和電子媒體中間，
平面設計師的工作需求
在不斷地增加。美國勞工
統計局 BLS 預測，平面設
計師的職位每年將會有
7%的增長。保守估計每小
時工資數為$21.22 每小
時。

5. 管理顧問或管理分析師
平均工資$37.79每小時
在近幾年，兼職管理顧問的需求幾乎成爆炸式的
增長。如果您有足夠的背景和經過驗證的管理經
驗，您可以獨立的幫其他公司解決他們的管理問
題。據美國勞工統計局預測，這個職位將會成19%
的增長直到2022年，而平均工資更達是到了每小
時$37.79

6. 市場調查分析師
平均工資$28.99每小時
據美國勞工統計局 BLS 統計這個行業的工資在
$28.99小時，並且就業崗位將增加32%，我們可以
看出，這壹增長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預示著在
這個崗位的求職者需要更高的職業技能。

7. 搬家工人
平均工資$11.04 每小
時
沒有像市場調查分析
師的經驗和專業背景？
沒問題，只要妳有力氣
，幫助他人搬家妳將得
到平均$11.04 的小時
的工資。美國勞工統計
局預計這個就業崗位
在未來幾年將會得到
10%的增長，同樣高於
美國全國平均水平。

8. 網絡和系統管理員
平均工資$34.88每小時
幫助排查和升級網絡系統，或者辦理互聯網接入和安
全問題。幾乎全美國的公司在這職位都有缺口，需要
熟練的工作人員。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LS預測，這
個將會有12%的增長。

9. 編輯
平均工資$25.90每小時
美國勞工統計局 BLS
宣稱，這個職位的平均
工資是$25.90 每小時，
但是只有 2%的增長。
這個職位的需求包括
了：網站，報紙等媒體。

如果您喜歡文字和分享，這個工作將會適合您。（走
進美國 Cheerinus 同樣也需要熱愛文字的您，請戳
http://www.cheerinus.com/news/bencandy.php?fid=
93&id=12135）

10. 作家
平均工資$26.89每小時
作家的壹般工作是在壹個自由職業的基礎之
上，涵蓋了從博客到電影腳本。在這個喧嘩的
都市裏，左手捧書，右手執筆，記錄自己的人
生感悟，從而成為壹個自由撰稿人也是壹種
別樣的情懷。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51006C 繁

更多資訊請上
cheerinus.com
走進美國網站

走進美國Cheerinus.com編輯：在美國經常逛超
市購物的妳是否明白食物標簽裏隱含的秘密呢
？為什麽有的食物貼著“Organic”的標簽，有的食
物貼著“All Nature"的標簽？“All Nature”就壹定
純天然無汙染嗎？今天，走進美國 CheerinUS.
com就帶妳壹起探尋食物標簽背後的秘密！

“All natural”全天然
【標簽表意】
在 2014 年的消費者報告調查中，約有 2/3 的人
們認為“天然”的食物意味著它是無農藥添加及
非轉基因產品。
【真相】
事實上FDA(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還沒制定
對“天然”及其衍生術語的評判標準。換言之，所
謂“天然”無任何意義。為促進食品行業透明化
的非盈利組織 US Right 執行董事 Gary Ruskin
告訴“US News(美國新聞）”說：“現階段，食品營
銷使用‘天然’毫無意義，不過是公司營銷的手
段”。

“Organic”有機
【標簽表意】
根據 USDA（美國農業部）的“有機認證”：食品
或食物不能含有轉基因生物，且應該盡量減少
農藥和其它人工添加的使用。“100%有機”產品
則是在有機的標準上，不能有其他人工添加成
分。按比重來說，“有機產品”至少含有95%的有
機含量。
【真相】
在最近壹篇回顧過去50年有機產品研究的報道
中指出，有機產品和非有機產品並沒有“顯著不
同”。

就殺蟲劑來說，有機水果蔬菜通常要低於

非有機食品蔬菜。但我們也知道，無論有機與否
，我們所食用的蔬菜水果所殘留的殺蟲劑含量
都達到了政府的安全標準。

就環境來說，有機農場特指減少汙染、保護
土壤，防止水土流失的農場。而與產品無直接關
系。

“Free range:放養”
【標簽表意】
常見於放養雞，區別於圈養雞，放養雞自由放養
，可以走路曬太陽。
【真相】
盡管放養雞比圈養雞活動的範圍更廣泛，但是
還是它們真的可以到戶外去嗎？（呵呵。。。大家
都懂的。。）而且根據全美最大的動物保護組織
Humane Society 報道：大多數放養的母雞還會
受到壹些不人道的對待，例如強制饑餓法餵養，
延長母雞的自然產蛋周期。

“Non-GMO:非轉基因”
【標簽表意】
非盈利組織 Non-GMO Project 在 2007 年開始
使用“非轉基因項目驗證”標簽，聲稱貼有“非轉
基因項目驗證”標簽的產品是在非轉基因環境
下生產的產品。
【真相】
事實上很多美國人搞不清什麽是轉基因生物
（GMO）。盡管很多消費者在避免使用和購買轉
基因生物。自然科學屆的普遍共識則認為：轉基
因作物是安全的。自2013年以來的大量研究表
明：沒有發現轉基因作物對人體有顯著危害。

“Grass fed:餵草”
【標簽表意】
美國農業部（USDA）定義的“餵草肉制品”是指

壹年四季僅靠吃草自由成長的動物。美國Grss-
fed協會（AGA)卻為定義“Grass fed”必須出生和
成長在美國，或是從不餵養抗生素或激素等。
【真相】
普通牛會被餵養谷物，例如玉米。動物吃的營養
成分會決定人類在食用他們時得到的營養和油
脂等成分。Grassfed 的肉通常脂肪比例更健康，
比傳統牛肉更精簡。

“No added sugars:不添加糖”
【標簽表意】
被表明“不添加糖”的產品是指在加工過程中沒
有添加糖。
【真相】
“不添加糖”產品並不等於“無糖”。例如壹杯“不
添加糖”的 Mott，事實上還是含有 22 克的糖分
（美國心臟協會推薦成年婦女攝入含量）。這就
是無添加糖產品，事實上食物本身存在天然的
糖分。

“Cage-free:無籠飼養”
【標簽表意】
無籠飼養雞雞蛋曾風靡過壹段時間。像麥當勞
壹樣的大雞蛋買家曾宣布到2025年在美國和加
拿大的市場上將全部使用無籠飼養雞蛋。想象
壹下，在綠蔥的山林裏，成群的雞在產蛋，似乎
很美好。
【真相】
無籠飼養雞其實是指飼養在谷倉裏或其他有壹
定活動空間的設施裏的雞。它們並非在真正的
戶外。至於營養值，有研究表明無籠飼養雞雞蛋
、有機雞蛋和普通雞蛋的營養價值沒有實際意
義上的差異。

“Gluten free:無谷蛋白”

【標簽表意】
谷蛋白是含在小麥，大麥和其他谷物中的蛋白
復合成分。在2013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FDA
）對於谷蛋白含量低於壹百萬分之二十的食物
貼上“無谷蛋白”標簽。這是食物中探測得到的
最低面筋含量。
【真相】
除非妳是患有腹腔、基因或自身免疫疾病的病
者，吃面筋將損害小腸。不然妳不需要註意任何
這些標簽。

“Made with whole grains:全麥制品”
【標簽表意】
根據非盈利組織全麥理事會，全麥雜糧是指“所
有營養成分按照原始的成分比例儲存在種食物
裏”。
【真相】
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FDA）建議當食品的面粉
全部為麥時再打上“全麥”標簽。但事實上，如果
有公司不遵循這個原則也沒有懲罰。

探尋了這些看似“健康、高端”的標簽背後
的秘密之後，妳是不是也發現，其實美國市場上
的食物品質也是“魚龍混雜”呢？小編覺得能夠
合法在市場上銷售的食物就壹定都是經過食品
安全檢驗的，大家大可不必過於計較壹些像“有
機”“純天然”這樣的字眼。

這些隱藏在美國食物這些隱藏在美國食物
標簽中的秘密妳知道嗎標簽中的秘密妳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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