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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本來自網絡，作者：曉路。
人們常說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文化，而這種

不同文化反映在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就會
形成千差萬別的生活方式及習慣。這裏我們將

不同媒體的調查結果匯集，使網友可以從普通
民眾的生活方式與習慣中，多了解一些美國文
化。
1.根據全國公共廣播電臺及美國有線新聞網

（CNN）的統計，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人獨棟
新房的面積翻了幾乎1.5倍，從1950年代平均90
平方米，增加到2013年的230平方米。追求大的
居住空間成為趨勢。
2.盡管住房面積增加，但美國人還是覺得地方不
夠用，將多余的物品堆放在車庫裏，將車庫當儲
藏室，或者作為工具間。據能源部的資料，在兩
車庫的家庭中，約有 25%的家庭車庫中放滿了
物件，沒有地方停車；另外 32%的家庭車庫中，
只能停一輛車。不喜歡將車停在車庫中，但買房
子時卻喜歡有車庫，這是美國人生活習慣之一。
3.過去40年來，租借自我管理倉儲室（self-stor-
age）的人數快速增加，據《紐約時報》報道，約十
分之一的美國人因為各種原因租借自我管理的
倉儲室，時間長短不一，比如搬家或家庭翻修時
將物品臨時放在倉儲室，或者家中空間不夠，將
不用但又舍不得丟掉的家具、衣物等放到租借
來的倉儲室內。由於需求巨大，最近20多年自我
管理倉儲室發展迅速，全美現有5萬多個自我管
理倉儲庫，是星巴克咖啡店數量的5倍；每個倉
儲庫內再分隔成大小不同的儲存室，每個美國
人平均有7.3平方英尺的面積，成為房地產業中

的一朵奇葩。
4.據勞工統計署的資料，美國家庭平均每年花費
在服裝上的費用是1700美元。據《赫芬頓郵報》
的報道，每年人均丟掉的衣服約30公斤。
5.《商業內幕》報道，2013 年約有 47%的家庭是

“月光族”所有收入全部用完，沒有任何存款。
6.《今日美國報》報道，美國家庭的電視機數量比
人多，平均每臺電視開著的時間是每天 8 小時
14分鐘，超過8小時工作日。
7.據“今日心理學”的統計，美國的大型商場非常
多，十幾歲女孩中的九成以上將逛商場購物作
為最喜愛的消遣方式。
8.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人每年花費1.2萬
億美元購買非必須品，買的時候覺得好或有必
要，但買來後並沒有什麽用。
9.根據“樂捐美國”（Giving USA）的統計，2014年
美國人的慈善捐款總計為3583億美元，其中個
人捐款占72%，平均每個家庭捐款2030美元（約
合1.28萬人民幣），占收入的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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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比對了解美國人的生活習慣大數據比對了解美國人的生活習慣

美國人到底能賺多少錢？

注：本文來自網絡。
美國民眾2014年的荷包比前壹年更飽滿

，不過增加的財富可能大部分匯集到有錢人
手裏。據社會安全署(SSA)20日公布的數據顯
示，美國民眾去年平均收入為4萬4569.20元，
比2013年增加3.5%；而收入最高的134人，平
均年收入則高達8600萬元。（轉自CNBC）

據CNBC報導，該統計指出，67%受薪階
級的收入低於或等於美國民眾的平均收入。
同時，2014年美國民眾的年收入中位數為2萬
8851.21元，也高於2013年的2萬8031.02元。

雖然去年民眾年收入比前壹年增加，但
薪資調漲動力仍困難受阻，聯邦勞工部指出，

9 月的薪資依然遲滯不
前，這也顯示美國經濟
未承受通貨膨脹的壓力
。在聯邦準備理事會決
定是否要讓近乎零利率
的政策正常化之際，該
會期盼通膨率能夠上升
。

在美國勞工薪資不見
進展的同時，美國的富
裕階級卻愈來愈有錢。
社安署統計指出，134名
美國超級富豪去年收入
超過 5000 萬元；比 2013
年的 110 人增加 20%左

右。年收入在2000萬至5000萬元之間的人數
，在2014年也增至776人，也比2013年的565
人增加。

鑒於富者愈富的現象，部分決策者持續
不斷批評中產階級和富裕階級的鴻溝愈拉愈
大。歐巴馬總統壹上任，就壹直痛陳貧富懸殊
問題；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桑德斯也把拉近貧
富差距當作他競選的主要政見。

不過，年收入超過5000萬元的134人，他
們去年積攢的財富平均逾 8600 萬元，要比
2013年這群人的平均收入低，2013年收入逾
5000萬元的110人，平均年收入逾1億1100萬
元。

盤點美國正迅速消失
的十個職業：記者上榜

注：本消息來自網絡。
據Business Insider網站10月14日報道，隨

著 Facebook 和推特等社交媒體的日益流行，
郵件在不遠的將來即將過時。美國勞工統計
局的數據顯示，到2022年，郵局工作崗位將減
少 28%，大 約
139100 郵 遞 員
將失業。以下是
美 國 正 迅 速 消
失的15個職業：

1、郵遞員；
2、半 導 體

技術員；
3、農 民 或

牧場主；
4、記者、通

訊 員 和 廣 播 電
視新聞分析師；

5、旅 行 社
代理人；

6、珠寶、寶
石 和 金 屬 加 工
工人

7、伐木工；
8、花 藝 設

計師；
9、發電廠工人；
10、空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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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福布斯：：20152015美國各州商業氣候排名美國各州商業氣候排名
【走進美國 CheerinUS.com-專稿】Donald Trump 在參加競選的時候說道：
“我會把世界各地的工作機會帶回美國，也會把更多的錢帶回美國。”Trump
激烈言辭得到了很高的支持率，也從側面反映出了美國民眾對美國經濟現
狀的不滿。美國民眾希望有所改變，他們厭倦了2007至2014年個人收入幾
乎沒有增長的現狀。其實美國也有壹些州經濟發展條件與中國，墨西哥等國
家類似。這些州商業成本較低，勞動力資源充足。
近日，福布斯發布了《2015美國各州商業氣候排名》。該排名是福布斯在收集
全美40項數據，包括經濟氣候，勞動力成本，政策環境,生活質量後分析得出
的排名。以下為具體排名情況。

1.猶他州
2014排名：1
生產總額：$1410億
5-yr 生產總額平均增長
率：2.4%
州長：Gary Herbert
猶他州在近六年的商業
氣候排名中已五次位列
第壹。該州的能源成本比
全美平均能源成本要低
23%，同時就業增長率在
過去五年中都排在前列。

3.內布拉斯加州
2014排名：7
生產總額：$1120
5-yr生產總額平均增長率
：2.6%
州長：Pete Ricketts
內布拉斯加州由於很低的
商業成本和非常友好的政
策環境使其壹直位列此排
名榜的前三位。2015 年內
布拉斯加州的失業率為
2.6%，低於全美各州平均。

4.北達科他州
2014排名：2
生產總額：$550億
5-yr 生產總額平均增
長率：8.6%
州長：Jack Dalrymple

5.科羅拉多州
2014排名：5
生產總額：$3070億
5-yr生產總額平均增長率：
2.2%
州長：John Hickenlooper
科羅拉多州在過去五年中
就業增長是最快的。該州成
年人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
例在全美排第二。

8.印第安納州
2014排名：15
生產總額：$3180億
5-yr 生產總額平均增長率：
1.9%
州長：Mike Pence
印第安納州今年第壹次進入
Top10.印第安納州的政策環
境是全美各州最好的。

10.華盛頓州
2014排名：8
生產總額：$4270億
5-yr生產總額平均增長率：2.2%
州長：Jay Inslee
華盛頓州的能源成本比全美平均低30%.華
盛頓州整體經濟發展情況良好，平均家庭
收入是全美各州中增長最快的。

7.弗吉尼亞州
2014排名：4
生產總額：$4640億
5-yr生產總額平均增長率
：0.8%
州長：Terry MCAuliffe
弗吉尼亞州今年排名比去
年降了三個位次。主要是由
於商業成本增加以及經濟
環境的變化。

2.北卡羅萊納州
2014排名：3
生產總額：$4830億
5-yr生產總額平均增長率
：1.4%
州長：Pat McCrory
北卡羅來納州的勞動力成
本比全美各州平均勞動力
成本低10%。

6.德州
2014排名：6
生產總額：$1.65萬億
5-yr生產總額平均增長率：
4.7%
州長：Grey Abbott
全美最大的1000家企業中，
有 121 家企業總部在德州。
包括AT&T, Dell等。由於過
去德州經濟的飛速發展以
及就業率的不斷提高，德州
現在是美國經濟環境最好
的州。

9.南達科他州
2014排名：14
生產總額：$460億
5-yr生產總額平均增長率：1.5%
州長：Dennis Daugaard
南達科他州的商業運營成本比全美各州平
均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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