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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在家裏時，可以做些什麽來賺點外快？
（本文來自網絡）為妳介紹10個賺外
快的方法，妳可以在孩子上學的時候
或者睡覺的時候甚至是孩子醒著需
要妳看護的時候進行，當然必須說明
的是這些收入都不是很高，而且不是
每個方法都適合妳，但是一年積累下
來也能讓妳賺個幾百上千美元，何樂
而不為呢？
1. 用妳的意見賺錢

參與在線調查是一個相對比較
快的賺外快的方法。例如，妳可以在
Harris Poll Online上面參與在線調查
，一般只需要 5-25 分鐘的時間就能
完成，完成後會被獎勵積分。參加調
查的人可以把這些積分積累起來，然
後兌換亞馬遜或者星巴克禮品卡。
Harris Poll Online還會舉辦從參加調
查的調查者中抽獎，被抽中的獲獎者
將會獲得現金獎勵。最高獎勵1萬美
元。更多有獎勵的在線調查：Sur-
veyClub、 Global Test Market 和
Swagbucks。上述在線調查的註冊均
免費。
2. 評估網站

第二個可以在短時間內賺取外
快的方法-20 分鐘 10 美元，就是與
UserTestingand 簽約來評估網站。妳
需要一臺可以上網的電腦和一部耳
機，而且妳必須填寫一張一頁紙的人
口資料概況。如果妳的資料和被測試
網站的目標人群匹配，妳就能得到這
份工作。接下來妳需要把UserTesting
的屏幕錄像機下載到妳的電腦上，然
後用它來記錄妳在瀏覽該網站時對
其的口頭評論。網站主人通常都在尋
找對網站的缺陷的反饋。
3. 擔任在線陪審員

一些律師在庭審之前會聽取大
量的在線模擬陪審員對即將開庭的
案子的看法和反饋。但是，這些模擬
陪審員只能存在於案子即將被審理
的縣或聯邦特區。妳可以在線註冊幾
個網站試試，看有沒有案子即將在妳
所在的地區審理。EJury.com 美國案
子支付5-10美元，通過PayPal支付。
如果妳是律師、律師助理或者與律師
相關，都不能參與。據EJury所說，如
果妳豬哥一個大城市，妳可能比住在
農村地區更容易被選上，因為在大城
市會有相對較多的案子被審理。一個
案子大概需要 35 分鐘的時間。On-
lineVerdict.com上的案子一般需要20
分鐘到一個小時，報酬在20-60美元
不等，通過支票支付。
4. 擔任虛擬私人助理

如果妳的電腦可以上網，而且妳

很擅長在線搜索和與人交流，那妳可
以成為Fancy Hands的虛擬私人助理
。Fancy Hands 雇傭的虛擬私人助理
可 以 自 己 抽 時 間，來 幫 助 Fancy
Hands的用戶來處理一些瑣碎事務，
例如給服務供應商打電話，安排約會
，尋找最優價格的產品和服務等。妳
每完成一個任務就能得到一筆報酬，
金額從2.5美元到7美元不等。
5.輔導學生

如果妳有學術專長，又能在一周
抽出幾小時的時間，那妳可以把妳的
知識分享給正在苦苦掙紮想要提高
學習成績的學生們。妳可以從妳孩子
的學校找這樣的學生，也可以在類似
Craigslist.org 上找找看，或者與在線
輔導公司簽約，例如Tutor.com。但是
Tutor.com要求妳每周至少要有5個
小時的輔導時間，並且在某一科目具
有大學以上學歷，輔導都是通過電腦
虛擬在線輔導，而不是面對面輔導。
Tutor.com的時薪取決於妳所輔導的
科目。
6. 成為一個媽媽/爸爸博客

如果妳不知道怎麽打發帶孩子
的空閑時間，妳可以考慮寫博客。盡
管妳是個全職媽媽或全職爸爸，但這
並不代表妳的博文都必須要和育兒
有關，更何況已經有很多博客都在寫
這方面的內容，那妳可以考慮其他任
何妳感興趣的主題。一般越是原創的
、具有娛樂性且信息量大的博文，越
能吸引更多粉絲，這樣妳就越能賺到
更多錢。妳可以通過 WordPress.org、
GoDaddy.com 創建博客。為了掙錢，
妳可以使用Google AdSenseservice在
妳的博客上放廣告。妳的報酬根據廣
告的不同而會有所不同，一般取決於
會有多少人看廣告。

另外，還有網絡聯署營銷，如果
有人在妳的博客上點擊了某一廣告
並購買了產品，妳一般可以賺取10%
左右的傭金。亞馬遜有一個名為The
Amazon Associates affiliate program 的
項目可以讓妳在妳的博客上刊登產
品廣告，或者妳也可以試試 CJ Affil-
iate或者ShareASale，他們都與上千家
公司合作。

不過能賺多少還取決於妳投入
多少心血在妳的博客上以及有多少
人訪問妳的博客。
7. 擔任自由撰稿人

或許妳不想成為一個博客，但是
又想寫點東西或者表達自己的創意
和靈感。那妳太幸運了，因為有大量
的媒體、公司和非營利性網站都在尋

找自由寫手來為他們編
輯文章。有些按字數支付
，有些按時間支付，有些
則按項目支付報酬。

例 如，如 果 妳 通 過
Textbroker.com 免費註冊
，然後提交一份寫作樣本
，他們會根據妳的寫作質
量給妳一個等級。然後妳
可以根據妳的質量等級
選擇妳想寫的項目，然後
賺取0.7-5美分每字或者
更 多 的 報 酬。Freelance-
Writing.com 會提供一個
各大熱門網站收集很多
自由撰稿的工作機會。很
多新上榜的工作機會的
時薪一般在 25 美元或更
多。妳還可以加入 Medi-
abistro's freelance market-
place，然後把妳的信息發
布上去然後等待媒體經
理發現妳這個自由撰稿
人。
8. 用照片賺錢

如果妳懂得攝影技巧，那妳可以
把妳的攝影照片賣給圖片庫存網站
例如Shutterstock.com。一旦妳的照片
被采納，它們可能會被 Shutterstock.
com的訂閱者下載，每下載一次妳就
能獲得25美分-120美元的。

其他有償收集照片的網站：in-
cludeiStock、Dreamstime和Sqeeqee。
9. 賣焙烤食物

上班族父母估計沒有太多時間
來制作生日蛋糕或者用於學校聚會
的紙杯蛋糕。而這正是妳的優勢，如
果妳正好可以做的一手可口的焙烤
食物。

小編有一個朋友，她是一個單親
媽媽，她通過制作紙杯蛋糕來打發和
自己正在接受化療的父親住在一起
的時光。她把自己制作的蛋糕發布在
Facebook上面，然後很快就收到盆友
們的訂單。現在她通過制作紙杯蛋糕
每月可以賺200美元，而這些生意都
來自於口碑以及它發布在 Facebook
上的圖片。
10. 帶自己孩子的同時幫別人
帶孩子

妳的朋友一定會很興奮，如果像
妳這樣有經驗的媽媽可以在他們上
班的時候幫他們帶孩子。幫妳的朋友
帶一、兩個孩子對妳來說應該是可以
做到的。而且，妳孩子的新玩伴兒可
以騰出幾個小時讓妳的孩子不那麽

一直粘著妳。幫人帶孩子的報酬也是
因地域、孩子的年齡和數量而定，不
過在小城市保姆通常可以賺得10美
元或更多的時薪，在大城市報酬可能
會翻倍。

美國家庭
至少使用350種不同的語言

(本文轉自美國之音)華盛頓—
美國人口普查局報告說至少350種
語言在美國的家庭中被使用，比從
前的數據報告的39種上升了。

本周發布的人口普查數據表明
，盡管大多數的美國人在家裏只說
英語或如西班牙語、漢語、法語和越
南語等語言，但也有很多其他語言
被使用。

調查顯示，這些較少使用的語
言包括賓夕法尼亞德語、烏克蘭語、
土耳其語、羅馬尼亞語和阿姆哈拉
語。其他還有 150 種不同的原住民
語言，集中地被 35 萬多人使用，包
括尤皮克人、達科塔人、阿帕切人、
凱瑞斯人和切羅基人。

人口普查局統計學家埃裏克·
維科斯特姆在壹份聲明中說，收集
到的數據來自2009年到2013年間，
揭示了“美國語言的廣泛性和多樣
性”。

調查重點突出美國語言多樣性
最顯著的15大都市區。

紐約市及周邊地區的居民至少
使用192 種語言，是這15個大都市
區中最多的。其次是洛杉磯，至少有
185種語言，其次是華盛頓特區，168
種語言；其次是西雅圖，166種；再次
是鳳凰城，163種。

這些大都市區中，年齡超過五
歲並且說某種非英語語言的人口比
例最高的是洛杉磯和邁阿密，分別
是54%和51%。

人口普查局發現，這些大都市
區裏壹些使用人群較少的語種是孟
加拉語、塞爾維亞語、泰盧固語、馬
拉雅拉姆語、泰米爾語、印度尼西亞
語、斯瓦希裏語、阿爾巴尼亞語、旁
遮普語、古代敘利亞語、皮馬語和烏
克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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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飛人們空中飛人們，，這些升艙技能妳都這些升艙技能妳都getget了嗎了嗎？？
【走進美國 Cheerinus.com-專稿】想必大
家對走進美國小編日前報道的旅遊博主
黃先生（Sam Huang)僅花費 300 美金（約
1900元）乘坐價值60000美元（約38萬元）
阿聯酋航空頭等艙，持續三周豪華暢遊5
大洲 7 個國家 11 個城市的非凡體驗欣羨
不已！無比尊貴奢華的旅行，所花的費用
比經濟艙費用的費用還低，不少小夥伴驚
呼“怎麽做到的？！”今天，走進美國小編就
來揭開“無所不用其極只為 升艙”的各
家大咖背後的辛酸淚真相。
一個布丁一裏程

1999 年，裏程累積兌換開始實施，一
個來自加州的工程師David Phillips分享了
他用布丁盒子快速攢美國航空裏程的方
法，被網友戲稱為“布丁男（The Pudding
Guy)”。他用$3,000 的食物投資換取了價
值$150,000的裏程，夠他終生享有金卡服
務。感興趣的朋友，可以搜索The Pudding
Guy找到他的全部報道哦~

曾在美國航空工作多年的高管 Tim
Doke說“ 聽起來像是騙局，但事實上是真
的，這是因為客戶積累的裏程其實上是被
活動的發起人ConAgra Foods公司購買了
的”。這樣是不是就容易理解了呢？
通過美國鑄幣升級

免費裏程兌換活動在2008年得到進
一步提升，因為頻繁旅行，喜歡升級艙位
的朋友們發現他們可以利用美國鑄幣局
的“漏洞”來收集航空裏程，用於升級艙位
。

於是“積累裏程大軍們”開始購買鑄
幣收集裏程，然後退還鑄幣要求全額退款
。

信用卡論壇上一位匿名的帖子寫道
“我和我的搭檔通過這個快速攢裏程的方
式獲得去往法國Riviera頭等艙豪華度假
航程”。。。。

當然最終政府關閉了這個項目，稱其
“違背”了收藏的初衷。
屢見不鮮的信用卡積裏程

在鑄幣的熱潮過後，升艙愛好者們又
發現了個新途徑：信用卡。很多信用卡提
供給會員消費積裏程的福利。就像鑄造幣
和布丁積累裏程一樣，航空裏程在日常花
費中就積累起來了。

很多網絡博主們都在致力於教人
們如何“操控”系統換取裏程。最成功的
裏程收集者分散潛在各界升艙熱愛分
子中廣泛收集信息，從各大海外雜誌上
了解信息。可能他們從來沒有實際“出
發”過，但是積累的免費裏程已經讓妳
驚訝到下巴要掉下來了！

“機會”在逐漸減小
從政府關閉鑄錢幣攢裏程通道，到

銀行卡收緊信用卡積分換裏程的項目，
“積累裏程大軍們”的積累裏程的通道

逐漸減少。不僅如此，航空公司也對其忠
實客戶不斷增加限制條件，以期把精英地
位真正體現在那些願意為地位付錢的用
戶。

既然攢裏程變得越來越來，那麽Sam
Huang 又是怎樣以$300 換取的環球旅行
呢？
Sam Huang的新把戲：

Huang 註冊了的是 TopMiles，幫助他
優化他已有的裏程組合並收集更多裏程。

具體說來，TopMiles只要客戶填入離
開城市和到達城市，即可顯示需要多少裏
程換取“免費”機票。TopMiles還將顯示出
每張信用卡開卡所獲的最高註冊紅利，並
累積記錄用戶的花費所獲得裏程。

因此積累了足夠的裏程後，Huang就
一步步達成了他的環球旅程。

看似完美的阿聯酋航空環球旅程背
後，Sam在兩個城市之間中轉時也遇到了
問題。因為大多數航空公司有“routing
rules”，限制乘客停留區域和時間。但這些
細節在電腦上是找不到的。
裏程升艙是否應該？

揭開神秘的、超值的旅行背後的秘密
，妳是不是因繁雜的程序退卻了？還是也
蠢蠢欲動想親身體驗一次呢？為國際酒店
集團Starwood 和Diageo提供道德和投訴
法律咨詢服務的律師Natalie Holder講到，

“如果消費者以上方式積累裏程沒有道德
疑慮，是不對的。因為道德的準則為客戶
是否不公平地‘利用’公司法律或政策忽
略的“漏洞”，剝奪了真正好客戶的優質服
務。於是當公司意識到這個“漏洞”時，內
部審計和其他部門將調查關閉所有道德
的或不道德的通道”。

Huang則認為“我認為我並沒有做錯
，航空公司用電腦系統做決策，通常並不
利於消費者。試想一下，消費者$150的變
更費和不可退款的機票，這些都編程在電
腦裏。但我幸運的是，電腦讓我買到了這
趟旅程”。

“毫無疑問，這個“漏洞”也即將要被
關閉了，”管理 Canadiantravelhacking.com
網站的負責人講述到。“博主利用Alaska航
空的贖買政策（redemption policy）買到超
值的機票。現在我已經看不到使用Alaska
航空換取阿聯酋航空的任何獎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