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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五大就業難的專業，華人慎入!

（來源:爾灣華人網）俗話說得好，
“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
。專業的選
擇，直接決定了個人的思維方式，也間
接指定了人生的奮鬥方向。進入美國
之時，大家首先面臨的便是專業的選
擇，除非從內心深處喜歡某個專業，否
則大家應該註意一下這些高投入低回
報的火坑：

（註：行行出狀元，所以只要妳夠
牛，就不怕入火坑!）

火坑專業 No.5 法律

盡管美國的法律行業始終占據食
物鏈的高端，律師的年薪長期居高不
下，但作為地道的中國公民，真正地進
入律師行業絕非易事。畢竟，要想真正

融入美國法律
行業，投入血本
必不可少，博士
文 憑（JD）幾 近
剛需。
當成功拿
到法學院的通
知書時，臉上肯
定透露出幸福
而驕傲的笑容；
當金錢和汗水
如潮流般湧入
火坑時，心中默
念的必定是未
來的光明前途；
當求職時因身
份（無 綠 卡）和
口音被拒時，卻
找不到招聘方
種族歧視的把
柄，不得不感嘆
美國法律的偉
大...
怒而回國，才發現世界上最遠的
並不是亞美大陸間的距離，而是大陸
法系和歐美法系之間的鴻溝......
難度指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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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坑專業 No.4 理論物理

妳有一定概率會認為，只有了解
火 坑 專 業 No.2 理 論 數 學
相對論才能真正了解世界；妳有一定
概率會認為，不精通統計物理的工程
世間的每一件事物，都是一系列
師都不是好工程師；妳有一定概率會 點線面的組合；任何專業，只有在充分
認為，只有物理程式才能詮釋整個世 地引進數學知識才能走向成熟；世界
界
上最美的佳人，身材也需滿足黃金分
是的，公眾並不懷疑物理學家的智 割率......
商，可這並不意味著場論的學習能夠
是的，數學無所不能，但博士後的
定量地提高小宇宙的能量。教職數量 期限卻總是比直線還要長；幸運的是，
畢竟有限，當理想狀態與現實世界發 自己與穩定教職之間的距離，好像每
生沖突時，也許才會開始感嘆世態的 天都會縮短到原來的十分之一......
炎涼和理性的缺失。
當然，我相信，每個研究理論數學
幸運的是，處於火坑中的粒子們 的人，都被數學的偉大所征服，至於錢
有一定概率發生能級躍遷，跳出火坑， ，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數字而已!
開始新的周期......
難度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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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坑專業 No.1 生物學

火坑專業

美國工作面試第一印象
（來源:爾灣華人網）那天有人來公司面試， 有點紳士精神，所以我對這個男人的表現感到
我帶他去會議室，告訴他請坐。他四處張望，不 詫異。雖然搬椅子不是他的義務，但不搬椅子顯
知道該坐哪裏，我這才註意到會議桌周圍沒有 露了他的素質。工作面試第一印象很重要，這個
椅子。我笑著解釋說：
“真對不起，昨天公司開 人在面試還沒開始就給我留下壞印象。也許他
party，椅子堆在角落裏，還沒搬回原位”
。我一邊 在別的方面很出色，但是誰願意跟懶人一起工
說著，一邊走去堆椅子的地方搬了一把椅子來 作？
放在會議桌邊。那個人見有了椅子，一聲不吭就
工作面試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尤其是美國
坐下，我只好再次去搬椅子。想到 CEO 會來參 人非常看重人格魅力和待人處事的能力。面試
加面試，也許還有別的人會來，我打算多搬幾把 最重要的是一見面要熱情大方友好，頭一分鐘
椅子過來。會議室的椅子是金屬腿和金屬扶手， 就要給人留下好印象。面試時候不要像上面那
挺沈，而且是重疊堆放，椅子腿卡在一起，把它 個木頭人冷漠讓人沒好感，還有以下這樣一些
們分開要費很大的勁，我來回搬了好幾趟。整個 錯誤一定要避免。
第一，面試不要遲到。如果妳進門第一句話
過程中那個人面無表情地坐在我搬來的第一把
椅子上等待面試。
是“對不起我來晚了”
，那麽妳的面試已經失敗
來面試的是個年紀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我 了。無論是堵車，交通事故，火車晚點，渡輪停擺
去搬第一把椅子的時候以為他會跟在我後面去 ，任何借口都無法打消雇主心裏的疑問，妳連面
幫忙，至少為他自己搬一把椅子，但是他絲毫沒 試都遲到，以後上班妳會準時嗎？
有想幫忙的表示。一般說這種情況下，絕大部分
第二，面試千萬不要看手機。把手機關掉，
男人會主動去搬椅子。如果是格蘭，他肯定沖過 而不是只改成震動。因為有些人手機一有動靜，
去幫忙，把每一把椅子都搬過來，並且會堅持不 就會有抑制不住的沖動去看手機，至少會分散
讓女士出力。我習慣了周圍的男士或多或少都 精力。最壞的表現，告訴面試官說：
“對不起，我

No.3 文學

曾幾何時，幻想著周遊世界
憧景、遐想，握緊鋼筆
曾幾何時，開始追尋美國一夢
托福，雅思，輾轉反側
還記錄著雙腳踏上美國的那一刻
在同門的買菜車上留下的贊詩
夢中醒來，綠卡，工作，鈔票，原來
這才是新美國的三座大山...
難度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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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個電話”
。妳
也太不把面試
官看在眼裏了，
有什麽事比拿
到這份新工作

21 世紀，是生物學的世紀；千人百
人計劃，都是生物的天下；神馬科學自
然，全是生物學家的灌水勝地......
然而，這些都改變不了一個事實：
大多數博士畢業以後都變成了千
老－－千年老博士後......
更悲劇的是，生物種群能夠隨著環
境的變化而進化，生物個體卻很難通
過基因突變來改變命運 ^^!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第六，著裝過於休閑。在美國，穿正裝表示
妳的對這個場合的重視。面試著裝寧可過於正
規，不可過度休閑。再說一般人穿正裝都比休閑
裝成熟穩重有風度，妳就不想讓自己看起來順
眼一些？

更重要？
第三，不了解面試公司的情況。最糟糕的問
第七，什麽問題都沒有。面試的最後，面試官
題是問人家的公司是做什麽的？發出簡歷前，或 肯定會問，妳對我們公司有什麽問題嗎？妳回答
者至少在面試前，要調查研究公司的信息。在互 說沒有。真的嗎? 妳對妳想去的公司和妳想要
聯網如此發達的社會，上網查個公司信息易如 的工作提不出一個問題？還是沒興趣問？面試官
反掌，妳如果不知道，還要人家告訴妳，那是不 其實是想通過妳提的問題了解妳的想法和妳的
可原諒的錯誤。
思考能力，可是妳茫茫然提不出一個問題。
第四，說前任老板和前工作單位的壞話。面
試的一個必答題是，妳為什麽要離開前公司？妳
第八，忘記感謝面試官。面試結束要當面致謝
千萬不能說是前老板很壞，前同事多麽不好。這 ，或者寫 email 感謝面試官花時間見妳，這是禮
樣的話使妳顯得沒風度很難處。美國公司喜歡 貌，同時也是提醒人家不要忘記妳。這點小小的
找 team player，妳在前公司處不好跟老板和同事 禮節並不多余，每個人都喜歡有禮貌的人。
的關系，雇妳來能處好嗎？妳現在說前老板的壞
話，誰能肯定妳將來不說新老板的壞話？
第五，一門心思地想休假。第一輪面試，妳
對別的事不感興趣，一味地打聽人家公司有多
少天休假，工作開始後多長時間可以開始休假？
唉，妳是來找工作的還是來找休閑的？這種問題
留到第二輪面試再問。如果妳沒有第二輪面試，
那麽第一輪問了也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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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留學生最多的十所美國大學

（來源:環球網）近 頓大學、賓州州立、俄
日，由美國國際教育協 亥俄州立等傳統名校
會 發 布 的《2015 美 國 因為招生人比較多，每
門戶開放報告》披露了 年也成為錄取留學生
十所留學生最多的美 的主力軍。
國大學，它們分別是紐
名校無限好，但是
約大學、南加州大學、 身為全球留學生的寵
哥倫比亞大學、亞利桑 兒，想必門檻也不會低
那州立大學、伊利諾伊 ，讓環球網留學小編帶
大學香檳分校、東北大 大家壹起參謀壹下吧。
( 微 博) 學 ( 微 博)、普 度 1。紐約大學
大學西拉法葉分校、加 錄取率：32.00%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密 學費：$46170
西根州立大學、華盛頓 IELTS：7.0
大學。
TOEFL：100
這些學校的共同 SAT：1940 - 2230
特征是排名高、位置好 2。南加州大學
。占據有利地理位置的 錄取率：19.60%
哥大、南加大、紐約大 學費：$48280
學、東北大學、波士頓 IELTS：7.0
大學成為留學生的首 TOEFL：100
選。伊利諾伊大學香檳 SAT：1930 - 2230
分校、加州大學洛杉磯 3。哥倫比亞大學
分校、普渡大學、華盛 錄取率：6.89%

學費：$51008
IELTS：7.0
TOEFL：100
SAT：2100 - 2360
4。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錄取率：80%
學費：$23312
IELTS：6.0
TOEFL：61
SAT：1530 5。伊利諾伊大學香檳
分校
錄取率：62%
學費：$30228
IELTS：6.5
TOEFL：79
SAT：1820 - 2120
6。東北大學
錄取率：32%
學費：$43440
IELTS：7.0
TOEFL：92
7。普度大學西拉法葉
分校

錄取率：68.30%
學費：$32142
IELTS：6.5
TOEFL：79
8。加州大學洛杉磯分
校
錄取率：20%
學費：$35580
IELTS：7.0
TOEFL：80
SAT：1760 - 2140
9。密歇根州立大學
錄取率：69%
學費：$34980
IELTS：6.5
TOEFL：79
SAT：1430 - 1870
10。華盛頓大學
錄取率：55%
學費：$33513
IELTS：6.0
TOEFL：92
SAT：1600 - 1990

11 月 SAT 成績延期：當美國制度遇上中國!
（來源:美國本科申請）2015 年 11 月 SAT 成
績延期出分，要在 12 月底才能公布成績（如果沒
有繼續延期的話）
。為什麽要延期？有且只有一
個理由：CB 在審核成績的真實性，決定是否給
學生成績。大家對這個需要關心的就是：無論 11
月成績是 12 月出分還是甚至一月份出成績，這
個成績對於申請美國大學來講，都是一樣對待
的，除非妳的成績被取消。因此，就按照即將公
布的預估分數段來選報學校吧，不用亂猜想，也
不用慌。一般情況下，實際成績都是給定分數段
的中間分數，比如，閱讀分數段為 550-620，實際
分數可能就是 580 分。
關於這個話題的技術內容已經說過了。這
次，我想談的是，為什麽美國施行已久的考試制
度，遇到了中國人就不靈了呢？

原因一：缺乏貴族精神的榮譽感

不成列。）
以成敗而論英雄，缺乏榮
譽感，甚至家裏人並不覺得這
很丟人，所以才有了如今的答
案滿天飛的情況。這就是泄題
事件的第一個原因，是文化層
面的東西，因此，只要這個文化
無法短期內改變，接下來的新
SAT，ACT、托福、雅思、GRE 等
考試，泄題買賣答案的情況是
無法從根本上杜絕的。因為我
們都參與其中，或者因為囚徒
效應被迫參與其中。

原因二：缺乏合理制度，而
不是文化略根性

當然，我們會想，為什麽中
首先，很多人都會想到中國人做事不講規 國的高考就沒有這麽嚴重的泄題事件呢？這就
矩，急功近利。這個說法有道理。因為中國歷史 是我想說的第二個原因，制度。中國高考出題人
上王朝的不斷更替，貴族精神已經逐漸丟失。還 要被
“關”
起來，卷子也是武警護送，通過層層責
記得中學語文書上學過一篇文章《左轉》
，春秋 任人的手裏。如果出現問題被舉報，觸犯的可是
五霸之一宋襄公和楚軍大戰，有人建議楚軍過 刑法。但是，在美國，由於
“信譽”
（榮譽的另外一
河一半的時候，宋軍應該進攻，但是襄公覺得這 種變體形式）已經融入了社會制度中，不講信用
樣做不仁義，沒有采納。隨後，楚軍過河後沒有 的人，將來在生活中會遇到較大的麻煩，就好比
擺好戰陣，宋襄公同樣沒有進攻。那個時候的官 現在的銀行貸款要查大家的信用卡還款記錄一
方答案是宋襄公太迂腐了，因此在戰爭中失敗。 樣。另外，美國高考也不是獲得美國名校的唯一
（國人皆咎公。公曰：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 途徑，它只是一個重要參考之一，泄題的成本高
之為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 ，收益小，大家也就不這麽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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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談什麽民族文化劣根性。每一個民族 ，只有中國政府參與進來，重視這個問題，以後
每一個文化都是一樣的。不一樣的是制度不同。 的考試環境才可能在絕大面積上是公平的吧。
在一百年前的美國，當社會制度還不那麽完善 根本指望不上美國和 College Board 和 ETS。
的時候，美國的官員們也是公開行賄受賄。而在
最腐敗的清朝末期，同樣還是中國人，在最腐敗
的大環境中，因為有了較為合理和適宜的管理
制度，中國海關不僅從 1860 年鴉片戰爭後到清
朝結束，這個清廉的衙門口可謂創造了奇跡。想
想近幾年的廈門遠華走私案，可想而知海關官
員們的權利有多值錢。因此，如果沒有一個合理
的管理制度，未來的泄題事件還是會發生。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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