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 美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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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生到退休在美國會有
哪些福利待遇和硬性開銷
其實無論是對無腦吹還是無腦
黑，亦或是客觀分析者來說，大家
都會承認一個共同觀點，那就是
“只要你錢夠花，在美國就能過的
很舒服。”
美國社會有很多問題這沒錯，
但是這個國家又充滿了太多的內容
與故事，同時加上全球文化碰撞融
合而出的無數種變數，隨之誕生了
無限的可能。在這個形勢下，“談
錢”又未免顯得有點傷感情了。
但是對生活並定居在這裡的人
們來說，各種硬性開銷又是不可逃
避的，那麼今天我便按照時間順序
總結一下各種開銷與你能享受到的
福利，希望能帶給大家一個直觀的
認識。（文中資料均為 2019 年第四
季度或 2020 年第一季度）

第一聲啼哭 VS 出生帳單

在美國生孩子是不便宜的。如
果沒有任何併發症，那麼在美國分
娩的平均費用為 10808 美元，如果考慮到懷
孕前後的護理費用，那麼總數可能為 30000
美元左右。
醫療保險到位的話，需要你掏腰包的
平均費用會降到 4500 美金上下。
那麼如果付不起怎麼辦？美國的 Medicaid 醫療援助（俗稱白卡），可以讓政府幫
你 100%買單，覆蓋範圍包括產前護理、分
娩、相關產後護理以及所有醫療必備的服
務。
當然了，如果你負擔得起的話還是不
建議去“騙福利”的，畢竟不厚道，而且
如果被查到隱瞞收入或資產厚著臉皮用白
卡，後果還是比較嚴重的。
托兒（Daycare）與學前班（Preschool)
技術上來說，美國上小學前，按年齡
段可以分三個階段，Daycare（托兒）——
Preschool（學前班）——Kindergarten（幼稚
園）。
其中 Kindergarten 往後，各個地區就開
始提供公立的免費課程了，但是 Daycare 和
Preschool 還是要自己掏腰包的。
Daycare 的 平 均 費 用 從 4000 美 金/年 到
22600 美金/年不等，送去的越早自然越貴。
而 Preschool 的費用區間則在每年 4460 美金
到 13158 美 金 左 右 。 另 外 ， 有 沒 有 “Potty
trained(自己上廁所)”也是影響費用的一個
關鍵因素，我兒子以前去過的 Daycare，對
不會自己上廁所的小朋友每月要多收 200 美
金——當然了如果自己在家帶孩子就不用
掏這個錢了。
沒人看孩子的同時你又需要去工作，
如何省錢？
1. 通過雇主設立“彈性支出帳戶（FSA
）”，每月存進去一些錢用來支付額外開
銷，這部分可以免稅。
2. 稅收抵免。根據個人收入條件不同
，一個孩子的情況下，每年最高可獲得
3000 美金的稅務減免（當然了孩子越多抵
免的越多了）。
3. 托 兒 合 作 組 （Child careCo-ops） 。
這個操作就比較高端了，本質上是一群互
相認識並信任的職工父母們輪流排時間統
一照顧大家的孩子。當然了這個條件比較
苛刻，但是完全免費。
4. 國家托兒。在美國，每個州都會給
低收入群體提供一些由聯邦政府資助的托
兒服務，但是資格需求和可調配的資金也
和英語的能力。
會因不同地區而變化，不過對達到資質的
人群來說是免費的。

K-12 公立教育系統

11面對面聯繫房主
美國的免費義務教育從 5 歲上幼稚園
（Kindergarten）開始。
。
術語“K-12”就是指從幼稚園（Kindergarten）到“12 年級（高中畢業）”的整體
時期。
公立學校的幼稚園通常提供半天的課
程，大約三個小時左右，少數學校可以提
供免費的全日制課程（約 6 個小時），但是

大多數情況下，下午還是要早早接回家的
， 否 則 就 要 掏 錢 上 學 校 提 供 的 Afterschool
（課外活動/看護），或者直接送去全日制
的 私 立 學 校 了 （ 每 年 開 銷 在 3000 美 金 到
34000 美金的區間）。
公立小學當然也是免費的，但是由於
放學時間也很早（下午兩點半左右），所
以父母是朝九晚五的話，每個月也要給學
校交幾百美金的 afterschool 費用的。
至於初中和高中（公立）當然也都是
免費，課程也涵蓋了所有的必修和選秀科
目，包括了數學、科學、英語、社會研究
、藝術和體育等等。
最“硬核”的車輛：校車（School bus）
有人說“是校車將美國團結在一起”
。在美國，所有在學校附近居住的孩子都
有權利乘坐免費的校車去上學和放學回家
。校車系統是美國最大的運輸系統，每天
共有 48 萬輛校車運送 2600 萬兒童。即使某
些兒童由於某種情況在寄養院甚至收容所
，他們也仍然有乘坐上學的權力。
校車的路權永遠都是最高的，而且自
帶“停止（標誌）”。在任何一輛校車停
下來並亮出指示牌時，任何車輛在任何情
況下都不能以任何方式通過——沒錯，總
統的專車也不例外。
如果居住地離學校有些距離，超過了
免費校車的範圍，你仍然可以申請校車服
務，一般費用為：
家庭中第一個孩子，每年 395 美元左右
；第二個孩子每年 365 美元。

國家學校午餐計畫（NSLP）
國家學校午餐計畫是美國農業部推行
的、旨在給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在校提供的
低價或者免費的營養午餐。家庭收入低於
貧困線 130%就有資格申請免費營養午餐，
而家庭收入在貧困線的 130%到 185%之間就
有資格享受低價營養午餐。
打個比方，美國 2020 年最新公佈的國
家貧困線（3 口之家）為年收入 21720 美金
。 那 麼 家 庭 年 收 入 如 果 低 於 130% 也 就 是
28236 美金的話，孩子就可以在學校享用免
費午餐了。

本地大學學費大降價
美國的公立大學學費很有意思，如果
是公民或者綠卡身份的學生，在居住的州
上大學跟去外州上大學的學費是不同的。
以四年制公立大學為例，在本州上大
學的話，平均學費在 8890 美金/年左右；而
如果是“外地人”，那麼數字就變成了
23890 美金/年。
私立四年制大學的費用幅度較大，就
不再贅述。
如果大學學費交不起怎麼辦？你可以
嘗試：
1. 申請聯邦學生資助（FAFSA）。這
是美國教育部為大學生提供的聯邦補助。
2. 本校書店會回購你用過的課本。
3. 申請學生貸款或者獎學金。
不過學生貸款的利率你懂的，年利率

一般在 2.75%到 10.97%不等，要想清楚就是
了。

工作醫保與失業補助
進入社會開始工作後，開銷自然就多
了起來。
美國看病雖然貴，但是一個好的醫保
所能覆蓋的比率也是相當可觀的，七七八
八下來你也不用付什麼大錢了。如果雇主
公司靠譜的話，醫保的保費也會替你付掉
很大一部分（甚至全部），你就更不用擔
心了。
如果是低收入群體，你也可以申請醫
療補助（Medicaid）獲得完全免費的醫療保
險和服務。（給低收入家庭未成年的孩子
申請的醫療福利叫 CHIP）
那麼如何達到資格呢？你能證明你
“夠窮”就行——當然了這並不丟人。
拿加州為例，家庭年收入貧困線從
$16395（1 口人）到$79392（12 口人）——
基本上多一口人提高$5741——符合這個水
準的都可以去申請。
如果你不幸失業，那麼美國還有一個
“失業救濟金”，這是一種由聯邦提供的
保險，當你遇到“非正常”的失業時便可
以獲得一定金額的賠付，助你在找到下一
個工作之前渡過困難時期。當然了，因為
你工作失誤被炒魷魚的話，是不能獲
得領取救濟金的資格的——因為是你自己
的錯。
那麼怎樣才算“非正常”的失業情況
呢？
一個最直觀的例子就是：因為肺炎疫
情引起的失業。

退休收入怎麼來
在美國，“退休金”的來源主要有兩
個：“社會保障金”和“401k”。
社會保障金是退休後每月領取的退休
金。要獲得這個資格的前提是之前必須工
作了至少十年，而金額的多少也是根據你
在工作期間的納稅收入計算的。也就是說
你賺的越多，納稅也就越高，退休後領的
也就越多了。同樣，如果你選擇延遲退休
，那麼每月的福利金額也會相應增加。目
前來說，美國退休後的平均“社會保障金
”是每個月 1503 美金。如果條件都達到的
話，最高這部分可以領取 3011 美金/月。
401k 這個退休計畫就有意思了。原理
就是你每月留出一定比例的收入放到這個
帳戶中進行各種基金和股票等投資——而
且這部分無需徵稅——雇主也會配給一部
分進去。就是說如果你存 1 萬美金進去，主
公司也會存相同的金額到你的 401k 帳戶。
隨著水漲船高，到了退休的時候，你便可
以像領工資一樣獲取投資收益。
至於 401k 具體能收益多少，這就是另
外一個故事了，可以單獨拎出來詳細討論
。
總而言之，普通人從出生到老去，在
美國無論是自給自足還是需要政府保障，
其操作都是相對一目了然的。

(ഺҳܻ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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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的面子
今天閑來無事，出去走走時在一個電線
杆上看到一個用紙殼做的指示牌，上面寫著
：yard sale （現場出售，院子買賣。以下略
同）。記得剛來美國時，曾多次去過類似的
地方，也買過許多需要的東西。現在想起來
，還真是多虧了美國的 yard sale ,它對於毎
個剛從國內來的人來講 ，（包括其它國家的
人在內)真是幫了大忙了。小到鍋碗瓢盆，大
到冰箱彩電傢俱。基本上你可在 yard sale 中
找到你所需要的任何東西，而且便宜得很。
逛 yard sale 的人來自各個不同的國家，不同
的民族，他們有著不同的膚色，操著不同語
調的英語，開著車，聽著音樂，一邊嗨一邊
逛，一家接一家，精心挑選各自所需要的東
西。有人還砍砍價，好不熱鬧。在美國買舊
東西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在我剛來美國
時看到此景，覺得既奇怪又新鮮。我是八十
年代來美，當時中國的大部分東西都憑票供
應。而美國的物質卻極為豐富。很新的東西
， 只 要 用 不 著 ， 就 在 自 家 院 子 裡 擺 個 Yard
sale ，以幾美分，幾刀的價格就賣掉了，或
者捐掉。
當時我的母親也在美國，她常常在我面
前嘮叨美國人不但傻還敗家。在這個富的流
油的國家裡，有人賣新東西，也有人買舊東
西。慢慢才知道，在美國，人們並不隨便丟
東西，垃圾也是分類回收的。要麼擺個 yard
sale 賣掉，要麼捐掉。他們想到的是再次利
用。我的一個鄰居，男的是心理醫生，女的
自己開家次貸公司，無兒無女。美國醫生是
受人尊敬的職業，收入很可觀，屬於上層人
士。他們每年都要開上房車出去度假，一走
就是三四個月。除此之外的另一個愛好就是
每個週末開著豪車逛 yard sale。每次見到他
們，他們的臉上都堆著滿滿的笑容，根本看
不出絲毫的尷尬，他們在歡喜中等待著每個
週末的來臨。有時還會把淘來的寶貝拿出來
曬曬，每當此時，我都會不失時機地誇上兩
句。當然，他們也很滿意自己的傑作。
在美國，二手店也比比皆是，逢年過節
半價折扣。本來就便宜，加上半價，哇塞，
可謂人滿為患，比正常商店人還多。它以它
獨特的風景吸引著來自各個不同國家，不同
階層的人們。這裡的人很實際，只過自己的
日子，沒有什麼面子不面子的問題。他們不
會為了虛榮心，而活給別人看。更不會去掏
空腰包買什麼 COACH，LV 或者別的什麼名
牌，如包包，鞋子，衣褲等。這裡大多數的
人都會以一顆平常的心對待自己。你很難想
像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物質和精神文明
高度發達的美國，他們的人民所表現出來的
和一些國人所截然不同的價值觀。
中美之間，在文化上，思想上的差異是
巨大的。美國人在吃上不是很講究。總統也
會去速食店進餐，餐畢也會和普通人一樣留
下小費。在生活上，在衣服的穿戴上，他們
也很隨意，講究的是合適，舒服。不會和別
人去攀比，打腫臉充胖子。
在人與人的交往上也非常簡單，喜歡直
來直去，有什麼說什麼。己至於我每次回國
都感覺自己傻傻的，就連家人也不無玩笑地
說：“完了，在美國呆傻了，什麼人情世故
都不懂”，我很無語。在國內我看到的是人
們為了維護所謂的面子，在餐桌上一擲千金
。只要是名牌，無論多貴，就一味地追求。
根本就不考慮自己的經濟條件是否允許，沒
錢就向父母伸手。就連一些小學生的身上也
穿著名牌。對於父母，他們壓根就沒想過要
回報什麼，而是一味地索取，成了一群啃老
族。他們想辦法用名牌武裝自己，使自己渾
身上下都閃著名牌的光。臉也就跟著這些名
牌一起發起光來。他們把金錢貼在臉上，以
此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也以此來顯示自己
高高在上，高不可登的身份，地位。即使走
在街上，也會把衣褲，包包的商標露在外面
，這樣便似乎很有面子了，有一種有我無人
的感覺。為了面子，有的人甚至攀高富貴，
失去自我。面子就像一把無形的枷鎖牢牢地
鎖住了他們的生活，牽住了他們的鼻子。
俗話說：“人有臉，樹有皮”。我們需
要面子，但也不能失去“理智”。那就是去
掉偽裝，把心放平，不去攀比，跟著自己的
心走，做回自己，坦蕩生活。給外表以內涵
，自尊、自重、自愛。

堪城
新聞
堪城分類廣告請洽:
913-850-0781
1-314-991-3747

餐館出讓
有意者請洽陳太太
，中午2點至4點

913-653-3783

堅旺裝修
承接餐館、住宅裝修、精通
水電土木工、安裝抽油煙機
大小工程一條龍服務、20年
經驗，免費估價。 請電 陳師傅

816-787-5098

周日聚会时间
9:30

AM

英文主日崇拜
中文主日学

10:50

AM

中文主日崇拜
英文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

周六1:30-3:30 中文学校
10101 England Drive
Overland Park, KS 66212
www.ecbckc.org
ecbc@ecbckc.org
913-599-4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