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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成功高中交换学生谈美国教育方式

黄少华博士

Dr. Edgar Huang
317-804-4060 

SATEnglish@gmail.com

SAT/PSAT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atenglish/

•	 黄博士的暑期SAT英语课已开始报名。6月到8月，所有课都是
在网上上的。网络课程都是互动的。不用担心和其他活动有冲
突。所有的课都有录像。学生旅行到亚洲和其他国家，只要有
网，也照样可以上课。考新SAT和现有SAT的学生有不同的班。

•	 尽管班里大部分是8年级以上的学生，班里也有不少来自全美的
6-7年级的学生利用这个学习机会大大增强学校英语课和写作的
表现。课程时间安排请见网站。

•	 SEEC常年授课。学生可任意一周加入。请email或打电话联
系。SEEC免费试听课，免费评估英语能力。

•	 秋天大学申请一对一辅导报名正在进行。只剩一半的名额。SAT/PSAT英语提高班

到了美國約莫一
個多禮拜,也發現
了很多東西方的差
異，舉例來說，他
們人非常熱情，會
跟不認識的人主動
握手，而且也很樂
意幫人解決問題，
跟我們很不一樣。
而且上課方式也
跟我們很不一樣，他們上課可以用電腦查
資料，也都用來做報告，非常無紙化，而
且也能不用電腦玩遊戲，上課都很專注在
聽，這真的很難得，而且他們也非常踴躍
舉手發問，我們台灣的學生卻常常只接收

老師的知識，鮮少思考，這大概也是為什麼
我們要補習而他們不用的原因，希望我們
也能跟他們一樣認真.

郭子榕 (Alden Guo)

翁毅 (Eason Weng)

我一開始加入這
計劃的目的只是
想體驗不同的生
活和文化，並沒
想到我會漸漸喜
歡上他們的上課
和生活方式。

學生可以在課
堂上使用電腦辦
事，每堂課都聚精會神地聆聽老師授課，且
勇與表達自我。

他們的求知慾令人佩服。他們面對陌生訪
客時，態度都十分和藹可親，他們熱情好
客、活潑開放的個性，打破了不同文化之間
的隔閡，使我願意融入他們的生活方式，這
深深感動了我，也是這趟旅程最美的印象。

黃韋齊 (Wilson Huang)

在美國學校，感覺
最不一樣的是，學
生擁有的自由度和
老師的教學方式，
真 的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先從學生的自由度
說起，學生可以在
課堂進行中，隨意
的站起來走動，上廁所時，只要告知老師，
而非需要老師同意，當然師生間是互相體諒 
尊重的，班上的上課氣氛是和諧而歡樂的，

完全並不會因為開放這些事情，而影響到任
何一方。
       老師的教學方式也跟台灣有很大的落
差，在台灣，老師只是知識的傳遞者，美國
老師除了扮演一樣的角色外，也會透過像是
問問題來多讓學生多思考，多發表自己的看
法，學生透過討論來學習，所學得會更全
面。老師在美國，也會很主動地了解學生學
習的狀況，真的很貼心，很羨慕美國學生。

陳博銉(Alex Chen)

這次的交換學生活
動真是太棒了 起初
想要來參加這個活
動本來只是想要讓
自己的英文更加加
強，我努力爭取，
努力完成每項作業
報告，努力學習。
我得到的不只是英
文的進步，也瞭解了美國文化的不同，瞭解
了不同教學方式，瞭解不同宗教文化，我抱
持著很虔誠，很謙虛，很樂觀的態度，不斷
的發問，不斷的比較我們的文化的差異，不
斷的適應。我也非常感謝參與，規劃這次活
動中的所有老師，去了參議院，廣播中心，
溜馬主場等等，也很感謝我的home爸還有
我的帥氣學伴讓我待在他們家並照顧我非常
好。同時也和好多不同的人見面聊天，像是
校長 董事長 升大學的輔導員 公關主任 高四
的學生等等的 都從中懂了還多不一樣的事 
也和他們分享了好多他們沒見過聽過的事。
我覺得這個活動一定要繼續辦下去 是一個
雙贏 有趣 好玩的體驗。我發現在這邊和他
們相處的不二法門就是面帶微笑，多從運動
講起，多講一些和美國不同的事，這裡的人
都很nice很大方很認真，我很喜歡這裡的一
切，當然，我愛Brebeuf！！！

陳騰鴻(Kimbo Chen)

來到美國，我看
見一望無際的平原
上，有整齊的街道
和寬敞的建築，建
築緊鄰著多線道
的大路。這就是美
國，一個泱泱大國
的大器。

這十多天的新奇
經驗中，最讓我驚訝的是美國學生享有的自
由。他們會自己開車上學，選修自己喜歡的
課程，買東西時自己結帳，自己規劃旅遊行
程��他們他們的自由讓我羨慕。

       
  但我不確定我是否該擁有這般自由。因

為他們是用成熟的態度和良好的自我管理來
駕馭這項自由的。畢竟不濫用自由的人，才
有資格享有自由。

  感謝崔老師安排這項活動。雖然只有短
短十多天，但用英語表達生活中的一切，用
「心」體會不同的生活方式，我獲得許多新
經驗。

林禹丞(Jimmy Lin)

當我初次接觸寄
宿家庭，便輩感熱
情，家人之間的情
誼十分緊密，家長
經常詢問小孩在學
校的狀況，小孩也
樂於分享心事，家
長和老師的感情良
好，但在台灣，許
多青少年和父母毫
無話題,更不用說是擁抱或親吻。在學校方
面，我看到同學一上課便把筆電架好,我十
分驚訝，難到校方不怕學生上課偷上社群網
站或沉迷於網路的世界，但是出乎我意料之
外的是大家善用電腦的便節與功用，這除了
是校方的信任更是學生的自制力，而不該一
味的限制學生的行為；更者，除了學業成績
外，美國學生也十分重視課外運動，經常問
我的興趣是什麽，我認為美國學生不僅有自
制力，時間管理也做得很好，更時常主動提
問，許多優點值得我們效法。

经过了两个星
期的体验，成
功高中的学生
比较两地教学
方式的不同。

同學們參觀州議院。 左為Brebeuf 中文老師崔世玲，和成功中學老師蔡必箴

一般情况下，录取率和接受率是呈反方向
走的，也就是说录取率越低的学校其接受率
则越高。具体拿哈佛来说，去年（2014年）
她在常春藤盟校里的录取率以5.9%为最低而
她的接受率则以82%为最高。耶鲁的录取率
只差哈佛1%左右，其区别几乎可以忽略。
为了在量化上更明确区分美国名校的好坏，
有人以接受率和录取率的比率来定量评价学
校的竞争力(图一), 这个比率结合了呈现两极
表现的录取率和接受率后使得量化的结果差
异扩大，从哈佛和耶鲁的比率分别为13.89和
11.45到达特茅斯和康奈尔的4.73和3.76。但
是计算常春藤的比率时，还应考虑哈佛，耶
鲁和普林斯顿三校因为采取与其他五所藤校
不同的非捆挷的早期行动所带来的接受率的
损失。非藤校的麻省理工的比率为9.1，也是
具有相当的竞争力的学校。

我们上面仅重点谈及常春藤盟校的录取情
况，但是大家不能忽视的是西海岸的斯坦福
大学，因为她的录取率自2013年以来就列美
国名校的第一名，今年仍以5.05%超过了包
括哈佛在内的所有常春藤盟校而再次成为美
国“在数据上”最具竞争力的大学。上面谈

到的接受率对录取率的比率斯坦福为15.56
，同样已经明显地击败了哈佛，虽然斯坦福
2014年的78.9%的接受率仍然比哈佛的82%
略低。

然而斯坦福的录取数据确实需要另一番的
解读。首先，斯坦福录取的学生来自加州的
占了近40%，这使她成为美国名校里最具地
区性歧视的大学，仅从本科学生的组成上来
看，将斯坦福称为全国性的大学都很难令人
信服，我们应该尊称她为加州国的一流大
学。她的这一政策使加州国的同学们更有激
情涌跃报考斯坦福，因为美国和中国一样也
是喜欢就近入学的，已经有加州网友的孩子
说过再怎么也不愿意离开加州。斯坦福创记
录地吸引了四万二千多人申请，如果这些申
请人中超过二万来自加州，这对于一个人口
超过三千八百万的州来说并不是件太难的
事情。尤其在加州大学（UC）系统的预算
吃紧时，财力雄厚的斯坦福最近宣布给年薪
12.5万以下的家庭学费全免的新财政资助的
政策。

康奈尔大学是常春藤里吸引学
生申请最多的学校，达四万一千
人之多，这源于康奈尔至少有农
业等三个学院因受到纽约州的财
政资助而属于州立大学的性质。
康奈尔能如此成功地吸引本州子
弟申请的原因多少与她的州立性
质相关，但是我们不知道康奈尔
私立和州立部分相应的录取率，
康奈尔的3284的新生中州立部分
的占了34%。

虽然斯坦福为纯私立，入学
新生的人数只有康奈尔的一半多
（1780左右），但是纽约州的人口为一千九

百万，只有加州的一半，斯坦福在加州的申
请人不需达到康奈尔吸引纽约州学生的比例
就能达到康奈尔的总申请人数。虽然比较斯
坦福和康奈尔不是太恰当，但是康奈尔30%
的学生来自纽约州，斯坦福38%的学生来自
加州还是比较相似的。

斯坦福能够通过发放少的录取通知书赢得
奇低的录取率是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将拥有仅
次于哈佛的高接受率，但是斯坦福在接受率
的竞争上也通过了策略性的录取政策。她尽
量少甚至不发放给自己不占优势的高中的学
生录取通知书，这样斯坦福有意避免了与普
林斯顿等藤校的竞争来提高自己的接受率。
更为突出的是，斯坦福的加州本土化策略和
就近上学的普遍规律结合在一起，使斯坦福
在接受率上也占尽了便宜。关于就近入学影
响接受率的例子很多，位于中西部林肯市的
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接受率比常春藤的宾大和
哥大还要高；赌城内华达大学的接受率也超
过了布朗或芝大。

耶鲁专门为本科
生兴建的两个新的住宿学院已经动工，据

说耶鲁会在2017
年的入学年度增
加225人左右的
新生，致使耶鲁
的总人数增加到
1,570人左右。
这将是耶鲁自六
十年代以来首次
扩招本科生，想
想北大清华半个
世纪来增加了多
少学生，届时耶
鲁将会接近但仍
然少于哈佛和斯
坦福的本科生人
数。就看耶鲁如何操作二年后的市场策略
了，那年耶鲁录取率呈现显著降低或略有上
扬的可能性都有。

我们在为社区提供免费服务多年后，五年
前正式成立了美国大学升学的咨询服务-雅
美途教育咨询。我们根植美国本土，深暗
美国教育的理念与文化；我们同时抱着一
片为海内外中国莘莘学子服务的心，为教育
我们的后代奉献。今年我们雅美途升学咨
询形势喜人（图二)，出人意料的好，五大
名校（HYPSM，哈佛，耶鲁，普林斯顿，
斯坦福和MIT）都有学生被录取，我们有些
credits, 但是主要还是碰上了优秀的学生群，
在此首先向同学们和他们的家长祝贺。套用
投资公司关于股票的常用语，以往的成绩不
能保证未来投资的结果。

大家如果对美国升学咨询感兴趣，欢迎联
系我们：wu_xiaobo@hotmail.com; 电话：314 
497 1597。

本報編輯車青，傅竹生和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教育組林逸代組長(左)合影。

写在美国常春藤盟校发榜的日子里 （下）
吳曉波

美国常春藤盟校的接受率和录取率的比率

雅美途咨询学生的今年录取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