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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PSAT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Dr. Edgar Huang 
黄少华博士
SATEnglish@gmail.com
317-804-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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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生在SAT英语阅读和写作两方面有100-550分的提高。自
2008年，Carmel高中每年约三分之一获得National	Merit	Semi-
finalists（基于PSAT成绩）荣誉的学生曾在SEEC受过培训。

•	 SEEC所教内容是美国高中和初中里不系统教授但SAT/PSAT/
ACT要考的。学生在SEEC所学的知识和技巧终身受益。	
SEEC学生来自印州、美国其他州，加拿大和亚洲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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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EC另有两项服务：	(1)	给高中生提供长达四年一对一的名校
升学指导，(2)	给毕业生的大学申请提供关键的个体化指导。

黄博士自2015年2月
开始教新SAT，具有
丰富的经验。欢迎6年
级以上的学生参加。

SAT/PSAT英语提高班

LK移民律师事务所

317-639-1210
www.lewis-kappes.com

代办各类移民个案

资深移民律师

THOMAS R. RUGE(TRuge@lewis-kappes.com)
STEVEN L. TUCHMAN(STuchman@lewis-kappes.com)

2500 One American Square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FAX: 317-639-4882

Email: byl@lewis-kappes.com

绿卡;   工作准许证;    庇护;   递解出境;   H1B 签证;   受聘移民签证;     
劳工纸;   公民入籍;    亲属移民签证;   及其他类别签证. 

其他法律业务范畴：设立新公司;   房地产买卖;   遗嘱及遗产安排;   
民事诉讼;   劳工及雇佣法等.

我们有通晓广东话，普通话的职员提供语言协助
欢迎预约咨询面谈

We speak Spanish, Madarin/Putonghua/Cantonese, and Danish.

10% off for early birds (Before 1pm, Monday to Friday)

Castleton Square Mall
6020 E 82nd St, 
Indianapolis, IN 

(Inside Castleton Mall, near Macy’s entrance)

Phone: (888)DOT-BOBA 
          (888-368-2622)

Website: www.chatimeindy.com
Facebook: chatimeindy

代理多家保险公司,保证一步到位 

汽车保险，房屋保险，财产保险，健康保险， 
商业保险，人寿保险，投资理财，奥巴马计划 

Auto, Home, Rental, health, Commercial, Life, Investment, 
Obama care 

电话 (Phone)：（317）688-1684     
电邮：lilly_david168@yahoo.com 

Hanbridge Learning Academy 
汉桥课后学校 ：汉语教育从这里启航 。。。 

Tel: 919-208-4461 (Tracy) 
Wechat: hanbridge2016 
E-mail: hanbridgelearning@gmail.com 
Web: www.hanbridgelearning.com  

汉桥课后学校为孩子提供优质的课后服务：辅导完成作业、中文课，每周不同主题兴趣课一次。让孩子在兴趣中学习，
在学习中成长！免费为每位孩子（K班以上）提供中文课和特色课的试听服务各一次。同时提供school’s out camp，day 
camp 和春假、暑假camp。 

 为学生免费提供接车服务、提供健康有营养的
小食品 

 辅导学生完成美国学校的作业  
 生动有趣的中文课 
 注重学生特长培养：语言艺术、舞台表演、用

中文演讲、画画、face painting等课程。 
 

 Free pickup service and snacks provided  
 Mandarin learning and Chinese culture 
 Homework assistance 
 Language speaking art, stage performance,  

drawing, creative crafts, singing, face 
painting and more 

 Day camps, summer camps 
 

 
授课时间：Monday-Friday 3:00pm-6:00pm 
地址：530 W Carmel Dr., Carmel, IN 46032 

(Piano Solutions 对面) 
 

招聘：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中文老师、接车司机 

   记担任选务人员: 新手上路和老资格 James Zheng 傅竹生
印城華人支援紐約梁警官大遊行之後，當

地華人開始覺醒，呼籲多參與美國當地的政
治活動。華人團体除了努力促進華人做選民
註冊，參加投票，並且取得了可見的成果之
外，也鼓勵華人多參與選務工作。在這個背
景下，我上網報了名。並且在這次印第安那
初選中，第一次當上了選務人員。

當選務人員要不要論資歷，我不清楚。但
是三月中登記以後，一直沒消息。上週六，
一夥人結伴到縣政府提前投票，參政群的張
杰鼓勵我到選務辦公室再登記一次。我看辦
公室人員態度和諧可親，也就做了第二次登
記。其間，工作人員問我投了票沒有，我說
剛投完。她說這是個重要因素，因為投完票
的人在投票當天不必投票，可以被安排到自
己選區以外的地區工作，這機會就大多了。
我唯唯稱是，盤算著要是輪不到我，星期二
天氣好，想像著可以跑個長跑。這是星期六
上午十一點的事。

到了當天星期六下午四點，共和黨地方黨
部來電，確認我已投票後，問我願不願意到 
Carmel 圖書館當 Election Judge, 中文譯成「
選務法官」，「選務裁判」吧。我立即答應
了。這下前面盤算的星期二長跑計劃就泡湯
了。 更何況，這「選務法官」我聽都沒聽
過，是幹啥的也不知道。不管那麼多了，先
高興高興再說，當然也上網查了查這「選務
法官」是個什麼東東。

原來印第安那投票所設有幾個職位: 
Election  Inspector 選務稽查官一名，是投票
所的負責人，由執政黨指派; Election Judge
選務法官兩人，共同輔助選務稽查官，民主
黨，共和黨各指派一名，; Election Clerk選
舉文書兩人，也是民主黨，共和黨各指派一
名。看得出來，這是為了兩黨互相監督，不
能舞弊，至少制度上是如此。星期一下午，

選務稽查官和兩名選務法官要先到投票所開
封，測試選舉機。測試完再上封條。並規定
選舉當日，早上五點進入投票所，做先期準
備。估計晚上七點才能回家。

其實，印城真有當過十年以上選務官的。
這人就是James Zheng. 

James 1987年來美國，先在Oregon 大學讀
書，1994年搬來印城，1999年初成為美國公
民後，2000美國總統大選之年就開始參與投
票以及做poll worker義工。印州是每2年就有
地方性投票選舉, 選舉日州政府也放假，正
好出來幫忙做義工，一直到現在已有16個年
頭了。這其中經歷2008年Obama 競選總統以
及今年2016年美國總統初選。

由於印州 Hamilton County 是共和黨的天
下，Democratic Judge 奇缺，2010年自然就
把 James這個 Independent voter 推薦做民主
黨 Judge。　James 說，每次出來幫忙選舉站
做義工，還都能結交一些美國新朋友，讓他
更深了解美國政治/文化，溶入美國社會。
在印城華人中，也是奇葩。

但是我這新手，星期二早上，怕吵了太
太，天沒亮偷偷摸摸起床出門，打著呵欠五
點準時到了圖書館。不能說準時吧，遲到個
幾百秒還好啦。另外三位工作人員都已在架
設裝備。投票所裡該張貼什麼資料，都有清
楚的規定。再次開封檢查投票機，簽名公
証。一切就緒。開門前的十幾分鐘，門外已
排了十幾位選民。

六點整，稽查官打開大門，大嗓門高聲宣
佈: 「投票所現在開門啦」

選務稽查官是位工程包商，共和黨，選舉
事務經驗豐富。民主黨的選務法官很是慈
祥，也是選務老手，話不多，和共和黨的人
員互動更少。比較愛作友情溝通的，自然是
兩位友善的文書阿姨。她們和選民興奮地打
招呼聊天，從民眾的包包，鞋子，到鄰居的
草坪，狗狗，都是令人興奮的話題。

選民進入投票所，兩位文書最先查核身份
証，工作繁重。因為是初選，只能在一黨中
選候選人。就是說選民必需在共和黨或是民
主黨中選候選人。

和往常一樣，投票過程嚴肅，安靜，而安
定，完全沒有電視裡的爭吵，兩百年的民主
傳統，不是白幹的。

為了不影響選民作決定，投票所五十英尺
範圍內不得有任何競選活動。這讓一位當地
連任多年的公職人員在投完票完之後，選民
主動和他打招呼寒暄，都被同是共和黨的選
務稽查官友情提醒: 「你們外邊聊吧」。鐵
面無私，六親不認。

所謂選務法官的任務，最主要的，當然是
兩黨互相制衡以求公正。實際事務，就是在
文書員核實選民身份後，選務法官用手中類
似信用卡的卡片，在選舉機上為選民開啟電
子選票，並且說明使用選舉機的方法。選舉
機使用方法簡單，但是因為很少用，所以能

提醒一下最好。選民也很感激。印州是共
和黨票區，共和黨候選人多，電子選票有四
頁，民主黨候選人少，電子選票只有一頁。

選務稽查官最重的工作，就是當選民不知
道自己的投票所位置時，得替選民在地圖
上找投票所。除此之外，不少選民資料有錯
誤，稽查官得向選舉辦公室電話查詢，糾
正。要是因為人為錯誤剝奪了選民在憲法中
所給的投票權，這可不得了，了不得了。

當天也有不少第一次投票的年輕選民。文
書阿姨都會高聲宣示，並且拍手為他們 (她
們) 加油。有位初投的年輕女孩一走進投票
所就叫緊張怕怕，不知怎麼辦才好。兩位文
書阿姨除了拍手替她加油之外，特別要同黨
的選務法官叔叔一路陪她投票，直到女孩高
高興興的拿了「I voted」 的貼紙跳著走出投
票所。 

更多選民問，我都不認識候選人，只想選
一兩個候選人，其他欄目能不能空白? 當然
可以，你當家作主嘛。

一天辛苦，投票所關門時間到了。選務稽
查官看著手機，分秒不差，大聲宣佈: 「投
票所現在關門啦」

隨後是選務官們緊湊的核查，簽字，完成
法律程序。

第一次擔任選務官，有不少好奇。連續十
二小時在投票所的觀察，也更感受到美國社
會心理上對選舉，變天這種事的成熟。今年
的選舉比往年更，怎麼說呢，戲劇化吧。但
是再怎麼戲劇化，投票過程還是嚴肅，安
靜，而安定的。也難怪人說美國社會是穩定
的。更希望有更多人像 James Zheng, 長年參
加選舉工作。

老資格 James Zheng 任選務人員已長達 16 年

前此本報報導 IUPUI 將在今年秋季，以領
先全美國大學文科教育的方式，讓中國留學
生的中國近代史課程論文，以中文書寫。為
這項創舉，本報記者專訪了IUPUI 歷史教授
張信博士，談談這項創舉的意義。

中國歷史論文用中文書寫，看似理所當
然。在背景裡的問題是:　這個時間點上，
幾十萬中國留學生的父母，傾家蕩產送子
女來到美國念書，子女將來不論是在中國發
展，或是在美國發展，無非想讓子女有個更
好的前途。但是，美國大學除了高高興興的
多收留學生的外籍學生昂貴的學費之外，又
針對這些數學程度比美國學生稍強，英文有
待加強，對西方思路不熟悉的中國留學生，
做了什麼量身打造的教學方針呢?

中國的領袖人物，在現今多是幹實事的人
物。但是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下一代的主
幹，需要什麼素質呢?

國人重視數學教育，因為數學是工科的基
礎。但是數學，如果不學理工，一般人除
了買東西找錢，買房子付利息的加減乘除之
外，連開根號都用不上。數學教育的目的是
訓練邏輯思路的基礎。同樣的，歷史教育，
除了背誦南京，天津那些喪權辱國的條約，
造就了更多憤青之外，真正的目的也是提供
學生對社會現像，做深度思考的邏輯訓練，
培養未來的領導人。

中國學生留學的目的，當然因為美國機會

均等，中國找工作不容易。在中國學生的素
質方面，雖然政治理念開放，但是有不少中
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當
然有極大的價值，但是也需了解西方的思維
方式。

張教授說，中國傳統教育，不知不覺的讓
學生沒有能力懷疑「老師說的」，「長輩說
的」理念，這到了學術上，就失去創新能力
了。很可惜。

西方的文科教育，首先以懷疑做起點。特
別是對大理論的懷疑．

在課程設計方面，新課程上課當然是用英
文，考試用英文考。但是歷史課重要的一
環，論文，中國學生能用母語中文書寫。目
的是讓中國學生能更清楚的表達和分析理

念，而在這分析中達到文科教育的目的，以
學習考慮問題的方式。

以中文書寫論文的決議，是在今年初。由
張信教授在 IUPUI文科教育委員會提出的。
提出後，立即通過。歷史系全力支持　並決
定今年秋季開始實施。

事實上，美國中國研究後中文寫論文並非
沒有前例。某中國學者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
文，即是用中文書寫的。但是那畢竟是博士
論文。大學部的論文，可真是創舉。

張信教授的著作包括: 
1: 「二十世界初期中國社會之演變」，由

劍橋發表，中華書局翻譯成中文。
2: 「中國全球化過程-戰爭，商業和科技發

展」，目前正在審查中，不久也將由另一家
頂尖的出版社出版。

張教授來美後三十年，幾乎每天都從事於
著作工作。其中「二十世界初期中國社會之
演變」一書，還是放棄了畢業論文，重新寫
作而成的。也因此對中國學生用英文寫作之
困難，和對有思辯能力之重要性，有了深刻
的了解。

張教授指出，中國傳統社會是個菁英社
會，從高考中選拔菁英，選拔人才。但是隨
著社會的複雜化，已經走向現代社會的多樣
人才社會了，不管中國社會承不承認，這和
美國社會已很接近了。社會看的是成就，而
不再是學歷。對大批不同學術程度的中國留

美學生來說，他們將來就是跨國界的人才。
跨國界的人才和母國維持聯繫，但是在不同
國家中謀取自己的發展，也就是一個世界
人。

新的對人群研究，發現有一群人是介於國
與國之間的群体。名詞叫 transnationalism。 
這和傳統的移民不同，傳統移民連根拔起, 
離開母國。但是新的國際人和母國維持聯
繫。比如留學生。留學生更容易溶入新文
化，更是雙國間的人物，更是國際性的新群
体，對中國，對世界更能造成影響。

「做為一個全球化的人才，語文當然要有
一定的基礎，但是更重要的，是思考方式。
很多人以為，和西方人談不通，是因為英文
不好，但是更深的，是思路的不同。」張教
授強調。

以中國學生比較熟悉的中國近代史做材
料，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對學生做訓練，做
分析，張教授對這項創舉，難掩他的興奮。
「有太多的企業界領袖，商學院領袖告訴
我，選人才要的是做決策的人的素質。至於
商學院技術課程比如會計財務方面，如果是
真正的人才，很快就學會了。」

我們對 IUPUI 能做出針對中國學生的教育
方案感到欣慰，並且對年輕學子感到興奮。

   和张信教授谈 IUPUI 创举
中国历史课以中文写论文

張信教授 ( 右)，夫人 Mary 楊

傅竹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