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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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琳是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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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ert Chen 鼓勵所有華人

义工报名

華人領袖 Albert Chen 
舉辦 鄭琳 籌款餐會

近几周，从政治的角度，除了总统大选以
外，引人注目的就算是郑琳参选卡梅尔学区
理事的消息了。卡梅尔是个正在快速发展的
小城市，由于环境好，治安好和学区好等因
素，近几年人口持续增长。目前有3万多户
家庭，8万多人，其中约10%是亚裔。郑琳
身为亚裔，参与卡梅尔学区理事竞选，会让
不少本地亚裔人士从选举的旁观者，转变成
参与者。
卡梅尔学区包括
十一所小学、三
所初中和一所高
中。卡梅尔学区
理事会（School 
Board）是学区
的最高决策机
构。负责制定
学区的政策和发
展规划、学区
资金的申请、筹
集和审批管理、
聘用学区督学
（Superintendent ）。学区理事会由五名
理事（Board Member）组成，任期四年。
其中三名分别由卡梅尔的三个区内选民选
出，其余两人是不分区理事，由全体选民选
出。理事是非全
职工作，没有薪
资，全年仅领取
2000元津贴。本
次选举的是任职
将要到期的两名
不分区理事。目
前竞选这两个理
事职位的，包括
郑琳在内共有五
人。希望通过本
报的采访，能让
大家更全面的了
解郑琳，了解这
次学区理事的选
举。

干练的职业
女性

郑琳：我在大学
里担任教授已经超过十五年，目前是印地安
那大学凯利商学院的会计学教学副教授。我
策划并参与了多项国际化教育项目，这些
项目对美国本土和国际学生的学习产生直接
和积极的影响。并且，基于我曾经在会计
师事务所和大型合资公司工作多年，因此，
不光教学和理论是我的专长，我还有丰富
的工作经验和扎实的专业基础。积极参与社
会活动郑琳：我在两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一直积极的参与到学校和社区的活动中。
长期参与学校PTO组织的志愿者活动，并在
校外的女童子军担任导师。我领导的女童
子军为Animal Shelter手工制作了20多条保
暖毯子，获得过Bronze Award，这个奖是
Junior Girl Scouts最高奖项。

阅读和烹饪

郑琳：我喜欢读书，尤其是历史、传记类。
最近刚读完《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 1937-1945》，中文书名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讲的是二战期
间，中国在孤立无援的状况下，艰苦抗战
并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看完很受感动和
鼓舞，这里推荐给大家。图书馆可以借阅到
英文版，国内也有中文版。另外再推荐一本
关于美国历史的书《A just and generous 
nation:Abraham Lincoln and the fight for 
American opportunity》，也非常棒。
郑琳：我还喜欢烹饪一些美食并乐在其中。
除了会让我的先生和孩子优先品尝之外，我
还会参与本地华人美食群的聚会，与朋友们
分享。

竞选学区理事政見

郑琳: 我的会计专业背景，在目前的理事会
成员和本次参选的候选人中，非常突出。我
可以弥补目前学区理事会在财务监督能力上

的空白，帮助学区保持可
持续的财政预算，从财务
角度评估学区各个项目的
执行情况，完善学区的内控系统，防止资金
滥用。

其次:，我會促進學區理事，學校和社區，
家長的溝通，促進家長對教育的影響力。

第三，我目前
在大学的教
职，可以把和
商业合作及国
际合作的经验
分享给学区，
以帮助学区内
学生拓宽视
野、丰富实
践，增加全球
競爭力。

郑琳：我近期
会晤了现任学区理事、学区督学、前任学区
理事、政界前辈和一些社团负责人，了解情
况并争取他们的支持。同时我也仔细了解其
他四位参选者的背景资料和优势。在此基础

上，我已经组建了竞选团队，启动了竞选的
实质性工作。

郑琳：涉及到具体的竞选活动，现阶段最重
要的一项竞选工作就是募集竞选资金。这些
资金主要用于宣传单的印刷和邮递、社区内
的宣传插牌以及当地报纸上的竞选广告等。
资金的使用会严格按照美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公开帐务。我们希望不论个人还是企业，都
能慷慨解囊，支持我代表亚裔群体参与民主
政治走出的这第一步。

几个关键日期

郑琳：学区理事选举，是美国选举系统里最
基层的选举。请大家记住几个关键日期： 
10月12日可以开始提前投票（Carmel图书
馆）；11月8日总统大选日也是最后的投票
日。

对郑琳的采访是在卡梅尔公立图书馆进行
的。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郑琳充分展现了
竞选前期准备工作的全面和细致。她言谈简
练逻辑清晰。不论是对学区目前状况的了
解，还是对竞争对手的了解都很到位。对竞
选策略和竞选资金的使用等具体操作也颇有
运筹帷幄之感。在谈及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总
统选举时，郑琳表示自己并无党派倾向，最
看重的还是谁更加具备卓越的领导才能，带
领美国持续繁荣强大。她也建议大家，在信
息爆炸的时代，不要被新闻误导，要从自身
价值观出发，冷静分析判断后再作出选择。

在采访的最后，郑琳表示，她的姓名、面孔
和心，都代表的是亚裔社区，希望大家不论
是基于族裔的角度还是她优秀的履历背景，
都能参与她的竞选活动并投她一票。现阶段
最重要的是募集竞选资金，有了资金才能扩
大竞选活动的影响力，争取更多选票。因此
希望大家行动起来，展示亚裔社区的团结和
竞选力量。
捐款方式如下：
● Chase QuickPay: donate@
linzheng4schoolboard.org
● 个人支票： 请写pay to: Lin for Carmel 
2016
邮寄地址： Lin for Carmel 2016, P.O.Box 
68321,
Indianapolis, IN 46268
● 现金捐款或其他捐助方式： 请先与我们
联系。
联系方式： donate@
linzheng4schoolboard.org

原作: 王天

前此，我們刊出了對學區候選人鄭琳
的專訪，收到很正面的回應。但是對這
第一位華人學區理事候選人，很多人在
微信中表示了解還是不夠多。我們稍加
整理後，再次刊出對她的介紹。

本地華人領袖 Mr. Albert Chen 於十月六日，星期四下午五點半至七點，在 Madrine House 
舉辦籌款餐會，為鄭琳競選學區理事募捐。Albert Chen鼓勵所有華人，只要每位華人每
天向一位選民介紹鄭琳，效果就不得了。印裔領袖 KP Singh 直言，因為鄭琳，印第安那
亞裔的地位永遠不同了。

KP Singh: 因為鄭琳，印
第安那亞裔的地位永遠不
同了

鄭琳竞选小组从上个周末開始，已发出近200张
插牌。卡梅尔的各条街道已经开始被蓝底黄字的
VOTE FOR LIN ZHENG * School Board 所点
缀。。

竞选工作需要大量财力和人力。鄭琳希望到社区
各个活动上发放传单，也到选举站和选民见面， 
急需义工。

义工不受身份和年龄限制。美国公民，绿卡，和
合法签证持有者均可担任。有的组织和公司在大
选日11月8日将放假，有的则允许职工灵活工作时间用于投票。如果你恰好
有时间，可以帮忙。

义工报名网址：http://signup.com/go/NhJfC6

主要活动 （地点均在卡梅尔)：

10月15日下午4点至6点, 印跑团5k/2k for Lin，需义工20名负责赛道指引。
10月22日上午9点至下午12点半，下午12点半至3点, 提前投票站1个，共需
义工8名负责发传单。已由李仁华负责。谢谢！
10月29日上午10点至下午12点半，下午12点半至3点, 提前投票站1个，共需
义工6名负责发传单。
11月5日上午10点至下午12点半，下午12点半至3点, 提前投票站1个，共需
义工6名负责发传单。

11月8日上午6点至9点，下午4点至6点, 大选投票站37个，共需义工148名负
责发传单和插牌。

印跑团为郑琳募集竞选经费

比赛名称：印跑团5K季赛 - Vote for Lin 
比赛项目：1）跑或走5000米（3.11迈）  
                  2）跑或走2000米（1.24迈）
比赛时间：周六下午 10.15.2016   5:00pm 
比赛地点： Monon Center
比赛主题：为郑琳募集竞选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