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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PSA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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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的提高。自2008
年，Carmel高中每年获得National Merit Semifinalists（基于
PSAT成绩）荣誉的众多学生曾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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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和亚洲多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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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
开始教SAT，具有丰
富的经验。欢迎6年级
以上的学生参加。

SAT/PSAT/A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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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成功中學訪Brebeuf Jesuit
學長Albert Chen請同學共賞Pacer賽事 

同學與Brebeuf 校方合影。前排左二Brebeuf校長Mr. Greg VanSlambrook 前排左三, 副校長 
Mrs. Jen LaMaster 。左一成功中學帶隊老師吳薏莉，左四為Brebeuf中文老師崔世玲。後排
同學左起林澤立(Jerry Lin)，張景淵(Kenneth Zhang), 莊浩揚(Jeremy Chuang)， 劉軒岑(Jeffery 
Liu)， 陳暐忻(Eric Chen)， 陳韋均(Daniel Chen)， 陳冠宏(Michael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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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位來自台北成功
中學的同學，由吳薏莉
老師帶領，從十月二十九
號，到十一月十二號，在印
城著名的Brebeuf Jesuit 
高中，作了兩週的交換學
生。Brebeuf Jesuit 高中
由崔世玲老師接待。除了体
驗美國的教學方式之外，也
參訪了印州各地。更受本地
華人領袖，也是成功中學校
友的  Albert  Chen 先生
邀請，觀賞了一場難得的
Pacer 籃球賽。 本期刊出

了他們的感言。

張景淵 (Kenneth Zhang)
    感謝雙邊學校，老師們的幫助及校
長的支持，讓我有這個機會參加印第
安那州BREBEUF JESUIT學校的交換學
生活動，看看不同的世界。在這裡體
驗了不一樣的生活，不一樣的教育，
不 一 樣 的 風 景 。 雖 然 開 始 有 些 不 習
慣，掙扎著熬時差，但過了幾天就挺
有趣的了。令我驚訝的一點是，許多
人都聽過台灣，我們也藉著這個機會
讓他們對台灣有更多的了解。這兩個
禮拜，在生活上，我感受到的是他們
對異鄉人的友善及好奇，我們被很熱
情的招待，不是陌生的旅人，而是重
要的貴賓。這裡的人總是充滿熱情。
在學校上課部分，不論是對人，對運
動，或是對學業，他們的學生，對一
切的投入，就如同那秋風中楓葉的熱
力火紅。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這裡
的人們也是如此的美麗。

陳冠宏 (Michael Chen)
    和煦陽光照耀的豔紅樹葉與廣大草原是
我對印第安那州的第一印象。在這裡的十五
天，我充分地感受到這裡的人們就如同這
美麗的景致般熱情溫和、樂於助人、笑容可
掬。在校園中總是有人主動問我們要不要幫
忙拍照，也往往有人在公共場所幫忙拉門，
令我十分感動。
    我們參與Brebeuf Jesuit 高中的課程，充
分體會上課的方式與多元的氛圍。這裡的課
程，讓我了解: 以團體合作來回答問題或完
成作業，都是超越傳統模式的單打獨鬥。它
增進了我的溝通技巧。在這裡，我也親自體
驗到臺灣沒有的小組討論課程，像宗教和
戲劇。因此，更進一步地了解這裡學生的想
法。除此之外令我更驚豔的是，他們每人都
有一臺筆記型電腦用來寫作業與考試，並不
是玩電動遊戲，那不但節省許多紙張且鼓勵
學生們有效管理自己的時間並主動學習。
    如今將要離去，依舊廣闊絕倫的碧綠草地
與秋天的徐徐涼風，伴著人們溫暖的微笑，
與我們揮手告別，結束這趟愉快的學習旅
程。

陳暐忻 (Eric Chen)
 時光飛逝，我來到印第安那州已經過了兩
個禮拜了。當我一下飛機，這裡的景色就緊
緊吸引著我的目光。樸素又富有歷史感的房
子，整齊的草坪，廣大無邊的森林，街上沒
有混雜許多顏色的凌亂招牌，天空永遠都是
湛湛的藍色，都跟台灣的景色差很多。
    剛開始對這裡的生活會有緊張，所有事情
對我而言都是新鮮的，也害怕他們不會理睬
我們，但這裡完全出乎我意料，這裡的人們
都很熱情，只要你肯主動跟別人交談，不論
有多麼笨拙，話題有多麼枯燥，他們都會很
熱情的跟你交談，雖然剛開始交談會有點不
流暢，但是經過很多次的練習後，會漸漸好
轉的
最後一天在學校的生活，覺得時間過得十分
漫長，好不容易才融入這裡的生活圈，馬上
就要離開，令人感到難過。我們是幸運的，
在這最繽紛顏色的季節來到這兒，且度過最
美好的一段時光。我會想念這裡的生活的。

陳韋均 (Daniel Chen)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美國，而且還要和當地
的學生用英文交流整整兩個禮拜，老實說
心情相當緊張。以前總認為到國外只要比
手畫腳加簡單的幾個詞彙就可以溝通，但
所謂的交流，並不是意思懂就好，要給對
方回饋，才會不斷的一來一往，達到交流
的目的，這是我從這趟旅程學到的。 幸
好，這裡的人都很友善，只要肯回應，或
是隨意的多聊幾句，他們都很願意與你聊
天。同時這也是個美麗的城市，充滿台灣
沒有的景觀，像是大片染紅的楓葉，在電
影中時常可見到的美式餐廳、擁有大庭園
的獨棟房子…等等。至於文化上，我其實
還挺適應的，畢竟台灣本來就隨處可見美
式文化的感染力，對於一些美國高中生流
行的事物也算了解。總而言之，這是一趟
令人充滿收穫又愉快的旅程，無論是文化
上或是學習上。畢竟我們本來就在學習英
文，經過實際的運用，對這個語言的了解
也就更深入。也希望當地的學生甚至遇到
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因為和我們聊過幾句
而對我們的家鄉感興趣，進而促進更多的
交流。

莊浩揚 (Jeremy Chuang)
能有這次機會來到印第安那洲，真的很
難得！印第安那洲真的是個充滿人情味
的地方，無論是在Brebeu f還是在寄宿
家庭，每次他們打招呼，都讓我倍感溫
馨。Brebeuf是個很有特色的學校，師生
們的上課氣氛都很愉快，學生們表現也
都很優秀，學校對這次的交換學生計劃
也都提供很多資源給我們，真的很感謝
Brebeuf！這次是我第一次來美國，無論
是學校還是Downtown Indy都讓我印象深
刻，讓我又再次拓展了我的視野。我們
在此先經歷了芝加哥小熊隊睽違了108年
後奪得世界大賽冠軍，後來又經歷美國
政治的一大盛事-總統大選，雖然大選結
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但也證明了美國民
主制度的完善，這兩件事我來說也是意
義非凡。
在這裡我也學到了兩種新的運動冰上曲
棍球和曲棍球，這兩樣運動是台灣所沒
有的，讓我耳目一新。還有因著成功學
長Mr. Albert Chen的邀請，而有機會到全
球頂尖的籃球殿堂觀看NBA球賽，也令
人驚艷，球員個個果然也都名不虛傳，
到現場一起為球隊加油的感覺真的很特
別，真的完全沉浸在球賽裡，令人流連
忘返！也很感謝大學長的細心安排。
這趟旅程讓我獲益匪淺，讓我嚮往著過
美式生活，很感謝寄宿家庭的付出，讓
我有著印象深刻的美國初體驗。我想有
朝一日，我必定會再造訪這人情純樸的
印第安那州！

林澤立 (Jerry Lin)
初次踏上美國這快在世界另一端的廣大領
土，見識到與臺灣不同的環境與文化，深
入與臺灣相異甚大的當地生活，體驗完全
相異的教育體系，著實讓我收穫良多，亦
從中發現臺灣仍需改進與加強的部分。
初乍到時，首先感受的是環境的衝擊，乾
燥寒冷的天氣和臺灣濕熱的氣候完全不
同，更加乾爽舒適。而我的寄宿家庭也相
當溫暖友善，對我的照顧無微不至，不論
在假期或課後都會安排許多活動，體驗不
同的美食，看運動競賽，我發現美國人從
小就會培養運動習慣及多元興趣，寄宿家
庭的學伴就是學校的冰上曲棍球校隊以及
Larcross(一種球類運動)校隊，一周就有
多次的校隊練習，假日或課後也要參加許
多的比賽，從中培養團隊精神與運動家精
神，而在孩子參加比賽時，家人們也會一
同觀賽，這不僅是維持良好家庭關係的時
間，同時也是家長間交流的好時機，增進
彼此的情誼。
在校園間，學生上課是以跑班制的，和臺
灣的上課方式完全不同，另外學生的課程
是自己選修的，我很嚮往此種學習方式，
能夠適性發展，也培養自主管理的能力，
在上課過程中，我發現學生們都很踴躍
發言，提出自己的看法，這是我在臺灣學
校看不到的，我們都太過於害羞或不敢發
言，到最後成為只接受知識卻未吸收反思
的學習者，這是我們要學習的，但相較於
美國，華人學生上課時能較有紀律，會更
重視德智的表現，兩方可以相互學習。
除了參與學校課程外，我們也有校外教
學，參觀了州議會、兒童博物館、普渡大
學、觀賞NBA球賽、也有到社區的收容所
做社區服務，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參
觀普渡大學，早在之前，就聽說美國大學
的規模與設備相當完善，到了親自參訪，
更加嚮往到國外的大學進修，頂級的健身
房、豐富的學生餐廳、設備齊全的教室、
科技化的教學，完全吸引學生前來就讀，
在未來，我希望能到國外就學，與世界頂
尖的學生一同切磋較勁，必定能有所收
穫。
最後我認為在這邊所接觸到的人都相當友
善，都會熱情的寒暄，也會給予幫助，感
受到美國人的熱情與溫暖。
從這次的活動我真的學到很多，也交到許
多朋友，原本只著眼與教科書上的知識，
到了美國增廣見聞，也拓展視野，讓我了
解在地球另一端有著一群不斷向前不斷進
步不的人們，我們不應該只將自己封閉在
舒適圈，應該多方嘗試，並增進內涵，期
望每天的自己都能夠不斷的超越自我，有
能力在世界立足，成為真正的成功人。

劉軒岑
    印第安那州是我在美國的初體驗。自小
時候我就懷抱著美國夢，希望有一天能來
到美國。成功高中和BREBEUF正好給了
我一次探訪美國的機會，而印第安那州更
成了我在美國的另一個家鄉
    剛到BREBEUF，就被學校的建築外
觀，及舒適良好的環境所吸引。校長和神
父都對我們格外親切，而且相當重視我們
的交換學生的活動，提供不少的關懷及照
顧，更給予我們許多獨特的機會參訪學校
和體驗當地的生活，更使我有進一步的了
解美國的教學特色。BREBEUF的學生十
分的優秀，不僅能兼顧課業，還能擁有自
己的音樂長才，及體育強項，為自己也為
學校爭取榮譽。學校非常鼓勵學生均衡學
習，異於台灣偏重課業的現況。
    在美國四年的高中體系，學生擁有較
充裕的時間準備申請大學及具備應有的條
件。學校老師的步調並不會應升學壓力而
步調匆忙，相反的他們提供學生更多時間
自我思考及同儕間相互討論，如此塑造了
學生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雖然課程安排的未如台灣課程緊湊，
但卻能在原本落後台灣高中教學進度的情
況下，於四年內達到了大學銜接的能力水
平，步步紮紮實實的學習完整全套的觀
念，促使他們能在四年內快速的成長，且
學生能依照個人意願決定課程的深淺程
度，充分發揮自己的強項，適性學習。我
想這就是台灣所嚮往的教育模式。
    在BREBEUF的體驗過程中，我看到了
不同以往的學習方式及教育體制，或許在
國內近期未必能夠如同美國一樣的教學模
式，但相信未來只要持續逐步的跟進，理
解其核心的教學理念，便能使台灣漸漸地
向世界靠攏。

觀賞 Pacer 球賽前，學長 Albert  Chen (右一) 
在Skyline Club 宴請同學們。右二是本地另
一名成功同學老傅。

兩週很快過去了，11 月12 日，崔老師，Brebeuf 家長，同學們到機場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