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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麥當勞－華府新聞日報升學講座圓滿成功
【本報記者邵琳瑋華府報導】由麥當勞(McDonald’s)與本報合
辦 的 2015 年 麥 當 勞 升 學 講 座 (2015 McDonald’ s Education
Workshop)，於 10 月 17 日報星期六)在馬里蘭州蓋城成功舉辦，
教育專家學者、名校校友以及優秀學生代表受邀與大家分享申
請經驗和建議，與會學生和家長們獲益良多, 熱烈反響。
這項升學講座已進入第四個年頭，本屆主辦方特別邀請到
哈佛大學校友鍾理尊(Luke Chung)和伍育賢(Sharon Wu)主講，
剖析哈佛招生過程並指導論文(essay)寫作，幫助學生成為千萬申
請者中的佼佼者。另外，講座還介紹了“蓋茨千禧學者／亞太
裔美國人獎學金”、2+2 轉學方案，探討家庭教育經，成功申
請到名校的學生、校友也暢談了他們的故事和大學生活。
* 亞裔孩子與常春藤的一寸咫尺
在亞裔學生的升學過程中，被最多提出並引發爭議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明明我們的學習成績非常優異，卻常常被常春藤
盟校拒之門外？哈佛大學校友並在大華府地區協調哈佛校友面
試官的鍾理尊在講演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亞裔父母與學生往往

社長黃瑞禮致歡迎詞

打破傳統教育迷思 放孩子築夢與逐夢

太過倚仗 GPA，認為“分數為王”。但當 90%的哈佛申請者都
是全 A 的成績時，招生官則更看重其他方面，比如推薦人和課
外活動。
在詳細介紹哈佛的招生要求時，除了基本的考試成績、推薦
信、實踐活動以及校友面試，鍾理尊特別提到了一點：How
are you differentiate from similar applicants? 他認為體現學生個人
的獨特之處是十分重要的，這包括你對社區的貢獻，你的領導
力及公認度。
在會後採訪中，鍾理尊也給希望踏入哈佛這所夢想學府的廣
大學生提供了一些額外建議。他表示，推薦人的選擇尤為關
鍵，沒有科目、領域的限制（比如體育教練），但能起作用的
推薦老師須表明該學生是在其教職生涯裡輔導過最出色的一
名。如果學生能擁有州級、國家級的獎項，將會給申請大大加
分，在眾多拔尖的候選人裡脫穎而出。
* 虎媽貓爸的抉擇
亞裔家長常被作為“虎爸虎媽”的代表，形容嚴酷的教育

主講人、哈佛大學校友鍾理尊 主講人、亞裔美國人獎學基金 馬里蘭州州長辦公室 「亞太
鼓勵學生認識自我，積極主動 會蓋茨千禧學者／獎學金項目 裔暨南亞裔事務委員會」 執
經理 Stacy Lewis
行長王佩蓮
地去追逐自己的夢想

喬治城大學校友姜昱安(右)和馬里蘭大學二年級學
生陳承漢(左)分享自己的大學生活和申請經歷

Blair 高中高年級生王健宇
介紹主講人

紐約大學新鮮人黃璦
主持並介紹主講人

理念與懲戒式的教育方法。而近年來，一種叫“貓爸”的民
主、寬松式個性化教育也開始進入人們視線，孰是孰非，關於
家庭教育的問題一直是父母們的一塊心病。
畢 業 於 芝 加 哥 大 學 ， 創 立 了 全 新 網 絡 教 育 體 系 Honest
Preparation 的徐湯姆(Thomas Xosa)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他認為
應該尊重孩子的創造性和他們的本性，不應只遵循父母的意
願，需給予孩子足夠的空間，而非灌輸他們去做父母想做的
事。
哈佛大學校友鍾理尊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覺得亞裔父
母最大的問題就是涉足太多，沒有讓孩子自己去做決定。他希
望父母可以適當地放松風箏線，不該拿是否被一所大學錄取與
否來評判孩子的能力，大學四年只是很長的人生裡很短的一部
分，失敗也是一種學習的過程。他結合自己的育女經，呼吁家
長們有時可以退一步，讓孩子自己去發現他們的興趣所在，做
他們會開心、關心的事。
* 通往大學的另一扇門

霍爾大學退休教授陳少明主講美國
的啟發式教育

鍾理尊(左)和 Stacy Lewis (右)接受提問

主講人、蒙哥馬利學院教授侯建
安主講 2+2 轉學方案

芝加哥大學校友徐湯姆分享自己的心
得，認為應該尊重孩子的創造性

鍾理尊(左)和徐湯姆(右)接受提問

講座現場一景，
講座現場一景
，家長和學生聆聽主講人分享和傳承經驗

司儀陳承漢（左一）輕鬆活潑主持講座及抽獎，星宇
國際教育總裁侯慶宇（右二）應邀抽大獎，右為抽獎
節目主持人之一黃翊

“上帝關閉一扇門的同時也會為你打開一扇窗。”蒙哥馬
利學院教授侯建安(Alex Ho)在講座上給學生提供了一條有別於
傳統的升學途徑，即在社區大學學習兩年後再申請轉到名校繼
續學習。這個計劃並不陌生，尤其在奧巴馬總統提到過後備受
關注。
侯教授說，2+2 轉學方案其實秉承了西方教育文化裡多元
包容的概念，特別適合在高中 GPA 不高，或者需要學費資助的
新移民。比如蒙哥馬利學院已幫助超過 5000 名學生轉入理想的
大學，在工程教育學院裡保持領先。他解答了不少對社區大學
的誤解，認為這是進入大學的另一扇門。
霍爾大學退休教授陳少明(John Chen)而後推介了一種啟發
式教育(Inspirational Education)，用名人及實例證明起步晚並不
一定是壞事，好奇心也可以給孩子打開另一扇窗。
* 夢想與人生都是關於“你”
蓋茨千禧學者/亞太裔美國人獎學金項目經理 Stacy Lewis 在
介紹亞太裔美國獎學基金(APIASF)錄取條件時著重提到了一

點：be yourself! 她發現對於很多亞裔學生來說，面臨的最大挑 校友姜昱安(Annie Chiang)和馬里蘭大學二年級學生陳承漢(Jef戰不是來自學業上的，而是外界常常會以框定的統一標准來衡 frey Chen)通過分享自己的大學生活和申請經歷，希望學弟學妹
量和看待他們，學生並不善於表達屬於自己的故事。關於這一 們能發揮自己的價值，去做自己充滿熱情的事。
點，伍育賢(Sharon Wu)博士也表示在大學錄取過程中的作文並
最後伍育賢博士鼓勵在場的學生不要懼怕挫折，要勇於踏
不是為了比賽，而是要展現自我。
出自己的舒適區，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鍾理尊也尤為看重學生的自發性意願(self-motivated)，“你
的 人 生 你 做
主”。學生應該
更好的去認識自
我，積極主動地
去追逐自己的夢
由麥當勞冠名的第四屆華府麥當勞升學講座於 10 月 17 日上午 10 時在華府文化中心 (TECRO Culture
想，即使是現在
Center）順利舉行，華府地區教育專家、家長和學生數百人參加，共享華人在美升學教育、職業規劃等珍貴
還不存在的職
的資訊。
業，並為自己的
活動在馬里蘭大學二年級學生陳承漢輕鬆活潑的主持中拉開序幕，主辦方華府新聞日報社長黃瑞禮對到
未來負責。
場嘉賓表示熱烈歡迎，對活動贊助商麥當勞表示衷心的感謝。
喬治城大學
來自 Financial Modeling Specialists 的哈佛校友鐘理尊先生，帶來了"從哈佛大學招生過程看你如何脫穎而
出"和“未來的職場是什麼?你准備好了嗎?”兩個重要話題。鐘理尊從哈佛大學的招生統計數據，結合自身
經歷向在場學生生動地講述了哈佛大學招生的過程，幫助家長和學生了解如何在眾多嬌嬌之子中脫穎而出。
來自亞太裔美國人獎學基金會（APIASF）的 Stacy Lewis 給家長和學生們帶來獎學金的好消息。APIASF
的獎學金從$2500-$15000 不等，有多種發放形式。自 2003 年以來，APIASF 已經發放了近$9000 萬的獎學金
給美國各地的亞太裔學生。Stacy 歡迎有需要的家長和學生申請獎學金，更鼓勵同學和家長了解更多蓋茨千
禧學者獎學金的學習資訊等，幫助更多亞太裔成功成材 。
另外還有來自蒙哥馬利學院的候建安老師和霍爾大學退休教授 John Chen,芝加哥大學校友徐湯姆，哈佛
大學校友伍育賢四位講員，分別帶來了“2+2 轉學專案”、“虎爸虎媽？如何讓孩子有出息？”和“大學招
生官要看的: 你的故事、你的亮點和你的致勝論文”內容豐富的話題講座。講員們精彩的演講和豐富的實際
申請案例的現場分析引起了家長和同學的共鳴。每兩個話題結束後，主辦方還精心地設置了相關話題的 Q/A
環節。家長和學生踊躍提問，都一一得到講員專業詳細地解答。
活動進展到最後還開設了現場答疑的環節，來自喬治城大學校友姜昱安和馬里蘭大學二年級的陳承漢針
對家長和學生的提問分別分享了自己的經驗，從學生的角度詳細解答了升學、考試等問題。
主講人、哈佛大學校友伍育賢
持續一天的麥當勞升學講座一共進行了三輪抽獎，以回饋現場學生和家長。在熱鬧聲中，第四屆華府麥
博士指導致勝的論文寫作
當勞升學講座畫上了圓滿的句號。我們期待能更多地看到這樣有意義的活動，為華人社區帶來實用的資訊。
相聚下一年的華府麥當勞升學教育展。（圖、文／冰心）
精彩圖文內容請上網：http://www.cheerinus.com/news/bencandy.php?fid=57&id=12813&r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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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社區 嘉惠子弟 升學講座受肯定

幸運中獎者合影留念

程伉教授提問

圖／張佳琪‧冰心

幸運中獎者合影留念

參加講座的學生們踴躍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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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美國Cheerinus.com現場報道

華府台商會副長許勉修（右一）頒發感謝狀給姜昱
安（右二）和陳承漢（中）

美京中華會館主席張和成（左二）頒發感謝狀給主
講人鍾理尊（右二）和 Stacy Lewis(左二）

【本報華府訊】由麥當勞公司與本報合辦的 2015 年
麥當勞升學講座(2015 McDonald’s Education Workshop)，吸引了眾多各年齡層的家長和學生參與，麥
當勞公司也在現場提供了智慧遊戲，在活動過程中也
進行了三輪抽獎，讓大家度過一個富有知識性和趣味
性的週末。
本報社長黃瑞禮在致歡迎詞時，對於麥當勞公司
回饋社區，嘉惠亞太裔美國人的善舉，表達了嘉勉和
感謝之意。同時，他也感謝這項講座的贊助方、主講
人、會場志工，以及報社同仁們的合作與協助，使得
這項社區活動順利展開。

馬里蘭州州長辦公室 「亞太裔暨南亞裔事務委員
會」執行長王佩蓮，代表州長 Larry Hogan 和副州長
Boyd K. Rutherford 頒獎給麥當勞公司和本報，肯定
這項升學講座對亞裔社區的貢獻。
美京中華會館主席張和成和華府台商會副長許勉
修，在週末百忙之中抽空來到會場，頒發感謝狀給主
講人，對他（她）們慷慨分享觀點，傳承經驗，嘉惠
社區，表示感謝之意。
這項講座從上午十時起，歷時六個小時，於下午
四點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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