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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過高 美國中考取消中國考生成績
想進理想大學
用功讀書外
貸款
最低

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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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貸款專家為您計劃最優貸款方案

保證
利率

“電話+手機+電視”
三合一的贏家
麒麟電話 + 手機全球任打 + 電視$15.99(合約期）

(前三個月）

KyLinVoice 麒麟電話

就讀。 據了解，美國本土學生在考試中拿到
2200 分都很難，卻有大批中國學生獲得更高的
分數。因此，中國學生的高分向來受到質疑。
而且，去年 10 月份，美國 SSAT 考試亞洲地區
就出現了洩題的情況；這也增加了考試委員會
的警惕。昨天，記者致電 SSAT 中方考試管理委
員會。 SSAT 中方考試管理委員會證實，SSAT
官方的確給考生髮送郵件，告知將取消 9 月 19
日中國地區的所有 UpperLevelSSAT 考試成績。
原因是中國考生在本次考試中出現了高分數考
生較多的情況，讓考試委員會產生了懷疑。
目前，此事正在調查中，官方尚未發布正
式消息。官方在調查清楚後，不排除日後再恢
復一部分人考試成績的可能。

你還得知道 :
考試攻略 新式 SAT
$7.77
升學策略
申請程序 論文寫作 面試須知

實力雄厚, 服務最好, 代理數百家銀行, 電腦篩選最低利率

★各種身份, 各種購房貸款, 重新貸款,商業, 建築貸款等
★可選無點數, 無手續費, 低首付 ★免費咨詢, 免費提供預批準信
★提供律師審閱修改買賣合同免費服務
Broker MB 4156 MLO 40731

誠徵經銷商，意者洽Reseller.support@kylintv.com

(綜合報導)10 月 20 日，美國中學入學考試
(SSAT)官方給考生髮送郵件稱，將取消 9 月 19
日中國地區的所有 UpperLevelSSAT 考試成績。
昨天，美國中學入學考試(SSAT)官方給考
生髮送郵件稱，將取消 9 月 19 日中國地區的所
有 UpperLevelSSAT 考試成績。對於取消成績的
原因，SSAT 中方考試管理委員會表示，中國考
生在本次考試中出現了高分數考生較多的情
況，讓考試委員會產生了懷疑。目前，此事正
在調查中，官方尚未發布正式消息。官方在調
查清楚後，不排除日後再恢復一部分人成績的
可能。郵件解釋稱，當日，在北京和上海參加
該考試的考生一共有 357 名。在對該次考試的考
試數據進行審慎調查和仔細分析後，SSATB 有
充分的理由對此次考試成績的有效性進行質
疑。因此，基於考生同意書和 SSAT 考生手冊中
的有關條例，他們決定取消此次 Upper LevelSSAT 考試的所有成績。
北京新東方美國中學項目經理王夢妍介
紹，SSAT 考試是美國私立高中入學考試，適用
於美國、加拿大私立中學的入學，相當於中國
的中考。這些一流的私立高中素有“小常春
藤”之稱，在美國也只有百分之二的學生能夠

免費中國回撥號；免費綁定2部手機；麒麟電視免費看；免押金、免運費、免租金；保留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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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講授 勿失良機 !
時間 : 11/7/2015 ( 星期六 ) 10AM - 4PM
Cambridge College
1000 Massachusetts Avenue
Cambridge, MA
請上 Eventbrite 免費取票

http://2015-boston-mcdonald-education.eventbrite.com
手機請 scan 二維碼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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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機構簡介
建校 21 年，成就卓越

ASC English 是 波 士 頓 地 區 首 屈 一 指 的 專 業
ESL 教育機構，在當地共有兩個校區及來自 27 個
國家的 300 多名學生，長期來旨在為國際學生提
供專業服務並幫助他們順利入讀美國高等學府。
ASC 以確保學生能夠在美國大學教育中獲得
優異表現為使命，擁有多年提供高品質 ESL 教學

豐富多元的專業團隊

ASC 教育機構的團隊人員，無論是管
理、行政或教學部門，都來自多元文化的
專業背景，並有長期服務國際學生的豐富
經驗和相關高等學位，務求為學生提供全
面且細緻的服務，保證學生能入讀他們最
理想的美國大學和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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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新聞》創辦於一九九一年﹐隸
和升學顧問服務的經驗，自從 1993 年創校以來，
美南報業傳播機構
屬於美南報系﹒每週五出刊四千份﹐免費供
與多所美國大學締結合作關係，幫助成千上萬的
歐
文
617-650-7872
社區人士索閱﹒
發行涵蓋大波士頓地區﹐包
國際學生入讀美國大學並取得優秀成績。
Alvin Guo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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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All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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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ASC English 是受 CEA 認證的高優質專業教育
保證
Brookline,
Woburn, Newton, Lexington,
貸款
機構，並獲得美國國
利率 最低
Westborough,
Framingham, Chelmsford,
實力雄厚, 服務最好,
代理數百家銀行, 電腦篩選最低利率
家安全局授權，可為
Lowell, Andover 等地﹒自創刊以來﹐為華人
學生發放獲取 F-1 學
社區提供廣泛的訊息﹐替華商開拓更廣大
生簽證的 I-20 表格。
“電話+手機+電視”
的市場﹐
深受居民喜愛﹐
乃當地極具規模之
三合
一的贏家
$15.99
中文刊物﹒內容包括當地新聞﹑
僑社消息﹑
社區名家專欄﹐
$7.77以及科技﹑娛樂﹑健康﹑旅遊
﹑
財經等版面﹐
豐富多元﹒
KyLinVoice 麒麟電話
立即致電 :1-888-927-4843
ASC 教育機構與新英格蘭地區超過
10
《波士頓新聞》電子報網站 www.bos所大學結成合作關係，其中多所學校評估
tonchinesenews.com﹐把報紙全部內容上載
及肯定 ASC 的高品質語言項目，為 ASC
到網路上﹐不僅彌補郊區讀者拿不到報紙
的學生開放"免托福"條件入讀其大學專業
的遺憾﹐也讓客戶的廣告觸角擴大﹐更加強
，提供超過 200 個專業的專科、本科、碩
廣告效益﹒
士和博士學位，並在全世界都名聲卓著。
美國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有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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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過高 美國中
美國中考考取消
取消中國考生
中國考生
(綜合報導)10 月 20 日，美國中學入學考試
(SSAT)官方給考生髮送郵件稱，將取消 9 月 19
日中國地區的所有 UpperLevelSSAT 考試成績。
昨天，美國中學入學考試(SSAT)官方給考
生髮送郵件稱，將取消 9 月 19 日中國地區的所
有 UpperLevelSSAT 考試成績。對於取消成績的
原因，SSAT 中方考試管理委員會表示，中國考
生在本次考試中出現了高分數考生較多的情
況，讓考試委員會產生了懷疑。目前，此事正
在調查中，官方尚未發布正式消息。官方在調
查清楚後，不排除日後再恢復一部分人成績的
可能。郵件解釋稱，當日，在北京和上海參加
該考試的考生一共有 357 名。在對該次考試的考
試數據進行審慎調查和仔細分析後，SSATB 有
充分的理由對此次考試成績的有效性進行質
疑。因此，基於考生同意書和 SSAT 考生手冊中
的有關條例，他們決定取消此次 Upper LevelSSAT 考試的所有成績。
北京新東方美國中學項目經理王夢妍介
紹，SSAT 考試是美國私立高中入學考試，適用
於美國、加拿大私立中學的入學，相當於中國
的中考。這些一流的私立高中素有“小常春
藤”之稱，在美國也只有百分之二的學生能夠

就讀。 據了解，美國本土學
2200 分都很難，卻有大批中國
分數。因此，中國學生的高分
而且，去年 10 月份，美國 SSA
就出現了洩題的情況；這也增
的警惕。昨天，記者致電 SSAT
員會。 SSAT 中方考試管理委
官方的確給考生髮送郵件，告
日中國地區的所有 UpperLevelS
原因是中國考生在本次考試中
生較多的情況，讓考試委員會產
目前，此事正在調查中，
式消息。官方在調查清楚後，
復一部分人考試成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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