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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
我们感到很荣幸能跟您

万事俱备
跟高中时努力争取好成绩一样，您必须细心计划，才能考进理想的大学。以
下的一些建议可以助您计划和引导你完成整个大学申请的过程。

分享更多有关大学入学
申请程序的资料。
我们正准备在2005-

各方面考虑周全

2006学年进行跟进研究

对大部分家庭而言，大学教育是一

过高，您应该提高警觉，虽然这并不

计划，希望您能继续参

项昂贵的投资。所以，您应该仔细

代表这所大学有问题，但这或许表示

与和支持。如果您的地

查询及分析各间大学的资料，然后

学校与学生们的期望不符，或者是教

址或电话号码有任何更

才决定上哪一间大学。

学气氛有别于其他院校，以致学生难
以适应。第五点，大学的社交生活对

改，请参照本通讯第四
页的联络方法，向我们

在选择大学时，您需要仔细考虑以

您的大学教育也非常重要。在决定上

提供更新的联络资料。

下各方面的因素：

哪一所大学之前，您应该参观校园、
旁听几门课，并在校内留宿，周末时

我们希望本期通讯能助

首先要考虑地理位置，缩窄考虑范

闲逛校园，感受校园生活气氛。最后

您准备大学入学申请。

围，找出您希望上大学的地区。其

，您还要考虑校园的犯罪率，因为一

再次感谢您参与并支持

次，一所大学的规模也很重要。规

个安全和宁静的环境对学习和生活是

我们的研究计划！

模较小的学校可以提供比较个人化

十分重要的。可是大部分大学都不能

的学习经验，而大型的学院则让您

随时公布这方面的资料，您可能需要

有机会认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

做一些调查，以及向资深的高中学督

生。第三点，您必须留意大学是否

查问如何取得这些资料。

大学入学申请：

提供足够课程，满足您对某个学术
范围的兴趣，尝试向大学提出以下

除了向高中学督索取资料之外，您也

的查询：「学校每个学期都会提供

可以看一些详列各间大学及其资料的

计划行动

这些课程吗？」，「学校多常增加

参考书。另外，浏览您感兴趣的大学

↓

一门新的课程吗？」和「课程的编

的网站，以便及早知悉它们的短文题

排是否恰当呢？」第四点，一所大

目。您也可以在网上寻找助学金的资

深入调查

学的新生退学率是不容忽视的。大

料。尽能力收集更多在考虑范围内的

↓

部分大学的新生退学率都介乎4%至

大学的资料，这样您就能考虑周全，

实践计划

11%之间，如果学校的新生退学率

作出明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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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人物
在整个大学申请过程中，最关键的

的学督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是十分重要

人物就是您自己。您必须纵览全局

的。您应该及早开始跟学督保持沟通

，防止「意外」发生，并且在「意

，在学业准备方面咨询他们的意见，

外」发生时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下

让他们看到您的进步以及您好学上进

几个小建议能帮助您预防「意外」

的精神。您必须从芸芸学生中突围而

的发生。首先，给别人定下明确的

出，尽能力令学督支持和帮助您！

「最后期限」，即使这个期限是在

「在整个大学申请过

程中，最关键的人物
就是您自己。」

几个星期以后，然后在期限前密切

除了为您写这封重要的推荐信以外，

跟进。第二点，为每一所申请中的

您的学督还可以为您提供各大学的资

大学作一个列表，每完成一个程序

料及适当的援助。不同的高中里会有

，就在列表上剔除该项，在没有亲

不同类型的学督，在一些市内的公立

自查证之前，不要理所当然地以为

高中，因为只有不到50%的毕业生上

某个项目已经完成了。例如，不要

大学，所以这些高中学督可能会较关

因为您的老师在三个星期前答应过

心课程表、出席率、迟到率、留校处

为您写推荐信，就以为推荐信已经

分以及其它行政问题。如果您遇上这

寄出。当期限临近时，再跟您的老

样的处境，那么及早开始准备就更加

师核实一次，或者致电给大学招生

重要了，因为您可能有更多事需要亲

处，询问他们是否确实收到推荐信

力亲为。可是，不管学督最关心的是

。第三点，当意外发生时，尽量保

甚么事项，您必须明白所有学督都有

持镇定。此时应该考虑如何补救，

超出负荷的工作量，所以，当您请他

而不是在想为何会出错。最后，应

们做每一件事时，应该以友善的态度

及早开始准备，这样错误就不容易

相待，并给他们充裕的时间来完成，

发生；即使有错误发生，也有充分

设下明确的期限，并且不时跟进一下

时间弥补。如果等到最后期限前三

。有一点您必须注意：如果您的学督

天才开始填写表格的话，恐怕很难

确实是关心学生们上大学的情况，那

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了。

么他们首先会想要让更多的学生上大
学。这样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推荐您

第二个重要人物就是您的学督。学

申请一些较「保险」的院校。这些院

督是您高中的学校辅导员，负责指

校很可能会收取您，但是它们未必是

导您准备大学入学申请。很多学生

您能考进的最好的大学。最后，小心

会找他们的学督写推荐信，而很多

那些在大学内信誉较低的学督。如果

大学都会以这封信来决定您是一个

学督每年都向大学推荐大批不合格的

怎样的学生。这封推荐信向大学收

学生，那么他就会在这间学院丧失信

生部提供成绩单内未有提出的资料

誉。这间大学有可能会因为您的高中

，它亦让学校了解相对于同班同学

学督没有信誉而拒绝取录您。

，您的表现如何。由此可见，给您

下一位对您很重要的人就是大学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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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收生处的人会浏览您的申请资料并

服力。除此以外，这只会让招生处多看

且决定是否取录。为了使他们的工作轻

一封信，加重他们的负担。

松一点，您应该将申请资料仔细归类，
保证资料能够做到精简、抓住重点并且

最后，如果您的父母能够负担，私人的

容易阅读。仔细检查所有文件并保证没

大学申请辅导员也可以为入学申请提供

有错误是十分重要的，所有的文件都应

很大的帮助。他们通常有较佳的大学申

该是打印的。您应该致电大学招生处，

请策略，并且有来自帮助其他学生的资

预约校园参观活动和收取有关收生的信

料来源。但是您必须谨记：因为只有少

息。

数富裕家庭才能够聘用私人辅导员，所
以大部分的大学都认为这对其他学生来

如果您的朋友或亲戚曾就读您正考虑申

说是不公平的。所以，如果您有聘请私

请的大学，那么他们也是很好的资料收

人辅导员的话，应尽量保持秘密。多看

集途径。询问一下他们在那所大学的个

一些详列各间大学及其资料的参考书应

人经历，不过，不要因为他们是该校校

对您很有帮助，您也可以在网上查看有

友而请他们给您多写一封推荐信，除非

关助学金方面的资料。

他们能向收生处提供一些在您的申请资
料中未能提供的重要信息。大部分的推
荐信都是称赞申请人的学历和性格，所
以请校友亲戚写的推荐信并不会增加说

给家长们的建议
就如解决其它难题一样，要成功得到

替子女致电大学收生处，因为这会让收

理想的大学取录，也需要团体合作。

生处的人认为该学生处事未够成熟。如

家长应该向子女表示支持和帮助，并

果子女被邀请去跟招生处的人进行面试

协助他们作出人生中一个重大的决定

，家长可以驾车载他到学校，跟收生处

。

的人打招呼，然后让孩子和他们单独进
行面试。

首先，家长是计划的一部分。家长应
询问子女喜欢哪几所大学，并协助他

决定上哪一间大学是学生人生的一个重

们寻找和收集那些大学的资料。家长

大决定。家长应支持子女，倘若彼此的

可以带子女参加大学招生会，并跟他

选择有分歧，家长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们参观大学校园。

。

其次，家长应该引导子女而不是干涉

总而言之，成功的大学申请应该在高中

他们。家长应该跟子女倾谈，询问他

时及早开始准备。要得到一所好的大学

们是否需要帮助，但切记选择上哪所

取录，学生们应该在高中期间努力学习

大学是子女的决定。家长应尽量不要

，并在适当的时候做出明智的选择。

「家长应该向子女表
示支持和帮助，并协
助他们作出人生中第
一个重大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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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打算搬家吗？

参考书目

如果您打算搬家，请更新您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们希望跟
您保持联络，以便在2005-2006学年进行跟进研究。

College Board (2003). The College Board College
Handbook 2004: All-New Forty-first edition. New York:
College Board.

以下是一些简易的更新资料方法：
致电：(415) 271-0390
或：(866) 7-FAMILY (免费号码)
致电子邮件：projectfamilies@yahoo.com
浏览网址：http://www.geocities.com/projectfamilies/davis/

Hughes, C. (2003). What It Really Takes to Get Into Ivy
League and Other Highly Selective Colleges. New York:
McGraw-Hill.
Harvard Student Agencies (2002). The Guide to Getting
In: Winning the College Admissions Game Without
Losing Your Mind.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网上大学搜寻器
http://nces.ed.gov/ipeds/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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