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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理念：模拟训练 丰富考场经验 专项辅导 显著提高分数

我们收集到 2005年 3月 SAT改版以来的 51套 SAT真题，形成了
我们的大数据（big data），通过对这些真题的系统综合研究和改造，我们
建立了自己的题库，并且用Moodle软件制作模拟试卷。这一软件会事先
从题库中进行随机选择，自动生成的模拟试卷每份都不同，这些模拟试
卷不是SAT，胜似 SAT，形成了我们的威力无比的专利、独门绝活和秘密
“应试武器”。

教师团队：我们是超大规模的培训团队，拥有多名在美国高中的任职教
师。对SAT辅导有着专业并悠久的培训经验。首席主讲老师Henry是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数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计算生物学博士后，在数学领域有
20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经验，长期致力于SAT考题和美国数学竞赛（Ameri-

can Mathematics Com-
petition）题的聚类分析与
系统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曾
于 2008 年至 2011 年担
任中国新东方SAT首席主
讲老师，经过他培训的学
生，SAT平均成绩可以提高
300分，有的甚至可以提高
500分；SAT数学单科获得
800分的学生不胜枚举。

教学成果：
王KevenWang在 2009年 10月份的 SAT考试中获得了
2400分，现就读于哈佛大学。郑韬堃在2011年10月份的
SAT考试中获得了2400分，现就读于斯坦福大学。Kundan
Chintamaneni在 2013年AMC10（AmericanMathemat-
icsCompetition10）中获得141分（满分为150），被列为美国
MathOlympiad国家队候选人。

培训班型：
（1） SAT提高班，2014年1月18日开始。
上课时间：周六2:00pm-5:00pm
（2）奥数（AmericanMathematicsCompetition）强化班，
2014年1月18日开始。
上课时间：周六6:00pm-8:00pm

报名电话：（301）922-9508.

Email:chiefmathtutor@gmail.com

上课地点：
1001RockvillePike,#418 Rockville,MD20852

名师讲授，寓教于乐，保证质量，收费公道，

SAT 数学考题渊6冤 答案见下期

本版由美国海棠公司渊HighTide LLC冤独家冠名刊登

哈佛大学招生主任渊Direc鄄
torof Admissions for Harvard
College冤Marlyn E. McGrath 女
士最近来马里兰 Chevy Chase
看望她在 Global Environment
Fund工作的大女儿Elizabeth和
女婿 David Fahrenthold渊Wash鄄
ington Post 的著名 reporter冤以
及 1 岁多的小外孙女 Alexan鄄
dra袁我们有幸见到她袁向她请教院
什么样的学生才能进入哈佛钥她热情坦诚
地予以解惑遥 下列是访谈内容院

Henry问院什么是哈佛大学的录取标
准钥 哪些是最重要的条件钥 什么样的申请
者才是哈佛大学的理想候选人钥

Marlyn答院 哈佛大学的招生目标旨
在网罗最优秀的学生遥 许多人认为野优秀冶
取决于标准考试成绩尧在校平均成绩GPA
与班级排名等袁这是合情的推断袁实际应
用起来也可替学校省去很多麻烦遥但是哈
佛在这些客观衡量标准之外袁同时应用了
更为复杂的系统来辨认申请者是否适合
哈佛遥

学生智能上的创造力尧人格风范和领
导能力袁 在录取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袁这
些特质无法从标准测验的分数看出来袁只
能透过学生的课外活动尧老师与 counselor
渊辅导员冤的推荐信袁以及申请人和校友或
职员的面试中才能得知遥招生办公室的成
员很明白手上持有的资讯并不完全袁因此
我们评量申请者的时候总是非常小心谨
慎遥 录取的决策过程与其说是一种科学袁
反而更像是一门艺术遥

光是审核申请者条件的过程袁就历经

层层关卡遥审核申请文件的哈佛
招生官员通常以地区划分袁负责
审核特定地区送交的申请文件遥
他们会记录所有资料袁联络申请
者与学校以补齐不足的部分袁并
针对申请者的优缺点标注评语遥
有些申请者最多被四位不同官
员审核袁每位官员都会查核资料
内容是否正确袁并提出额外的注
解评述遥

此外袁由教师组成的招生与财务补助
办公室中又有一个常务委员会袁负责制定
与执行招生与财务辅助的相关政策遥 常务
委员会的成员也会审核较具代表性的申
请者袁 例如在学术上有特别突出表现的尧
艺术方面展现特别创造力的袁或针对招生
政策提出疑问遥

在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大纲下袁另一组
招生委员会负责作出每位申请者的录取
决策遥 招生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常务委员会
再加上另外 35名左右的招生与财务补助
办公室职员遥 作决策时袁招生委员会成员
依地区分为 20个小组袁 每个小组通常包
括四至五名成员袁外加一位资深招生官员
与一位教师遥 每个小组也负责约同等数量
的申请者遥

当所有申请者的文件都被仔细读过袁
而招生委员会小组也开始进行正式审核袁
地区性的招生官员负责跟小组成员概述
每位申请者的优缺点遥 接着小组成员便依
此讨论申请者条件袁并采取多数表决方式
决定是否向上推荐给招生委员会全员遥 但
表决没过也并不表示申请者全无希望袁如
果获得某些成员的大力支持袁仍可能被提

出让其他小组来作比较遥
接下来袁小组成员便把它们的审核结

果提交至全体委员会袁任何成员在阅读或
聆听简报时袁都可提出问题袁或要求重新
审查申请者资料遥 许多申请者都曾在全体
委员会中重新被提出审核袁而不论是全体
委员会或是小组讨论袁最多花一小时讨论
单独申请者遥 小组提交的所有申请者都会
在全体会员会议中提出讨论袁因此相互之
间的比较不受地区限制遥

哈佛采取如此严谨的反复比较袁是希
望能深思熟虑并公平公正地作出决定遥 虽
然整个过程耗费大量人力袁但他们因此对
最后的决策有很多弹性袁甚至到了要寄出
通知信函的当天袁招生委员会都还有可能
临时改变决定遥

在哈佛看重的申请者条件中袁有一项
可能会令父母出乎意料遥 许多哈佛的校友
认为袁大学里的 peer在他们的求学经验中
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遥 哈佛的学生不只在
课堂上学习袁 透过与寝室室友的互动尧在
饭厅尧教室尧研究小组尧课外活动与宿舍中
特别活跃的负责人的互动袁都是丰富哈佛
经验的要素遥换句话说袁野人冶可能是哈佛经
验里最难能可贵的部分遥 因此当哈佛在找
寻理想的候选人时袁特别留意那些有潜力
成为野教育者冶的学生袁意即那些能激发
peer或教师产生新想法的学生遥

许多被哈佛录取的学生可能在学术
或课外活动中拥有非凡的成就袁但大多数
被录取的学生属于多才多艺型袁他们在各
方面都投注相当精力袁 并获得不等成就袁
在大学甚至往后的人生中都更有可能会
以同样的态度持续取得突出耀眼的成绩遥

SAT渊Reasoning Test冤考试
总分满分 2400袁由数学渊Mathe鄄
matics冤尧 批判性阅读渊Critical
Reading冤和写作渊Writing冤三大
部分各 800 分加和而得遥 其中
写作部分的考试时间为 60 分
钟袁 写作试题由两个种类组成袁
一个种类为语法及英语惯用法
的选择题型袁这部分考试时间为
35 分钟袁其分数约占 SAT 写作
800 满分的 70%曰另一种类为作
文写作测试袁考试时间为 25 分
钟袁其分数约占写作 800满分的
30%遥 学生通过有效的指导尧大
量的练习尧在英语语法及惯用法
的选择题型考试部分袁可获取较
高的分数甚至满分遥

SAT 作文的满分为 12分袁
考生要在 25 分钟时间内袁依据
试题要求袁 写出一篇完整的议
论文遥 作文的字数没有硬性规
定袁 但作文的篇幅约有一张半
A4纸的大小遥 考生要用铅笔写
作袁写满作文规定的篇幅袁一般
要用 500 至 700 个英语单词遥
每一篇考生的作文由两个判卷
老师打分袁 每个老师给的分数
为 1 至 6 分袁 两个判卷老师所
给的分数之和袁 即为考生作文
的分数遥

SAT 作文 6分的判分标准
为袁完整掌握尧见解深刻尧技巧
娴熟曰5分的判分标准为袁 有说
服力尧文章组织较好尧语言使用
有变化且准确曰4 分的判分标准
为袁会写作文尧内容足够尧表达充分遥 由此
可见袁学生通过有效的辅导与训练袁获取
作文 8 分的成绩顺理成章 渊即每个判卷
老师给予 4 分冤曰基础好的考生袁取得作
文 9 至 10分的成绩应该不难曰优秀的学
生可以取得作文 11至 12分遥

一篇好的 SAT 作文要满足如下几
个要求袁即好的内容尧好的论点与论据尧清
晰且恰当的举例说明尧段与段之间有好的
逻辑关系尧观点鲜明与清晰及较好的英语
写作掌控力尧有变化的句型与词汇遥 考生
要尽力避免观点模糊不清尧在议论文当中
一会儿说对一会儿又说错尧 语言表达单
一尧不以理服人尧自以为是给人强加自己
的观点尧字迹不清及文章太短遥

为帮助华人子女考上理想大学袁我
们特开设 SAT 提高班袁 为华裔学生在
SAT 考试中赢得高分助一臂之力遥 经过
我们培训的学生袁SAT 平均成绩可以提
高 300分袁有的甚至可以提高 500分遥

谈什么样的学生才能进入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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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期所刊登的SAT数
学考题渊5冤的答案院

第15题院120
第16题院 2
第17题院 1.5or 3/2

独家专访：哈佛大学招生主任 Marlyn E. McGrath 女士

MarlynE.McGr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