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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這些年來美國名校大學申請競爭激烈，華裔學生需要異常高的條件才能被名校錄取，為了
能提高錄取機會，一些大學申請輔導機構甚至建議華裔學生盡量不要凸顯華裔的背景，這
樣對於橋校招生與正在就學的學生會有甚麼樣的影響，僑校與老師又如何能幫助學生進而
創造三贏局面：學校、學生、華人社會，筆者在僑校與美國大學服務多年，將依照橋校的
特性，透過這論文分析探僑校能扮演的角色，並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在這全球化的時
代，如何鼓勵華裔子弟學習中文、承傳語言與文化，同時培養個人領導才能與特質、增加
競爭力，順利進入理想的大學、回饋社會，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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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紹
唸名校大學不需要是人生的目標，但多數華裔父母注重小孩教育，住好學區、小孩唸
不錯的高中，能進入名校大學自然是許多華裔家庭的心願，同時為了能承傳父母的語言、
文化，從幼稚園起讓小孩上週末的中文學校(僑校)是許多華裔家長的選擇，在高中之前，
多數父母與小孩都還能堅持每周一次的上課，這對學生將來在大學與社會的認同或歸屬感
有很大的影響。然而，上了高中後，英文學校課業繁重，忙碌的課外活動讓一些學生放棄
繼續在僑校的中文學習，因此，有些僑校只上到九年級，以便高中學生能全心應付課業與
課外活動，以及準備大學申請，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如何讓學生到橋校念書，同時又有助於申請大學對僑校是一個重要的議題，讓學生能
保持一定時間的中文學習，並提供機會讓高中生擔任助教或小老師來回饋學校、教導學弟
妹，讓學生在僑校有學習領導才能的機會，這不但能增加學生進入名校的機會，還能繼續
與僑校有感情的連接，如果多數畢業生能進入理想的大學，這對招募新生應該有很大的助
益，如何創造多贏的環境是值得僑校行政人員思考的問題。本文依多數僑校的經營模式，
透過分析美國名校大學的申請條件，來探討在僑校念書對學生進入名校大學的影響。
二、美國僑校的歷史與經營模式
在美國最早成立的僑校最早可以追溯到 1848 年，但現在通稱的僑校多數成立於 1960
年之後，主要原因是美國在 1965 年移民條例放寬[1]，隨著台灣的經濟成長，出國留學定
居人數大幅增加，以及台灣與香港幾次的移民潮，所以很多僑校是位在第一代華裔移民聚
集的主要居住地區，多是很好的學區，有許多不同的專業人才，為了讓下一代不要忘記中
華文化，以及能跟親友用中文溝通，在眾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情形下，逐漸在全美國
各地區建立僑校，以父母本身的母語做為僑校教學的語言，以廣東話與普通話為主，教材
內容使用正體字與注音符號，所以早期的僑校多是偏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中文教育。

中國大陸因為從 1949 年到 1979 年有各種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教育中斷
十年，沒有幾個人能到美國留學，在 1979 年開始改革開放後，來美國留學的人數才大幅
提升，在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絕大多數在美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定居下來。然而
因為多年來兩岸分立造成政治、語言與文化上的差異，絕大多數中國大陸留學生家庭不選
擇讓小孩念台灣系統的僑校，而在 1990 年後逐漸成立自己的中文學校，例如華夏中文學
校，教材以簡體字跟漢語拼音為主，所以在美國的中國大陸中文學校系統比台灣的中文學
校系統晚約三十年起步。
隨著台灣少子化與留美學生的大幅減少，多數台灣系統的僑校面臨經營上的困境，甚
至結束經營，而這二十年多來隨著經濟成長，中國大陸來美留學與移民人數都大幅增加，
許多原本偏向台灣的僑校因招收許多非華裔學生，成立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CSL 雙語班)，在課程與教育政策方面臨許多整合的問題，這對擔任義工幹部的父母或許
是一種挑戰，但對華裔高年級學生卻是學習領導才能的機會，因為在美國長大的華裔學生
懂得英文與中文，能協助學校跟老師制訂雙語班的教材，擔任雙語班的助教甚是老師。
不論是台灣系統或中國大陸系統的僑校幾乎都是利用周末上課，課程包括教導語言與
文化兩到三個小時，一年上課約三十次，場地多是向當地學區租借，學校的行政人員多數
是由父母組成的義工，老師領微薄津貼，一年約一千多美金，收入與一般全職老師差距甚
大，很多僑校老師也是由父母兼任，學校在克勤克儉的運作下，一位學生一年繳的所有費
用多在五百美金以內，平均一次三個小時的課程不到二十美金，也就是一個小時不到七元
美金，這與一般補習班一小時起碼三十美金的收費便宜太多。因為僑校的幹部多是輪流擔
任，政策會因人而異，學校的組織架構無法像一般正規學校提供長期穩定的教學環境。
十年前，台灣僑校的教材多數採用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僑委會)提供免費的課本，
這些課本由台灣的教師針對所有海外華僑學生編譯，但因為海外僑教差異很大，例如東南
亞的僑校很多是全天制，有許多中文上課課時間，很多僑生希望能回台灣念大學，所以課
本的內容以台灣的中小學教學大綱為依據，課程設計並不適合美國僑校的學生，因為以前
美國只有少數的第二代華裔學生會想回台灣念大學。因此，十多年前，一些美國地區的機
構與老師開始自編中文教材，例如由創立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的前總會長許笑濃主編的
美洲華語課本逐漸在僑校流行[2]，因為內容融合中華文化與美國文化，比較活潑實用，
上課討論時比較有切身的感受，也讓美國華裔學生比較容易接受，教材也是配合美國大學
理事會對學習外國語言的要求，對準備申請大學的 SAT-II 中文與 AP 中文考試也有很大的
助益，但因僑委會對僑校購買自編教材的補助不多，僑校仍需付費購買非僑委會提供的課
本與作業本，讓有些經費拮据的僑校猶豫不決。
各地中文學校聯合組成地區性的中文學校協會，例如新澤西州的二十所偏向台灣正體
字的僑校組成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而加州因為幅員廣大，分成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與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目前在全美國共有十一個偏向台灣的僑校協會或聯合會，這些協會
提供給僑校學生區域性質的學藝競賽與師資培訓，協會幹部是也都是義工性質，沒有很多
經費，各協會無法強制會員學校推動任何政策、教學與活動，只能透過溝通來鼓勵僑校做
調整。這些地區協會於 1994 年共同組成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3]，目的是在美國推廣中
文教育、服務所屬僑校，參與全國性中文教育政策與考試的制定，與其他中文教育機構交
流。同樣的，全美總會幹部對於各協會也無法強制推動任何政策或活動。

三、分析美國大學申請與條件
美國大學入學多是採用申請方式[4]，考慮學生的高中在校成績、自傳論文(Essay) 、
推薦信、一般 SAT、SAT II 科目、ACT、大學先修課程(AP) 、課外活動、各種比賽等，一
般大學或州立大學多著重學生在高中的成績與一般 SAT，一些著名的私立名校大學則考慮
比較多元化項目，除了著重課業與考試成績之外，更注重於學生的個人特質。大學申請方
式，多數州立大學有自己的獨立申請系統。目前有六百多所大學，讓學生可以透過 Common
App[5]申請，這些學校多是私立，包括常春藤名校與一些頂尖大學，Common App 的自傳論
文提供幾個不同議題讓學生選一個寫，許多名校還有自己的 Supplement essays，多數是
在問為什麼申請該校與主修、個人志向，以及一些短問題(short answers) ，問一些關於
課外活動或個人喜好的問題，名校入學申請條件複雜，但又沒有一定的錄取準則。
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的資料，2015-2016 年全美國三百三十萬高中畢業生[6]，有一百
七十萬考一般 SAT，三部分滿分是 2400 分，全國平均總分是 1490 分，閱讀 495 分，數學
511 分，寫作 484 分[7]，換句話說，也就是有 50%的學生總分低於 1490，一些大學獎學金
的門檻設在 2250 分，有考 SAT 的全美國應屆畢業生只有 0.8%超過這分數，筆者瞭解大多
數僑校華裔學生的分數都在 1900 分以上，這是全國的前 10%，顯示出僑校華裔學生是非常
的優秀，這要歸功於華裔父母對小孩教育的用心。
美國高中從九年級開始，要念四年，到十二年級畢業，高中一年多分成四個時期
(marking period) ，美國東岸的高中多從九月到十一月中為第一時期，十一月中到一月
底為第二時期，大學申請從升十二年級的暑假開始準備，Common App 從八月一日起接受學
生申請帳戶，許多大學的提早申請(early application)在十一月一日截止，一般申請
(regular application)多在一月初截止，也就是說大學只能看到學生十二年級第一時期
(first marking period)的成績，所以九到升十二年級暑假的成績與課外活動就顯得非常
重要，因為 AP 是在每年的五月份考，大學只能看到九到十一年級的 AP 考試成績，如果十
二年級有修 AP 課程，只會列科目名稱在成績單上，而無 AP 考試分數，絕大多數的 SAT 考
試必須在十二年級的十月考以前考完。這也是為什麼許多美國僑校只上到九或十年級，因
為十一年級是美國高中生最忙碌的一年。
這幾年來，因許多國際學生與移民湧向美國，美國名校大學錄取率越來越低，十年來
錄取降了一半[8]，亞裔學生需要異常高的條件才能被名校錄取，根據新聞報導[9]，亞裔
美國人的 SAT 成績必須比白人高 140 分，比西語裔學生高 270 分，比非裔美國人高 450
分，才有機會進入哈佛等名校就讀，所謂的亞裔學生基本上多是指華裔、韓裔與印度裔，
因此這幾年來，許多亞裔團體聯合對一些名校提起訴訟，因為許多頂尖的名校有所謂的亞
裔配額，限制亞裔比例在一個程度以內，這些訴訟都是要求名校大學不應該把種族背景選
項放在申請表上，不能把族裔當作是否錄取的參考資料，就像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從 1996
年廢除平權法案後[10]，入學以成績為依據，不再考量種族的配額後，亞裔與華裔比例持
續增加，在 2015 年分別佔全校學生 46%與 23%比例[11]。
四、探討僑校對申請大學的影響
目前大多數僑校仍是以第一代的移民家庭為主，父母絕大多數都沒在美國念過大學，
台灣或香港來的家庭的父母有些來美國唸研究所然後定居為主，或是透過職業與其他方式
移民來美國，當時在母國的大學錄取方式都以考試為主，例如台灣以前的大學聯考，對於

美國大學的入學申請模式並不是很清楚，不知道如何協助小孩進入理想的學校，研究所入
學方式跟大學完全不同，一些早期來美國的小留學生進入大學的情形也跟現在大學入學情
形也差異很大，因此，僑校應該要邀請一些專業的大學申請機構到學校給講座，讓父母們
多了解美國現在複雜的大學申請程序，如何協助學生包裝申請資料。
為了能提高亞裔的錄取機會，一些私人大學申請輔導機構甚至建議華裔學生盡量不要
凸顯華裔的背景[12]，這項建議如果被廣泛採納，對中文學校招生可能會有一些負面影
響。筆者個人於 2011 到 2013 年在僑校教過十多位高年級學生，以及在 2011 年帶領 29 位
美國中學生回台灣，與板橋華僑高中舉合作舉辦探索台灣中文夏令營，這四十位學生絕大
多數在 2016 年六月即將或已經從高中畢業，超過 80%的學生獲得美國排名前一百名的大學
[13]的入學許可或已經在就讀，近十位學生獲得常春藤、加大柏克萊與在各領域的頂尖大
學錄取。
根據筆者多年來對美國大學申請的研究觀察與切身經驗，除了在一般正規高中保持好
的成績之外，長期在僑校就讀符合以下名校大學喜歡的條件，對於申請進入理想大學應該
是有助益。
 毅力與堅持 (Persistence) : 很多僑校華裔學生都是從四、五歲的幼班唸起，一
直到高年級畢業，在僑校待超過十年以上的時間，能持續在每周末專程去學非正規
學校要求的活動，尤其到了中、高年時期，學生忙於正規學校的課外活動，還要在
百忙之中撥出時間研讀中文，參加僑校的各種活動，表示學生除了能克服挑戰，善
於安排時間之外，更需要非常大的毅力與堅持，這正是名校大學想要的特性。
 熱情 (Passion) : 很多僑校學生除了上課之外，從小就參加僑校各種校內的學藝
競賽，例如演講、壁報、多媒體簡報、成語、認字、詩歌朗誦、中華文化常識、扯
鈴、象棋、書法、歌唱，各地區的中文學校協會也舉辦校際間的比賽，全美總會也
有舉辦全國性的比賽，長期參加這些活動顯示出學生對於中華文化的熱情與才能，
如果有獲得區域或是全國前三名，那更是一種肯定，對於申請名校大學是有不少的
助益。
 領導才能 (Leadership) : 許多僑校會提供高中學生擔任助教與小老師的機會，協
助老師教導語言課或帶領文化課程，兩三年下來，對於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是有很
大的幫助，因為在教導其他學生時才會體驗到所學的不足，也可能要協調一些事
情、規劃設計課程或活動，這些領導與協調的才能是名校大學非常注重的，學校希
望畢業的學生能在社會各領域、各階層擔任領導者或有起帶頭的作用，改變社會，
發揚學校的名聲，有成就後回饋學校，所以僑校應該要多給高中生學習領導與協調
的機會，除了提供語言跟文化助教或小老師的機會之外，可以讓學生成立社團，主
辦校內外的各種活動、擔任各項學藝競賽或學校開放日的主辦人，這樣做還能減輕
學校幹部的工作量，是一舉數得的方式。
 服務 (Service) :除了擔任助教幫忙老師與學生之外，很多僑校都會帶學生到老人
院、地方中小學、市公所服務或表演，推展中華文化，參加許多地方政府、台灣駐
美機構與各地僑教中心舉辦的活動，這些社區服務對於申請大學是有幫助的，名校
大學喜歡學生能把自己所學貢獻回社區，這當然包括自己的僑校與鄰近的地方，透
過幫助別人能讓學生體驗到從接受者變成貢獻者，了解到他們存在的價值，這是美
國名校很重視的。

一些僑校華裔學生會考 SAT II 中文科目，而且成績都很好，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的
統計，在 2012 年考 SAT II 中文科目的 6,585 位學生中有高達 36%獲得 800 滿分[14]，高
達 76%的學生獲得 750 分以上，而 SAT II 世界歷史科目只有 5%獲得 800 滿分，SAT II 的
數學科目只有 1%獲得滿分，好的 SAT II 成績(通常指 750 分以上)對於申請進入名校是有
很大的幫助。有些僑校父母會覺得華裔學生考好 SAT II 中文科目應該是理所當然，懷疑
SAT II 中文科目對於進入名校是否真的有幫助，筆者參加過二十多場的名校大學入學說明
會，很多名校需要一或兩科 SAT II 的成績，同時也會強調，如果申請需要用數學的科
系，例如理學院、工學院或商學院，則需有一門量化分析的 SAT II 科目成績，例如數學
或物理，另一門則不限科目，只有極少數學校的科系需要兩門都是在科學或數學領域，所
以只能把 SAT II 科目考高分，對申請大學都應該有幫助。
根據以上的分析，筆者建議學生把在僑校就讀的經驗轉化為助力，結合這些特性與自
己的特點，在自傳論文中以活潑有創意的方式展現出自己的特性與見解，不能只是呆板的
描述而已，雖然有許多同樣在美國出生長大的華裔學生，但願意十多年在周末到僑校上
課，努力學習，把 SAT II 中文科目考高分，然後能堅持到最後畢業的，同時又有領導才
能與積極參與社區服務的人數其實不多。華裔學生應加強訓練寫自傳論文，僑校與老師們
可以鼓勵中高年級學生多寫中文作文，而不是簡短的造句，上課多用討論的方式，避免劃
重點式的學習，鼓勵學生用中文練習簡報與思考，而不只是著重於背誦式的教學、考試與
競賽，這些做法不只能把僑校教學活潑化，還能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寫作與表達，幫助學
生申請大學與就業。僑委會這幾年來在推動僑校高中生擔任青年文化大使(FASCA)，聯繫
各地區的第二代華裔子弟在海外推廣中華文化，透過服務地方社區來連接台灣情感，並且
提供領導服務時數證明，僑校應該鼓勵高中生積極參與。以上所提建議是一舉數得的事
情，對學生、僑校與華人社會都很好，能創造多贏的契機。
五、總結
在全球化的時代，如何加強華裔子弟與母國連接，承傳語言與文化、增加競爭力、關
注美國華人社會，僑校對學生申請大學與高等教育能扮演的角色，如何幫助學生進而創造
多贏局面，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多數華裔父母移民來美國為是為了讓下一代有
更好的教育，所以很注重小孩的教育，成立僑校教下一代延續母語與文化，這些年因為台
灣出國留學的學生與定居美國的人數大幅減少，許多偏台灣系統的僑校學生短缺，與父母
志工大量減少，僑校面臨經營日益困難的挑戰，或許僑校應創造一個多贏的環境，讓學生
除了學能到中文之外，還能培養領導才能與服務社區，如果多數學生能進入理想的大學，
這樣或許能讓更多高年學生願意繼續留在學校，對招募新生也有些幫助。
然而誠如本文一開始提到的，進入名校不須要是每位學生的人生目標，學生應該要找
合適自己的學校為目標，為了進入名校讓四年的高中生活過於緊張，造成身心問題，或破
壞親子關係都是非常不好的事情。過去十多年來，大學生焦慮與憂鬱症問題越來越嚴重，
在 2013 年的調查中顯示有高達 57%女大學生與 40%男大學生有過嚴重的焦慮問題[15]，
33%女大學生與 27%男大學生在一年內有過嚴重憂鬱問題而無法正常生活。陳志武教授在訪
談所指出的[16]，許多華裔父母太在乎孩子是否上名校，而不是孩子是否適合上名校，父
母給予孩子太多壓力，不論是科系興趣、或選擇學校，父母把自己的熱情轉加在孩子身
上，小孩進入名校就讀之後，反而喪失學習的動力或適應不良，華裔學生由於長期接受傳
統中華文化中庸之道的家庭教育薰陶，比較缺乏創造性，養成壓抑、不與人爭鋒的習慣。

在這全球化與科技導向的時代，如何讓學生挖掘自己的熱情，兼顧中文教育與培養學
生的創造力，在加強學生的競爭力的同時，又能兼顧身心健康，這些都是僑校與華裔父母
應該要特別注意的地方。最佳的狀況是學生平常努力學習、生活愉快，參加的課外活動都
是有興趣、游刃有餘，僑校與老師適度地調整教學方式來輔助學生，一切水到渠成進入理
想的大學，所謂條條道路通羅馬，良好的學習模式與人生態度才是邁向成功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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