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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近期大學錄取趨勢 

亲爱的布朗士科学高中的每一个家庭，  

很高兴在过去星期二舉行的家長協會中與你們見面。對於我們的孩子在Bronx Science所
接受的教育，我們聽到了很多的熱情，好奇和興奮的聲音。我們很高興有14名家長在家
長協會執行委員會和學校領導小組中擔任公開職位。完整的候選人名單请参考本期周报的
后半部分。 

下一次選舉將在10月18日舉行的家長协会會議上舉行，這次會議内容非常精彩，即使没
有选举您也不会想要错过。在家長協會執行委員會和學校領導小組进行新生家长代表的選
舉之後，我們非常榮幸邀請 Sara Harberson， 前賓夕法尼亞大學招生官（曾負責審核 
Bronx Science學生大学申請)來做演講，Ms. Harberson 現在是一名私人大學升学顧問。
她將談論一個對我們每一位家長都非常有帮助的話題: "大學錄取的趨勢如何影響了Bronx 
Science的 學生"。有关她的问答，请参考本期周报的后半部分。 

而且, 届時將有抽獎活动，獲獎者將會得到價值3000美元免費大學申請諮詢服務! 獲獎的
家庭將獲得Ms. Harberson 對大學申請的专业服务。她將審查學生提供的材料（成績單，
考試成績，課外活動，興趣等），並就如何在大學申请中胜出提出建議。您必須到場才能
参加抽奖。因此, 請在您的日曆上標記这个重要的日子- 星期三, 10月18日! 一如既往，有
免费交通和茶点供应，有中文翻译。 

Elizabeth Langwith and Monica Toriello  
家長協會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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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１日－PSAT考试 

１０月１３日－１５日我校主办全国最大规模的高中演讲辩论比赛，届时将有超过三千人
参加本次比赛，新生将会被安排观摩比赛，演讲辩论队家长将被安排到校做义工，每家提
供两大盆食物。请关注学校邮件。 

１０月１８日－家长协会会议，新生家长代表选举，大学录取新趋势的研讨会。 

１０月２６日－第一次成绩单发放。 

ਹ槱㶧䨝դᤒ䋊໊毎䌙ੜ奲晝岊䌔ෝك܈์܈෭岊ᤈ 
新生家長代表的選舉將於10月18日星期三晚7:00時在學校舉行。我們將投票支持3名家長
協會執委會成員(PA)，每名家长將任職一年。另外還有一名新生家长将成为學校領導团队
成员，他/她將有兩年的任期。這些職位隻為Bronx Science 9年級學生家長開放。 提名已
於9月26日關閉. 

家長協會（PA）候選人：Rebecca Barreras，Lisa Brody，Jodi Caplan，Aimee Felton 
Freedman，Nicole Kaplan，Diana Lin Wu，Archna Saha，Kacy Yuan 

學校領導小組（SLT）候選人：Jonathan Freedman，John Keller，Jean Lee，Junnie 
Mark-Kobashi，Catherine Park，Ellen Schorr 

請閱讀下周的電子郵件, 以瞭解每位候選人的簡短陳述。您也將有機會在10月18日的會議
中聽取每位候選人的意見。所有投票必須親自完成，所以請在10月18日晚上7點前往
Bronx Science High School 投出你神聖一票。Vallo Bus 將提供曼哈頓和皇后區的免費往
返巴士服務, 點擊春愊了解如何預訂校车位置的信息。 

౯ժ匍ํࣁਈے承ᇇޮಸѺ 
您可能已經註意到，从上個星期天开始，家長協會電子週報不僅包括中文版本，而且還包
括孟加拉語版本！ （点击電子週報右上角的鏈接您就可以发现新的翻译版本）。這是因
為新生家長Alhamra Parvin及時答應我們對孟加拉語翻譯的請求。她不僅僅翻譯這個電子
通訊，而且還在家長協會會議和其他學校活動中提供實時口譯。謝謝Alhamra！還要感謝
其他新生家長Jubaida Ahmed和Archna Saha， 

https://bxsciencepa.org/transportation/


如果您会說孟加拉語和英語，我們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幫助。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president@bxsciencepa.org。我們的希望是組建一個孟加拉語翻譯團隊。這不會佔用你
太多的時間，但你的幫助會對我們學校的孟加拉國家庭是莫大的意義和不勝感激。 

ఽ拽౯㮉ڊᜋጱਹ槱ப氎ᘏ㿁檤!  
非常感謝所有在新生家長會議期間幫助商品銷售和安排茶點的家長！ 

Mary Boland-Look 
Irene Chang 
Amy Davidson 
Jing Gao 
Chris Harwood (merchandise co-chair) 
Weimin Huang (refreshments chair) 
Jenny Jin 
Leandra John 
Jaime Lam 
Amy Li 
Lisa Li 
Jane Liao 
Diana Lin Wu  
Michael Look 
Weier Lu (merchandise co-chair) 
Mary Mulroy 
Betsy Newberry 
Donna Wang 
Fanny Zheng 

mailto:president@bxsciencepa.org


!  

（標題：家長志願者出售一些热门Bronx Science 的纪念品) 

您可以在11月的家長教師见面會議上，買到更多Bronx Science商品。 我們將有長袖衫, 
带帽衫, 帽子和流行的格子睡衣，非常適合秋季天氣。如果您打算为亲友购买圣诞节礼物，
这些将是您最方便快捷的选择。 



岈8 ଙ奍䋊ኞਹ槱ړՁጱ懃焧 

在秋季開放日，十月四日星期三，我们還需要幾位家長志願者。如果您當天下午4:30至
7:30有空檔，請註冊到我們學校幫助歡迎未來家長並幫助回答問題。您不需要有任何特殊
經驗或具體知識;您隻需要分享自己對我们学校的看法，您孩子在校感受就可以了。如果
您不知道如何回答一個問題，隻需要告诉周圍家长，一定有其他人能幫忙。點擊春愊志願
者。 （順便說一句，如果您擁有布朗士科學高中的T卹，請在開放日穿上！） 

运动队选拔 
运动队选拔已经开始了，家长们可以提醒孩子密切注意学校网站上公布的不同运动队考核
时间。 

毕业生家长 请注意 
10์13෭໊҅ਖ਼ᕟᕢṛଙᕆኞ҅12ଙᕆኞս݇҅ضᥡӳ۹य़ူॊᶷय़҅ᵱ
ᥝਹᳩ୮ᵋᴚਹᳩ̶ౄձᵋᴚਹᳩጱ᧗ᘶᔮDenise Longano at 

Longano@bxscience.edu. ࣁྌᯯ᧘֖҅10์13෭15ک෭ฎ໊ᕟېጱᄍᦖᬚᦞय़ᩦ҅
ইຎጱৼฎ໊ᄍᦖᬚᦞᴚጱ҅᧗ᘍᡤႴ༩ᬯེय़ᦢᳯӨৼᩦྲࣁӾጱ๐ํۓ
ᳵӤጱ٫ᑱ̶ 

ইຎጱৼํᑮ᧞ጱᦾ҅ݢզᬀکާلېਰ҅035ਰ҅ํᘌݢզླۗܐӱኞਠ౮Ө
՜ժጱय़ኩ᧗Ꭸݱӻ໊ጱᤑ꧌Ꭸ̶ ጱৼݢզ035ݻࣁਰጱMs. Mercado
 ̶ݷಸڹ

໊؋಄න 
—3ғ00 ܌3ғ45-5:45 න҅จ๗Բጱනᳵԅӥ ܌ӥࢥจ๗کจ๗Ӟࣁ಄ሿ؋

4ғ30̶ ๅग़מ௳᧗ᅩڋྌ̶॒  

http://www.signupgenius.com/go/10c0b4aaca828a6f49-20171
mailto:Longano@bxscience.edu
http://www.bxscience.edu/apps/news/show_news.jsp?REC_ID=290074&id=30


校内义工机会 

ইຎጱৼํӞᜓᑮ᧞҅ଚӬౄአᬯӻᳵԅ໊؉Ԏૡ҅ݢզᘶᔮ035಄ᳵጱMs. 

Mercadoಸݷձᬀާلېਰጱፊഴާ̶ 

า๗பౄᘏ/ਫԟᦤก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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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ኞਹᳩ᧗ဳ 
ইຎࣁӤޮԫဌํᚆड़ෛኞਹᳩտ҅ݢզັᴅտᦓᄍᐏᇆԧᥴտᦓٖғ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9JNC5j3y9UUUzZrUk5DcUFTMzg 

获奖消息 
（1）布朗士科学高中祝贺我们 32 ֖ 2018 届国家优秀学生奖学金入围的学生。 

（2）演讲和辩论队在耶鲁大学比赛中的成绩，请点击ᬯ᯾。 

（３）西班牙裔学生去年在PSAT考试中获奖名单，请点击ᬯ᯾。 

廄·ߢ༏ጱ“㺔ᒼ” 
 
Sara Harberson（www.SaraHarberson.com）將於10月18日星期三在我們的PA會議上向
布朗士科學高中的家长演講。为了讓您对她事先有所了解，并对座談會上談論的主题有个
概念，請閱讀以下面的访谈： 
 

 

（１）告訴我們有関您的身份背景和您的工作？ 
 

我是新澤西州公立學校优異的畢業生。當我申請上大學時，沒有人指導我，我靠我自己，
去弄清楚事情，但我很想上大學。我是那些真正喜歡上大學的孩子之一。我決定用我的一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9JNC5j3y9UUUzZrUk5DcUFTMzg
http://www.bxscience.edu/apps/news/show_news.jsp?REC_ID=470217&id=1
http://www.bxscience.edu/apps/news/show_news.jsp?REC_ID=470648&id=1
http://www.bxscience.edu/apps/news/show_news.jsp?REC_ID=472268&id=1
http://www.saraharberson.com


生是來幫助其他孩子在大学申请過程中脱颖而出。我在漢密爾頓學院的母校開始了我的職
業生涯，担当参观校园的导游和录取办公室的大四實習生。我花了十年時間拿到賓夕法尼
亞大學本科招生辦公室副主任的职位，同時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研究科獲得研究生碩士
學位。當我在富蘭克林馬歇爾學院任職時，我那時32歲，是学校有史以来最年輕的招生
负责人。我還曾領導了位於費城的私立女子高中Baldwin大學申請輔導办公室。 
 

我希望幫助孩子（像我过去一樣），所以我在2015年創建一個免費網站，名為
AdmissionsRevolution.com。任何人都可以浏览上面的視頻，获得有关申请大学的基本
知识。一年以後，我創建了SaraHarberson.com，為滿足一些家長的要求，以一對一的方
式，幫助他們的孩子申請大學。 
 

我現在的時間分配在做私人大學輔導，為霍芬頓郵報，今日家長和我自己的博客撰寫文章，
並主持每月的Facebook Live（臉書）課程，回答家长们參與申請学校過程中的問題（免
費）。 
 

（２）您將在10月18日在布朗士科學高中的會議上討論什麼内容呢？ 
 

我將會談論目前大學入學的趨勢，特別是精英高校的录取發展趨勢，以及過去幾年的这些
学校的录取政策發生了怎样的變化。我經常寫關於多數招生專業人士不願意討論的話題：
如種族歧視（尤其对于亚裔学生），性別偏見，文化定型觀念以及學生学习的專業如何直
接影響入學機會。我會向來參與這次講座的家長們，分享他們的孩子如何在高中选課以及
入學過程中，提高他們對精英大學的競爭力的具體建議。 
 

（３）谈谈您過去一年中如何做學生的工作。 
 

我的大多數私人客戶是雄心勃勃的，有第一，第二及三代的美國人。父母與我聯繫，因為
他們擔心自己的孩子在入學過程中被沒理由的推到一邊或受到歧視。去年我的一個學生是
第一代美國人。她是科學家的女兒。她對科學有很大的興趣，但她在拉丁文和希臘文有更
突出的成績和更大的熱情。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說服她，她可以以古代語言学的強項为专
业申请入学，然后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在进入大学以后选择科學為主修方向。她最终接受了
我的建議。我又花了更長的時間去說服她的父母，最后得到她父母的許可，得以改變了大
学申請過程。 
 

在寫申請大学的短文時，有関她自己及她的家庭她有个難以置信的故事，她不斷的更改她
的短文草稿，但始终无法把故事的核心呈现出来，因为她的内心无法面对这个故事。她没
有勇气把这段经历与别人分享，这个写作过程中她非常掙扎，最后当她的父母癹現她所寫
的主題，對我非常表示非常憤怒。但我告訴她的父母，她女兒的申請短文將會對她申請大

https://admissionsrevolution.com/


学帶來不一樣的改變，如果她不如此寫，她的論文只是一般的，第一代美国高材生的申請
文章，无法得到重视。最后經過多次的溝通她最终可以在文章中袒露心声，最后成就了一
篇我從未閲讀過最強有力的申请短文。她在達特茅斯大学第一輪的早期決定中被錄取。現
在她是大學新生。我每星期都會接到她父母的電子郵件，問我是否也可以幇助他們朋友的
孩子。他們對我非常感激。我忘不了学生對我的信任，及在申請過程中勇敢的開啓心門。
這份写作是成功申請進入大學的祕訣。 
 

（４）有沒有其他我們應該了解您的？ 
 

我是來自自紐澤西直言快語的猶太女孩。現住在賓州Lancaster城市。我在19歲時在大學
里遇到我先生。我有三个有決斷力及表現力的孩子。Sophie, 11歲，Max7歲，及Dotsie 
Bea 4歲。 
 

我會參加10/18號的會議。同時，大家可上網免費瀏覽：https:www.facebook.com/
saraharberson/videos/473384953007767/ 

免费网上辅导 
Khan Academyԅኞع׀ᩇᗑӤᬀ᧞ᑕ҅᧗ၨᥦᗑᶭhttp://
www.khanacademy.org/ 

家长联络员周报 
http://www.bxscience.edu/parentdocs/NWIP10-2-17CHINESE.pdf 

辅导员办公室周报 
http://www.bxscience.edu/parentdocs/GuidanceWeekly9-25-17.pdf 

辅导员办公室奖学金和校外机会报告 
https://succeed.naviance.com/download.php?
id=d1NYZWJPVm5YS1F2YWU4ajBzYTBNUT09 

http://www.facebook.com/saraharberson/videos/473384953007767/
http://www.facebook.com/saraharberson/videos/473384953007767/
http://www.khanacademy.org/
http://www.khanacademy.org/
http://www.bxscience.edu/parentdocs/NWIP10-2-17CHINESE.pdf
http://www.bxscience.edu/parentdocs/GuidanceWeekly9-25-17.pdf
https://succeed.naviance.com/download.php?id=d1NYZWJPVm5YS1F2YWU4ajBzYTBNUT09
https://succeed.naviance.com/download.php?id=d1NYZWJPVm5YS1F2YWU4ajBzYTBNUT09


布朗士科學高中中國家長微信交流群 
爲了更好地服務說中文的家長，讓大家能更好地參與學校建設，幫助孩子們進入他們理想
中的大學，我們布朗士科學高中家長協會正式開通針對說中文的家長的微信群。目前這個
微信群的群主是黃維民，她是家長協會的义工，願意爲大家服務。她的微信號是
weiminh_yh。 

爲了保證這個群組正常運行，請注意幾點： 
一，您可以邀請有孩子在我校就讀的中國家長加入這個群組，但請不要邀請與我校無關家
長加入。這裏討論的教學資源和信息僅限於布朗士科學高中上學的孩子們使用。 
二，本群組討論的話題僅限於與孩子學習，生活，以及昇學有關的領域，其他有關政治，
宗教，生意的話題就不要占用這個群組的空間和大家的時間。您如果有興趣，可以和其他
家長私下討論這些話題。 

 

http://www.facebook.com/saraharberson/videos/4733849530077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