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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傳譯服務

● Welcome, Vikings & Families! Tonight’s presentation will 
be interpreted in Spanish and Cantonese. 

● ¡Bienvenidos, Vikingos/as y familias! La presentación 
de esta noche se interpretará en español y cantonés.

● 歡迎,維京人同家庭! 今晚嘅演講將用西班牙語

同粵語進行解讀。幻燈片的中文翻譯。 

請從下面選項中選擇“傳譯”按鍵。

https://www.smuhsd.org/cms/lib/CA02206192/Centricity/Domain/660/2021%20Chinese%20College%20Planning%20Night.pdf


網絡研討會細則

● 此演講製作正在錄製中，並將發佈到我們的

Mills諮詢網站。

● 有問題嗎？ 請點擊屏幕底部工具欄上的問

答選項。

● 所有出席者都被靜音。



在網上查找此演講文稿

此演講文稿包含有用的直接鏈接網址。如若要在網上翻看有

關內容請...
● 瀏覽 smuhsd.org/millshigh  
● 輔導 → 學業與學校輔導

● 在左側功能表上，點擊 家長之夜簡報 →
11年級大學規劃之夜

https://www.smuhsd.org/mills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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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reveal large amounts of 
data, so remember: use an image 
instead of a long text. Your 
audience will appreciate it

學校輔導員

A-F: Rachel Mack

G-Lim: Jayde Nieve

Lin-Pi: Kalani Vasquez

Po-Z: Jon Fong

 

大學、職業和經濟援助顧問： Sandy Murtagh
副校長： Jose Gomez
教職員助理：  Andrea Crowley
學生資料分析師 (成績單)： Karl Steinbrecher
CTE職業協調員：  Nina Woolsey



關於大學入學
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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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n’s mass compared to Earth’s

Jupiter's rotation period

哪些方面會對Mills的學生帶
來壓力？

「考上好大學的壓力」



大學很難考入，只有最
優秀的學生才能考上。

誤區 1



美國所有四年制大學的平均錄取率
為 65%。

真實情況



學校排名反映學校的品質。

誤區 2



「大學排名系統所採取的方法，遠不如吸塵機
消費者報告那麼全面和科學。」

- Jeffrey Brenzel, 耶魯大學招生部主任

真實情況





不，我才是

最棒的！

最好的就
在這裡！

我最棒！

真實情況
● 大學排名通常基於大學的聲譽和錄取率

（入學難度）。

● 錄取率並不等於品質

● 一項研究顯示，錄取率低的大學在課堂

教學品質上可能略微更糟，因為有時他

們強調科研而不是本科教育



考上精英大學的人在大學畢業
後會得到更好的工作。

誤區 3



在一項針對商界領袖的全國調查中，85% 的人將領域相
關知識列為最重要的招聘標準。

不到 9% 的受認為訪者在哪兒就讀大學視為重要標準

真實情況



你上哪所大學對你未來的成
功和幸福有很大的影響。

誤區 4



一項針對 30,000 多名畢業生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
顯示：「無論就讀的是公立大學或私立大學，高淘汰率
大學或者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的前100名大學，大學畢
業生的工作敬業度和幸福感都沒有差異。」

蓋洛普和普渡大學 2014 年報告

真實情況



那麼有什麼助於更好的長期結果
呢？

1. 降低學生債務

2. 大學時光的性質和質量

3. 有關主要學科的前景



挑戰成功



● 大約有 200 所大學被認定為「名牌
大學」。請搜尋其他2,000所大學！

合適比大学「排名」重
要！

最合適的大學可能是你從
未聽說過的

● 放鬆，深呼吸，並提醒自己有多種成
功途徑！



推薦閱讀

* 注：關於大學的幻燈片的引用和研究是從布魯尼 Bruni 的書（2015 年出版）
中藉來的。



列出想投考
的大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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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晚將使用的術語...
1. UC: 加州大學 (e.g. UC Davis, UC Santa Cruz)

2. CSU: 加州州立大學 (e.g. San Francisco State, Long Beach State)

3. SAT/ACT: 四年制大學要求的標準化考試

4. A-G Courses:  學生必須完成的各個學科領域的課程（ 
C- 或更好）才有資格申請 加州大學或加州州立大學



列出想投考的大學名單

首先，考慮您希望從事的專業学科或職業

1. 尚未這樣做的11年級生應該參加 Naviance 
分析器有關個人職業興趣

2. 鼓勵家長和學生一起審查成績



列出想投考的大學名單

了解您的 4 年大學選擇

● 加州公立大學

○ 加州大學 (UC)
○ 加州州立大學 (CSU)

● 私立大學

● 外州公立大學



比較加州州立大學的和加州大學的

加州州立大學 (CSU) 加州大學 (UC)

23所校園 9 所校園

重視專業培訓和工作準備 強調研究生學習的研究和為更高級的
學術研究做準備

課程內容更加實用和技能化 課程內容更具理論性和分析性

學費和其他費用  ~$7,000 學費和其他費用  ~$14,500

入學錄取比較容易 入學錄取比較繁複



私立大學

● 超過 1,800 所私立大學 
● 大多數提供小班授課和個人化關注

● 公佈的學費較高，但許多提供慷慨的經

濟援助（基於需求和基於績效的獎學金）

● 入學的競爭有時不比公立大學困難



加州大學和加州州立
大學的學位已滿額

主修學科受到「影響」和更難入讀

更多學生申請 Western 
Undergraduate Exchange 
(WUE)

向加州學生提供減免學費的外州公立大學

02

01

外州公立大學

WUE Savings List

https://www.wiche.edu/tuition-savings/wue/wue-savings-finder/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華盛頓州立大學

● 沒有受影響的主修学科（包括護理、工程等）的頂級研究型大學

Colorado Mesa University 科羅拉多梅薩大學

● 許多人支付的費用低於加州
● 沒有受影響的主修學科
● 78% 錄取率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新墨西哥州大學 

● 旗艦公立研究型大學
● 學費低至 $10,000
● 四年內畢業的大四學生最後一學期學費減免

WESTERN UNDERGRADUATE EXCHANGE 例子 

https://www.wiche.edu/tuition-savings/wue/wue-savings-finder/school-details/?schoolID=0011H00001Q1eLBQAZ
https://www.wiche.edu/tuition-savings/wue/wue-savings-finder/school-details/?schoolID=0011H00001Q1eJQQAZ
https://www.wiche.edu/tuition-savings/wue/wue-savings-finder/school-details/?schoolID=0011H00001Q1eKTQAZ


郊外

海灘

大城市
什麼是合適的?!



大學研究

Naviance 超级匹配大學搜尋 

https://student.naviance.com/mills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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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校園參觀

NACAC 
大學博覽會

登記網站
Registration Site

大學招生代表

他們會來
Mills!

校園參觀

03 0402

大學研究

https://www.nacacfairs.org/attend/attend-virtual-college-fairs/


範圍

根據您的綜合資料，
錄取率較低的學校

目標

根據您的綜合資料可
能會接受您的學校

較高的可能性

根據您的綜合資料，最
有可能接受您的學校

創建一份大學清單！



我怎麼知道？ 如果一
所大學是一個範圍，
目標還是范圍？

Naviance 
散點圖



社區大學提供

● 2年制轉學計劃到加州大學或加州州立大學和一些本地私立大學
●  2年副學士學位/職業培訓

○ 提供超過 50 個證書和副學士學位，包括藝術、廣播、計算機、景觀美
化、美容、汽車和消防技術

3個優點:

● 降低學費和生活費用（節省 $$！）
● 轉學至加州大學或加州州立大學的第一優先權（查看轉學保證計劃）
● 證書/副學士學位使學生能夠更快地進入勞動力市場

社區大學



加州大學和加州州立
大學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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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畢業生和大學要求
科目 高中年資 大學/A-G 要求*

A. 社會科學 3.5 年 2 年
B. 英語 4 年 4 年
C. 數學 3 年 3 年 (建議4年)

D. 實驗室科學 2 年 2 年 (建議3年)
E. 世界語言 1 年 2 年 (建議3年)
F. 視覺/表演藝術（VAPA) 1 年 1 年
職業技術教育 (CTE) 1 年 沒有任何

體育 2 年 沒有任何

G. 選修課** 4 年 1 年
總計 220 學分 15年的課程

**選修學分可以是超出最低科目要求的任何課程



加州大學根據 10 年級和 
11 年級 A-G 課程的成績
去計算學生的平均學分

有關加州大學入學申請

加州大學使用“綜合

審查”流程，考慮課程

嚴謹性、課外活動、

個人陳述等因素。

請瀏覽加州大

學招生網站去

了解更多詳情



加州大學的個人見解問題

加州大學的申請包含 4 個個人見解問題

a. 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問題，用 350 字或

更少的字數講述您的故事

b. 查看加州大學招生網站上的新生申請者寫

作指南



在 10 年級和 11 年級 A-G 課
程中平均學分為 2.50 或更

高的學生符合最低入學資

格

➔ 平均學分達到  2.50 或更高的Mills 
學生可能會被  SF State、Cal 
State East Bay 和其他招收符合

最低標準的學生的加州州立大

學錄取

加州州立大學的入學申請

平均學分為 2.00 至 2.49 的學生
可以根據補充因素進行評估，
例如：額外的 A-G 課程、課外活
動和家庭收入

每個加州州立大學校區都將傳
達其獨特的標準：請瀏覽 CSU 
Multiple Factors

受到“影響”的校園和項目

可能會對申請人使用更

高平均学分的門檻

“受影響”：當合格的申請

人多於学位

請瀏覽Cal State Apply 網
站了解詳情

https://www.calstate.edu/attend/counselor-resources/Documents/2021%20-%202022%20CSU%20Campus%20Admission%20Factors%20Summary.pdf
https://www.calstate.edu/attend/counselor-resources/Documents/2021%20-%202022%20CSU%20Campus%20Admission%20Factors%20Summary.pdf
https://www2.calstate.edu/apply/freshman/Pages/first-time-freshman-guidance.aspx


ACT & SAT 考試政策

加州大學和加州州立大學的系統將在 2022 年和 
2023 年招生週期進行盲測。

沒有加州大學和加州州立大學校園可以要求 SAT 
或 ACT。



加州大學和加
州州立大學不
需要推薦信！



calstate.edu/apply admissions.universityof
california.edu

加州州立
大學

加州大學

大學申請網站

截止日期 11月30日 截止日期 11月30日



私立大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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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學申請的要求比較

* 外州公立大學的申請要求各不相同。

網上申請 FAFSA 
經濟援助

ACT or 
SAT 分數

個人陳述 推薦信 官方記錄

社區大學的 X X

加州州立大學的 X X 不適用

加州大學的 X X 不適用 X

私立大學的 X X
大多數測

試 -
可選

X X X



私立大學申請程序

1. 大多數私立大學使用Common App - 一份申請表可同時

發送到多所大學

2. 學生必須將他們的 Naviance 帳戶與 Common App 關聯，

以便輔導員提交成績單和推薦信



SAT & ACT



選擇性測驗 盲測

SAT/ACT 將不是必需

的，如果已考了將不

會被考慮。

SAT/ACT 將不是必需

的，但若已考將會被

考慮。 

選擇性測驗 對比 盲測

學生應該檢查他們申請的每所大學的申請要求！



今年秋季哪些大學有選擇性測驗？

請參閱 Fairtest.org 以獲取 
2023 年秋季有選擇性測驗

可選的大學最新列表

*學生應繼續直接查看大學學院的網站



大學會取用最好的分數的

「我已經考了 SAT/ACT，但我想提
高我的分數。 如果我第二次的考
分低怎麼辦?」



請電郵smurtagh@smuhsd.org 去
聯繫 Murtagh 女士（大學、職

業和經濟援助顧問）去申請費

用減免

「如果我負擔不起 SAT/ACT的
考試費用怎麼辦?」



準備 SAT/ACT
免費的官方 SAT 考試準備 - 
khanacademy.org/sat 

ACT 學院備考 - 
免費! academy.act.org 

https://www.khanacademy.org/sat
https://academy.act.org/


考試 考試日期 截止日期

1 ACT 四月二日 二月二十五日 

2 SAT 三月十二日 三月一日 (遲登記)

3 SAT 六月四日 五月五日

4 ACT 六月十一日 五月六日 

即將到來的考試日期和截止日期



SAT/ACT 成績
報告

個人陳述/
補充論文

推薦信 成績單

01

03

02

04

私立大學申請流程



COMMON APP 作文提示

1. Common App 提供 7 個論文提示供您選擇（包括您選擇

的主題）

2. 今年秋季的作文提示已發佈在 Common App 的網站上

3. 建議：今年夏天開始寫論文！



大多數私立大學需要
1到2位老師的推薦



提早於秋季學期
請教老師！



提前30天申請 完整的推薦信調查

推薦信：這才是正確的方法



有些大學還需要輔導員的推薦信 - 請瀏覽招生

網站！

a. 在秋季學期聯繫輔導員去安排推薦信會議

b. 建議：家長意見表！

家長有機會與輔導員分享學生的學

科強項



成績單

1. 學生將使用 Naviance 申請給大學的正式成績單。正式與非

正式的成績單是經由我們的學生資料分析師 Karl 
Steinbrecher 先生去處理（不是輔導員！）

2. 加州大學和加州州立大學在申請時並不需要提交正式的成

績單



想在大學裡從事運動嗎？ ...

1. 立即在 NCAA 審核中心登記，網址為 www.eligibilitycenter.org 
2. 考慮參加 SAT 或 ACT，並將 NCAA 審核中心（代碼“9999”）作為納入成績接收方

3. 如果您需要補課，請在今年夏天補課！

  十二年級：

1. 將正式成績單發送到 NCAA 審核中心

 
如果您希望參加大學運動，請告訴您的輔導師！ ！

●

學生運動員

http://www.eligibilitycenter.org


建議参考的大學申請時間表

四月到六月 ❏ 開始查詢有關大學和獎學金！
❏ 第一次報考ACT或SAT（若想報考）

夏季 ❏ 做點充實的事！
❏ 開始寫申請論文
❏ 如果想報考，請開始為  ACT或SAT 做準備

九月 ❏ 確定大學名單
❏ 要求推薦信

十月 ❏ 提交 FAFSA 經濟援助申請

十一月 ❏ 加州大學和加州州立大學申請截止日期  (十一月三十日 )

十二月 ❏ 最後報考ACT或SAT的機會
❏ 提交 CSS Profile 經濟援助申請（僅限私立大學）



將在秋季舉行 ...

高年級大專資訊
之夜



支付大學學費

05



Per Year Estimated College Cost社區大學 加州州立大學 加州大學 私立/獨立

註冊費和學費 ~$1,600 ~$7,000 ~$14,000 $30,000 to 
$55,000

書籍和用品 $1,900 $1,900 $1,900 $1,900

食宿 $5,000 - 
$12,500

$9,500 - 
$16,000

(校園住宿)

$12,500 - 
$16,000 

(校園内)

$9,500 
-$16,000
(校園内)

交通費 $1,500 $1,500 $1,500 $1,500

個人支出 $1,500 $1,500 $1,500 $1,500

合計
(標價)

$11,500 
-$19,000

$21,400- 
$27,900

$29,000- 
$36,000

$45,000- 
$75,000

估計每年費用 
(2021-2022)



經濟助學金

1. 助學金是援助上大學的錢

a. 助學金和獎學金

i. 基於需求：由家庭收入決定

ii. 擇優錄取：由學生的成績決定（例如 平均學分、

社區服務等）

b. 自助

i. 貸款

ii. 工作學習



如何申請經濟援助

1. 要獲得經濟援助（包括優秀獎學金）的資格，父母必須完成 
FAFSA（聯邦學生援助免費申請）

a. fsaid.ed.gov  - 家長和學生均要登記聯邦學生援助 ID (FSA ID)

b. studentaid.gov - 從十月一日開始申請者須使用2021年所得
稅的資料

2. 除了FAFSA，很多私立大學還需要CSS PROFILE助學金申請
a. 記得複查每所大學的經濟援助網站的要求和截止日期

http://fsaid.ed.gov
http://studentaid.gov


獎學金
● 獎學金 = 免費 $$
● 在美國，估計每年有 460 億美元用於獎學金

● 歡迎學生來申請！獎學金可以基於經濟需要和/或優質學分來決定

獎學金資源：

● Mills website: 地方和國家獎學金列表

● www.fastweb.com

● www.unigo.com（也是很詳盡的大學搜索工具）

● 智能手機應用程序，如 Scholly

https://www.smuhsd.org/Page/1977
http://www.fastweb.com
http://www.unigo.com


費用減免

1.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以要求免費或減低以下費用：

a. ACT/SAT 登記

b. 大學申請費

c. 要求成績單

d. NCAA 登記 (給學生運動員)
e. CSS Profile

2. 在登記期間不妨申請免費或減價午餐，看看您是否符合條

件

3. 欲了解更多詳情，請諮詢 Murtagh 女士或您的學校輔導員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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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秋季大學研討會

1. 高年級課室講解有關申請的流程（於九月中旬）

2. 高年級大專資訊之夜

3. 大學代表到訪（在 Naviance 上登記）

4. 秋季大學研討會系列

a. Common App, 加州大學和加州州立大學申請表工作坊

b. 個人推薦工作坊

c. 申請表援助工作坊 … 以及更多!
5. 大學現金經濟援助工作坊

我們隨時

樂於提供

幫助！



我們還為此流程提供哪些支援?

Mills 輔導員：

1. 就大學列表提供建議（學生可以通過我們的輔導諮

詢網站安排預約）

2. 回答有關申請和助學金的問題

3. 提交私立大學申請之有關材料（例如成績單、推薦

信）

4. 輔導員推薦信



我們還為此流程提供哪些支持?

Murtagh 女士（大學與職業顧問）

1. 安排大學代表到訪

2. 安排大學申請工作坊

3. 協調獎學金機會

4. 協助解決大學申請和助學金問題



附加資源

1. Mills 輔導電子報 
2. 提醒訊息（僅限學生）

3. 電郵提醒（學生— 請開始定期檢查電子郵件！）

4. PTO家長老師聯會通訊：與輔導員的聯繫

5. Naviance & Mills 輔導網站

https://www.smore.com/u/rachelmack2
https://www.smuhsd.org/domain/128


@millscounseling
請在 Instagram 上關注我們！



最新的Crash Course系列於
YouTube頻道上查看有關如何揀選
或申請大學

gostudyhall.com/how-to-college/

如何申請上大學

https://gostudyhall.com/how-to-college/


附加資源

1. 我們將會向所有十一年級的學生和家長發送一

封電子郵件，其中包含以下鏈接：

a. 有關此演講

b. 十一年級生暑期需要做的事項

c. 獎學金清單



家長如何支持子女？

1. 與您的學生討論支付大學的費用

2. 與您的學生合作制定全面的大學名單

3. 到不同的校園一起參觀

4. 幫助查詢有關獎學金的機會

5. 填妥有關家長意見表格以便提交給輔導員推薦信



與加州大學招生和顧問
的問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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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Timothy Ford先生，位於Merced的加州大學的招生顧
問！



● 有問題嗎？請點擊屏幕底部工具欄上的問

答。 

● 所有出席者都會被靜音

問題



感謝！

在我們的學校輔導網站上
可以找到此演講文稿

請在 Instagram 上關注我們
@MillsCounse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