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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 約 市議員 法 拉 盛 選戰爆出 特殊 高中入學考試立場重大分別
為了前途，華裔家長們都期望子女能夠進入良好的高中。紐約最頂尖的公立高中，
公認為是 Stuyvesant，Bronx Science 和 Brooklyn Tech 等所謂 ”特殊高中”
(Specialized High Schools)。要進入這些高中，只需要考好 SHSAT 就夠，其他因
素，例如種族，公民，家庭財富，背景和關係，體育獎狀，課外活動，甚至聯中學
推薦信或成績都不算。這樣公平簡單的過程，對華裔子女最適當. 只要你肯努力讀
書，你就不虧過比你錢多，勢大，更精通社會內情的旁人。
最近多年，某些紐約市政治家說特殊高中内黑裔和西裔學生不夠多，開始攻擊
SHSAT 考試是種族歧視。他們需求取消 SHSAT 考試，或使用其他標準來”補充”
SHSAT 成績，主要目的是增加黑裔和西裔學生，副作用當然會減少亞裔學生。
因為這 SHSAT 考試對華裔如此重要，紐約同源會 (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Alliance of Greater New York -- CACAGNY) 調查了紐約市議員候選人對 SHSAT 考
試的立場，周內會有報告。今天報導法拉盛選區 候選人的立場。
先說明，這 SHSAT 問題對法拉盛和皇后區是特別重要，因為特殊高中多到 40%學
生都來自皇后區，所以要減少亞裔學生，對皇后區打擊是最大。同時，皇后區高中
也是紐約市最爆擠的。如果 SHSAT 被廢除或被減少重要性，而亞裔學生受排斥，
那些被拒門外的皇后區亞裔學生將無處可歸!

City Council- District 20 – Flushing Queens
Peter Koo (顧雅明 ): 支持 SHSAT
市議員 Peter Koo (顧雅明) 先生有 8 年支持 SHSAT 的紀錄。他在 2014 年的市議會
聽證會上公開表明支持 SHSAT，並在 2017 年 8 月 17 日向新聞界重申了他的同樣立
場。他表示，他打算繼續投票支持 SHSAT。
Alison Tan (譚夕婁 ): 不支持 SHSAT
房產金融專業 Alison Tan (譚夕婁) 女士說，如果由她估計，法拉盛選民要
SHSAT，那她也只能支持。但她同時也表達，像 SHSAT 這種考試不是好主意。鑑
於這種矛盾和有條件的措辭，CACAGNY 得出結論，她本人不支持 SHSAT。
她非常靠近她的政治盟友和導師，在紐約州作了 5 年議員的 Ron Kim。Kim 也代表
法拉盛選民，但他在 2014 年的新聞會上宣布，SHSAT 是錄取學生的壞方式，並宣
布他支持立法消除這考試。可能由他估計中，法拉盛選民不要 SHSAT。

1895 年在舊金山成立之同源會，是美國最古老的民權組織。紐約同源會是本地分會。

City Council- District 20 – Flushing Queens
Peter Koo: Supports the SHSAT
Councilman Peter Koo has a record of supporting the SHSAT for 8 years. He expressed
his public support for the SHSAT at a City Council Hearing in 2014. He reaffirmed his
same position in a statement to the press on August 17, 2017. He stated that he intends to
continue to vote for keeping the SHSAT.
Alison Tan: Does Not Support the SHSAT
Real estate finance professional Ms. Alison Tan said that if, in her assessment, Flushing
voters want the SHSAT, then she would have to support it. But at the same time, she also
said that an exam like the SHSAT is not a good idea. Given such conflicted and
conditional wordings, CACAGNY concludes that she herself does not support the
SHSAT. She is very close to her political ally and mentor, New York State Assemblyman
of 5 years Ron Kim. Kim also represents Flushing voters, but he declared in a press
conference in 2014 that the SHSAT is a bad way to admit students, and declared he
supported legislation to eliminate the exam. Perhaps in his assessment, Flushing voters do
not want the SHSAT.

1895 年在舊金山成立之同源會，是美國最古老的民權組織。紐約同源會是本地分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