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学中介
不会

告诉您的事

乔·M·科隆德 雷切尔·A·温斯顿博士（著）
关凤湾（译）



Joe M. Klunder and Rachel A. Winston, Ph.D.



留学中介
不会

告诉您的事
乔·M·科隆德 雷切尔·A·温斯顿博士（著）

关凤湾（译）



作者：乔·M·科隆德 雷切尔·A·温斯顿博士
封面/书籍设计：米歇尔·C·塔汉

Lizard出版社并未获得任何大学或外部机构赞助，所有数据均来自学校、各州面
向全国及全球发布的信息，但由于学生提交申请日期和学生人口流动等因素，不
同地方公布的信息不尽相同，一些数据可能已经过时。撰写本书期间，作者尽最
大努力从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Open Doors报告、美国国土安全部、教育部、英
国留学生事务委员会、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美国通用资料、大学理事
会、《华尔街日报》、《外交政策》、《新闻周刊》、高校招生杂志、大学/组织
网站和大学代表处获得最有价值的信息。书中介绍说明和信息为根据学生、教职
工采访汇编而得，由于各人观点差异，读者或有不同看法，但我们仍争取使用三
角法，尽可能采纳更多的观点。如果您愿意将个人求学经历、大学等相关信息分
享到本书的新版本中，请将材料发送到以下邮箱：info@mylizard.org
ISBN 978-1-946432-00-1

©版权2016 Lizard出版社版权所有。未经Lizard出版社®书面批准，本出版物的
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或传播，包括但不限于影印、录音、图像采集、或
任何电子、机械等形式的信息存储和检索。
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市欧文中心大道770号800室，92618
Lizard出版社®
www.lizard-publishing.com
美国印刷

Lizard出版社致力于为全球范围的学生、家长、顾问、教育者和利益相关者提
供高价值的教育参考信息、教材和励志刊物。

我们以三个基本原则指导工作：

1.激发求学欲望，点燃成长热情
2.分享前沿思想，点亮知识明灯
3.创造崭新未来，现实照亮梦想

Lizard出版社致力于创作、设计、制作和发行书籍、资料，分享学术、入学申请
和职业方面的信息。我们与致力于改变教育界现状的领英们携手，分享相关的信
息，为学生提供就学、职业方面的建议，为培养21世纪的学生和领导者而努
力。同时，我们也帮助学生出版他们的书籍，将各种各样的想法推广到学院/大学
所在的社区中去。

Lizard出版社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市。Lizard出版社竭诚与书籍作者一
道，编辑、发行和出售电子、印刷图书以及其它报刊及电子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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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许多人讹传、道听途说甚至鼎力举证大学招生是绝对公平的，但作者对此持
有异议，甚至在本书中直接驳斥该观点。尽管多数高校招生负责人道德高尚、兢兢
业业，坚持公平招生，恪守职业道德，但是整体来看，招生负责人的队伍中，仍有
人采取一系列不当的招生手段和不公平的优先录取办法。学生和家长叫嚣将采取一
切办法、不惜重金获得大学录取，留学中介收取高校佣金，为高校介绍学生，家长
花钱让留学中介推荐孩子到高校去，种种现象都引发了人们对高校招生不道德行为
的深深的忧虑。正是这样的环境，为高校招生各环节中招生“专业人士”的欺诈和
不道德行为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路透社和其他主流新闻媒体在2016年揭露高校招生存在考试作弊行为，留学
中介贿赂招生负责人获得优先录取名额，从而将尤其发生在中国的普遍的招生腐败
问题公之于众。美国大学理事会和ACT等机构组织在中国进行的入学考试多数不
达标。这些事件的发生让数百名学生丧失大学录取的机会，轻者也得重新参加考
试。一旦被发现曾在考试或任何招生环节中作弊，即便是在读学生，也将有可能
遭到学校处分或开除。

留学中介和缺乏职业道德的“顾问”往往进行具有误导性的宣传。他们声称
能“担保”帮学生获得大学录取，从而说服无数学生支付超过五万美元的中介费
用。同时，这些留学中介收取了高校的佣金，帮高校介绍学生。一些留学中介蛊惑
家长，抓住家长渴望孩子被大学录取的心理，牟取他们的钱财。虽然家长与留学
中介签的合同是一口价的，但往往最后要支付的比这个价格要高出很多，并且留
学中介常常无法兑现承诺。同时，中国也有一些但并不是所有来自营利性教育机
构的“顾问”涉嫌违反法律、道德，遭到西方国家唾弃。事实上，许多招生负责人
想与留学中介撇清关系。



我们将在下文揭示留学中介的内幕，说明学生和家长在签合同前应注意的事
项。本书内容通俗易懂，有助读者快速掌握信息，为学生、家长、留学顾问和高校
招生负责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助其认识国际大学录取的现状。对于正在物色留
学中介的家长，本书将教您如何更好地做出选择，辨识被卷入不道德事件的危险。

一些专业人士对西方教育有一致的看法，但这些观点往往被留学中介有意无意
地忽略掉，因此本书将对他们的这些观点进行阐述。我们并不是在贬低所有留学中
介，有些中介讲求诚信，为客户着想。但是，由于高校招生丑闻频发、考试成绩
屡遭取消，学生因作弊被逐出校园等种种现象，我们决定撰写本书，让读者对美
国高校招生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还将添加新的调查数据，从而扩充本书的内容。

我们希望学生和家长在阅读本书后，可以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选择。本书将深
入探讨留学中介、道德和各环节间的联系。因此，这本书旨在引导探讨重金换“大
学席位”，甚至是学生违规、违反学术诚信遭学校开除的问题。

本书的言论可能过于偏激，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大家能对这个复杂、不
透明的招生过程有批判性的思考，展开讨论以及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这些技能也正
是西方传统通识教育的精髓。

如有疑问，请联系以下作者：

乔·M·科隆德 joe.m.klunder@gmail.com
或

雷切尔·A·温斯顿博士 drwinston@mylizard.org

如您对本书翻译有任何疑问，请联系译者关凤湾：153328679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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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切尔·A·温斯顿 (Rachel A. Winston)
博士是一名教授兼研究员和分析师，她出版和
发表了许多关于教育的书籍和文章，其作品涵
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作为一名科学家、数学
家和领导力研究专家，雷切尔一直担任大学咨
询、数学和工程学科的教授工作，同时，她还
是一位深受信赖的全球大学招生顾问。她拥有
超过三十年的高等教育经验，曾在多所美国著
名大学任教，并在十几个院校做过研究，这些
院校包括：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乔治·华盛顿大
学和中国研究生院。作为一位数学家，雷切尔
于英国布莱切利公园（英国破译密码中心）赢
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密码破译者奖。

温斯顿博士孩童时期曾在欧洲和华盛顿生活，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去过一百多
个国家旅行，她丰富的经验，使她成为该领域杰出的跨文化顾问之一。她在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大学顾问课程，培养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顾问。

温斯顿博士十三岁就上大学，并获得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授予的“全国年度高
中毕业生”称号。大学期间，她获得了许多本科和研究生学位。她拥有德克萨斯大
学奥斯汀分校的博士学位和许多硕士学位，其中包括她最近获得的乔治华盛顿大学
的理科硕士学位。

在南加利福尼亚社区，她曾就职于“未来领袖”纽波特比奇商会董事会与加利
福尼亚社区大学教师协会，同时，她还曾是科斯塔梅萨商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她担
任过美国数学协会区域协调员。在来加利福尼亚之前，她还在美国国会山、白宫和
美国劳工部工作过。她获得了2012麦克法兰文学成就奖，并在超过一百个地方性
和全国性会议发表过演讲。温斯顿博士在80年代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数学书，并一
直致力于激励学生去实现他们的大学和职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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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M·科隆德(Joe M. Klunder)在韩国、沙
特阿拉伯、土耳其、利比亚和中国生活过，也在这
些国家当过教师。本书反映了他渴望更多地认识世
界和各民族人民的愿望。乔始终坚信，教育能够使
人们从世界各地走到一起，在自由的氛围中各抒己
见。

科隆德在2010年获得了布朗大学的历史学士
学位，他有超过五年的教学经验，他给超过500名
学生教授过英语、历史、心理学课程，并为数十
名从事国际研究的学生提供过指导。过去两年，他
在中国的公立和私立学校担任教职和大学招生顾
问。

 科隆德已经启动了五个社区服务项目，通过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教育服务
和网络转介来改变社会。他创建的免费网站basicedhelp.org为英语、西班牙
语、法语、阿拉伯语和汉语基础教育提供服务和转介。他还对三个个人网站进行
维护：joeklunder.com网站展示他的职业和教育生涯信息，joeklunder.net网站
记录了他周游世界时的思考，joeklunder.org网站发布有关他的国际慈善事业信
息。

无论乔走到哪里，他都遇到过非常优秀的人。他遇到的最激励人心的一个人
是他以前的学生和朋友卡尔·安(Carl Ahn)。卡尔·安是韩国人，他游历了100多
个国家，也在很多国家生活过。乔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充满热情，拥有健康的生活
方式，与人为善，追求最充实的生活，就像卡尔·安一样。

乔目前在蜥蜴教育学院咨询中心担任国际项目联络员，负责中国的演讲预约
以及招生咨询工作。他特别热衷于与世界各大知名或不知名的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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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中介及全球大学录取概况
或许有人曾告诉您通过特殊引荐、特别许可、联系人或者捐钱给学校就

能申请到好的大学。又或者您也遇到一些留学中介，他们向您保证能轻松地帮
您申请到好大学。您身边可能有一些人，他们通过一些声称有“特殊资源”通
过申请的留学中介，成功申请到哈佛、斯坦佛、耶鲁、普林斯顿、剑桥、牛津
等著名大学，这些中介还承诺他们有独一无二的申请办法。又可能有中介会告
诉您，给学校捐钱，可以增加孩子被录取的机会。

《高校招生杂志》2011年发布的一份“留学中介协助申请及自主申请对
比：本科阶段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经历”报告中指出，60%的中国留学生通过
留学中介申请就读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由于担心没有留学中介协助申请学校会
被拒、未来就业受限，大量中国留学选择聘请留学中介。人们越来越多地担心
遭大学拒绝，认为只有找留学中介，付上几万美元中介费，他们才能有机会被
美国、英国等全球范围内的大学录取。

 留学中介改变了大学申请的现状，催生了巨大的业务。他们鼓吹自身通过
走后门，成功申请许多全球一流学府，并从中获得巨额收益。但必须要弄明白
的是，申请到的学校是否符合学生的最大利益？一些留学中介确实成功帮学生
申请到学校，但这些学校很少是一流的大学。通过率高的大学随处可见，因而
聘请留学中介或自主申请，申请的通过率都很高。

即便如此，留学顾问还是能给您提供额外的信息，告诉您大学可以提供什
么，他们技术娴熟，对获得申请流程、提交截止日、考试攻略以及寻找学生喜
爱的课程等申请信息了然于胸，包括帮助学生参加夏令营、学术研究、实习和
科学比赛等。有些顾问甚至可以帮助进行有价值的职业、兴趣和性格测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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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最重要的是帮孩子找到一所学校，能让孩子获得最好的经历、更好地
融入学校的学术氛围中、学到有价值的技能并为他或她未来的理想职业做
准备。

留学顾问能给您提供重要的信息。但是，要辨识谁以学生利益为主，而谁
却又在利用学生和家长，这点十分重要。因此，问题不在于帮助学生研究和了
解申请流程的留学顾问，而在于：(1)留学中介收取了学生和大学的钱，帮助获
得大学录取，但这些学府未必就适合学生(2)这些背后隐藏着腐败、欺诈和其它
不道德的行为。

以下几点告诉您为什么要谨慎。

您要警惕的十大原因!
1. 承诺，再承诺 - 许多留学中介经常做出承诺，却无法提供符合您

期望的结果。请清楚知道自己期望的结果是什么，弄懂合同上难

懂的条款。

2. 高额费用 ≠ 一流大学录取 - 留学中介收取费用，做担保，但这

不等于会成功申请到“合适”的学府。一些人认为，收取的费用越

高，留学中介提供的服务也就越好。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3. 您不能违约 - 留学中介服务费往往比一开始见面时谈的价格或网

站上放出来的价格高出许多。最大的问题是，一旦您签署了合
同，您就被他们的项目所捆绑。如果他们提供额外的服务，您就

必须支付更多的费用。很多时候即使他们还没提供服务，您也无

法退出合同。

4. 资源和后门 - 一些大学贿赂留学中介，让留学中介给他们介绍学

生。路透社最近报道系列新闻，揭露了一些公司如何买通招生负
责人的欺诈行为。如果您不觉得这是个问题，那您也就不能体会
到西方国家是多么重视这个问题。一旦被发现，学校会勒令学生
退学。考虑到避免以偏概全，本书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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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留学中介不道德的申请手段 - 欺诈、撒谎、抄袭、剽窃只是一

些留学中介在申请过程中用到的部分不正当手段。

6. 普遍的GAC/ACT作弊行为 - 大范围的考试作弊已然成为越来

越严重的问题，招生负责人也为此感到担忧。例如，2016年秋
季全球评估证书课程和ACT考试（考试注册费用、备考、机票
和酒店住宿花费达1万美元）就普遍存在作弊现象，许多考生
成绩被取消，被美国大学拒绝，要求其在晚些时候再参加考
试。

7. SAT考试成绩被取消 - 2015年，SAT成绩被取消，中国和澳门

的45家考试中心的部分优异的考试成绩随后也被取消。2016年
秋季由于不符合要求，ACT考试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8. 不可信赖 - 中国的家长认为在选择留学中介时，中介或顾问

的声誉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你要问自己“我信任这个人吗？其
他人通过这家留学中介申请学校后，还信任他或她吗？”当您
咨询成功申请的学生姓名作参考时，他们是否只给您提供几个
申请到一流大学的学生名字？都咨询他人，弄清楚这些问
题。学生和家长们紧密联系，搭建网络，咨询他们的朋友。

9. 欺诈 - 考试预备中心一般和留学中介没多大区别，因为他们多

数都是抱团合作的。他们招揽学生进来备考，然后鼓吹能“保
证”录取，怂恿学生聘请他们申请学校。这些中心可能会给考生
进行难度较大的测试，让学生觉得自身需要帮助，再承诺能帮
助考生获得优异的成绩，而后在考试培训结束后，给考生进行
简单的测试，让考生相信这些中心的培训效果很好。

10. 整个申请过程造假 - 找代笔写论文、抄袭他人的文章、捏造子

虚乌有的活动经历、夸大事实，使材料“符合要求”，这些仅
仅是部分捏造手段。美国的大学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一旦发
现，会勒令学生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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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一些迹象表明，选择到海外就读高中和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增长速度
放慢，但到海外留学的学生人数仍在大幅上升。中国教育部表示，2015年中
国有523700名学生选择到海外就读高等教育机构。其中，约8%的学生由政
府或雇主资助，其他学生则为自费留学。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毕业后选择回
国，这些学生被称为“海归”。

 申请中国大学与申请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大学的程序差异很
大。中国的学生在高中阶段结束时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一般在6月举行、为期四
天的高考。考试涉及多个科目，这些学生紧张备考，最后通过一次考试来决定
他们未来所上的大学。获得优异成绩的学生能被中国的名牌大学录取。几十年
前，到美国上大学的学生很少，而且那些学生都是特定领域的学者。但现
在，到美国和英国上大学变得更加普遍，竞争也更大。

 这其中有种种原因，但主要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由于资助模式存在
问题，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预算收紧。公款支出的削减改变了教育行业的现
状，尤其影响到一些国立学院和大学。高校需要寻找新的资源，录取愿意支付
全额学费的学生，从而填补预算缺口。而留学生就符合这个要求。并且，成功
招到学生可获得招生奖金，这也有利于教育机构的发展。

 国际教育研究所表示，2015-2016学年美国新增1043839名留学生，其
中31.5%来自中国。高等教育学生总人数中，就读美国高等院校的留学生人数
占到5.2%。同样，英国的留学生事务委员会报告称，英国留学生总数
达436585，占到大学生总人数的19%。过去十年，每年从中国到美国留学的
学生人数在稳步增长。来自英国的数据也显示，2015年中国留学生人数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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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上升，其中2014-2015学年有20.5%学生来自中国。

 美国国土安全局在《外交政策》中发布的数据中，通过统计2014-2015学
年学生签证人数，对学校招生人数排名如下：

美国常春藤大学录取中国学生人数排名顺序

 1. 哥伦比亚大学 - 纽约州纽约市

 2. 康奈尔大学 - 纽约伊萨卡市

 3. 宾夕法尼亚大学 -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4. 哈佛大学 - 马赛诸塞州剑桥市

 5. 耶鲁大学 -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

 6. 布朗大学 - 罗得岛普罗维登斯市

 7. 普林斯顿大学 - 纽约州普林斯顿市

 8. 达特茅斯学院 - 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市

美国学院和大学录取中国学生人数排名顺序

1.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IUC）- 伊利诺伊州香槟市 
2. 南加州大学  -  加州洛杉矶市

3. 普渡大学 - 印第安纳州西拉斐特市

4. 东北大学 -  马塞诸塞州波士顿市

5. 哥伦比亚大学 - 纽约州纽约市

6. 密歇根州立大学 - 密歇根州东蓝辛市

7. 俄亥俄州立大学 -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 
8.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 加州洛杉矶市 
9. 印地安那大学伯明顿分校 -  印地安那州伯明顿市

10.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加州伯克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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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纽约大学 - 纽约州纽约市

12.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  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

13.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 -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

14.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 华盛顿州西雅图市

15.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 亚利桑那州坦佩市

16. 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 -  密歇根州安阿伯市

17. 波士顿大学 - 马塞诸塞州波士顿市

18. 芝加哥伊利诺理工大学 - 伊利诺州芝加哥

19. 罗特格斯州立大学 - 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市

20. 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 - 德克萨斯州理查森市

21.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 威斯康星州麦迪逊

22.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 加州拉由拉市

23. 卡耐基梅隆大学 - 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24. 纽约州立大学 -  纽约州石溪市

25. 锡拉丘兹大学 - 纽约州锡拉丘兹市

 实际上，中国高中生和大学生所带来的资金，大大地影响了学校所在的
美国城市，为美国的大学和周边地区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根据美国商务部统
计，2015年留学生为美国带来超过300亿美元经济收入。

消除招生负责人的顾虑 

 招生负责人在全美大学招生咨询协会（NACAC）会议上表示对留学中介
的做法表示十分担忧，强烈建议大学放弃这一做法。为解决许多高校仍聘用
留学中介的问题，已设立特别委员会。他们推荐设立激励式薪酬机制奖励留学
生招生工作，应对之前的禁令进行解除，但同时也指出，这种做法并不值得倡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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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AIRC）等组织可为全球范围的留学中介提供认
证，促进留学中介提高职业素养，维护学生和家长的利益。美国国际招生委员
会在90多个国家有270个机构成员和80家认证机构。此外，世界教育商业协
会（WEBA）这类在世界各地召开的专业会议，有助提高行业内部人员的职素
养，让留学中介、机构、留学顾问有机会见面、分享各自的项目。

 北京留学服务协会（BOSSA）已制定专业标准和程序，用于检验中国学生
提交的材料，同时设立被称为中国留学中介课程（CEAC）的培训课程。到目
前为止，大约有220家留学中介获得正式认证。中国留学产业不断发展，对留
学中介进行认证的需求也随之上升。CEAC设立于2015年1月，在其设立的第
一年，第一批参加培训并通过考核的留学中介获得了其授予的证书。CEAC获
得了BOSSA和中国人力资源部的认可。

 尽管仍面临许多问题，NACAC认证和留学中介认证也算是教育咨询行业
获得的一大进展。
 

图片来源:米歇尔·c·塔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