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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多伦多大学来说， 无论是在加拿
大, 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哥伦比亚国
际学院是我们在全球的最大生源。 他
们不是之一, 而是唯一。 所以说, 哥伦
比亚国际学院在多伦多大学的影响力
巨大, 我们以此为傲。”

“ 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来到哥伦比
亚国际学院学习。根据我们掌握的大量
资料显示，事实的确如此- 这是一所出类
拔萃的学校。 哥伦比亚国际学院是滑铁
卢大学在全球范围内的最大生源之一, 
不单指国际学生,而是指所有学生的最大
生源。 ”

“ 自1996年年始，麦克马斯特大学已与
哥伦比亚国际学院紧密合作，缔结汉密
尔顿教育联盟，并为哥伦比亚毕业生特
设年度奖学金。
2009年，我们进一步加强合作，为所有
达到麦克马斯特大学录取要求的哥伦比
亚毕业生提供录取保障。”

Ken Withers
多伦多大学入学部总监

麦克马斯特大学

Melissa Pool
麦克马斯特大学教务长

Andrea Jardin 
滑铁卢入学部副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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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入学奖学金超过$20,000加币的中国毕业生
邓湛勋 禤宝莉 张家界 张恬宁 汤韬 朱永鹏  李雨桥 姚袁致远

奖学金总额
$133，300

奖学金总额 
$80，500

奖学金总额 
$71，500

奖学金总额 
$54，500

奖学金总额 
$50，000

奖学金总额 
$49，500

奖学金总额 
$49，000

奖学金总额 
$42，500

李思然 余杰熙 武则宇 郑安琪 詹致宝 崔荣罡 李佳雯 李博洋

奖学金总额
$37，500

奖学金总额 
$36，000

奖学金总额 
$35，250

奖学金总额 
$35，000

奖学金总额 
$35，000

奖学金总额 
$34，000

奖学金总额 
$32，000

奖学金总额 
$32，000

王施懿 梁皓婷 陈琼熹 方紫茵 古津 周子棋 张曦文 史霆宇 

奖学金总额
$30，000 

奖学金总额 
$28，000

奖学金总额 
$27，000

奖学金总额 
$27，000

奖学金总额 
$26，750

奖学金总额 
$26，500

奖学金总额 
$26，000

奖学金总额
$26，000

周炜卓 梁子炀  张家仪 解瑽 王皓德 徐敏棋 陈晓琳 徐晨嵐

奖学金总额
$25，000

奖学金总额 
$23，000

奖学金总额 
$23，000

奖学金总额 
$22，500

奖学金总额 
$22，500

奖学金总额 
$22，500

奖学金总额 
$22，000

奖学金总额 
$22，000

金亦安 陈超洋 侯品綺 吴雨菲 王一然 周奕丞 李政霖 刘亦洋

奖学金总额
$21，500

奖学金总额 
$21，500

奖学金总额 
$21，500

奖学金总额 
$21，000

奖学金总额 
$20，500

奖学金总额 
$20，500

奖学金总额 
$20，000

奖学金总额 
$1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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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of June 2019

毕 业 生 获 顶 尖 大 学 录 取 人 数

蝉 联 加 拿 大 榜 首

大 学 入 学 奖 学 金 总 额  ： $ 7 0 0 万 加 元

•	 多伦多大学
•	 麦克马斯特大学
•	 滑铁卢大学

KUNHAN DUAN 

LAURA ARIAS FERNANDEZ
OLUWATOFARATI MOFOPEFOLUWA 

SOJI-OKUSANYA DARREN FEILIANTHO WIHANDI

多伦多大学

韦士敦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多伦多大学

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渥太华大学

滑铁卢大学

多伦多大学

渥太华大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渥太华大学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QS世界排名 #8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QS世界工程本科排名 #24

约克大学	-	舒立克商学院

北美顶尖商学院

滑铁卢大学 

QS世界大学影响力 #13

录取

录取 录取 录取

奖学金总额	$10,000

录取

TONY PHILIPS

麦克马斯特大学

多伦多大学 - 罗特曼商学院

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

北美顶尖商学院

奖学金总额	$11,500

MELIKE IDIL CELIK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

多伦多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QS世界排名 #33

录取

奖学金总额	$17,000

奖学金总额	$26,000

MELISSA AKUA ANSABA SAM

多伦多大学

英国肯特大学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

英国利兹大学

英国华威大学

QS 英国排名 #10

录取

奖学金总额	$25,000

VERA FRANTSEVA

约克大学 - 舒立克商学院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商学院

北美顶尖商学院
录取

奖学金总额	$58,500

HEDIYEH ZOHOURIAN SAJAD

约克大学 

卡爾頓大學

渥太华大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

QS加拿大排名 #6

录取

奖学金总额	$30,500

HA HOANG KHANH LINH

多伦多大学

滑铁卢大学

约克大学

录取

奖学金总额	$78,000

CARMEN LI

香港科技大学

QS世界排名 #32

麦克马斯特大学

多伦多大学

约克大学 - 舒立克商学院

录取

奖学金总额	$17,000

UCHOA BOGHOSSIAN ALINE

韦士敦大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

约克大学

多伦多大学

QS加拿大排名 #1

录取

奖学金总额	$142,500

奖学金总额	$231,760 奖学金总额	$37,500

麦克马斯特大学

QS加拿大排名 #6

2019年毕业生辉煌实证

全面照顾教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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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徐晨岚
18年8月来自北京市八十中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商科)
滑铁卢大学(环境与商业)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多伦多大学(商科)/(管理)(带薪实习)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
奖学金总额$22,000

马辰皓
17年3月来自北京市西城外国语学校
麦吉尔大学(科学)
韦士敦大学(工程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
入读阿尔伯塔大学(工程学)
奖学金总额$22,000

卫齐圆
17年3月来自北京市西城国语学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阿尔伯塔大学(经济学)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入读阿尔伯塔大学(商业管理)
奖学金总额$11,000

乔子珈
17年8月来自北京市第五十四中学 
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约克大学(商科)
布鲁克大学(会计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9,750

董子睿
17年1月来自北京市第五十中学分校  
布鲁克大学(会计学)
纽芬兰纪念大学(海洋科学)
入读达尔豪斯大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4,000

黄新淏
18年8月来自北京第五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体力学)
韦士敦大学(人体力学)
皇后大学(人体力学)
约克大学(运动机能学与健康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运动机能学与体育教育)
奖学金总额$9,250

许润萌
18年8月来自北京理工大学附中
卡尔顿大学(计算机科学)

渥太华大学(数学)
入读康戈迪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4,000

孟庆泽
18年8月来自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约克大学(商科) 
布鲁克大学(会计学)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奖学金总额$4,000

LUYINAN KANG 
17年9月来自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附中
卡尔顿大学(环境工程)
入读渥太华大学（眼科医疗技术)
奖学金总额$4,000

戴嘉韵
18年8月来自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渥太华大学(传媒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奖学金总额$2,250

何梦澜
17年1月来自北京市平谷中学
入读约克大学(健康科学)
奖学金总额$1,000

彭绍航
17年7月来自北京市育园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1,000

钱鼎新
17年10月来自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约克大学(化学)
布鲁克大学(生物化学)
入读瑞尔森大学(应用数学)
奖学金总额$1,000

张渲禾
15年1月来自北京师达中学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瑞尔森大学(环境与可持续性研究)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张梓雷
18年8月来自北京拔萃双语学校
布鲁克大学(电影学)
特伦特大学(媒体学)
温莎大学(传媒与媒体研究) 
特伦特大学(媒体学)
入读约克大学

汤韬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滑铁卢大学(数学与商业管理)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学)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数学与管理与金融)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数学金融)
劳里埃大学(工商管理与计算机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
奖学金总额$50,000

郑安琪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
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
韦士敦大学(媒体，信息和技术文化)
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
奖学金总额$35,000 

周子棋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阿尔伯塔大学(科学) 
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生命科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生物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奖学金总额$26,500

北京
CONCORDIA 庹雅霖

18年3月来自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中学
约克大学(统计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电子工程)

常龙
17年10月来自北京东鉄营一中
布鲁克大学（商业）/(传媒)
入读阿尔格玛大学
(商业管理)   

倪一汛
16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布鲁克大学(视觉艺术)
阿尔格玛大学(美术)
入读瑞尔森大学(新媒体研究)

杨修齐
18年10月来自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入读阿尔伯塔大学(经济学)

白婷婷 
18年8月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附中
渥太华大学(戏剧艺术)
入读约克大学(传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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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韬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滑铁卢大学(数学与商业管理)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学)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数学与管理与金融)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数学金融)
劳里埃大学(工商管理与计算机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
奖学金总额$50,000

郑安琪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
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
韦士敦大学(媒体，信息和技术文化)
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
奖学金总额$35,000 

周子棋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阿尔伯塔大学(科学) 
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生命科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生物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奖学金总额$26,500

张译文
18年8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商科)
皇后大学(文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带薪实习)
奖学金总额$18,500

刘雨佳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布鲁克大学(工商管理)
英国利兹大学(国际商务)
滑铁卢大学(数学与商业管理)
英国爱丁堡大学(数学与商业管理)
入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数学与管理与金融)
奖学金总额$18,000

陈宇炯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布鲁克大学(神经科学)
渥太华大学(生物制药科学)
卡尔顿大学(生化机械工程)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程序自动化技术)
奖学金总额$18,750

陈峥
18年8月来自上海师范大学
附属外国语中学
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17,500

蒋晶
18年8月来自上海市市北中学
约克大学(数学)  
韦士敦大学(数据科学) 
皇后大学(计算机技术)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11,500

张静逸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商科)
皇后大学(科学)
渥太华大学(电子工程)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滑铁卢大学(数学)/(财务分析与风险管理)
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14,000

顾雨青 
16年9月来自上海市新复兴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
奖学金总额$14,000

黄一倩
18年10月来自上海市向明中学 
麦吉尔大学(教育)
多伦多大学(管理)(带薪实习)
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尚德管理学院
入读多伦多大学(建筑科学)  
奖学金总额$14,000

倪哲晗
18年7月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
浦东外国语学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12,500

杜歆妤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商科)/(管理)(带薪实习)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尚德管理学院
西门菲莎大学(电影与媒体艺术-媒体艺术)
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
奖学金总额$12,500

洪以智
18年8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渥太华大学(金融学)
入读澳洲墨尔本大学（金融）
奖学金总额$12,000

王天乐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布鲁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
奖学金总额$12,000

朱源清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约克大学(商业数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澳洲悉尼大学(经济学)
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文科)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入读澳洲墨尔本大学(文科)  
奖学金总额$11,500

于承浩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约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卡尔顿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11,250

郗玮琪
18年8月来自大境中学
多伦多大学(化学工程)
渥太华大学(化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物理科学)
入读滑铁卢大学(化学工程)
奖学金总额$9,000

谢天艺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卡尔顿大学(数学) 
约克大学(商业数学)
安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
奖学金总额$9,000

朱珍漪
18年8月来自上海市敬业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
奖学金总额$8,500

嵇佳怡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约克大学(人力资源)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布鲁克大学(儿童与青少年)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8,500

贾璐赟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法医科学)
劳伦森大学(法医科学)
入读温莎大学(法医科学)
奖学金总额$8,000

秦潇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阿尔伯塔大学(工程学)
渥太华大学(电子工程)
滑铁卢大学(数学与商业管理)
麦克马斯特大学(环境地球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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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昊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布鲁克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7,000

陈文婧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约克大学(心理学)
皇后大学(文科)
入读韦士敦大学
(媒体，信息和技术文化) 
奖学金总额$6,500

赵雅婷
18年7月来自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管理)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韦士敦大学(媒体，信息和技术文化)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
奖学金总额$6,500

徐子淳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
奖学金总额$6,000

钱晨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滑铁卢大学(文科与商业)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
奖学金总额$6,000

李笑语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皇后大学(文科)
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5,500

陈美璇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带薪实习）
奖学金总额$5,250

常欢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商科)
渥太华大学(会计学)
滑铁卢大学(文科与商业）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带薪实习）  
奖学金总额$4,500

彭方姝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渥太华大学(社会学)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多伦多大学(人文)(带薪实习)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4,250

高巍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4,000

顾以之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皇后大学(工程学) 
多伦多大学(化学与物理)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物理)
入读多伦多大学(土木工程) 
奖学金总额$4,000

谢志航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4,000

林同一
18年8月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
宏达高级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3,500

刘贺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物理与数学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韦士敦大学(工程学)
约克大学(工程学)
渥太华大学(机械工程)
入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科学)
奖学金总额$3,250

崔苡凡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2,750

曹越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多伦多大学
(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奖学金总额$2,500

赵文君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人类学)
渥太华大学(数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澳洲莫纳什大学(营销学)
入读约克大学(商业数学)
奖学金总额$2,500

朱仁韦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约克大学(经济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
入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2,500

曾晨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奖学金总额$2,500

盛雪妮
18年10月来自上海市航空服务学校
瑞尔森大学(经济与金融)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2,500

宋恬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人文）(带薪实习)
韦士敦大学(媒体，信息和技术文化)
入读多伦多大学(视觉艺术)
奖学金总额$2,500

陈思涵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商科) 
约克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 
奖学金总额$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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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臻妍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约克大学(人力资源) 
渥太华大学(人力资源) 
入读西门菲莎大学(教育)
奖学金总额$500

楼欣昀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人类学)/
(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与媒体)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澳洲纽卡斯尔大学(电影与媒体)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数字媒体)
英国拉夫堡大学(媒体与传媒)
入读渥太华大学(营销学)

陆兆兖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曼尼托巴大学(酒店管理)
入读澳洲莫纳什大学(商业管理与经济学)

程嘉琪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约克大学(心理学)  
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环境研究)

吴鑫炜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入读布鲁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罗威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入读约克大学(商业与社会)

戚越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入读英国伦敦大学城市学院

钱相龙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崔馨予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新闻学)
渥太华大学(数字新闻)
入读西门菲莎大学(传播，艺术和技术)

崔苡凡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2,750

曹越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多伦多大学
(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奖学金总额$2,500

赵文君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人类学)
渥太华大学(数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澳洲莫纳什大学(营销学)
入读约克大学(商业数学)
奖学金总额$2,500

朱仁韦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约克大学(经济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
入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2,500

曾晨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奖学金总额$2,500

盛雪妮
18年10月来自上海市航空服务学校
瑞尔森大学(经济与金融)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2,500

宋恬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人文）(带薪实习)
韦士敦大学(媒体，信息和技术文化)
入读多伦多大学(视觉艺术)
奖学金总额$2,500

陈思涵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商科) 
约克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 
奖学金总额$2,250

陈柯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多伦多大学(视觉和表演艺术，
艺术管理与媒体)
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2,000

林芊芊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约克大学(心理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2,000

林佳怡
17年8月来自上海美国佛蒙特国际学校 
入读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2,000

赵家辉
15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约克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1,500

王可文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卡尔顿大学(经济学)
约克大学(环境科学/环境研究)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1,500

林柏男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统计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奖学金总额$1,500

徐雪元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约克大学(应用数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1,500

李吉贤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1,000

张聿辰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澳洲悉尼大学(经济学)
澳洲墨尔本大学(商科)
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
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瑞尔森大学(经济与金融)
约克大学(环境科学/环境研究)
入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1,000

杨庆生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约克大学(数学)
渥太华大学(数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奖学金总额$1,000

高芳远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约克大学(人力资源)
西门菲莎大学(教育)
瑞尔森大学(人力资源)
入读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1,000

刘豪翀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入读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1,000

任鹏飞
16年1月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
皇后大学(科学)
多伦多大学(科学)/(化学与物理)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500

吴瑞耘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约克大学(健康科学)
安省理工大学(营销)
瑞尔森大学(儿童与青少年)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500

吴礼霞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约克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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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泓熠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张屹恒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澳洲迪肯大学(运动与体育)
澳洲莫纳什大学(社会学)
澳洲阿德莱德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澳洲昆士兰大学(商业管理)

朱玉辰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入读安省理工大学(应用与工业数学)

佐佐木亮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入读安省艺术设计学院(绘画与油画)

陈俊滔
17年8月来自上海市鈡山高级中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瑞尔森大学

张博尧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传媒)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时尚商业)
英国利兹大学(时装技术与设计)
入读英国伦敦艺术大学(时装管理)

李雨萌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入读瑞尔森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

韩熠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赵毅
16年8月来自上海市杨思高级中学
劳里埃大学(传媒研究)
入读布鲁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许雯炫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入读布鲁克大学(生物化学)

邵星言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人类学)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西门菲莎大学(财务)
渥太华大学(戏剧艺术)
入读劳里埃大学(文科)

仲子昂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孙骏豪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澳洲迪肯大学(体育管理)
入读澳洲格里菲斯大学(运动管理)

石鉴
17年10月来自上海市顾村中学
渥太华大学(统计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

王昱静
17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瑞尔森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
入读澳洲莫纳什大学(商业管理)

应涵羽
16年7月来自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入读布鲁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浙江
夏思文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多伦多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约克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带薪实习)
奖学金总额$9,000

郑文馨
17年8月来自台州市书生中学
布鲁克大学(会计学)
入读卡尔顿大学(会计学)
奖学金总额$8,000

王梓涵
18年8月来自浙江省江山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
(管理)(带薪实习)
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
奖学金总额$7,000

谢新颖
18年3月来自华中国际学校
约克大学(经济学)
滑铁卢大学(数学科学)
英国华威大学(经济学)
入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9,000

王宇桐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6,500

王艺颖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商科)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6,750

陈嘉业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布鲁克大学(媒体学)
入读约克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5,000

陆斌
18年8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入读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奖学金总额$4,000

程立雪
18年7月来自杭州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带薪实习)
奖学金总额$2,750

杨洁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多伦多大学(科学)
韦士敦大学(人体力学)
约克大学(物理学和天文学)
皇后大学(教师证书/科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人体力学)
奖学金总额$2,750

吴俊超
18年8月来自杭州高级中学
阿尔伯塔大学(计算机科学)
英国杜伦大学(计算机科学)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创新)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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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东辉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约克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国际经济与发展)
奖学金总额$500

郭行健
17年8月来自杭州民办东方中学
入读达尔豪斯大学(农业科学)

陈雄光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桂罗飞
17年8月来自杭州市二中树兰实验学校
英国拉夫堡大学(国际商务)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 (会计和财务)
入读英国华威大学(经济学)

陈佳楠
17年10月来自宁波市鄞州蓝青学校
渥太华大学(金融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李雨凌
18年7月来自金华市江南中学
入读约克大学(社会学)

李卓宁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入读贵湖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

柳嘉祺
16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入读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倪佳学
16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入读布鲁克大学(经济学)

盛之妍
16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瑞尔森大学(英语)
入读特伦特大学(商业管理)

汤恬姿
18年8月来自乐清市国际外国语学校
温莎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菲莎国际学院(人力资源)

(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科学)
入读英国爱丁堡大学
(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科学)
奖学金总额$2,500

邱佳宇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多伦多大学(商科)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奖学金总额$2,250

沈梦佳
18年5月来自杭州萧山第九中学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物理科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
英国爱丁堡大学(数学与管理)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机械工程与管理)
入读英国爱丁堡大学(应用数学)
奖学金总额$2,500

管欣雨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皇后大学(文科)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2,000

王琼
18年1月来自宁波市鄞州区鄞江中学
渥太华大学(会计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奖学金总额$2,000

葛雨腾
18年1月来自兰溪市兰荫中学
多伦多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奖学金总额$1,250

李安琪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约克大学(商业与社会)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1,000

林震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1,000

李心蕊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约克大学(儿童研究)
入读多伦多大学(表演和戏剧) 
奖学金总额$1,000

殷乐天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多伦多大学(艺术管理与媒体)
奖学金总额$1,500

应文思
17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约克大学(人力资源)
布鲁克大学(休闲与休闲研究)
入读多伦多大学(表演和戏剧)
奖学金总额$500

方越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约克大学(儿童研究)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渥太华大学(环境研究)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表演和戏剧)
奖学金总额$1,000

耿鑫狄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500

张文涛
17年8月来自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卡尔顿大学(商科)   
渥太华大学(营销学)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奖学金总额$500

朱安琪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多伦多大学(表演和戏剧)
约克大学(儿童研究)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奖学金总额$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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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安徽
福建

姚袁致远
18年8月来自合肥市第十中学
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皇后大学(计算机/计算机技术)
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
(计算机科学)(带薪实习)
奖学金总额$42,500

汪思羽 
18年8月来自黄山市屯溪第一中学
多伦多大学(物理与环境科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文科) 
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奖学金总额$5,500

杨怿
18年8月来自黄山市屯溪第一中学 
多伦多大学(电子工程)
韦士敦大学(工程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
阿尔伯塔大学(工程学)
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4,000

李宜浓
17年8月来自天津泰达枫叶国际学校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媒体，信息和技术文化)
澳洲悉尼大学(心理学)
澳洲墨尔本大学(心理学)
澳洲莫纳什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奖学金总额$6,750

崔雪爽
17年8月来自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
演海外国语学校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约克大学(人力资源)
西门菲莎大学(商业)
奖学金总额$2,500

王子轩
18年7月来自天津市新华中学
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皇后大学(科学)

刘顾雨琦
16年10月来自合肥市第五十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西门菲莎大学(商科)
多伦多大学(商科)/(管理)(带薪实习)
英国伦敦大学城市学院(会计与金融)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会计与金融)
入读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会计与金融)
奖学金总额$5,000

杨欣然
18年8月来自合肥市第十中学
约克大学(健康社会)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
(国际发展学/全球化) 
奖学金总额$500

马博
17年10月来自安徽省蚌埠第五中学
温莎大学(心理学)
入读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詹致宝
18年3月来自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滑铁卢大学(物理科学)
卡尔顿大学(建筑学)
卡尔加里大学(工程学)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工程与建筑设计)
入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科学)
奖学金总额$35,000

沈佳璇
18年10月来自厦门第二中学
约克大学(数学)
多伦多大学（文科）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13,000

罗安琪
18年8月来自厦门第六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多伦多大学(管理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
奖学金总额$17,500

魏灵婕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约克大学(人类学)
瑞尔森大学(历史)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徐菽镁
16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入读阿尔格玛大学(美术)

颜祺睿
16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入读湖首大学(商业)

杨徐滢
18年8月来自杭州萧山第二中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
约克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
入读澳洲昆士兰大学(商业管理)

俞钧耀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渥太华大学(营销学)
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约克大学(商业与社会)

张庆媛
17年10月来自浙江常春藤国际高中
约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

张思婷
18年8月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
附属宏达高级中学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数字媒体)
入读英国利兹大学(数字媒体)

朱津仪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入读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张徐宁
17年7月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
入读阿尔格玛大学(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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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雯
16年8月来自深圳市实验中学
多伦多大学(人类学)
多伦多大学(管理)(带薪实习)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
奖学金总额$32,000

王施懿
17年10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渥太华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奖学金总额$30,000

梁皓婷
16年8月来自广州实验中学天河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皇后大学(文科)
多伦多大学(商科)/(管理)(带薪实习)
滑铁卢大学(会计与金融管理)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研究)/
(商业航空管理)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文科)
英国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商业管理)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管理科学)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人力资源)
英国伯明翰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多伦多大学(人类学)
奖金总额$28,000

陈琼熹
18年8月来自加拿大国际学校 
多伦多大学(科学)(带薪实习)
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土木工程)
奖学金总额$27,000

周炜卓
18年1月来自深圳市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滑铁卢大学(物理科学)
约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阿尔伯塔大学(工程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物理科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英国华威大学(计算机科学)
英国伯明翰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25,000

广东

陈泽昊
18年8月来自厦门第十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卡尔加里大学(商科)
澳洲悉尼大学(经济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9,750

端木羽孜
18年8月来自福州格致中学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韦士敦大学(财务和财富管理)
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9,250

张艺阳
18年3月来自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入读约克大学(环境科学/环境研究)
奖学金总额$2,000

林雨若
18年8月来自厦门市海仓实验中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社会学)

尚千惠
17年8月来自厦门翔安第一中学
安省理工大学(法医科学)
入读温莎大学(法医科学)

王宇暤
17年10月来自雅力英美国际学院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禤宝莉
17年8月来自江门市第一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皇后大学(商科)
多伦多大学(商科)/
(管理与国际商务）
滑铁卢大学(数学与商业管理)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尚管理学院
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
奖学金总额$80,500

张家界
18年1月来自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生命科学)
韦士敦大学(健康科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化学)
麦吉尔大学(生命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奖学金总额$71,500

朱永鹏
17年8月来自广州市第二中学 
阿尔伯塔大学(工程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技术)
香港科技大学(工程学)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电气与电子工程)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
英国爱丁堡大学(电子与电气工程)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
奖金总额$49,500

李雨乔
17年8月来自广州市第七中学
约克大学(电影学)
温莎大学(视觉艺术)
美国哥伦比亚芝加哥学院
(电影艺术与科学)
渥太华大学(犯罪学/法学)
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电影与电视)
入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
(电影与电视)
奖学金总额$49,000

李思然
18年8月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管理)/(商科)/(社会科学)
滑铁卢大学(数学)/(特许会计师)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尚德管理学院
奖学金总额$37,500

余杰熙
18年8月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物理与数学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物理科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滑铁卢大学(数学)/(特许会计师)
入读皇后大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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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津
18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多伦多大学(商科)
滑铁卢大学(文科)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约克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26,750

梁子炀
18年1月来自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布鲁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阿尔格玛大学(经济学)
特伦特大学(工商管理)/
(数学金融)
入读约克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23,000

陈晓琳
18年8月来自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附属高级中学
约克大学(生物医学)
布鲁克大学(医学科学)
渥太华大学(生物制药科学)
入读滑铁卢大学(全球商业和数字艺术)
奖学金总额$22,000

吴雨菲
18年8月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机械工程)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
西门菲莎大学(工程学)
卡尔加里大学(科学)
入读皇后大学(工程学)
奖学金总额$21,000

陈超洋
18年8月来自广州加拿大国际学校
韦士敦大学(工程学)
约克大学(工程学)
阿尔伯塔大学(工程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食品与营养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
奖学金总额$21,500

严璐琳
18年8月来自广州市广外附属外语学校
阿尔伯塔大学(设计)
贵湖大学(艺术)
达尔豪斯大学(景观设计)
入读多伦多大学(建筑学)
奖学金总额$11,000

郭子豪
18年8月来自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
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生命科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阿尔伯塔大学(生命科学)
渥太华大学(生物制药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奖学金总额$15,000

刘永辉
17年3月来自深圳市南头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渥太华大学(会计学)
多伦多大学(商科)/(管理)(带薪实习)/
(物理与数学科学)
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
奖学金总额$12,500

罗岸廷
18年8月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韦士敦大学(医学科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生物医学)
英国爱丁堡大学(生物医学)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生物医学)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生物医学)
入读香港理工大学(生化工程)
奖学金总额$10,000

姜文泓
18年3月来自广东华侨中学
多伦多大学(人类学)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9,500

香芷晴
17年8月来自广州市第六中学 
约克大学(经济学)
卡尔顿大学(商科)
渥太华大学(营销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9,000

郑景月
来自年8月来自深圳市宝安中学
渥太华大学(数字新闻)
卡尔顿大学(媒体制作与设计)
安省艺术设计学院(综合媒体)
多伦多大学(视觉和表演艺术，
艺术管理与媒体)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媒体制作与设计)
入读多伦多大学
(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奖学金总额$8,500

麦羡珩
18年8月转自加拿大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布鲁克大学(数学)
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入读卡尔顿大学(数学)
奖学金总额$8,500

吕映蔚
17年8月来自广州市协和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多伦多大学(商科)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奖学金总额$8,250

杜嘉仪
17年8月来自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渥太华大学(金融数学与经济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8,250

李彩雯
18年8月来自深圳新安中学
多伦多大学(视觉和表演艺术，
艺术管理与媒体)
布鲁克大学(媒体与传媒)
韦士敦大学(媒体，信息和技术文化)
入读多伦多大学
(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奖学金总额$8,000

周敬童
18年8月来自佛山市第三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多伦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商科)
滑铁卢大学(环境与资源研究)
瑞尔森大学(环境与可持续性研究)
渥太华大学(国际发展学/全球化)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奖学金总额$7,250

景玥
18年8月来自优联教育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皇后大学(艺术与教育)
澳洲悉尼大学(商业)
澳洲昆士兰大学(商业)
入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尚德管理学院
奖学金总额$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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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姿云
17年3月来自广州第八十六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  
奖学金总额$2,500

霍绮靖
17年3月来自佛山市禅城实验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管理)(带薪实习)
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2,000

王萍萍
17年8月来自梅县外国语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阿尔伯塔大学(商业管理)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会计与金融)
英国利兹大学(会计与金融)
澳洲纽卡斯尔大学(会计与金融)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2,000

孟子琪
18年8月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物理与环境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生命科学)
入读皇后大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1,750

张晨钰
18年8月来自深圳市云顶学校
约克大学(心理学)
皇后大学(文科)
渥太华大学(社会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多伦多大学(心理与健康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
奖学金总额$1,500

彭昭
18年3月来自深圳市云顶学校
温莎大学(社会学)
奖学金总额$1,000

王璐怡
18年8月来自深圳市沪教院福田实验学校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生命科学)
奖学金总额$1,000

邓欣茹
18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西门菲莎大学(犯罪学)
瑞尔森大学(社会学)
入读约克大学(犯罪学/法学)
奖学金总额$500

肖芷柔
18年3月来自东莞市第六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渥太华大学(管理学)  
奖学金总额$6,750

黄霆婷
14年9月来自佛山市第九小学
皇后大学(文科)
入读多伦多大学(视觉和表演艺术，
艺术管理与媒体)
奖学金总额$6,000

黄兆为
18年8月来自惠州市第一中学
约克大学(工程学)
皇后大学(科学)
瑞尔森大学(应用数学) 
渥太华大学(会计学)
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奖学金总额$6,000

华兆迪
16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约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布鲁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安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奖学金总额$5,500

吴紫琪
17年8月来自广州市香江中学
约克大学(统计学)
布鲁克大学(数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数学)
奖学金总额$5,000

李佳盈
18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约克大学(经济学)
布鲁克大学(心理学)
澳洲昆士兰大学(社会科学)
贵湖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5,500

张洛嘉
18年1月来自广州市广外附属
外语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多伦多大学
奖学金总额$4,500

蒋涵筱
18年8月来自广州市番禺区象贤中学
约克大学(人力资源)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渥太华大学(会计学)
贵湖大学(会计学)
入读卡尔加里大学(商业)
奖学金总额$5,000

何宗晏
18年8月来自南山外国语学校滨海中学
多伦多大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阿尔伯塔大学(经济学)
澳洲悉尼大学(商科)
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商科)
澳洲昆士兰大学(商科)
渥太华大学(艺术)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4,500

王凯杰
18年10月来自深圳翠园中学
卡尔顿大学(土木工程)
入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电子系统)
奖学金总额$4,000

林浚杰
17年8月来自广州市第十七中学
卡尔顿大学(计算机工程)
入读渥太华大学(计算机工程)
奖学金总额$4,000

何欣玥 
18年7月来自广州市加拿大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卡尔顿大学(科学)
约克大学(生物医学)
布鲁克大学(医学科学)
阿尔伯塔大学(食品与营养学)
瑞尔森大学(食品与营养学)
安省理工大学（药物化学/生物化学）
入读韦士敦大学(食品与营养学)
奖学金总额$3,500

温淳茜
18年8月来自转加拿大学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贵湖大学(会计学)
渥太华大学(金融数学与经济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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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家莹
17年1月来自广州市第89中学
约克大学(社会学)
布鲁克大学(电影学)
菲莎国际学院(社会科学)
渥太华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表演和戏剧)
奖学金总额$500

黄嘉慧
17年3月来自深圳云顶学校
 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温莎大学(商业管理)
瑞尔森大学(经济与金融)
入读多伦多大学(表演和戏剧) 
奖学金总额$500

李旭佳
18年8月来自汕头市东厦中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瑞尔森大学(环境科学与可持续研究)
入读约克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500

刘立栋
18年8月来自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布鲁克大学(媒体学)
温莎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约克大学(商业与社会)
奖学金总额$500

黄钊颖 
18年8月来自广州市加拿大国际学校
布鲁克大学(经济学)
澳洲悉尼大学(商业)
澳洲西澳大学(商业)
西门菲莎大学(文科)
曼尼托巴大学(文科)
入读约克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500

高迩
18年10月来自深圳市耀华实验学校
入读约克大学(商业与社会)
奖学金总额$500

何倩林
18年8月来自广州市番禺区象贤中学
布鲁克大学(心理学)
西门菲莎大学(心理学)
温莎大学(教育)
瑞尔森大学(早期儿童研究)
入读范莎学院(社会科学)

贺潇逸
17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入读约克大学(媒体与传媒)

张隽麟 
18年8月来自佛山市第三中学
贵湖大学(工程学)
入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科学)

窦星炜
17年3月来自湛江市第二十一中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数学)

陈宇燊
17年8月来自南海实验中学
入读康戈迪亚大学(生物化学)

陈子晴
18年8月来自佛山市第三中学
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

曹伟聪
16年2月来自江门市第二中学
约克大学(社会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入读卡尔顿大学

范昱均 
18年8月来自珠海实验中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陈佳榜
17年7月来自松昌中学
多伦多大学(人类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陈玮琦
17年8月来自肇庆中学大旺实验学校
约克大学(信息技术) 
布鲁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李晓岸
16年10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劳伦森大学(计算机科学)
湖首大学(计算机科学)
阿尔格玛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特伦特大学(软件工程)

刘焕琪 
18年5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英国布莱顿大学(商业管理与经济学)
英国卡迪夫大学(经济与金融)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经济学)
入读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经济学)

刘智强
17年7月来自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
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陆泳如
18年8月来自广州市越秀外国语学校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罗翠颖
16年8月来自圣芳济各书院
入读多伦多大学
(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与媒体)

朴峻成 
18年1月来自中山华侨中学
达尔豪斯大学(工程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电子工程)

齐薷尹
18年8月来自广州市外国语学校
入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尚德管理学院

佘心俐
18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多伦多大学(心理与健康科学)
约克大学(人文与哲学)
卡尔顿大学(认知科学)

苏旭铭
18年1月来自顺德德胜学校
阿尔格玛大学(经济学)
特伦特大学(数学金融)
入读特伦特大学

谭文煦 
17年8月来自广州市香江第二中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计算机工程)

王语涵
17年8月来自深圳市云顶学校
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温莎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伍光杰
16年10月来自深圳市海滨中学
劳伦森大学(计算机科学)
湖首大学(计算机科学)
安省理工大学(游戏开发/设计) 
入读布鲁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谢湘湘
17年8月来自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CONCOR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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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海南

河北

宁夏

李英华 
17年3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卡尔顿大学
渥太华大学(社会学)
入读皇后大学(文科)
奖学金总额$4,000

冯然
18年8月来自柳州高级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1,000

甘恬静
18年8月来自广西师范大学附中
西门菲莎大学(数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2,000

李颐芃 
17年7月来自南宁市东盟中学
入读瑞尔森大学

周晨宇 
18年1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钟莹
17年3月来自海南华侨中学
入读贵湖大学(会计学)

冯亦洋
18年10月来自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皇后大学(文科)
多伦多大学(管理) (带薪实习)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尚德管理学院
入读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
奖学金总额$22,000

任思嘉 
18年8月来自保定市一中
多伦多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约克大学(商科)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劳里埃大学(商业管理)
渥太华大学(金融学)
瑞尔森大学(会计与金融管理)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带薪实习)
奖学金总额$16,250

段焜涵
17年8月来自石家庄一中实验学校
多伦多大学(工程科学)
韦士敦大学(工程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科学)
入读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土木工程)
奖学金总额$10,000

张玮琪
17年1月来自霸州市第三中学
布鲁克大学(经济学)
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约克大学(商业与社会)
奖学金总额$10,000

郑璐颖
17年8月来自绥中县第一高级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皇后大学(艺术)
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6,500

李泊辉
18年7月来自石家庄自强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1,500

郝嘉旭
18年7月来自衡水第一中学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
奖学金总额$1,000

庞博 
18年3月来自转加拿大学校
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王一鹏
17年9月来自邯郸致远中学
约克大学(经济学)
温莎大学(经济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王奕人
17年8月来自绥中县利伟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澳洲纽卡斯尔大学(会计与金融)
入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计算机安全)

王宇鹏
16年8月来自石家庄第二十二中学
入读澳洲悉尼大学(商科)

张沛源
18年10月来自银川一中
约克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渥太华大学(哲学/政治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心理与健康科学)
奖学金总额$2,750

薛丁源
18年8月来自银川一中
入读约克大学(统计学)

杨镐嘉
18年8月来自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张澳
17年3月来自深圳云顶学校
布鲁克大(社会科学)
澳洲悉尼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约克大学

张若馨
18年8月来自深圳市云顶学校
入读渥太华大学(国际发展学/全球化)

钟诚
17年8月来自广东番禺中学
约克大学(人力资源)
布鲁克大学(电影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朱彦霖
18年8月来自广州加拿大国际学校
英国利物浦大学(土木工程)
英国爱丁堡大学(土木工程)
入读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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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金亦安
16年10月来自哈尔滨市第九中学
多伦多大学(化学与物理)/
(计算机科学)(带薪实习)
滑铁卢大学(物理科学)
阿尔格玛大学(经济学)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育)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研究)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数学)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育)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物理)
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
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21,500

王一然
17年10月来自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湖首大学(经济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21,000

佟思懿 
16年10月来自鹤岗第四中学
多伦多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约克大学(商科)
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劳里埃大学(数据科学与管理)  
奖学金总额$10,750

贾卓伦
18年8月来自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约克大学(计算机安全)
布鲁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奖学金总额$8,250

于洪宇 
18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劳里埃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3,000

刘洪源
17年8月来自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约克大学(生物化学)
渥太华大学(生物化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环境地球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奖学金总额$2,250

张诗悦
18年8月来自哈尔滨第三中学
皇后大学(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2,500

王竞爽
17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约克大学(人文与哲学)
渥太华大学(社会学)
韦士敦大学(艺术与人文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人类学)
奖学金总额$2,000

苑敬奇
18年8月来自黑龙江实验中学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入读约克大学(数学)

杨学继
18年8月来自黑龙江省实验中学
约克大学(数学)
入读阿尔伯塔大学(数学)

河南
李博洋
18年1月来自平顶山一中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计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
奖学金总额$32,000

王靖棋
18年8月来自开封市二十五中 
特伦特大学(财务)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
劳里埃大学(商业技术管理)
入读劳里埃大学(数据科学)
奖学金总额$19,000

王艺霖
16年8月来自郑州市郑中国际学校
布鲁克大学(媒体学)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滑铁卢大学(休闲与休闲研究)
约克大学(国际发展研究)
贵湖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
瑞尔森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
安省艺术设计学院(平面设计) 
入读多伦多大学(人类学) 
奖学金总额$13,000

张一昕
18年8月入学
约克大学(电影学)
布鲁克大学(经济学)
多伦多大学
(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与媒体)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瑞尔森大学(经济与金融)
奖学金总额$11,000

胡铭
18年8月来自镇平县第一高级中学
阿尔伯塔大学(社会科学)
布鲁克大学(人文学)(
卡尔顿大学(传媒与媒体研究) 
澳洲南澳大学(当代研究)
渥太华大学(国际发展学/全球化)
入读约克大学(传媒学)
奖学金总额$9,000

符李龑
18年1月来自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瑞尔森大学(哲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奖学金总额$8,000

化雨
18年8月来自平顶山市第一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皇后大学(文科)
渥太华大学(营销学)
韦士敦大学(媒体，信息和技术文化)
入读多伦多大学(统计学)(带薪实习)
奖学金总额$7,500

李昕泽
18年1月来自新密市第二高级中学 
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瑞尔森大学(环境与可持续性研究)
入读约克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7,000

高强
18年10月来自濮阳市油田第一中学
皇后大学(科学)
多伦多大学(化学与物理)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 
奖学金总额$6,000

王冠清
18年10月来自郑州市第十九中学
约克大学(心理学)
渥太华大学(心理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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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湖南

李锐谦
17年10月来自郑州市桃园中学
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滑铁卢大学(物理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物理科学)
韦士敦大学(工程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科学)
约克大学(商业数学)
渥太华大学(机械工程)(带薪实习)
贵湖大学(机械工程)
维多利亚大学(工程学)
入读皇后大学(工程学)
奖学金总额$2,000

申宸璐
18年8月来自郑州市第七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韦士敦大学(艺术与人文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人类学)
奖学金总额$1,750

赵添进
18年7月来自昌市建安区第一高级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澳洲墨尔本大学(科学)
澳洲悉尼大学(机械工程)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机械工程)
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
奖学金总额$1,500

李纤纤
17年8月来自安阳市实验中学
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奖学金总额$1,000

李依洋
18年8月来自郑州领航实验学校
入读约克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1,000

王文卿
18年3月来自新密市第三高级中学
安省理工大学(电子工程)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程序自动化技术)
奖学金总额$500

湛斯涵
17年10月来自郑州市思齐实验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入读皇后大学(文科)
奖学金总额$500

李溢洋
17年8月来自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入读圣玛丽大学(商业)

蔡昀睿
18年8月来自河南省实验中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丁伟臣
17年8月来自平顶山市实验高级中学
入读约克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

王鹏翔
17年8月来自河南省新郑市第二中学分校
入读阿尔格玛大学(经济学)

张双麟
17年8月来自郑州市思齐实验中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赵昕昉
18年3月来自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渥太华大学(计算机工程)
入读多伦多大学(科学)

周鸿睿
17年8月来自平顶山市实验高级中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传媒)

彭振宇 
18年2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约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皇后大学(计算机/计算机技术)
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
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香港理工大学(互联网与多媒体技术)
奖学金总额$18,500

陈嘉伟
17年8月来自宜昌市夷陵中学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
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奖学金总额$3,000

黄吉
17年10月来自武昌实验中学国际部
约克大学(商科)
多伦多大学(商科)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商科)
菲莎国际学院(商业管理)
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奖学金总额$2,500

李希希
18年7月来自武汉市第四十三中学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康戈迪亚大学(商业)
奖学金总额$1,500

汪玥汐
18年8月来自武汉市育才高级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化学)
奖学金总额$1,000

涂芯怡
18年8月来自武汉市第六中学
曼尼托巴学院(商业管理)
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
澳洲墨尔本大学(商科)
澳洲昆士兰大学(会计学)
西门菲莎大学(商业管理)
康戈迪亚大学(文科)
劳里埃大学(商业管理)
瑞尔森大学(经济与金融)
入读劳里埃大学(商业技术管理)

杨润 
16年8月来自湖北乡宁鄂南高中
入读阿尔格玛大学(政治科学)

周奕丞
17年10月来自衡阳市第八中学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滑铁卢大学(精算学)
曼尼托巴大学(精算学)
卡尔加里大学(风险管理)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渥太华大学(金融数学与经济学)
入读劳里埃大学
(工商管理与金融数学)(双学位)
奖学金总额$20,500

包安琪
18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卡尔顿大学(商科)
澳洲墨尔本大学(商科)
康戈迪亚大学(营销学)
入读约克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9,000

刘彦妤
18年10月来自长沙市雅礼中学
温莎大学(经济学)
入读约克大学(灾害与应急管理)
奖学金总额$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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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嘉靓
18年8月来自株洲市第四中学
渥太华大学(营销学)
入读约克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500

黄珞璇
18年7月来自北京师范大学
株洲附属学校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万墨林
18年8月来自衡阳市第一中学
入读特伦特大学

李蕴仪
17年7月来自长沙外国语学校
入读安省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

内蒙古

江苏

武则宇
18年1月来自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多伦多大学(人文)
湖首大学(经济学)
布鲁克大学(媒体学)
皇后大学(艺术与教育)
滑铁卢大学(环境与资源研究)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35,250

谢羽
18年8月来自托克托县第一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达尔豪斯大学(商科)
康戈迪亚大学(商科)
入读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奖学金总额$500

房艺嘉
18年10月来自华东康桥国际学校
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约克大学(数字媒体)
卡尔顿大学(传媒与媒体研究) 
香港理工大学(媒体与传媒)
维多利亚大学(公共关系)
入读多伦多大学(人类学)
奖学金总额$17,500

刘璟浩
18年8月来自苏州新草桥中学
卡尔顿大学(商科)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16,750 

饶雨竹 
18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多伦多大学(表演和戏剧)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阿尔格玛大学(音乐)
瑞尔森大学(酒店管理)
入读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8,500

刘畅
18年7月来自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多伦多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约克大学(商科) 
渥太华大学(营销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带薪实习)
奖学金总额$10,000

褚宸宁
18年10月来自华东康桥国际学校
布鲁克大学(数学)
渥太华大学(金融数学与经济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
奖学金总额$6,750

房惠存 
18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卡尔顿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奖学金总额$6,000

张筱恩
17年7月来自太仓市华顿外国语学校
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约克大学(商业与社会)
奖学金总额$5,000

李韫灵
17年10月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子中学
韦士敦大学(商业航空管理)
皇后大学(人体力学)
瑞尔森大学(生化工程)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医学放射科学)
奖学金总额$16,750 

周星玥
18年7月来自常州天合国际学校
皇后大学(文科)
渥太华大学(社会学)
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4,500

韩林笑
18年8月来自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
卡尔顿大学(电子工程)
维多利亚大学(工程学)
奖学金总额$4,000

胡煜晨
18年8月来自无锡外国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阿尔伯塔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奖学金总额$4,000

翁心悦
17年8月来自泰州市第二中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2,000

黄悦
17年8月来自南洋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物理科学)
渥太华大学(金融学)
入读约克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1,000

沈亦汝
18年8月来自吴江中学
西门菲莎学(社会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管理与商业)
入读皇后大学(文科)
奖学金总额$500

陈筱东
17年8月来自徐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布鲁克大学(数学)
温莎大学(机械工程)
入读汉博学院(土木工程) 

李京
18年10月来自沭阳如东中学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菲莎国际学院(商科)  

陈诚
17年7月来自太仓市华顿外国语学校
入读英国利物浦大学(经济与商业)

王帅
17年7月来自太仓市华顿外国语学校
入读英国利物浦大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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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吉林

辽宁

缪星怡
18年8月来自泰州市第二中学
皇后大学(文科)
渥太华大学(艺术)
入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商业)

苏颉雯
17年7月来自太仓市华顿外国语学校
渥太华大学(艺术)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夏一楠
18年3月来自徐州市第三十七中学
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于方伽潼
17年7月来自太仓市华顿外国语学校
入读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张迪
17年10月来自康桥国际学校
卡尔顿大学(经济学)
入读菲莎国际学院(文科) 

张亨嘉
17年10月来自句容碧桂园学校
入读渥太华大学(物理电子工程)

熊泽悦
18年8月来自南昌市第五中学
皇后大学(文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韦士敦大学(文科)/(艺术与人文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人类学)
奖学金总额$500

李望宁
17年10月来自东北师范大学附中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阿尔伯塔大学(计算机科学)
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22,000

拱艺珊
17年8月来自吉林省实验中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
奖学金总额$1,500

王雨彬
17年8月来自吉林省实验中学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湖首大学(经济学)
渥太华大学(心理学)
卡尔顿大学(经济学)
入读约克大学(人力资源)
奖学金总额$4,500

关海一
18年8月来自长春市第八中学
维多利亚大学(工程学)
渥太华大学(电子工程)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带薪实习)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程序自动化技术)
奖学金总额$3,500

张羽彤
18年8月来自长春市第二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3,000

乔楚喻
18年10月来自吉林省实验中学
韦士敦大学(视觉艺术)
维多利亚大学(视觉艺术)
渥太华大学(视觉艺术)
入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视觉艺术)
奖学金总额$2,500

徐若妍
17年7月来自东北师范大学
附中朝阳学校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约克大学(数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
奖学金总额$1,000

韩雨昕
17年8月来自吉林省实验中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
奖学金总额$1,500

张嘉宁
18年8月来自吉林省实验中学
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工程学)
渥太华大学(机械工程)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带薪实)
麦克马斯特大学(自动化和车辆技术)
入读阿尔伯塔大学
奖学金总额$750

牟雯迪
18年8月来自吉林省实验中学
布鲁克大学(会计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
(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与媒体)

王柏涵
18年8月来自长春市实验中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文科)
澳洲悉尼大学(商业管理)
皇家路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劳里埃大学(文科)

冯昊哲 
17年7月来自大连市第三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多伦多大学(管理)(带薪实习)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 
入读皇后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25,000

赵若妤
17年10月来自东北育才双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约克大学(商科)
西门菲莎大学(经济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
奖学金总额$14,500

李雨桐
18年1月来自大连市红旗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商科)
多伦多大学(人类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奖学金总额$9,500

田乐霓
18年8月来自东北育才双语学校
约克大学(电影学)
多伦多大学(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
管理与媒体)
卡尔顿大学(媒体制作与设计)
入读多伦多大学(人类学)
奖学金总额$9,500

孙鹤维
18年8月来自沈阳市第四十中学
卡尔顿大学(新闻学)
入读韦士敦大学(艺术与人文科学)
奖学金总额$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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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盈含 
18年5月来自葫芦岛世纪中学
滑铁卢大学(文科与商业)
瑞尔森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
劳里埃大学(商业管理)
渥太华大学(国际管理)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
奖学金总额$6,000

张天羽
18年7月来自大连市红旗高级中学
卡尔顿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达尔豪斯大学(计算机科学)
奖学金总额$4,000

孙睿
18年8月来自大连华美英语培训学校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
(心理与健康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约克大学(教育)研究
皇后大学(艺术与教育)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3,500

秦红羽
18年7月来自沈阳外国语学校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文科)
约克大学(城市研究/城市设计)
康戈迪亚大学(城市研究/城市设计)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1,500

吕佳凝
17年8月来自开原市民主
教育集团里仁学校
约克大学(经济学)
瑞尔森大学(经济与金融)
奖学金总额$1,000

林航宇
18年8月来自丹东市第二中学
多伦多大学(商科)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奖学金总额$1,000

王凯茜
18年8月来自沈阳市外国语学校
入读约克大学(数学)
奖学金总额$1,000

芦家熙
18年8月来自自大连枫叶国际学校
曼尼托巴大学(科学)
萨斯喀彻温大学(科学)
达尔豪斯大学(植物生物学/
植物生物化学)
温莎大学(生物学)
入读贵湖大学(农业科学)
奖学金总额$500

韩蕊依
17年8月来自沈阳市第二中学
湖首大学(英语)
劳里埃大学(青少年和儿童的研究)

梁克正
17年10月来自北京中加学校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刘姿彤
17年10月来自大连市第三十六中学
入读安省艺术设计学院(平面设计)

宋宇思
17年10月来自北京市私立汇佳学校
特伦特大学(心理学和商业)
入读约克大学(人文与哲学)

王楷维
18年7月来自盘锦市高级中学
温莎大学(经济学)
曼尼托巴大学(经济学)
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入读约克大学(经济学)

郑至诚
18年8月来自大连市第十三中学
入读韦士敦大学 

周雯慧
18年7月来自大连枫叶国际学校
入读约克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

朱毅成
18年8月来自大连渤海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商科)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菲莎国际学院(商业管理)
卡尔顿大学(商科)
入读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陕西
袁东方
17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数学与管理与金融)
渥太华大学(人力资源)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英国利物浦大学(数学与经济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
奖学金总额$14,250

李子涵 
18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瑞尔森大学(经济与金融)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500

罗凯航
17年8月来自宝鸡市烽火中学
入读英国考文垂大学
(汽车与交通设计)

雒秦萱 
18年1月来自凤翔中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邵子珊
18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入读西门菲莎大学(经济学)

王雅锐
18年7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达尔豪斯大学(金融学)
康戈迪亚学(文科)
入读曼尼托巴大学(商业管理)

余济辰
18年8月来自西安市远东第一中学
卡尔顿大学
阿尔伯塔大学(媒体学)
入读菲莎国际学院(媒体学)

陈泽龙
18年7月来自盘锦市高级中学
曼尼托巴大学
入读菲莎国际学院(商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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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张恬宁 
17年8月来自青岛市第二中学
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滑铁卢大学(数学)/(财务分析与风险管理)
阿尔伯塔大学(数学)
劳里埃大学(工商管理与数学)(双学位)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会计与数学)
英国杜伦大学(会计与金融)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会计与金融)
英国利兹大学(会计与金融)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奖学金总额$54,500

崔荣罡
18年8月来自山东省实验中学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约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皇后大学(电气和计算机)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
安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计算机科学)
入读阿尔伯塔大学(计算机科学)
奖学金总额$34,000

张曦文
18年8月来自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康戈迪亚大学(商业金融)
渥太华大学(金融学)
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与商业管理)
奖学金总额$26,000

张家仪
18年8月入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皇后大学(文科)
卡尔顿大学(商科)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韦士敦大学休伦大学学院(管理与组织学)
劳里埃大学
(工商管理与金融数学)(双学位)
入读滑铁卢大学(会计与金融管理)
奖学金总额$23,000

解瑽
16年10月来自济南市实验初级中学
皇后大学(科学)
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滑铁卢大学(生命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生命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奖学金总额$22,500

李政霖 
18年8月来自济南育英中学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皇后大学(文科)
卡尔顿大学(商科)
入读渥太华大学(人力资源)
奖学金总额$20,000

刘奕洋
18年1月来自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滑铁卢大学(数学与商业) 
渥太华大学(统计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约克大学(商科)
阿尔伯塔大学(经济学)
皇后大学(文科)
澳洲昆士兰大学(金融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19,500

梁楚齐
18年8月来自枣庄市实验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
达尔豪斯大学(商业)
渥太华大学(金融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韦士敦大学休伦大学学院
(管理与组织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14,000

陈浩明
18年8月来自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阿尔格玛大学(社区发展)
渥太华大学(环境科学)
达尔豪斯大学(科学)
英国爱丁堡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
入读皇后大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22,000

刘哲见
17年8月来自私立青岛育贤中学
卡尔顿大学(电子工程)
安省理工大学(电子工程)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
(化学与物理科学)
奖学金总额$10,750

李亚轩
18年8月来自青岛市第二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瑞尔森大学(经济与金融)
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
奖学金总额$10,000

张玟
17年8月来自济南第九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劳里埃大学(商业技术管理)
奖学金总额$9,500

王钰琨
18年8月来自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渥太华大学(统计学)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带薪实习)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
奖学金总额$9,000

昊阳 
18年1月来自青岛市第六十六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贵湖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
维多利亚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奖学金总额$8,750

沈琪浩
18年8月来自加拿大青岛海外高中
卡尔顿大学(科学)
多伦多大学(化学与物理)
麦克马斯特大学(物理科学)
渥太华大学(电子工程与计算机技术)
入读皇后大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8,500

潘淑蓉
18年8月来自济钢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韦士敦大学(经济学)/
(财务和财富管理)/(社会科学)
渥太华大学(营销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7,000

李海若 
17年8月来自济南外国语学校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约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瑞尔森大学(计算机科学)
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皇后大学(计算机/计算机技术)
奖学金总额$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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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鉴洲 
17年8月来自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多伦多大学(商科)/(社会科学)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渥太华大学(金融学)
奖学金总额$5,500

胥照清
18年7月来自淄博第八中学
多伦多大学
贵湖大学(科学)
西门菲莎大学(食品与营养学)
入读韦士敦大学(食品与营养学)
奖学金总额$5,000

徐西晋
18年8月来自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多伦多大学(商科)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文科)
奖学金总额$5,000

黄海
18年1月来自青岛市第六中学
多伦多大学
(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与媒体)
约克大学(心理学)
瑞尔森大学(语言和跨文化关系)
渥太华大学(心理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3,000

王艺臻
18年8月来自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多伦多大学(商科)
渥太华大学(国际管理)
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奖学金总额$3,000

宋广慧
18年7月来自山东省实验中学
多伦多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韦士敦大学(工程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土木工程) 
奖学金总额$2,500

叶馨雨
18年1月来自济南外国语学校
约克大学(人力资源)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渥太华大学(传播/政治科学)
多伦多大学（艺术与人文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2,500

陈雅迪
18年8月来自青岛第九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2,000

姚柯宇
18年8月来自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皇后大学(科学)
阿尔伯塔大学(科学)
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入读麦吉尔大学
奖学金总额$2,000

秦润萌
18年7月来自潍坊第一中学
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约克大学(商科)
澳洲悉尼大学(人力资源)
澳洲墨尔本大学(人力资源)
入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力资源)
奖学金总额$1,500

王海宇
18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布鲁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入读维多利亚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1,000

李冰倩妮
18年8月来自潍坊第四中学
约克大学(数字媒体)
卡尔顿大学(传媒与媒体研究) 
入读多伦多大学
(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与媒体) 
奖学金总额$500

费鹏
17年8月来自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菲莎国际学院(社会科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500

耿佳璇
17年10月来自青岛启明星中学
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布鲁克大学(经济学)
贵湖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
入读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500

郭浚哲
17年8月来自青岛市黄岛区致远中学
入读布鲁克大学(会计学)

郭向豪
18年8月来自潍坊第一中学
约克大学(经济学)
入读布鲁克大学(经济学)

李玥晅
17年8月来自私立青岛海山学校
入读特伦特大学(环境与资源研究)

宁晓涵
18年8月来自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多伦多大学(商科)
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潘玉轩
17年8月来自山东省济南中学
约克大学(经济学)
布鲁克大学(经济学)
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王中砥
18年8月来自山东威灵顿中学
温哥华岛大学(计算机科学)
萨斯喀彻温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达尔豪斯大学(计算机科学)

孙晓辰
18年1月来自东营胜利第一中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高航
17年8月来自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谭馨
18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特伦特大学(心理学与哲学)(双专业)
卡莫森学院(心理学)

杨至臻
18年8月来自山东师范大学附中
入读温莎大学(英国文学与创作写作)

赵文暄
18年7月来自山东省济南市第一中学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劳里埃大学(经济学)

郑颖慧
18年8月来自山东师范大学第二附中
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阿尔格玛大学(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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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四川 重庆

史霆宇
18年8月来自太原知达常春藤中学
皇后大学(工程学)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阿尔伯塔大学(工程学)
瑞尔森大学(计算机工程)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
奖学金总额$26,000

郭佳颖
17年8月来自天津泰达枫叶国际学校
约克大学(经济学)
皇后大学(科学)
多伦多大学(科学)/(社会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环境地球科学)
渥太华大学(国际发展学/全球化)
入读韦士敦大学(食品与营养学)
奖学金总额$14,250

邢江龙
18年8月来自太原市外国语凤凰双语中学
阿尔伯塔大学(计算机科学)
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
奖学金总额$11,000

崔芷菏
18年8月来自朔州市朔城区第一中学校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4,000

李腾阁 
18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入读布鲁克大学(游戏编程)
奖学金总额$4,000

李子星
18年8月来自太原金河中学
约克大学(数学)
渥太华大学(数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2,000

高铭泽 
18年1月来自山西民贤高级中学 
西门菲莎大学(文科)
入读瑞尔森大学(经济与金融)

孟书玉
17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多伦多大学(视觉艺术)
奖学金总额$2,000

胡珏
18年8月来自太原市外国语学校
约克大学(商科)
滑铁卢大学(文科与商业)
劳里埃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1,500

康薪涛
18年8月来自太原市外国语学校
入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电子工程)

高歌
18年8月来自太原师范学院附中
渥太华大学(媒体与传媒)
入读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李嘉颖
18年8月来自太原市第二十一中学校
入读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史冲
17年3月来自太原市第二十七中学校
 入读湖首大学(商业)

徐佳蕾 
18年3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入读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徐敏棋
18年8月来自成都树德中学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阿尔伯塔大学(计算机科学) 
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
奖学金总额$22,500

李卓函
17年8月来自都江堰外国语实验学校
滑铁卢大学(物理科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科学)
渥太华大学(物理)
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覃玉恒
18年8月来自成都美视国际学校
约克大学(传媒学)
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入读卡尔顿大学(传媒与媒体研究) 
奖学金总额$7,000

王涔艺
18年7月来自成都市石室中学
渥太华大学(会计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澳洲墨尔本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5,750

唐恺良
18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阿尔伯塔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奖学金总额$5,000

王圻洋
18年10月来自成都市石室中学
多伦多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商科)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
奖学金总额$3,250

卓越
17年8月来自成都市航天中学校
约克大学(电影学)
入读韦士敦大学(媒体，信息与技术文化)
奖学金总额$3,000

唐梓芮
17年8月来自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英国金斯顿大学(摄影)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摄影)

李果谦
18年8月来自重庆市第一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渥太华大学（金融数学与经济学）
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
奖学金总额$6,500

韩林洁
18年8月来自重庆市第一双语学校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2,500

钱连林
18年8月来自重庆实验外国语学校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劳里埃大学（经济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2,000

蔡汶汐
18年1月来自重庆市铜梁中学
布鲁克大学（媒体学）
入读卡尔顿大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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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港澳台

云南

杜思辰
18年1月来自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一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13,250

杨东亮
18年10月来自兰德高中
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
奖学金总额$6,000

张好圆
18年8月入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奖学金总额$2,500

安光宇 
18年8月来自新疆八一中学 
约克大学(生物医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化学与物理科学)
奖学金总额$1,500

冯泽
18年8月来自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一中学
入读约克大学(统计学)
奖学金总额$500

胡又朋
17年3月来自云南师大附中美华国际高中
瑞尔森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500

熊浩宇
18年8月来自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
约克大学(工程学)
阿尔伯塔大学(数学)
菲莎国际学院(社会科学)
入读安省理工大学(电子工程)
奖学金总额$500

李聆睿
18年8月来自昆明市第一中学西山学校
卡尔顿大学(计算机工程)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程序自动化技术)

李宛蓓
18年1月来自昆明市官渡区鈡英中学
布鲁克大学(媒体与传媒)

胡心雨
17年3月来自云南师大附中
美华国际高中  
温莎大学(心理学)
入读布鲁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邓湛勋
18年3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瑞士恺撒里兹酒店管理大学
(酒店和旅游管理/酒店业务管理双学位)
瑞士酒店管理学院(国际酒店管理)
瑞士蒙特勒酒店工商管理大学(酒店管理)
澳洲蓝山国际酒店管理学院(酒店管理)
澳洲国际饭店管理学院(国际酒店管理)
澳洲南澳大学(旅游与活动管理)
澳洲格里昂酒店管理学院(国际酒店商务
澳洲悉尼国际管理学院(酒店管理)
澳洲格里菲斯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
入读香港中文大学(酒店和房地产管理)
奖学金总额$133,300

方紫茵
16年8月来自基督教崇真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布鲁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瑞尔森大学(会计与金融管理)
渥太华大学(人力资源)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27,000

王皓德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约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布鲁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瑞尔森大学(计算机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奖学金总额 $22,500

侯品绮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滑铁卢大学(生命科学)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约克大学(生物学)
布鲁克大学(生物技术)
皇后大学(科学)
瑞尔森大学(生物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奖学金总额 $21,500

孙廷睿 
18年8月来自台南市六信高级中学
瑞尔森大学(政治)
约克大学(政治科学)
安省理工大学(传媒学)
特伦特大学(信息系统/商科) 
渥太华大学(社会学/传媒)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滑铁卢大学(全球商业和数字艺术)
韦士敦大学(媒体，信息和技术文化)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 $19,500

李嘉雯
17年8月来自培正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多伦多大学(商科)/(管理)(带薪实习)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
英国华威大学(国际管理)
英国爱丁堡大学(会计和商业)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会计与金融)
香港大学(工商管理与法学)(双学位)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国际商务)
入读香港科技大学(商业管理)
奖学金总额$17,500

卜桭庭
17年8月来自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
王锦辉中小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约克大学(物理学和天文学)
布鲁克大学(物理)
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奖学金总额$17,500

张杰安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物理科学)
布鲁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渥太华大学(电子工程与计算机技术)
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奖学金总额 $17,000

阮慧然
18年1月来自启历学校
皇后大学(科学) 
韦士敦大学(食品与营养学)
阿尔伯塔大学(食品与营养学) 
瑞尔森大学(食品与营养学)
贵湖大学(营养科学)
诺丁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
萨斯喀彻温大学(食品与营养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奖学金总额$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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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暄芸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滑铁卢大学(物理科学)
约克大学(化学）
瑞尔森大学(化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物理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化学与物理)
奖学金总额 $15,500

曾歆妤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商科)/(艺术与人文科学)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营销学)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英国华威大学(管理学)
奖学金总额 $14,000

唐智铧
18年3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约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英国爱丁堡大学(计算机科学)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计算机科学)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计算机科学)
英国伦敦大学(计算机科学)
渥太华大学(计算机工程)
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
奖学金总额$13,000

郭倩霖
16年8月来自圣芳济各书院
多伦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
布鲁克大学(媒体学)
瑞尔森大学(儿童与青少年)
入读约克大学(地理与城市研究)
奖学金总额$13,000

温昱淳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
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 $12,500

曾奕澍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人类学)
瑞尔森大学(政治)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 $12,000

胡敏慧
15年10月来自香港宁波第二中学
湖首大学(护理)
约克大学(生物学)
皇后大学(科学)
特伦特大学(法医生物学)
瑞尔森大学(生物学)
布鲁克大学(生物医学) 
安省理工大学(法医科学)
入读渥太华大学(眼科医疗技术)
奖学金总额$11,000

周悦慈
18年10月来自世界龙冈学校刘皇发中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卡尔顿大学(科学)
贵湖大学(科学)
渥太华大学(生物化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生命科学)
奖学金总额$10,750

陈晓珊
18年8月来自天主教母佑会萧明中学
布鲁克大学(会计学) 
贵湖大学(会计学)  
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奖学金总额$8,750

李姿仪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瑞尔森大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环境地球科学)
约克大学(生物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奖学金总额 $8,500

林君霞
18年1月来自圣士提反女子中学
约克大学(社会科学)
布鲁克大学(心理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8,250

王易学
16年8月来自新竹县私立康乃薾国民中小学
约克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入读瑞尔森大学(创意产业)
奖学金总额 $8,500

黄子庭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约克大学(商科)
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奖学金总额 $6,000

陈沂宣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贵湖大学(媒体学)
入读安省艺术设计学院(文科)
奖学金总额 $6,000

甘浚玮
17年8月来自圣保罗书院
多伦多大学(商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业)
布鲁克大学(会计学)
香港科技大学(商业)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学) 
英国雷丁大学(会计与金融)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会计和商业)
英国伯明翰大学(会计与金融)
入读英国利兹大学
(会计与金融)  
奖学金总额$6,750

张皓薇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
(视觉和表演艺术, 艺术管理和媒体)
滑铁卢大学(文科与商业)
渥太华大学(数字新闻)
韦士敦大学(媒体，信息和技术文化)
入读多伦多大学
(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奖学金总额 $4,500

叶承燊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生物技术)
布鲁克大学(生物技术)
西门菲莎大学(生物技术)
安省理工大学(生命科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生物技术)
奖学金总额 $4,500

梁高郡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湖首大学(工程学)
卡尔顿大学(电子工程)
瑞尔森大学(应用数学)
渥太华大学(物理)
安省理工大学(软件工程)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
(程序自动化技术)
奖学金总额 $4,000

翁瑜廷 
18年8月来自台南市六信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化学与物理)
入读瑞尔森大学
奖学金总额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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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娸妘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瑞尔森大学(专业传媒)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曼尼托巴国际学院(社会科学)
入读约克大学(商业与社会)
奖学金总额 $4,250

林挺敬 
18年8月来自台南市六信中学
瑞尔森大学(经济与金融)
维多利亚大学(社会科学)
韦士敦大学国王学院(管理与组织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奖学金总额 $3,500

敬详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奖学金总额 $3,000

吴微茜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约克大学(商科) 
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
奖学金总额 $3,000

梁洛慈
17年8月来自圣保禄中学
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贵湖大学(动物生物学/动物心理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法医学)
奖学金总额$3,000

李婷伊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商科)
约克大学(商科)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
奖学金总额 $2,500

冯文菁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多伦多大学(心理学)
约克大学(心理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文科)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心理与健康科学）
奖学金总额 $2,500

庄淳迦
16年8月来自嘉诺撒圣玛利书院 
滑铁卢大学(休闲与休闲研究)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多伦多大学(心理学)/ 
(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约克大学(运动机能学与健康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
(运动机能学与体育教育)  
奖学金总额$2,500

张国倩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约克大学(数学)
特伦特大学(数学)
布鲁克大学(人文学)
菲莎国际学院(文科)
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温哥华岛大学(商业管理)
莱斯布里奇大学(经济学)
阿卡迪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康戈迪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奖学金总额 $1,500

金芯宇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约克大学(传媒学)
瑞尔森大学(儿童与青少年)
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奖学金总额 $1,000

杨芷茵
16年8月来自优才书院
约克大学(心理学)
布鲁克大学(心理学)
瑞尔森大学(社会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1,000

吴秉倢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特伦特大学(商业管理) 
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入读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奖学金总额 $1,000

吴圳韬
17年7月来自拔萃男书院
渥太华大学(地理）
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奖学金总额$750

黄于嫣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舒立丹学院(视觉艺术)
温莎大学(视觉艺术)
安省艺术设计学院(工业设计)
入读约克大学(视觉艺术)
奖学金总额$500

池家宝
17年7月来自仁济医院王华湘中学 
入读布鲁克大学(心理学)
奖学金总额$500

吕君承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布鲁克大学(社会学)
阿尔格玛大学(社会学)
入读约克大学(传媒学)
奖学金总额$500

翊婷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约克大学(儿童研究)
渥太华大学(法语研究)
瑞尔森大学(国际经济与金融)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奖学金总额$500

KATHERINE KELLY HAY 
16年8月来自WAQOR INTL SCHOOL OF 
EXCELLENCE 
约克大学(法律与社会)
布鲁克大学(心理学)
贵湖大学(刑事司法) 
劳伦森大学(心理学)
湖首大学(政治科学 / 法律预科)
入读多伦多大学
(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奖学金总额$500

叶宜桦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舒立丹学院(视觉艺术)
温莎大学(家庭与社会关系)
阿尔格玛大学(社会工作)
安省艺术设计学院(绘画)
特伦特大学杜伦校区(儿童与青少年)
入读约克大学(人文与哲学)
奖学金总额$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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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曼彤
17年8月来自香港神詑会培基书院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表演和戏剧)

何鍫彤
16年8月来自天主教郭得胜中学
布鲁克大学(妇女研究/性别研究)
入读劳里埃大学(传媒研究)

高子澄
17年8月转自加拿大学校
布鲁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香港浸会大学(科学)
入读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

陈焯基
17年1月来自港澳信义会慕德中学
劳里埃大学(传媒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传媒)
入读瑞尔森大学

吴芷蔚
18年8月来自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学
劳里埃大学(传媒学) 
奥塔哥大学(健康科学)
瑞尔森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
入读约克大学(人文与哲学)

潘梓城
17年10月来自粤华中学
入读约克大学(社会学)

关逸飞
18年8月来自联国学校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
渥太华大学(计算机工程)
入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科学)

陈施允
16年8月来自何东中学
渥太华大学(健康科学)
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医学放射科学)
入读皇后大学(健康科学)

黄溢聪
16年8月来自基督教崇真中学
约克大学(社会科学)
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劳里埃大学(社会，文化和环境)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张家典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安省理工大学(传媒学)
卡尔顿大学(认知科学)
入读约克大学(认知科学)

张道玄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入读约克大学(人力资源）

许姿涵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约克大学(传媒学)
入读安省艺术设计学院(文科)

林洋东 
16年8月来自康桥国际学校
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陆彦文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瑞尔森大学(社会学)
入读约克大学(人类学)

蔡启侑 
16年7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入读劳里埃大学(传媒研究)

蔡可莙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入读特伦特大学
(商业管理-营销与消费者文化)

陈晋晨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约克大学(生物医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
(社会科学与人类学)

陈正然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安省理工大学(生命科学)
瑞尔森大学(公共卫生)
入读约克大学(健康科学)

陈羿豪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入读约克大学(传媒学)

郑旻璇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约克大学(心理学)
曼尼托巴大学

朱咏涵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
入读多伦多大学

萧宇辰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入读香港浸会大学(商业管理)

吴俊言
16年8月来自丽泽中学
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科学)
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社会科学)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社会科学)
入读美国奥本大学(商业管理)

柯重佑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特伦特大学(经济学) 
布鲁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菲莎国际学院(商业管理)
瑞尔森大学(零售管理)
曼尼托巴国际学院(商业管理)
入读约克大学(传媒学)

林宥彤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特伦特大学(犯罪学与社会法律研究)
入读布鲁克大学(妇女研究/性别研究)

林诗晴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约克大学(环境科学/环境研究)
入读安省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

林昱伶 
18年8月来自汉英高级中学 
布鲁克大学(电影学)
入读卡尔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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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YI-SHU TSENG
多伦多大学 

（社会科学 ）

赞比亚 
BATOUL DIAB 
特伦特大学
(心理学）

乌干达
GLORIA NEEMA MIANITSE
卡尔顿大学

（公共行政）   

美国
MARYAM AMANI YAHYA
英国莱斯特大学

（犯罪学/法律研究）

越南 
DUC NGHIA LE
多伦多大学
罗特曼商学院   

土耳其 
MELIKE IDIL CELIK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法律）    

乌克兰 
VIKTORIYA PETROVA 
约克大学

南韩 
BOMIN JEON
滑铁卢大学

（数学）  

坦桑尼亚 
MALAIKA RICHARD MAZULA
卡尔顿大学
(荣誉学士学位)       

委内瑞拉 
MIGDALIA ISABEL ROVIRA 
美国乔治敦大学 

（国际关系）     

南非
AMMA OTWE TETTEY
多伦多大学 

（管理与国际业务）

新加坡
XINYI TAN
瑞尔森大学

（酒店与旅游管理）

卡塔尔
Divine Ofonime Emem
特伦特大学
(社会工作）

塞拉利昂
ANTHONETTE SIERAH KOROMA 
特伦特大学
(社会工作）

沙特阿拉伯
MD RABIN AHMED 
安省理工大学

（机械工业）        

马来西亚
YI TING LOH
渥太华大学
(土木工程 ）

俄罗斯
VERA FRANTSEVA 
多伦多大学
罗特曼商学院   

尼日利亚
ANJOLA OMOWONUOLA OLUFOWOBI
卡尔顿大学

（生物医学机械工程）

巴基斯坦
MUHAMMAD K. KHAN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项目管理）  

墨西哥 
CARLOS BARRERA
渥太华大学
  

澳门 
IAT FEI KUAN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应用科学 ）

肯尼亚
KOLENE LAMIZANA 
卡尔顿大学

（认知科学)

哈萨克斯坦
AISANA ASSANOVA 
瑞尔森大学

（护理）

日本
Michelle Yeboah Yabe
约克大学
(人权与人类学)           

牙买加
DOMINIC HUGH WILLIAMS
渥太华大学

（健康研究）

伊朗
HEDIYEH ZOHOURIAN SAJAD 
麦克马斯特大学

（生物技术）       

印度尼西亚
VANESSA VALENTINE LAURENTZ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科学) 

香港 
MAX CHAM FAN TANG

香港中文大学
(酒店和房地产管理)

加纳
MELISSA AKUA ANSABA SAM 
英国华威大学 

（法律）

埃及
TONY BASSEM PHILIP WASFI PHILIPS
约克大学 
舒立克商学院

中国大陆
ZHIBAO ZHAN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应用科学 ）  

加拿大
STEPHANIE SOMTOCHUKWU EZIKE
多伦多大学

（社会科学 ）

巴西
ALINE UCHOA BOGHOSSIAN
多伦多大学
(心理学)     

贝宁共和国
SORLOUM RAISSA AMAH
卡尔顿大学
(荣誉学士学位)   

巴哈马
SANCHEZ CHARLES STUART JOHNSON
约克大学

阿塞拜疆
GOLRIZ YOUSEFZADEH KHAMENEH
约克大学
(心理学)

加拿大校址：
1003 Main Street West, Hamilton, Ontario, Canada L8S 4P3
电话 : 1-905-572-7883 | 传真 : 1-905-572-9332
电子邮件 : columbia@cic-totalcare.com
网址：www.cic-TotalCare.com

香港校务处：
香港湾仔港湾道6-8号瑞安中心16楼1612室
电话： 852-2868-4222 | 传真 ： 852-2530-3156
电子邮件： general@cic-totalcare.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