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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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issa Pool

麦克马斯特大学
教务长

Andrea Jardin

滑铁卢大学
入学部副教务长

“ 来哥伦比亚国际学院学习是
一个非常好的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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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en Withers

多伦多大学
入学部总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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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于1979年哥伦比亚国际学院

哥伦比亚国际学院 | 2020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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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翌君

多伦多大学
滑铁卢大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
QS世界排名 #9

录取

录取

Madi Burabayev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约克大学
温莎大学

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
美国大学排名 #57

录取

Anh Phu Tran

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Times 世界排名 #18

录取
多伦多大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Sizova Veronika

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Times 世界排名 #18

麦吉尔大学
滑铁卢大学
韦士敦大学

录取

Tobi Ayodele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商学院
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
多伦多大学

韦士敦大学毅伟商学院Ivey Business School
北美顶尖商学院

录取

林祈均

多伦多大学
格拉斯哥大学
欧洲商学院

英国爱丁堡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QS 世界排名 #20

录取

奖学金总额 $157,719

林心宇

伦敦国王学院
多伦多大学
华威大学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QS 世界排名 #8

录取

奖学金总额 $18,500

任鹏飞

多伦多大学
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
韦士敦大学

录取

奖学金总额 $58,000

UBC 尚德商学院Sauder School of Business
北美顶尖商学院

as of June 2020

Kairat Khismetzhan

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
纽约大学上海分校
温莎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QS 世界排名 #75

录取

奖学金总额 $657,056

王紫瑜

多伦多大学
悉尼大学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录取

奖学金总额 $69,500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商学院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北美顶尖商学院

Nazari Shershun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商学院
麦克马斯特大学
女王大学

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 Schulich School of Business
北美顶尖商学院

录取

奖学金总额 $21,000

Ngozi Egbunike

滑铁卢大学 University of Waterloo
QS世界大学影响力 #13

录取
多伦多大学
约克大学
卡尔顿大学

奖学金总额 $14,000 奖学金总额 $34,000奖学金总额 $425,000 奖学金总额 $449,500奖学金总额 $125,500奖学金总额 $258,500

2020届优秀毕业生 携高额奖学金入读世界名校

中国优秀毕业生 最高个人奖学金超过18万加币

获顶尖大学录取人数最多

获大学入学奖学金总额最高

2020届毕业生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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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昕静 林祈均 谭焯斌 姚颖昕 陈玥婧卉 王紫瑜 郭予涵 陈俊驰

奖学金总额 $183,202 奖学金总额 $157,719 奖学金总额 $119,000 奖学金总额 $106,000 奖学金总额 $76,500 奖学金总额  $69,500 奖学金总额 $67,500 奖学金总额 $60,500
任鹏飞 樊倩羽 吴松泽         张欣妤  任校廷 张芷毓 王慈  姜迪文

奖学金总额 $58,000 奖学金总额 $53,000 奖学金总额 $49,000 奖学金总额 $46,000 奖学金总额 $45,000 奖学金总额 $45,000 奖学金总额 $45,000 奖学金总额 $42,500
林伊琪 朱梦妍 袁一缈 郭宇涵 徐君龙 林彦锋               李昕蔚 张泽宏

奖学金总额 $41,500 奖学金总额 $40,500 奖学金总额 $38,000 奖学金总额 $38,000 奖学金总额 $37,500 奖学金总额 $37,500 奖学金总额 $37,000 奖学金总额 $36,250
俞家傲 尤嘉乐 刘一鸣 林存瑜 陈紫琪 薛智莉          陈思域   何佳依

奖学金总额 $36,000 奖学金总额 $32,500 奖学金总额 $32,000 奖学金总额 $31,000 奖学金总额 $29,500 奖学金总额 $28,500 奖学金总额 $28,000  奖学金总额$27,000
唐若钰 鲍高远 陈梓和 王秀儿 吴光璞 简锐 袁君成 高雨萌

奖学金总额 $27,000 奖学金总额 $26,500 奖学金总额 $25,000 奖学金总额 $24,500 奖学金总额 $23,500 奖学金总额 $23,250
*因疫情关系， 部分毕业生不能参与毕业照拍摄，故用学生ID照片代替。

中国优秀毕业生 最高个人奖学金超过18万加币

奖学金总额 $23,000 奖学金总额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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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陈俊驰来自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多伦多大学（商科）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瑞尔森大学（机械工程）渥太华大学（机械工程）韦士敦大学（工程学），约克大学（工程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工业工程/供应链工程）奖学金总额 $60,500

朱梦妍来自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入读多伦多大学（工程科学）奖学金总额 $40,500 

袁一缈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多伦多大学（计算机），滑铁卢大学（数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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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吉尔大学（物理，地球，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工程科学）奖学金总额 $38,000

朱米妮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布鲁克大学（会计学）瑞尔森大学（会计与金融管理）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奖学金总额$20,000

林心宇来自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多伦多大学（管理学)(商科）滑铁卢大学（会计与金融管理）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英国华威大学（会计与金融）英国曼切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入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统计，经济和金融）奖学金总额 $18,500

李欣诺来自人大附中北大附小联合实验学校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卡尔顿大学（传媒与媒体研究）入读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奖学金总额 $5,500

欧阳常甲来自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国际中学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约克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3,000

沈柳君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约克大学（人力资源）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人力资源）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商业与创美传媒）贵湖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奖学金总额 $1,500

赵天怡来自北京市中关村中学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750

张梓莹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任秦雪来自北京力迈中美国际学校约克大学（商业与社会）渥太华大学（社会学）瑞尔森大学（社会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潘贤卿来自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入读约克大学（电影学）

王冼琦来自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入读卡尔顿大学（软件工程）

赵宇飞来自北京市第十九中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文科）

王紫瑜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多伦多大学（商科）（管理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瑞尔森大学（经济与金融）维多利亚大学（商科）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科）西门菲莎大学（商业管理）渥太华大学（社会/传媒）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尚德管理学院（商科）麦克马斯特大学德格鲁特商学院（商业管理）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奖学金总额 $69,500

任鹏飞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约克大学（心理学），渥太华大学（心理学）多伦多大学（管理学)(社会科学）韦士敦大学（艺术与人文科学）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国际工商管理）入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尚德管理学院（商科）奖学金总额 $58,000

王慈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约克大学（应用数学）渥太华大学（数学）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

北京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电子工程） 入读渥太华大学（电子工程）

安玉婷来自北京王府外国语学校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

BRAN LI来自北京市十一学校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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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安省理工大学（核工程/工程系统）滑铁卢大学（纳米工程/纳米技术工程）入读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奖学金总额 $14,000

俞皓来自为明学校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卡尔顿大学（计算机科学）瑞尔森大学（零售管理）渥太华大学（金融数学与经济学）入读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奖学金总额 $14,000

谢音琪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滑铁卢大学（数学与商业管理）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约克大学（统计学）,布鲁克大学（会计学）劳里埃大学（数据科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13,750

俞鹏来自建平实验中学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韦士敦大学（工程学）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奖学金总额 $9,000

黄晋来自上海实验中学多伦多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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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组织学）皇后大学（商科）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

李逸辰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多伦多大学（化学与物理）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阿尔伯塔大学（物理）安省理工大学（核工程/工程系统）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科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奖学金总额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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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大学（计算机和网络通信 ）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奖学金总额 $45,000

徐君龙来自上海市零陵中学麦克马斯特大学（物理科学）皇后大学（科学），贵湖大学（工程学）渥太华大学（化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化学与物理）奖学金总额 $37,500

薛智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商科）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商科）西门菲莎大学（商科）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奖学金总额 $28,500

唐若钰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多伦多大学（商科）（管理与国际商务）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约克大学（商科），皇后大学（商科）渥太华大学（会计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商业管理）英国杜伦大学（会计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商科）英国伯明翰大学（商业管理）入读英国曼切斯特大学（会计学）奖学金总额 $27,000

袁君成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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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大学（计算机科学）皇后大学（计算机/计算机技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科学）贵湖大学（管理经济学/工业与金融学）入读阿尔伯塔大学（计算机科学）奖学金总额 $23,000

高雨萌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多伦多大学（商科）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瑞尔森大学（会计与金融管理）西门菲莎大学（商科）渥太华大学（金融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学 ）奖学金总额 $23,000

孟欣瑜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滑铁卢大学（财务分析与风险管理）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阿尔伯塔大学（经济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奖学金总额 $22,000

周欣瑶来自浦东外国语学校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滑铁卢大学（财务分析与风险管理）（计算机工程），香港大学（量化金融）入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科学本科与管理研究生连读）奖学金总额 $20,000

张佳欣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多伦多大学（化学与物理）滑铁卢大学（化学）， 约克大学（工程学）韦士敦大学（工程学）瑞尔森大学（化学工程)渥太华大学（化学工程)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奖学金总额 $19,500

沈一鸣来自上海七宝中学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管理与组织学）多伦多大学（管理与金融）（统计学与量化金融）约克大学（经济学）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15,000

杨翌君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韦士敦大学（工程学）约克大学（工程学）多伦多大学（化学与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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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创东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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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8,500

郑燚来自加拿大中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皇后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入读多伦多大学（工程学）奖学金总额 $8,000

夏修齐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设计）美国加州艺术学院（设计）入读美国奥蒂斯艺术设计学院（设计）奖学金总额 $8,000

张家俊来自上海协和双语学校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国际商务）约克大学（经济学）渥太华大学（金融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奖学金总额 $7,500

屠雯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约克大学（数字媒体）皇后大学（计算机）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入读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奖学金总额 $7,500

肖琪来自上海市大同中学多伦多大学（商科）,皇后大学（文科）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奖学金总额 $7,500

陳嬿冰来自上海市市南中學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

马嘉遥来自上海市大同中学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奖学金总额 $4,500

余楚芸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布鲁克大学（生物学），贵湖大学（生物医学）入读渥太华大学（生物学）奖学金总额 $4,000

赵悠然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里贾纳大学（电影制作）西门菲莎大学（电影学）,劳里埃大学（文科）奖学金总额 $3,000
陈雅静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文科）美国阿德菲大学（文科）美国堪萨斯大学 （文科）入读美国奥本大学奖学金总额 $3,000

王康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约克大学（工程学）阿尔伯塔大学（数学与物理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自动化和汽车技术）奖学金总额 $2,500

徐思睿来自上海民一中学多伦多大学（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和媒体）/（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韦士敦大学（媒体，信息和技术文化）瑞尔森大学（新媒体研究）入读约克大学（设计）奖学金总额 $2,000

薛榕之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约克大学（商科）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2,000

毛鸿瑜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中学多伦多大学（商科）皇后大学（文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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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奖学金总额 $1,750

林思言来自西南模范中学约克大学（数学）渥太华大学（金融学）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张紫瑶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科学）入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学）奖学金总额 $1,500

江成洲来自上海天山中学多伦多大学（物理与环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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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大学（物理/电子工程）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奖学金总额 $1,500

徐嘉俊来自上海尚德实验学校入读约克大学（商业数学）

刘欣瑜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渥太华大学（传媒学）瑞尔森大学（艺术与现代学）入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文科）

陆一嘉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学校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媒体与传媒）入读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商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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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恒宇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学校特伦特大学（媒体研究）
汤君月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戚凯文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英国埃塞克斯大学（酒店管理）英国萨里大学（国际酒店管理）入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国际酒店管理）

乔元馨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插图）英国金斯顿大学（插图动画）入读英国伦敦艺术大学（插图）

施璐璐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商科）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科）

寿浙茜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特伦特大学（英语和商务）

杨嘉皓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约克大学（人力资源）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入读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姚桂芝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姚子凡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入读湖首大学（音乐）

尹宇彤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文科）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文科）英国伯明翰大学（文科）

於泓来自上海闵行区诺德安达双语学校约克大学（专业待定）皇后大学（科学）渥太华大学（心理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张媛媛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入读安省艺术设计学院（平面设计）

侯虹宇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英国南安普顿大学（金融）英国诺丁汉大学（金融）入读英国伯明翰大学（金融学）

赵俊昊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布鲁克大学（体育管理）瑞尔森大学（经济与金融）入读韦士敦大学（财务与财富管理）

仲益智来自上海尚德实验学校西门菲莎大学（教育学）劳伦森大学（传媒学）

朱辰君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约克大学 （儿童研究）温莎大学 （家庭与社会关系）瑞尔森大学 （儿童与青少年）入读布鲁克大学（儿童与青少年）

祝芸芸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入读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栾雨萧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布鲁克大学（经济学）入读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

马欣奕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渥太华大学（经济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数字媒体）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公共关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传媒与媒体研究）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传媒学）

周颖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约克大学（商业与社会）阿尔格玛大学（社会学）渥太华大学（社会科学）瑞尔森大学（基础课程）入读布鲁克大学（社会科学）

顾亦婷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商科）
何心瑜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卡普兰诺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澳大利亚昆特兰理工大学（美术）入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媒体制作与设计）

蔡京航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皇后大学（艺术）入读渥太华大学（化学）

成伊凡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入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科学）

郭佳睿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

蒋天豪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大境中学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布鲁克大学（会计学）入读卡尔顿大学（计算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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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昱竹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多伦多大学（商科）（社会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商科）渥太华大学（金融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学）奖学金总额 $9,500

朱韬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多伦多大学（人文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渥太华大学（国际管理）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8,500

吴昊宁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布鲁克大学（国际双学位）约克大学（商科）入读阿尔伯塔大学（经济）奖学金总额 $8,000

秦恒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约克大学（计算机科学）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温莎大学（计算机科学）入读康戈迪亚大学（计算机科学）奖学金总额 $7,500

陈嘉妍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皇后大学（文科）渥太华大学（语言学）韦士敦大学（儿童和社会机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入读维多利亚大学（儿童与青少年）奖学金总额 $6,500

邹雁杭来自绍兴市第一中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渥太华大学（会计学）（数学和经济）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6,500

樊倩羽来自浙江省龙游中学滑铁卢大学（文科）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英国伯明翰大学（数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数学与统计学）英国华威大学（数学与统计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数学与统计学）英国曼切斯特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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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00

郭宇涵来自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滑铁卢大学（工商管理与数学，双学位）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数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英国曼切斯特大学（数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奖学金总额$38,000

俞家傲来自杭州第十四中学康桥校区多伦多大学（管理与金融）（量化金融）滑铁卢大学（文科与商业）(数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金融与财富管理）布鲁克大学（会计学）皇后大学（文科）渥太华大学（会计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奖学金总额 $36,000

鲍高远来自杭州采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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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顿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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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0

王秀儿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管理与商业）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约克大学（经济学）渥太华大学（国际管理）入读皇后大学（文科）奖学金总额 $24,500

张夏欣来自杭州东方中学多伦多大学（商科）（管理与国际商务）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业管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尚德管理学院（商科）入读麦吉尔大学德素特斯管理学院（商科）奖学金总额 $22,000

储鑫儿来自杭州师大附中麦克马斯特大学（生命科学）皇后大学（科学）瑞尔森大学（护理学）入读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奖学金总额 $17,500

俞徐恩来自诸暨荣怀学校约克大学（商科）劳里埃大学（商业管理）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管理学）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奖学金总额 $16,500

陈佳铭来自浙江省吴兴高级中学约克大学（传媒学）皇后大学（文科）多伦多大学（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和媒体）/（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韦士敦大学（媒体，信息和技术文化）卡尔顿大学（传媒与媒体研究）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12,500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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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家慧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约克大学（人力资源）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入读渥太华大学（市场营销）奖学金总额 $5,500

王宇博来自宁波北仑明港高级中学布鲁克大学（互动艺术与科学）劳里埃大学（用户体验设计）入读贵湖大学（艺术）奖学金总额 $5,000

杜卓成来自浙江省杭州第九中学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社会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奖学金总额 $4,500

秦行健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安省理工大学（工程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奖学金总额 $3,500

董婷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多伦多大学（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和媒体）/（人类学）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传媒学）渥太华大学（国际发展/全球化）入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文科）奖学金总额 $3,000

聂芃宇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文科）皇后大学（艺术）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管理学）入读渥太华大学（金融学）奖学金总额 $2,500

金丽娜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入读渥太华大学（国际经济与发展）奖学金总额 $2,000

程凯骐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皇后大学（艺术）入读渥太华大学（数学）奖学金总额 $1,500

王跃跃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入读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奖学金总额 $1,500

唐佳豪来自金华女子中学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入读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750

陈佳宁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入读贵湖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

陈乐天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入读渥太华大学（数学）

戴璐来自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皇后大学（文科）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与经济学）英国伯明翰大学（管理学）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管理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管理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李文娴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入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文科）

邵骏威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入读渥太华大学（国际研究和现代语言）

陶雨璐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渥太华大学（心理学）入读阿尔伯塔大学（心理学）

王柏懿来自加拿大学校入读安省艺术设计学院（插图）

王可儿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入读约克大学（视觉艺术与艺术史）

王雨馨来自苏州枫华学校入读约克大学（人力资源）

辛天霖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文科）入读渥太华大学（社会/传媒）

徐贤健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入读渥太华大学（国际经济与发展）

严丹妮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入读约克大学（商科）数学

张宁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张毅哲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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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安徽

福建

蒋方媛来自合肥市第八中学多伦多大学（商科）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皇后大学（文科）爱丁堡大学（经济与金融）布里斯托大学（经济学）

丁嘉丽来自天津市第七中學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科学与生物科学）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奖学金总额 $18,000

王一晴来自天津市第十四中学多伦多大学（基础课程）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韦士敦大学（商业航空管理）约克大学（商科）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奖学金总额 $5,500

陈紫琪来自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社会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皇后大学（计算机）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29,500

许颢来自漳州康桥学校卡尔顿大学（商科）安省理工大学（商科）入读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奖学金总额 $8,500

陈雅莉来自泉州实验中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渥太华大学（管理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6,000

祁政然来自厦门市六中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3,500

蓝子俞来自加拿大中学多伦多大学（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和媒体）（视觉艺术）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瑞尔森大学（艺术与现代学）入读多伦多大学（人类学）奖学金总额 $2,000

胡北弟来自漳州康桥学校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入读约克大学（经济学）奖学金总额 $1,500

周宇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入读瑞尔森大学（基础课程）

朱宇恒来自宁波华茂国际学校英国诺丁汉大学（国际媒体与传媒研究）英国利物浦大学（传媒与媒体研究）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电子媒体与技术）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电子媒体与传媒）渥太华大学（社会学）入读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媒体，传媒与文化研究）

曼切斯特大学（会计与金融）谢菲尔德大学（经济学）西门菲莎大学（社会科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奖学金总额 $22,000

吴张扬来自屯溪一中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土木工程）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韦士敦大学（工程学）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10,000

金恺妍来自屯溪一中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科学）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数学与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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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与数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3,500

桂海蓉来自安徽省蚌埠市第一中学温莎大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入读渥太华大学（心理学）

闵征宇来自合肥市第三十五中学入读约克大学（电影学）

孙书寻来自合肥市第九中学利兹大学（会计和商业）萨里大学（会计和商业）特伦特大学（财务）湖首大学（商科）

朱天岸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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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屹洲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多伦多大学（管理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财务与财富管理）（管理与组织学）约克大学（商科）渥太华大学（金融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20,500

林靖彬来自广州市第六中学韦士敦大学（工程学）约克大学（工程学）贵湖大学（计算机科学）渥太华大学（计算机工程）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奖学金总额 $19,500

沈鹭来自南山中加国际学校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约克大学（运动机能学与健康科学）贵湖大学（动物生物学）入读韦士敦大学（人体运动学）奖学金总额 $19,500

许萱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滑铁卢大学（测绘）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阿尔伯塔大学（物理科学）皇后大学（工程学）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工程）奖学金总额 $18,500

陈昊阳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韦士敦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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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向惟楚来自广州市执信中学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贵湖大学（科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奖学金总额 $17,500

广东

代笛希来自高原国际寄宿学校入读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李定育来自漳州康桥学校卡尔顿大学（数学）入读渥太华大学（数学）

谭焯斌来自广州市第二中学皇后大学（商科）多伦多大学（管理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尚德管理学院（商科）劳里埃大学（工商管理与金融数学，双学位）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奖学金总额 $119,000

姚颖昕来自广州市第二中学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韦士敦大学（工程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工程）奖学金总额 $106,000

张芷毓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皇后大学（商科）多伦多大学（管理学)(商科）滑铁卢大学（文科）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约克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商业管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会计与金融）英国华威大学（商科）英国曼切斯特大学 （金融经济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45,000

林伊琪来自深圳市高级中学多伦多大学（管理学)(商科）滑铁卢大学（文科与商业）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皇后大学（商科）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奖学金总额 $41,500

李昕蔚来自佛山市第三中学约克大学（经济学）贵湖大学（艺术）维多利亚大学（商科）康戈迪亚大学（金融学）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奖学金总额 $37,000

张泽宏来自番禺香江育才实验学校多伦多大学（管理学）（社会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媒体，信息和技术文化）约克大学（商科）渥太华大学（人力资源）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奖学金总额 $36,250

简锐来自佛山市南海区南海执信中学多伦多大学（人类学）（商科）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约克大学（商科）特伦特大学（科学与商业）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奖学金总额 $23,250

黄智楷来自广州市六中多伦多大学（商科）滑铁卢大学（全球商业和数字艺术）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约克大学（经济学）皇后大学（文科）渥太华大学（金融数学与经济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学 ）奖学金总额 $21,000



哥伦比亚国际学院 | 全面照顾教育计划®

成功故事

12

张可欣来自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卡尔顿大学（传媒与媒体研究）渥太华大学（金融数学与经济学）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奖学金总额 $16,000

甘晓雨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多伦多大学（视觉艺术）/（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和媒体）约克大学（电影与媒体艺术 ）入读瑞尔森大学（媒体制作与设计）奖学金总额 $16,000

黄俊维来自佛山市南海区南海执信中学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布鲁克大学（会计学）劳里埃大学（商业技术管理）（商业管理）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12,500

蔡卓苒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皇后大学（科学）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生物学）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生物医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生化工程）麦克马斯特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健康科学）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入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生物学）/(生化工程）奖学金总额 $12,000

阎涛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滑铁卢大学（物理）科学韦士敦大学（工程学）约克大学（工程学）渥太华大学（电子工程）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奖学金总额 $11,500

卢昭蓉来自中山市华侨中学多伦多大学（化学与物理）（机械工程）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韦士敦大学（工程学）

渥太华大学（化学）工程入读滑铁卢大学（化学工程）奖学金总额 $10,500

李静嘉来自深圳市高级中学多伦多大学（人类学）（人文学）阿尔伯塔大学（文科）英国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英国曼切斯特大学（教育学）渥太华大学（语言学）入读英国爱丁堡大学（语言学）奖学金总额 $8,500

李泓缘 来自加拿大中学布鲁克大学（犯罪学）劳伦森大学（法律/法学/司法学）入读温莎大学（商业管理）奖学金总额 $8,000

马越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英国利兹大学（计算机科学）英国伯明翰大学（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科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8,000

马翊庭来自万科梅沙书院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卡尔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入读皇后大学（计算机/计算机技术）奖学金总额 $8,000

郑天骁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约克大学（心理学）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奖学金总额 $8,000

屈家骏来自番禺实验中学约克大学（工程学）卡尔顿大学（土木工程）瑞尔森大学（土木工程）

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自动化和汽车技术）奖学金总额 $7,500

资启恒来自虎门外语学校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入读渥太华大学（生物制药科学）奖学金总额 $7,000

陈宇桦来自深圳第二外国语学校约克大学（商科）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滑铁卢大学（全球商业和数字艺术）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6,250

潘靖来自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韦士敦大学（工程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6,000

蔡莎莎来自佛山市顺德区实验中学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渥太华大学（人力资源）入读约克大学（人力资源）奖学金总额 $5,500

黄科与来自广州西关外国语学校约克大学（文科）入读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4,500

尤楷涵来自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渥太华大学（数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基础课程）奖学金总额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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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蔚来自珠海市实验中学入读卡尔顿大学（传媒与媒体研究）

夏智盛来自广东省鹤山市古劳中学约克大学（国际发展研究）特伦特大学（环境与资源研究）瑞尔森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入读约克大学（社会科学）

余若冰来自三鑫双语学校入读劳里埃大学（心理学）

张琪来自广东潮州卫生学校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商业管理）

郑茂杰来自清远盛兴中英文学校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科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商科）

万茗维来自南海实验中学韦士敦大学（艺术与人文科学）麦吉尔大学（文科）渥太华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入读多伦多大学（人类学）奖学金总额 $3,500

吴佳益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渥太华大学（经济学）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科学）英国利兹大学（社会科学）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社会科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3,500

李家煜来自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奖学金总额 $3,000

周嘉颖来自佛山市第三中学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奖学金总额 $2,500

彭梓洋来自广州中学入读劳里埃大学（计算机科学）奖学金总额 $1,500

冼晓彤来自上寮学校约克大学（商科）渥太华大学（国际管理）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奖学金总额 $1,500

林铂深来自珠海北大附属实验学校悉尼大学（软件工程）新南威尔士大学（软件工程）皇后大学（工程学）奖学金总额 $1,500

夏鸿基来自广州市二中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经济学）英国杜伦大学（经济学）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经济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750

蔡芷琪来自深圳市泸教院福田实验学校入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媒体研究）

董怡萱来自深圳市宝安中学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皇后大学（艺术与教育）渥太华大学（心理学/ 语言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冯子康来自深圳市第三高级中学阿尔格玛大学（社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入读卡尔顿大学（荣誉学位）

关成诺来自广州市鉄一中学渥太华大学（计算机工程）安省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入读皇后大学（工程学）

关森荣来自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入读布鲁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赖泽辉来自汕头市第一中学入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学）

宋嘉杰来自云浮中学布鲁克大学（心理学）温莎大学（心理学）入读约克大学（心理学）

广西
罗晨羽来自南宁市第三中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数学与统计）入读多伦多大学（化学与物理）奖学金总额 $1,500

陈益辰来自南宁市第三中学菲莎国际学院（商业管理）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

蒋子宜来自南宁市第一中学入读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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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陈玥婧卉来自邯郸市第一中学多伦多大学（商科）（物理与数学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学 ）奖学金总额 $76,500

田容源来自山海关第一中学布鲁克大学（计算机科学）入读渥太华大学（数学与经济学）奖学金总额 $6,000

王宏来自天津泰达枫叶国际学校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3,000

刘誉达来自石家庄市第二中学维多利亚大学（社会科学）入读阿尔伯塔大学（电子工程）奖学金总额 $3,500

崔祎珊来自保定市第一中学皇后大学（文科）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商科）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学）渥太华大学（会计学）（心理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2,000

高远来自石家庄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入读约克大学（经济学）奖学金总额 $1,500

徐一宁来自邢台市第一中学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约克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1,500

郑田旺来自唐山市丰南区第二中学约克大学（数学）入读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奖学金总额 $1,500

蔡佳宁来自保定贺阳衡水一中高级中学温莎大学（环境工程）入读渥太华大学（电子工程）奖学金总额 $1,000

董富锦来自霸州市第二中学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瑞尔森大学（社会学）

高航来自加拿大中学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滑铁卢大学（环境与商业）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

马晓晶来自石家庄康褔外国语学校多伦多大学（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和媒体）（视觉艺术）渥太华大学（传媒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

穆梓琦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入读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阎昊远来自石家庄第二实验中学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赵苡靖来自河北省保定外国语学校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宁夏
马加迪来自加拿大中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尚德管理学院（商科）多伦多大学（商科）/（管理学 ）滑铁卢大学（会计与金融管理）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韦士敦大学（财务与财富管理）渥太华大学（金融数学与经济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奖学金总额 $13,000

石奇来自银川市六中入读布鲁克大学（经济学）

湖北
匡星予来自武汉英中培训学校多伦多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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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杜伦大学（金融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数学与管理与金融）英国华威大学（数学与统计学）英国曼切斯特大学（数学与金融）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9,500

张涵韵来自湖北省广播电视学校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韦士敦大学（艺术）与人文科学皇后大学（艺术与教育）入读渥太华大学（国际研究和现代语言）奖学金总额 $750

云南
何师慧璟来自云南省玉溪市第一中学多伦多大学（管理学）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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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松泽来自哈尔滨光华中学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滑铁卢大学（文科）皇后大学（文科）滑铁卢大学（文科）渥太华大学（社会/传媒）入读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49,000

焦瀚莹来自哈尔滨市第九中学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约克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渥太华大学（金融数学与经济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奖学金总额 $6,500

郑雯天来自哈尔滨市德强高中约克大学（统计学）劳里埃大学（艺术管理）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奖学金总额 $3,000

JINZE TANG 来自加拿大中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田泽函来自加拿大中学入读约克大学（工作与劳动研究）

黑龙江

河南
胡昕静来自北京王府学校美国普瑞特艺术学院（时装设计）美国加州艺术学院（设计）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设计）英国利兹大学（时装设计）英国创意艺术大学（时装设计）入读英国伦敦时装学院（时装设计）奖学金总额 $183,202

马晨源来自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社会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入读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奖学金总额 $8,500

唐舞伊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2,500

李仲濠来自北京王府学校入读瑞尔森大学（社会学）

奚笑云来自安阳市正一中学入读约克大学（经济学）

张译方来自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入读渥太华大学（社会学）

湖南

内蒙古

魏子杰来自明德中學约克大学（人力资源）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渥太华大学（金融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奖学金总额 $5,500              

尤嘉乐来自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多伦多大学（商科）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管理与金融）/量化金融）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财务与财富管理）入读皇后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32,500

林存瑜来自徐州市第一中学多伦多大学（商科）（社会科学与人类学）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贵湖大学（商科）入读滑铁卢大学（财务分析与风险管理）奖学金总额 $31,000

江苏

刘一鸣来自呼和浩特市桥华学校多伦多大学（物理与环境科学）（计算机科学）卡尔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入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32,000

冯凯宣来自呼和浩特市第二十九中学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渥太华大学（土木工程）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奖学金总额 $8,000

廖彦龙来自赞比亚中学约克大学（商科业数学）安省理工大学（电子工程）入读多伦多大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4,000

贺陈晶晶  来自湖南师大第二附中入读滑铁卢大学（文科）奖学金总额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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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佳来自徐州华顿国际学校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约克大学（商科）湖首大学（教育学）入读渥太华大学（数学）奖学金总额 $10,000

徐琳清来自江苏省运河中学多伦多大学（管理与金融）（统计与量化金融双学位）/（物理与数学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皇后大学（科学）入读滑铁卢大学（财务分析与风险管理）奖学金总额 $10,000

王雯雯来自江苏淮仁中学安省理工大学（金融）约克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奖学金总额 $9,750

马潇旭来自徐州市第三中学入读瑞士酒店管理学院（国际酒店管理）奖学金总额 $8,828

王善煦多伦多大学（科学）韦士敦大学（工程学）安省理工大学（工程学）渥太华大学（土木工程）入读多伦多大学（土木工程）奖学金总额 $7,500

严佳宇来自中加学校约克大学（数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7,000

胡辰明来自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约克大学（社会学）特伦特大学（犯罪学与社会法律研究）入读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7,000

陈梓和来自苏州工业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多伦多大学（法医科学）（心理与健康科学）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生命科学）皇后大学（科学）卡尔顿大学（媒体制作与设计）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奖学金总额 $25,000

陈钰来自江苏省卉牛高级中学皇后大学（文科）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管理与国际商务）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渥太华大学（人力资源）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奖学金总额 $17,500

朱偲晓来自加拿大中学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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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0

徐泓鑫来自无锡市运河实验中学约克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贵湖大学（市场营销）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奖学金总额 $12,500

周熙媛来自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多伦多大学（商科）（管理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渥太华大学（国际管理）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10,500

王富生来自徐州市第三中学韦士敦大学（文科）瑞尔森大学（心理学）渥太华大学（心理学/ 语言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心理与健康科学）奖学金总额 $10,500

陈瑞来自太仓市华顿外国语学校约克大学（计算机科学）安省理工大学 计算科学入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7,000

韩嘉诚来自南京玄武外国语学校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约克大学（商科）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奖学金总额 $6,000

石姝懿来自江苏邗江高中皇后大学（文科）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滑铁卢大学（文科）渥太华大学（传媒/政治科学）入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科学）奖学金总额 $6,000

冯佳羽来自太仓市华顿外国语学校多伦多大学（视觉研究）安省艺术设计学院（综合媒体）入读瑞尔森大学（电影学）奖学金总额 $6,000

邵楚州来自江苏省太仓市高级中学约克大学（数学）入读渥太华大学（数学）奖学金总额 $5,500

权政来自江苏太仓市华顿外国语学校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英国爱丁堡大学（金融学）英国华威大学（会计与金融）英国布里斯托大学（金融学）入读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国际商务）奖学金总额 $5,000

李嘉骏来自苏州北美国际高级中学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约克大学（经济学）皇后大学（文科）西门菲莎大学（经济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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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勇杰来自江苏省宜兴第一中学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渥太华大学（数学）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奖学金总额 $3,500

刘子琪来自加拿大中学多伦多大学（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和媒体）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3,500

顾皓仁来自江苏省邗江中学多伦多大学 （商科） （社会科学与人类学）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奖学金总额 $3,000

吕雨辰来自加拿大学校中学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入读阿尔伯塔大学（计算机科学 ）奖学金总额 $2,000

张天行来自加拿大中学约克大学（商科）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2,000

卢晓彤来自泰州中学滑铁卢大学（土木工程）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渥太华大学（数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化学工程）奖学金总额 $1,750

张于菲来自常州市武进区威雅公学培训学校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管理与组织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1,500

乔继熙来自徐州市第三中学滑铁卢大学（文科与商业）渥太华大学（金融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1,000

黄丹来自苏州北美国际高级中学约克大学（社会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霍奕蘅来自邗江中学特伦特大学（国际发展与商业）温莎大学（商业管理）入读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

梁鹄凡来自苏州北美国际高级中学入读约克大学（经济学）

林杰来自太仓市华顿外国语学校入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文科）

马康纳来自徐州市第三中学约克大学（人力资源）入读韦士敦大学（财务与财富管理）

钱贝仪来自无锡市湖滨中学卡普兰诺大学（动画）诺瓦艺术与设计大学（美术）安省艺术设计学院（综合媒体）入读艾米丽卡尔艺术与设计大学

时熠玟来自太仓市华顿外国语学校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计算机科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计算机科学）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入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计算机科学）

魏子博来自加拿大中学入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文科）

虞皓元来自苏州北美国际高级中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袁凯天来自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高级中学入读皇后大学（文科）

朱芸布鲁克大学（会计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蔡清源来自加拿大中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农业科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

戴家骥来自常州市金坛区第四中学渥太华大学（数学）入读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高茹璟来自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多伦多大学（商科）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西门菲莎大学（荣誉学位）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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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翔宇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属实验学校渥太华大学（生物医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科学）入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科学）
江西

辽宁 陕西

山东

吉林

王雅琪来自九江市一中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10,250

钦粲雯来自赞比亚中学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英国爱丁堡大学（建筑学）英国曼切斯特大学（规划学）入读滑铁卢大学（规划学）奖学金总额 $1,000

孙一铭来自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约克大学（法律与社会）皇后大学（文科）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业与法律双学位）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商业管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历史与政治经济）英国爱丁堡大学（经济与金融）入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奖学金总额 $14,000

孟思言来自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 ）滑铁卢大学（生命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生命科学）韦士敦大学（医学科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生物医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科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生物医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奖学金总额 $11,500

任博来自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奖学金总额 $1,500

YIYANG SUN 来自长春第二实验中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陈昱翰来自沈阳市第三十八中学卡尔顿大学（数学）温莎大学（数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5,000

李京璋来自大连市第一中学入读约克大学（电影与媒体艺术 ）奖学金总额 $2,000

韩依佳来自沈阳市外国语学校多伦多大学（管理学）（社会科学）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约克大学（商科）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1,500

王翰哲来自加拿大中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奖学金总额 $750

金鼎皓来自丹东市第十四中学入读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

王万博来自沈阳市第五十三中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生物科学）（生物科学与管理）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生物化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生物化学）入读温莎大学（生物化学）

王子俊来自葫芦岛市实验高级中学劳伦森大学（企业学）入读卡普兰诺大学（商业管理）

赵浩楠来自葫芦岛市第二高级中学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赵可为来自西安新塘南中学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入读多伦多大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500

杜郁豪来自西安博爱国际学校入读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

贾颜维来自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劳里埃大学（商业管理）

任校廷来自青岛第十六中学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约克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商业管理）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45,000

姜迪文来自济南外国语学校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滑铁卢大学（计算机与财务管理）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皇后大学（文科）入读多伦多大学（工程学）奖学金总额 $42,500

史悦琛来自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多伦多大学（心理与健康科学 ）滑铁卢大学（生命科学）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皇后大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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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浩来自青岛第三十九中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韦士敦大学（工程学）阿尔伯塔大学（工程学）皇后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入读多伦多大学（电子工程）奖学金总额 $21,000

张倍宁来自青岛第六十六中学多伦多大学（人类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渥太华大学（会计学）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奖学金总额 $20,000

车俊凯来自威海市第二中学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贵湖大学（艺术）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奖学金总额 $18,500

栾绍锐来自青岛市第39中学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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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生物科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金融学）渥太华大学（金融学）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16,500

朱嘉懿来自济南外国语学校滑铁卢大学（数学 ）阿尔伯塔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奖学金总额 $14,000

韩新阳来自潍坊瀚声学校卡尔顿大学（传媒与媒体研究）渥太华大学（社会/传媒）入读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奖学金总额 $8,000

王成璐来自聊城世纪园学校

布鲁克大学（媒体研究）卡尔顿大学（荣誉学位）入读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8,000

张雅然来自加拿大学校约克大学（社会学）皇后大学（文科）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学/人类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国际发展与政策）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国际发展研究）入读滑铁卢大学（全球商业和数字艺术）奖学金总额 $6,000

周子菡来自济南外国语学校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入读约克大学（数字媒体）奖学金总额 $6,000

杨舒尧来自青岛第五十八中学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入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奖学金总额 $5,000

李泽芃来自淄博第一中学多伦多大学（管理学）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科）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商科）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4,500

李龙洁来自泰安英雄山中学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业与法律）英国曼切斯特大学（时装管理）渥太华大学（统计学）奖学金总额 $3,500
王蔚然来自加拿大学校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渥太华大学（数学）麦克马斯特大学（计算机科学）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英国国王学院大学（计算机科学）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16,500

李耕耘来自实验中学渥太华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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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0

荣坤迪来自日照实验高级中学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奖学金总额 $2,500

程隽灏来自济宁市孔予国际学校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2,000

张芷硕来自威海市第一中学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阿尔伯塔大学（社会科学）渥太华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奖学金总额 $2,000
杨泽凯来自齐鲁中加学校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奖学金总额 $2,000

于稚力来自烟台青华中学滑铁卢大学（文科）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1,000

葛成来自安丘市青云学府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姜行健来自加拿大中学入读卡尔顿大学（电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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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坤来自济南外国语学校皇后大学（文科）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

刘庆萍来自章丘第四中学入读约克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

刘毓婷来自蓬莱第一中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孟凡壹来自济宁市孔予国际学校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英国伦敦大学学院（金融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商科）入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文科）

荣坤琦来自日照实验高级中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宋奥来自威海第一中学瑞尔森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入读约克大学（人力资源）

王俊涵来自诸城繁华中学入读渥太华大学（经济学）

王润知来自荣成市三中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吴潘锋来自青岛市第十九中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汽车与运输技术）

张译文来自诸城繁华中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商业技术管理）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赵正琪来自济南外国语学校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

郑智方来自曲阜夫子学校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

朱润和来自日照黄海高级中学渥太华大学（人力资源）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

山西
郭予涵来自太原市成成中学校多伦多大学（管理学）/（社会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科）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商科）入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尚德管理学院（商科）奖学金总额 $67,500

邢乐阳来自太原令德中学卡尔顿大学（可持续和再生能源）瑞尔森大学（商业技术管理）入读韦士敦大学（工程学）奖学金总额 $22,500

王向东来自太原市成成中学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约克大学（经济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奖学金总额 $14,000

郭美丁来自太原市外国语凤凰双语中学校多伦多大学（商科）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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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

韩雨芸来自太原外国语凤凰双语学校皇后大学（文科）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入读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12,000

徐佳怡来自太原市成成中学校多伦多大学（商科）（管理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财务分析与风险管理）奖学金总额 $11,500

徐佳妮来自天津泰达枫叶国际学校皇后大学（商科）多伦多大学（管理学 ）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渥太华大学（金融数学与经济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9,000

王文伯来自山西大学附属中学麦克马斯特大学（计算机科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工程学）奖学金总额 $3,500

韩雨阳来自太原市第四十九中学校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社会科学）约克大学（商科）阿尔伯塔大学（经济学）入读渥太华大学（统计学）奖学金总额 $3,000

王奕婷来自太原新力惠中学西门菲莎大学（社会科学）渥太华大学（金融学）入读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3,000

孟珂羽来自太原外国语学校多伦多大学（商科）/（社会科学与人类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皇后大学（文科）渥太华大学（金融学）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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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重庆

新疆

港澳台
吴光璞来自加拿大学校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阿尔伯塔大学（工程学）皇后大学（计算机/计算机技术）渥太华大学（数据科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23,500

何潇敏玥 来自加拿大学校多伦多大学（商科）（心理与健康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瑞尔森大学（心理学）入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奖学金总额 $16,000

李若曦来自成都树德中学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滑铁卢大学（文科与商业）皇后大学（文科）渥太华大学（金融学）入读韦士敦大学毅伟商学院奖学金总额 $16,000

邵楚涵来自绵阳东辰中学多伦多大学（商科）约克大学（商科）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奖学金总额 $7,500

AIXUAN JIANG来自成都孔子国际学校英国伦敦艺术大学 （传媒学）英国卡迪夫大学（媒体与传媒）英国莱斯特大学（媒体与传媒）英国伦敦大学（媒体与传媒）渥太华大学（传媒学）入读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电子媒体与传媒）

刘珂冰来自重庆市巴蜀中学校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6,500

段思睿来自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校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菲莎国际学院（商科）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入读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奖学金总额 $1,500

张偌瑄来自重庆市巴蜀中学校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康艾嘉来自重庆第一双语学校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王淏杉来自乌鲁木齐八一中学多伦多大学（商科）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科）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劳里埃大学（工商管理与金融数学）（商业技术管理）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10,000

王振宇来自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麦克马斯特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化学与物理）

谢宇飞来自新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入读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

林祈均来自CIS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英国霍特国际商学院英国伦敦校区（商业管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国际关系）英国莱斯特大学（国际关系）欧洲商学院（国际关系）入读英国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奖学金总额 $157,719

张欣妤来自CIS滑铁卢大学（生命科学）韦士敦大学（食品与营养学）贵湖大学（食品工业管理）瑞尔森大学（生物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奖学金总额 $46,000

林彦锋来自CIS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 ）/（商科）滑铁卢大学（数学/数学科学）韦士敦大学（科学与生物科学）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数学）美国华盛顿大学（科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商科）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数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37,500

黄榆淳来自香港田家炳中学多伦多大学（商科）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约克大学（商科）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学 ）奖学金总额 $21,500

李育纶入读贵湖大学（动物学）奖学金总额 $1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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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品璇来自CIS多伦多大学（管理学 ）/（商科）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入读滑铁卢大学（会计与金融管理）奖学金总额 $19,000

倪安来自汉英高中多伦多大学（（商科）（管理 ）滑铁卢大学（会计与金融管理）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约克大学（商科）入读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奖学金总额 $13,000

郭俐君来自CIS英国拉夫堡大学（媒体与传媒）英国基尔大学（媒体研究）英国考文垂大学（媒体与传媒）英国伦敦艺术大学（媒体传媒）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电子媒体与传媒）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媒体与传媒）入读安省艺术设计学院（文科）奖学金总额 $10,000

王俪谕来自CIS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社会科学与人类学）滑铁卢大学（文科与商业）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约克大学（商科）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入读渥太华大学（市场营销）奖学金总额 $9,500

苏佩淇来自香港中华基督教会燕京书院布鲁克大学（电影学）特伦特大学（媒体研究与商业）渥太华大学（视觉艺术）温莎大学（视觉艺术）入读安省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奖学金总额 $8,000

何建忠来自CIS布鲁克大学（商业管理）约克大学（商科）奖学金总额 $5,500

毛柏迪来自CIS多伦多大学（心理与健康科学）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心理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艺术，音乐双学位）英国素里大学（健康科学）入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心理学）奖学金总额 $5,000

刘淑婷来自香港玛利诺神父教会学校多伦多大学（人类学）（心理与健康科学）滑铁卢大学（公共卫生）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约克大学（犯罪学/法学）瑞尔森大学（心理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5,000

高承旸来自美国高中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滑铁卢大学（全球商业和数字艺术）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约克大学（统计学）入读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奖学金总额 $4,750

黄于恒来自CIS多伦多大学（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和媒体）约克大学（电影学）贵湖大学（文科）入读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奖学金总额 $4,000

张欣恩来自CIS滑铁卢大学（生命科学）韦士敦大学（食品与营养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生命科学）奖学金总额 $4,000

张宽宇多伦多大学（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约克大学（计算机科学）安省理工大学（计算科学）入读渥太华大学（计算机工程）奖学金总额 $3,000

萧浿沂来自CIS滑铁卢大学（文科与商业）约克大学（心理学）安省艺术设计学院（综合媒体）入读多伦多大学（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和媒体）奖学金总额 $3,000

陈柏睿来自CIS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约克大学（商科）维多利亚大学（人类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与商业）奖学金总额 $3,000

曾爱来自CIS湖首大学（历史）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心理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社会科学）英国素里大学（商科）入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生理学）奖学金总额 $3,000

冯骏一来自香港神托会培基书院多伦多大学（商科）滑铁卢大学（文科与商业）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渥太华大学（会计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学）奖学金总额 $2,750

郑唯呈来自CIS多伦多大学（物理与环境科学）（化学与物理）麦克马斯特大学（工程学）入读多伦多大学（化学工程）奖学金总额 $2,000

刘佑凯来自CIS滑铁卢大学（文科与商业）约克大学（传媒学）布鲁克大学（商业传媒）入读渥太华大学（传媒学）奖学金总额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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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曈来自英国中学瑞尔森大学入读安省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奖学金总额 $2,000

黄暐翔来自CIS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渥太华大学（管理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管理学）奖学金总额 $2,000

吴联萱来自CIS多伦多大学（视觉艺术）约克大学（视觉艺术）（工作室艺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视觉艺术）渥太华大学（视觉艺术）入读安省艺术设计学院（绘画和绘图）奖学金总额 $2,000

郭佑辰来自CIS 多伦多大学（商科）多伦多大学（物理与数学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商科）渥太华大学（金融数学与经济学）入读滑铁卢大学（数学/财务分析与风险管理）奖学金总额 $1,750

张宇廷来自CIS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约克大学（商业经济学）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1,500

陈睿祥来自CIS约克大学（经济学）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1,500

李宣谕来自香港东华三院黄笏南中学多伦多大学（心理与健康科学）奖学金总额 $500 

孙廷纬来自香港复兴中学多伦多大学（人文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约克大学（商业与社会）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奖学金总额 $1,500

马潇宇来自香港孔教学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商科）入读多伦多大学（商科）

熊婷茵来自香港循道中学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麦克马斯特大学（人类学）瑞尔森大学（社会学）入读多伦多大学（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和媒体）

陈乐轩来自香港五旬节圣洁会永光书院霍特国际商学院伦敦校区（商科）特伦特大学（工商管理）劳伦森大学（工商管理）入读瑞尔森大学（零售管理）

郑文皓来自香港圣公会蔡功谱中学多伦多大学（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和媒体）（视觉艺术）（视觉研究）韦士敦大学（媒体，信息和技术文化）英国伦敦艺术大学（电影学）安省艺术设计学院（综合媒体）渥太华大学（戏剧艺术）

黎宇桥来自香港耀中国际学校约克大学（商业管理）

张峄 来自CIS 入读多伦多大学（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管理和媒体）

谢晨姸来自CIS入读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牙医学）

黄泓霖来自CISIHTTI 瑞士纳沙泰尔酒店管理大学（酒店管理）

金子伦也来自CIS阿尔格玛大学（社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入读约克大学（商业与社会）

龚芸莆来自CIS卡尔顿大学（全球与国际研究）入读美国尔湾谷学院（商科）

赖廷昆来自CIS入读英国伦敦时装学院（时装管理）

刘瀞文来自CIS约克大学（生物学）入读渥太华大学（生物学）

吕冠儒来自CIS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科学）入读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

吕欣颖来自CIS布鲁克大学（旅游与环境）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入读约克大学（商业与社会）

蔡妍苓来自CIS特伦特大学（文科与商业）入读安省艺术设计学院（广告学）

王依棱来自CIS入读布鲁克大学（旅游）

吴昀柔来自CIS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产品与家居设计）入读美国创意设计大学（艺术与设计）



乌克兰 
NAZARII SHERSHUN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

赞比亚
ZENELIA MWANZA渥太华大学(公共行政/政治科学）

越南 
ANH PHU TRAN多伦多大学(生物科学) 

美国 
DAVID JAMES EDEM AHASHIE瑞尔森大学（航天）

乌干达
LIZA ISINGYA MIANITSE卡尔顿大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KARTHIK VENKATESAN韦士敦大学（社会科学）     

冈比亚 
ARSHIA KAUSHIK PRAJAPATI谢尔丹学院(电影电视专业学士)       

圣卢西亚
MARISA SUZANNE TRUDY LOUISY渥太华大学（健康科学）        

韩国
JAEHYEON JEON滑铁卢大学(生物科学) 

塞内加尔共和国
OYINKANSOLA ESTHER POPOOLA麦克马斯特大学（人文学科）

马里
ABDOURAMANE DEME渥太华大学(神学与哲学）

沙特阿拉伯
HASHEM ALHEBSHI 约克大学(商业与社会）

尼日利亚
TOBILOBA TEMITAYO AYODELE韦士敦大学（管理与组织研究）
俄罗斯
VERONIKA SIZOVA 多伦多大学(通讯，文化和信息技术）

墨西哥 

CARLOS ANDRES SOSA VELASCO约克大学（计算机科学） 

马来西亚
GERALD JIU YANG KIING多伦多大学（音乐）

肯尼亚
SIMEON NYACHAE MORAGIA渥太华大学（医疗保健分析)

哈萨克斯坦
KAIRAT KHISMETZHAN 香港理工大学（电气工程）

伊朗
ARASH GHAFOORI麦克马斯特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健康科学)           

加纳
MICHELLE BEDIAKO-SAMPONG 多伦多大学        (生物科学) 

埃塞俄比亚 
ABU BAKARR TALIB JALLOH艾里森山大学(航空贸易)

刚果共和国
ANNE-SOPHIE SAKISA GATUNDA 特伦特大学（英语）

加拿大
HAZEL GARIP约克大学 （商业与社会）  

布隆迪
KIMBERLY BABIKA 卡尔顿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 ）

文莱
IBIFUBARA ELISA BIAMBO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     

贝宁共和国
THORIQUE KANGBETO渥太华大学(法语)   

巴巴多斯
GAVIN CHARLES MEDFORD布鲁克大学(政治学)

阿根廷
HE CAMILA麦克马斯特大学（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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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GLEN MARCO JEREMY 渥太华大学（计算机科学）

土耳其
SUDE ASLAN瑞尔森大学(商业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