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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风采 

 

2020 届 

Xinhui Hong 
洪馨惠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毕业生 
周凯旋基金会全额奖学金获奖者 

 

我叫洪馨惠，来自广东东莞， 2016 年毕业于深圳国际交流学院。目前

正在探索圣母丰富的学科选择，有意向学习人文专业。 

 

在高中，作为毕业生代表和学生会主席，我有幸与同学们、学校领导和家

长一同为学生举办各类活动。为了鼓励学生了解时事、参与慈善，我参与组织了第一届 PovertyX

（贫困体验），旨在提升学生对贫困的理解；建立了毕业生给低年级学生分享大学申请经验的平台；

组织了大型校际嘉年华，所有收入均作为善款捐赠给特殊儿童教育。 

 

在圣母，我希望通过大中华奖学金项目和海斯伯格·尤思科学者项目提供的丰富资源，充分探索我对

教育的兴趣。在圣母的第一个学期，我加入了 Take Ten项目，每周到当地小学教课，引导孩子们如

何避免暴力冲突以及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感恩节假期期间，我作为首届燕京社会创新论坛代表，

到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参与了“跨越中国教育鸿沟”的一系列论坛活动。在圣母，作为大一学生会组

织 FUEL的一员，以及通过社会关怀中心，我希望能多多参与圣母校内及周边的生活。 

 

来到圣母是我莫大的福分。希望我能通过在圣母受到的教育，成为对他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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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yu Dong 
董翔宇 
天津市第一中学毕业生 

 

我是董翔宇，现在在圣母大学工程系读大一，并同时兼修物理专业。我来

自天津市第一中学，在高中阶段，我有幸接触到了公共论坛式辩论，并连

续两年带领队伍参加国家演讲与辩论组织的比赛。回到学校之后创办了美

式辩论社团来鼓励更多的同学参加辩论。当我毕业时，社团的人数已经达

到了一百二十人。另外，我还热爱物理，并在高中阶段到天津大学流体力

学实验室进行了流体阻力的独立实验。 

 

在圣母大学，我加入了乐队来发展我对于萨克斯演奏的兴趣，并为计算机学院的教授做实验助理研

究软件安全方面的问题。此外我还找到了创意园的老师来发展自己在网络编程方面的能力并参加了

两次编程比赛。在空余时间里，我还为年鉴拍摄照片来延续自己对于摄影的喜爱。 

 

在未来的三年多里，我计划加入设计社团来实践工程课上所学到的内容，参加更多的公益活动来回

馈社会。在学术方面，我计划学习更先进的算法来模拟宇宙最初的模型，来进一步探索宇宙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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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qi He 
何琦琪 
成都外国语学校毕业生 

 

我叫何琦琪，来自中国成都。我毕业于成都外国语学校，现在是圣母大学

的大一新生。我打算主修经济，辅修应用数学与统计。 

 

在高中的时候我创建了一个公益社团。现在这个社团已经拥有超过 150 名

的社员并且已经成长为我高中最大的社团之一。在高中时期，我发起了很

多公益活动，比如说义演，义卖会和去孤儿院福利院的志愿者活动。我曾

经也和当地福利组织合作，在福利院和敬老院创办了一个“读书分享节”。中学学生们可以通过这

个节日更好地了解如孤儿和留守老人这样的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我个人是非常热衷于做公益活动

的，因为我总是希望自己多多少少能给周围的人和我所在的环境带去一些积极的改变。 

 

圣母大学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她从不同方面支持着学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在圣母大学的

第一学期充满了挑战和发现。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自己未来到底想要学什么做什么，在和一

些学长学姐和我的大学导师沟通过后，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规划，也更加清楚自己

想要追求的是什么。 

 

在圣母大学，我希望自己能坚持做慈善，坚持给周围的人和物带去积极的改变。此外，身为一个大

学生，我觉得我可以把自己的目光放得更宽，把自己的目标订得更高，希望自己能够开始给身边的

事物带去更多的，更大的好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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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oyu Liu 
刘少禹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生 

 

我是来自圣母大学 2020届的刘少禹。我目前打算主修金融和艺术专业。

我高中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我非常荣幸能作为一个上海国内体

制的高中生在圣母大学读书。 

 

回顾高中三年，我对商业和体育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上海篮天公司实习的

经历中，我了解了一个公司是如何运营，如何推广自己的品牌，和如何管理整个公司的技巧，这也

是我最初想从商的因素之一。此外，作为我校篮球社社长，我和上海其他高校一起组织了篮球巡回

赛，这对我也是一个受益匪浅的经历，因为我对如果与人交流和把小事做完美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在圣母大学，我是中国学生组织的一员。我在今年的亚洲表演中走 T台表演，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

了解其他国家文化的机会。 

 

我希望在圣母大学最大化丰富我的生活，于是我申请了暑期国外留学项目，希望能在明年夏天有机

会去伦敦或者罗马学习。基于我想双专业金融和艺术，我也希望在圣母大学的四年时间里探索如果

将这两种领域结合起来。 

 

Hsuan Lo 
羅璿 
高雄美國學校 

 

我是羅璿，來自高雄，台灣。我於二零一六年畢業於高雄美國學校，目前

是聖母大學文科學院的大一新生，主修英語文學，理想副修新聞業。 
 
在高中的時候，我帶領美國國家高中榮譽生協會（ＮＨＳ）為我們的社區

服務。其中，我們曾到山上照顧孤兒，在社區圖書館為貧困的孩童上英文

課，並舉辦了多次的捐款活動。身為學校報社的主編輯，我試著傳播我對

寫作、新聞業的興趣，並激發報社成員對我們高中、社區的關心。在我為學校籃球隊三年中，我學

到了對運動與團體向心力的熱愛，並使我現在非常慶信能在聖母體驗橄欖球與其他體育為大家帶來

的一致感動。 
 
在聖母大學的第一年，我加入了名為 ROGUE的寫作組織。其中，研究生與本科生一起分享與探討

寫作。我希望在聖母的四年裡，我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學習，成為一個有廣闊視野的交換生。 

我希望我可以去偏遠的地方幫助需要協助的孩童，並成為一個更有影響力與同理心的人。 
 
聖母是我第二個家，我覺得能夠來這裡的我太幸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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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jie Pan  
潘润杰 
成都市第七中学 

 

我叫潘润杰，来自四川成都，毕业于成都市第七中学。我在圣母大学目前

的意向专业是数理统计。 
 

在高中期间我参加了两个主要的活动，一个是“目的地想象”科技创新大

赛，在 2014 年我和我的团队在北京举行的 DI 亚太区国际邀请赛中获得

了所参与的 B 组第一名和特别奖，也赢得了在 2015年参加全球总决赛的

机会。除此之外，我还成立了 ChanceProject，名字的意思是希望所有孩子都能有共同的被关爱被

教育的机会。这是一个慈善募捐平台，我们的项目包括募集当地乡村小学的书本和慈善拍卖当地学

生所做的手工艺品，并用这笔款项来购置冬天取暖所必须的燃煤。除了筹集善款之外，

ChanceProject还会致力于藏文化的保护和传播。今年冬天，在我回国之后我会立即前往玉树，查

看我们之前一年所筹集款项的使用情况并重新考量当地孩子的需求情况。 
 

在圣母大学，我现在还不确定要学习什么专业。尽管我的人生前十八年都在学理科，但我其实对欧

洲历史和摄影非常感兴趣。我计划今年暑假参加学校在柏林开设的暑期项目，学习战后德国的改革

与发展。希望这会是有收获的 6 周。 

 

Yiran Shang 
尚亦然 
北大附中毕业生 

 

我叫尚亦然，是圣母大学 2020 届的学生。我毕业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目前我的意向专业是金融及应用数学，计划辅修政治学。 
 

在高中，我是学生政府的副主席，主要负责设计与管理诸如校际足球赛、

秋游等活动。因为我对于写作的爱好，我在高中还是学校校刊的主编，并

代表学校参加了中国高中杂志联盟，在其中推销我们的杂志。我还在北京

大学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篇关于中国大面值人民币发行可行性的研究并发表于期刊上。 
 

在圣母大学，我继续探索对写作的热爱并成为了学校校刊《观察者》的新闻记者。我同样也加入了

学生国际商业委员会，接下来即将和两个项目一起到芝加哥的投资银行做项目展示。这学期，我也

开始了为鲍威尔教授做政治学方面的研究，主要专注于对领土争纷的研究。在周末如果我有时间，

我会给宿舍的弥撒弹琴。 
 

在未来，我期待通过圣母大学赋予我的多种多样的机会继续探索自己的兴趣，例如加入人权俱乐部

或者学生政府。我计划继续在这个暑假做关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并已经联系了拉丁美洲的一

些创业者。圣母大学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集体，它会督促我在学业和社交方面不断探索并挑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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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有一天能够将在这里所学的一切回馈于社会。 

2019 届 

Yutong Liu 
刘雨桐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李嘉诚基金会全额奖学金获奖者 

 

我叫刘雨桐，来自中国北京，现在是圣母大学大二的学生，主修生物，辅

修哲学。 
 

过去一年半在圣母大学的生活学习非常激动人心。 我大一的时候有幸跟

随教授在实验室中做有关斑马鱼肾元再生机制的研究，让我有机会学习更

高级的实验技巧并对生物科研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大一暑假，我用十周的时间在乌干达帮助当地的

临终关怀机构建立基于智能手机的数据收集网络。在那期间，我对乌干达的文化以及国际医疗都有

了更深的理解。与临终的病人的接触也是我对于人类的生命与尊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大二上学期，

我还成为了一名 Take Ten项目的学生管理员，并负责两所学校的教学任务，帮助那里的学生们学习

如何化解生活中的冲突。 
 

圣母大学不仅给我带来了学术上的启迪，还挑战我进入不同的社区并尝试解决真实的社会问题。我

非常感激圣母大学给我的这些机会。 

 

Lilian Claire Mason 
克莱儿﹒梅森 
香港国际学校毕业生 

 

我是克莱儿·梅森，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但高中时期是在香港

国际学校度过的。高中时期我曾担任许多乐团的首席巴松手，并在几次地

区性音乐节中演奏。 我是跆拳道黑带选手，并利用我的武术技能教授简

单有效的女子防身术。学习上我是美国国家奖学金项目的入围选手，并被

我高中的科学系授予“年度学生”称号。 

我现在在圣母大学读大二，攻读神经科学和行为专业。我参加了校园里几

个乐队团体，希望继续追求我的音乐梦想。我积极参加宿舍楼举办的各项活动，喜欢观看校队的体

育比赛。 
 

去年暑假我得到大中华奖学金项目的资助，有幸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学习。我计划近期开始进行科

学研究实习，希望毕业后去医学院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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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ying Qian 
钱佳盈 
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生。 

 

我是大二的钱佳盈，来自南京。我在圣母大学主修商业，辅修葡萄牙语与

巴西地区研究。这个夏天，我有幸入选圣母大学暑期国际服务学习项目

（ISSLP), 在贵州乡村旅游发展中心工作服务了两个月。这是一家致力于

推广我国黔贵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和生态旅游的非营利组织。在贵州，

我帮助制作宣传画册，设计带有苗族元素的新旅游纪念品，并且前往黔西

北大山里的一个苗族山寨拍摄了一支迷你纪录片。除此之外，在校园里，

我是巴西社团的副主席，负责策划组织与巴西有关的文化活动。 

 

我非常感谢在圣母遇到的很棒的教授、同学和学校里的各方面丰富资源。我将继续努力学习，好好

享受在这里念书的时光。 

 

Ruochen Sun 
孙若辰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我是孙若辰，来自中国芜湖。我现在的专业是计算机与数学。 

在高中，我成立了 「Mustore」线上书店，来收集并交易旧书籍，希

望能够增加书籍的流动性，让用户接触更广泛和多样的知识。同时，我

们鼓励用户将收益支持春蕾计划。学术上,在我们出色的物理老师的影响

下,我对物理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并且组织了学习小组,和同学们共同学

习提高。  

 

在圣母大学，我有机会广泛的探索不同的学科，并且因为这样的机会，我有了几次很大的转变。在

前几个学期，我十分想成为工作在顶级汽车制造商或者是顶级汽车赛事的工程师。我加入了学校的

方程式车队并且在业界实习。但是，我发现我并不享受这样的工作，因为当我一整天都在为选择什

么尺寸的螺丝而烦恼的时候，我十分想念数学艺术文学这些学科带给我的纯粹的智慧的享受。这样

类似的经历，让我真正了解并尝试自己的喜好。 

 

圣母大学这样一个拥有很多能被学生接触到的杰出的教授以及很多有创造力的有勇气的学生的集

体，不断地鼓励我坚持我的激情所在，鼓励我对自己的独特性的自信，鼓励我不把自己局限在一个

已有的定义中。不仅如此，我的观点和想法也在不断收到大家的挑战和质疑，尽管有些时候这些不

一样的想法让我感到困惑和不安，但我很高兴它们也让我有机会去产生新的想法。在这里，我遇到

了放弃欧洲安逸生活来 80 年代的中国留学的教授，遇到了在大学之前并不精於数学却因为热爱数

学在数学专业苦苦坚持的同学，遇到了去一些很少在大众视线中出现的国家做自己的调查研究的同

学。所有的这些人，让我相信自己也可以坚持那些我遥远而又吸引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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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an Ho Herman Tong 
唐君浩 
港島中學 

 

我是唐君浩，來自香港。我高中畢業於港島中學。我現在是聖母大學的大

二學生。我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辅修企業工程實踐。 

 

我在港島中學時參與了兩個學校組織，為慈善項目“剛果目養計劃”籌款。

我成立了一個學生組織叫 I2Eye，在學校舉辦各種活動籌款。此外，我還

在“彩虹徒步”項目中擔任財務總監。“彩虹徒步”每年為高二學生組織

一場 25/50 公里的徒步，以进行募捐。 

 

现在我是圣母大学工程领导力委员会的秘书长。这个委员会监管着所有與工程學相關的職業和學術

團體。下學期我會在移動計算實驗室裏從事學術研究。我将协助一名博士生為發展障礙的兒童開發

一款遊戲。 

 

到目前為止，聖母大學給了我一個非常難忘的大學經歷，所以我會珍惜在這的每一刻。我希望毕业

后不僅能成為一名成功的工程師, 還會成為一個全面发展的人。 

 

Minyan Wang 
王敏言 
沈阳第二十七中学毕业生 

 

我是王 敏 敏 ，来敏 自辽宁省沈阳市。 

 

在中学期间，我对 敏 大脑的机制产敏 生浓厚兴趣，并在高二

Brain Bee 全国脑神经科学 敏 大赛取得一等奖。同时，我也是国家野敏

物保护组织的一员，在沈阳地区进行以野 敏 稀有鸟类为主的保护与宣传

工作，包括对失去 敏 母的幼鸟进敏 救助，野化，以及放敏 等敏 系列列活

动。 

 

在大学期间我延续了 了

辅修德语。我加 敏 了美国医学协会社会公正社团，与其他对医疗与心理治疗 敏 敏 相关争议感

同学分享观点。在未来的几年里，我希望能够融会贯通地掌握专业知识与社会科学，同时申请了了

敏 三为期敏 学期的国外交换项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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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wen Wei 
韦楷文 
镇江国际学校毕业生 

 

我叫韦楷文，来自江苏镇江，是圣母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我现在的专业

是金融，辅修艺术设计。我很荣幸能成为圣母大学和大中华奖学金项目的

一员。 

 

在来到圣母之前,我就读于镇江国际学校。在高中, 我对管理, 音乐和绘画

有着浓厚的兴趣, 我在课余时间里进行获得允许的涂鸦创作, 并作为小提

琴手和弦乐团一起演出。我们的演出在校内和校外均获得了巨大成功。 高三时我在餐厅做实习经

理的经历更让我对管理和商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圣母大学的第一年里， 我遇到了许多学业上的挑战和人生规划上的抉择。但与此同时，我也得

到了来自同学和老师真真切切的帮助。在专业选择上，我的辅导老师鼓励我去开发自己的天赋，帮

我制定了金融加设计的专业组合。在课外实践方面，学校的许多机构，尤其是我们的大中华奖学金

团队，总是为我们不断地寻找各种提升自我的机会。 甚至在日常的生活里，老师们也总是关注着

我们的喜悦和烦恼。我真的很感激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成长。 

 

Kangxin Wu 
吴康馨 
宁波效实中学毕业生 

 

我是吴康馨，是圣母大学建筑系大二学生。 

 

圣母大学提供了我很多深入探索专业的机会。大一暑假我在大中华奖学金

的帮助下进行了道家思想对中国园林和赖特建筑的影响的研究。在大一担

任建筑计算机室咨询员工作的基础上，这学期我获得了建筑教学楼图书馆

的工作机会，并参与了图书馆南本德历史建筑模型重现和可触摸圣母大学

盲人地图项目。通过这个工作机会，我提高了对建筑 3D 建模软件的掌握程度，接触了 3D 打印技

术，也对自己大学的周边环境有了更好的了解。我还参加了”仁人家园”志愿者活动，在南本德建

造经济适用房。我感到我在圣母的生活非常充实。 

 

不仅是专业上，圣母大学还使我保持并拓宽自己的兴趣爱好。跟随校爵士乐队老师，我能够继续学

习玩了七年多的爵士鼓。在大二我还上了一直很喜欢的日语课。我计划在下个暑假前往日本探索当

地建筑和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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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hao Xiong  
熊梓豪 
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生 

 

我叫熊梓豪，是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主修金融，应用

数学与日语。 

 

圣母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广泛且优秀的专业项目选择，并自从我大一时起一

直引领这我开发我的专业兴趣爱好。在这里的课堂内外我都时刻感到精神

上与思维上的激励。除了丰富多彩的课堂，学生国际商业委员会为学生们

的商业探索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并立志于帮助学生成长为未来国际商业精英。在圣母国际部的帮助

下，我在意大利留了学，在罗马的慈善机构做了志愿者，并且深入研究了古罗马的通货膨胀课题。

作为一名日语专业的学生，我的暑假在日本大阪度过。我深入走进了日本文化，并和身处日本的圣

母校友以及教授进行了密切交流与接触。 

 

我相信圣母将在未来两年带领我探索更多，并让我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受益匪浅。 

 

Jonathan Xu  
徐雲翔 
台北美國學校 

 

我叫徐雲翔。高中是在位于台灣的台北美國學校上的。目前我是聖母大學

的大二學生，主修計算機科學。 

 

上高中時，我是學生會董事，負責組織各項活動。我與我的團隊一起解決

各種因紙張浪費和食物垃圾所帶來的環保問題。作爲學校田徑隊的隊長，

我帶領我的團隊參加了在台北，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舉辦的賽事。此外，

我也是學校英式橄欖球隊的球員，是學校西班牙語榮譽學會的成員。 

 

我現在是 Design for America工作室領導團隊的一員。 我們是全國性的設計工作室聯盟，主旨是

利用設計理念解決社會問題。在這個工作室里，我和同伴們成立了“數碼宿舍”網站。這個網站通

過虛擬現實技術讓大學生們可以了解他們將來的宿舍是什麼樣的。我們在學校的商業點子挑戰賽中

獲得了第二名，現在正在參加學校吉戈創業中心的麥克羅斯基商業計劃競賽。此外我還參加校內體

育比賽、學生會，并參與輔導下一屆的大中華學者。 

 

得益於聖母大學優秀的職業介紹資源和我指導老師的幫助，今年夏天我有幸在通用電氣實習。我很

期待看到聖母大學衛來將引領我去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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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 Zhang  
张翀 
浦东外国语学校毕业生 

 

我是张翀，来自上海。在圣母大学的专业是历史和应用数学。 

 

在高中的时候，我在社区戒毒所担任义工。这段经历培养了我对社会服务

的决心和热情，也是促使我选择圣母大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我

可以在圣母大学继续服务社会。在大二第一学期的秋假，我参加了学校著

名的的阿巴拉契亚山区服务活动。在一个星期的服务活动中，我不仅帮助

当地居民一起翻修房屋，还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平常被忽视的哲理。 

 

在圣母大学,我是古典文学俱乐部的一员。在对阵南加州大学的橄榄球赛前，我们烧了一个木制的特

洛伊木马(南加大是我们的死敌,而他们的球队的名字叫特洛伊人)。同时，我也是历史俱乐部的一员。

我们每次活动时都会观看历史纪录片，分享不同的观点，从而增加自己对历史的了解。为了能更好

地学习历史,我还在学习拉丁语，一门在世界各地几乎无人说的但是被几乎所有人推崇的语言。我相

信我在圣母大学的历史学习将会有更大的成功。 

 

Yiling Zhou  
周懿灵 
上海外国语学校毕业生 

 

我叫周懿灵,现在是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的大二学生，专业是金融和经济。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积极参与了圣母大学许多的课外活动来提升自己的学

术水平和综合素质。作为学校商业社团的项目组长，我和其他组员将课堂

中学习到的金融知识运用到商业案例中。作为圣母大学中国学生会和亚洲

商业社团这个两个社团的副主席，我组织了上千名学生参与的二十余项活

动。此外，我还作为国际生代表组织了新生入学指导。 

 

在大一暑假，通过大中华奖学金的帮助，我前往日本东京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文化与商业课程的学习。

此外，我还参加了圣母大学暑期社会服务项目—在威斯康辛州的夏令营里担任夏令营辅导员进行志

愿者工作。这两段经历都让我学习到了很多。在日本，我不仅学习了关于亚洲商业市场的最新动态，

更是研究了当地文化与商业道德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夏令营里，我与其他的辅导员进行合作，组织

了日常的艺术和体育课程，并努力为夏令营里的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我很幸运可以成为圣母的一员， 因为在这里有许多的机会与资源让我在学术和思想上都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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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为自己是圣母大学的学生而感到骄傲。Go Irish!  

 

2018 届 

Yuchen Zou 
邹予晨 
李嘉诚基金会全额奖学金获得者 
东北育才学校毕业生 

 

我是邹予晨，专业是经济，应用数学和政治学。除了大中华奖学金项目之

外，我还是海斯伯格-尤思科奖学金项目和格林家庭荣誉项目的成员。在

圣母大学的两年半，我很感激学校和大中华奖学金支持我踏出我的舒适区，

挑战自我，并且回报这个社区。 

 

在学校，我是学生国际商业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的一员，并且有机会参与多个咨询，金融，和国际

经济交换的项目。参加这个社团不仅让我对国际贸易和全球化有了新的认识，还给我很多机会结识

朋友和导师。在这个社团的朋友们的帮助下，我有幸得到 2017 年在摩根大通投资银行纽约办公室

的暑期实习机会。在商业之外，我还对人道法律感兴趣。上个学期，我在圣若瑟区的检察院办公室

做了一个学期的义工实习，主要帮助免费为虐童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给予法律援助，并且从这个经

历中收获良多。 

 

过去的两个暑假，大中华奖学金和海斯伯格项目积极鼓励帮助我去探索世界，发现自己的激情所在，

并且尽我全力帮助我所在的社区。大一的暑假，我在 HYSP 奖学金的帮助下去了厄瓜多尔并且在当

地为一个叫做社会企业联盟的非盈利机构工作，给厄瓜多尔当地的创业者给予帮助。大二的暑假，

我去了巴拿马并且与当地大学生合作做了一个关于巴拿马采矿业的研究。之后我在威斯康辛州密尔

沃基市做了 10周的投资银行实习，帮助当地政府，学区，和医院发行债券。 

 

下个学期，我将会在爱尔兰都柏林国际交换学习 4 个月。从小我就梦想在 20 多岁时一个人毫无负

担地在欧洲漫游旅行，是圣母大学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再踏上另一个充满未知的旅行之前，我

回顾过去两年半在圣母大学的经历，十分感激大中华奖学金和学校给予我无比宝贵的机会让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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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yu Cui 
崔子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生 

  

我是崔子郁，来自南京。我学习金融和电影双专业。 

  

高中时期，我为 2015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担任青少年顾问团团长一职。

在三年期间组织并帮助完成了一系列意在交流，宣传与意见征集的活动。

同时，我也在公益服务与学术研究方面都投入了相当的精力。 

  

在圣母大学，我得到了许多尝试新事物，发掘兴趣的机会。从大一开始，在 NSR 莎士比亚剧团的

经历让我接触到了许多才华横溢，对戏剧与电影抱有极大热情的人。而在更多地接触表演艺术之后，

我也作出了要在影视娱乐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决定。圣母大学对于想要在感兴趣的领域更深入研究的

学生一直在给予极大的帮助。在本科生学术研究中心的支持下我得以完成了自己的短片制作。通过

大中华的暑期奖学金，我也得以在考古项目中作为志愿者跟随考古学家工作。 

 

我非常感激圣母和大中华项目在这几年来给予的帮助与支持，在往后的时间中，也希望能够更好地

利用自己在这里的时间并回馈给这个集体。 

 

Yong Woong Andrew Cho 
趙鏞雄 

台北美國學校毕业生 

 

大家好, 我是趙鏞雄，來自中國台北。從幼兒園到高中, 我都在台北美國學

校學習。現在我在聖母大學攻讀商業和中文專業。 

  

在台北美國學校, 我參加了排球隊, 田徑隊, 和現代舞隊。我也是国家高中

荣誉生会和學生会的活跃成员。 

  

在聖母大學, 我参与了学生国际商务委员会的许多商業項目，和包括塔吉特百货、奥美广告、帝亚

吉欧酒业、W&S 男士皮鞋公司等在内的公司合作过，帮助他们解决实实在在的的商业问题。課餘

生活中，我是我們宿舍樓 Keenan Hall的跨文化交流理事，主辦了古巴之夜和韓式燒烤夜等活動。 

  

我計劃在 2017 年春季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習，繼續學習中國文學和商業相關的課程。我希望能

在这个海外学期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并进一步提高我的中文。 

  

選擇來聖母大學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棒的決定。大學裡的每個老師和朋友都竭盡所能讓這個地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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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術和精神的殿堂。正如偉大的橄欖球教練盧·霍爾茨所說：“知聖母者，她的美心領神會；不知

聖母者，她的美無可言狀。” 
 
Ce Liang 
 
Louis Liu 
刘路易 
上海美国学校 

 

我是刘路易，来自上海。高中就读于上海美国学校。高中时期，与商业有

关的课我学得很好，曾获得 AP 经济和 AP统计课程的学术一等奖。我参

与成立了学校的投资俱乐部，举办了模拟投资游戏，吸引了三十位学生参

加。此外，我参加了很多音乐有关的活动，在校交响乐团和国际优秀乐团

中演奏中提琴。 

 

我现在大三，主修会计，还将获得国际商业证书。我参加了学生国际商业委员会，曾领导一个普华

永道以及 Stax 私募基金的咨询案例。上个夏天，我实习在一所公司“科罗拉多企业基金，”研究了

借款者的财务报表和信用风险。拥有这些经验，毕业后我会在 KPMG位于纽约或芝加哥的私募股权

咨询业务組工作。 

 

此外，我参与成立了一个国际化项目“Eat and Meet”和其他学生讨论在社会关怀中心和校牧部的

有关国际经历。圣母大学拥有一个十分特别的共同体：在这所大学，我会交到终身的朋友。 

 

Guohui Mary Shi  
时国惠 
北京四中毕业生 

  

我是时国惠。现在在门多萨商学院读大二, 会计和西班牙语双专业。 

 

在高中，我创立了校园第一个学生自主管理的咖啡厅—啡茶客。 我们拥有

了一个 20 人左右的团队，并成功举办了多次文化活动，如读书俱乐部和

校友返校聚会。 

 

在圣母大学，我是校花样滑冰队的一员。每周四次的训练和周末的比赛让我的生活异常繁忙和充

实, 同时也帮助我更有效地管理时间以做到尽可能平衡课业、滑冰和睡觉。这学期我在门多萨学生

领导协会（MSLA）中担任信息总监。我们每年都会为商院的同学开展很多活动，如各种讲座，辅

导项目以及大四同学的毕业舞会。我还管理着MSLA 的社交媒体，并且和宣传组及各宿舍代表一同

工作。 

 

在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圣母大学也教学生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个人和合格的世界公民。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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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八周在罗彻斯特的服务工作激起了我未来做更多社区服务的兴趣。学校给予我们很多探索自我的

机会。我相信这四年将会是我人生中最丰富多彩的一段时光。 

 

Yi Lok Joey Tsang 
曾怡乐 
上海中学国际部毕业生 

 

我叫曾怡乐，来自香港。现在我是圣母大学文学院大三的學生，专业是哲

学和经济学。 

  

在高中 9 年级的时候，我希望成为一名工程师／物理学家，因而创办了

DIY 科学社团。进入 11、12 年级，我开始担任 Highlight 杂志社的摄影

总编，杂志发放给上海 14所国际学校。在 12年级，我竞选成为学生会媒

体部的主管。在高中里，我一直都是摇滚乐队的主唱，在许多像 Rock For Charity 的上海活动中演

出。 

  

在圣母大学，街舞社 PFresh 成为了我的第二個家。大二的時候，作为宿舍的跨文化交流理事，我

在校园内推广多样性和提升文化意识。同時我还是学生会中社团协调委员会的一员，负责监管与资

助校内超过 400 个学生社团。大二的暑假，我很榮幸從大中华奖学金项目和格林家庭荣誉项目獲得

了研究經費，能在倫敦與我的學術執導教授一同做哲學研究。 

 

圣母大学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我非常享受在这里的时光，并希望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能更加丰富

自己的大学生活。Go I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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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yang Wang 
汪舒扬 
常州一中毕业生 

 

我叫汪舒扬，来自江苏常州。我毕业于常州市第一中学。 

 

 在圣母大学，我选择了金融和应用数学作为双专业。此外，我很幸运地

被选中加入了格林荣誉学院。在商业社团里，我参加了许多和金融有关的

项目，最终决定把交易和销售作为我初步的职业计划。除了课内活动外，

我还是圣母大学街舞社团的一名成员。我每周都要参与排练，并且每学期

都会在各个文化艺术节上参与街舞表演。 

 

上个暑假，我在韩国延世大学进行暑期交流项目，并在友利银行进行了为期六周的实习。在那六周

里，每天我要写一份当天的市场报告，汇报友利银行和其竞争对手的股价和交易情况。其次我还参

与了友利银行 2016 年第二季度财报的展示。在这段经历中我学习到了很多，尤其是公司财务的运

营方式。 

 

在过去的一个学期里，我非常努力地寻找明年夏季在投资银行的实习。在经历了忙碌的三个月以后，

我收到了来自花旗银行，美国银行，野村证券，瑞士银行发来的录取信。我最终选择了花旗银行的

交易和销售职位，并将在今年夏天成为一名实习交易员。 

 

圣母大学是我曾做过的最正确的选择。尤其是圣母享有盛誉的门多萨商学院给我提供了绝佳的平台，

有很多经验丰富的教授帮助我成长进步。另外圣母还有成千上万乐于助人的校友。 如果没有了他

们，我不会获得今天这样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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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long Yang 
杨熠龙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毕业生 

 

我是来自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杨熠龙。我在圣母大学就读的是物理与经

济双专业。 

 

高中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创建了“班级联盟”，一个通过整合班际

资源来帮助同学们开展他们自己想做的学生活动的平台。此外，我们还搭

建了一个网上学生社区（idoes.co）与一个在校内运营的学生公司，以便

能进一步从技术与资金上为以小规模为主的自发性学生活动提供支持。 

 

进入大学以来最让我难忘的是圣母能源学生会的经历。能源学生会是一个隶属于大学能源研究中心

的学生团体，负责从学术，商业，政策等各个角度组织校内外与能源相关的教育推广工作，并致力

于将最前沿的动向传递给师生们。在这个由本科生与研究生一起组成的优秀团队中，我不仅领略与

学习了同伴们求是的态度以及对于社会与能源问题深刻的洞察力，更有幸见证了他们面对时代所赋

予的责任的勇气与担当。在与他们共事的过程中，范文正公的传世之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不知不觉在我的脑海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份经历让我终于真正地重视我们对于后代

和这个地球家园应尽的责任，也让我下决心在今后的人生中继续对于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的事业贡献

持久的力量。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准备更有效地利用圣母优质的教育资源，进一步追求自己的学术兴趣。与此

同时，我也会更努力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智慧，从而为今后的人生道路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Qing Yuan  
袁清 
市西高中 
 

我是一名来自中国上海的大二学生。我现在的专业是经济，方向是政经哲。

我打算加一门哲学专业。去年夏天，我在巴西上了夏校。在巴西，我与当

地的一家化妆品公司 Natura 进行了关于革新它货品分发渠道的案列研究。

我同时做了一个巴西法律系统对政治影响的研究。我与一起参与夏校的同

学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并且加深了自己对政治理论的理解，尤其是它对

当地政治的影响。我计划在今年夏天参与一个志愿者服务项目。因为我正在学日语，我也希望我可

以在日本参加夏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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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母的生活是很让人激动和备受启发。我对我的大学生活充满感激。我希望可以在大三的时候精

进我的学业，并且决定我毕业论文的方向。 

 

2017 届 

Zhixing Zhang 
张智行 
李嘉诚基金会全额奖学金获得者 
北京四中毕业生 
 

我来自北京，专业是数学和历史。 

 

作为一名历史荣誉课程学生，我目前正在历史系 Julia Adeney Thomas

教授的指导下撰写东亚近代史方面的毕业论文。在 2016 年的夏天，我也

很荣幸地得到了学校刘氏亚洲研究院，凯洛格国际研究所以及本科学生学术活动中心的慷慨赞助，

得以前往日本和韩国进行毕业论文项目的档案研究和实地考察。作为数学专业的学生，我对抽象的

数学概念非常感兴趣，并从探索和研究这些概念中受益匪浅。 

 

我很享受在圣母大学的课外活动：我是历史俱乐部的副主席，国际学生办公室的国际大使，还是圣

母大学中国学生会的一员。从大二起我还一直担任学校语言学习中心的中文辅导员。 

 

我最近很荣幸地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并希望在将来学习国际法和比较法。我简直无法用语言表

达我对圣母大学和李嘉诚基金会选择我成为大中华奖学金获奖者的感谢。选择圣母大学是我人生中

做过的最好的决定。 

 

Tianyue Li 
李天悦 
江苏天一高中毕业生 

 

我叫李天悦，来自江苏无锡，曾就读于江苏天一高中。我现在是圣母大学

大四学生，金融与数学双专业。 

 

高中时我积极参与一所非盈利组织仁人家园的活动。我和我的朋友们募集

了三万元人民币，并且花了两周时间在云南帮助当地村民重建居所。 

 

在圣母大学， 我积极参与学生国际商业委员会的各项活动。我们会利用课余时间为公司做研究，读

财务报表，建模并制作标书，来探索潜在的上市与并购机会。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与我的组员们去

了瑞士信贷芝加哥办公室、摩根斯坦利纽约办公室和高盛纽约办公室，向专业人士们展示我们的标

书。与此同时，我也参与了一些投资银行所举办的短期活动，更多了解金融行业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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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以后我将在高盛纽约的大宗商品组工作。 
 

 

 

Jinggang Ng 
伍婧刚 
香港英皇佐治五世學校高中毕业生 

 

我叫伍婧刚，来自中国香港，畢業於香港英皇佐治五世學校高中毕业。聖母

大學讓我有機會全面探索自己的興趣，更好的發現自我。 

  

剛入校的時候我計劃主修金融，因為我覺得金融能成為我探索公益創業的有

利工具。因此在大一暑假在位於我在厄瓜多尔的社會創業團進行了實習，大

二暑假在纽约的德意志银行当实习生。這兩次經歷使我認識到我真正的興趣

不在商業，而在于研究衝突解決。 

  

現在的我主修政治學，辅修葡萄牙語，我畢業論文的主題是中國-拉美關係。通过大中华奖学金计划

和本科生学术研究中心，我也有机会在北京、土耳其、冰岛、摩洛哥和伦敦进行调研。明年，我希

望志愿帮助难民并修读公共政策研究生学位。同时，我会和教育之桥组织合作在南苏丹设立一所学

校。我爱好攀岩。 

  

我非常感激聖母大學為我提供的各種支持和機會，進行我的探索發現之旅。 

 

Xinyi Wang 
王欣毅 
西安交通大学附中毕业生 

 

我叫王欣毅，是圣母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我很幸运能在圣母大学度过四年大学时光，这段经历对

我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在这里我可以很自由地去探索自己的学术兴趣，而且圣母大学对我个人的成

长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我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但是也需要上一些哲学，神学，文学等必修课。

这些课程让我了解到了很多专业以外的问题，使我更了解社会中其他方面的问题。 

 

圣母大学的教授和同学很愿意帮助他人。如果没有教授和朋友们的帮助，我永远也不可能在四年中

学到如此多的东西。在上大学之前我并没有接触过很多编程的知识，所以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我十分

害怕。我的教授给了我很多鼓励，帮助我学习。在我大二的时候，尽管我并没有很多编程基础，很

多计算机系的教授还愿意让我参与他们的研究项目。他们的指导让我的技术和其他很多方面更快地

进步。我在大学期间在参与了两个研究项目，其中一个的成果今年刚刚发表。我也有幸在大二和大

三暑假时分别在谷歌和领英公司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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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大学氛围很好。同学们愿意互相帮助，而且大家不光看重金钱事业方面的成就，更会思考自己

的社会责任和自己所做工作对社会的意义。在圣母大学的经历会永远激励我不断提高自己。 
 
 
Xinhe Wu 
吴欣荷 
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生 
 
我是吴欣荷，来自中国南京。我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度过了六年的中学生涯。
现在我是文科学院哲学和数学双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 
  
年幼时，我便时常对周围的寻常事物产生疑虑，进而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些
终极问题。这便是我对哲学的兴趣之初。哲学的广袤深邃不断驱使我寻找
本质层面上的真理。圣母大学满足了我作为哲学爱好者的愿望。在这里，
我得以与各领域内的杰出学者产生交流。圣母大学的经历逐渐使我察觉了
自己对数理逻辑，哲学逻辑和语言哲学的热情。 
  
大二暑假，在 Jeff Speaks 教授的指导和大中华奖学金暑期奖学金的赞助下，我进行了一项语言哲
学方面的独立研究，课题关于指示词在普遍语义理论中的作用。大三时我成为牛津大学新学院的一
名交换学生。在牛津，我在 Volker Halbach 教授的指导下研究真理的公理化理论。现在，我正在
写我的毕业论文。我的论文是关于连锁体悖论的研究。未来我计划成为一名哲学博士。 

 

Shao-Ming Yang 
楊紹旻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畢業生 

 

我是楊紹旻，現讀科学-商业专业四年級。除了大中华奖学金项目之外，我还是格林家庭荣誉项目的

学生。在聖母大學的的过去三年实在過得充實，非常感激教授以及朋友們的支持。作為學生國際商

業委員會的活躍成員，各種有趣的商業項目令我著迷，更被通過商業促進和平的理念深深打動。我

對自然科學的熱情也絲毫沒有減退，曾在北印第安納地區科學工程展會上擔任評委。 

  

大二暑假，我非常幸運能夠與英國商會實習，更深入認識諸如鐵路、醫療、美容等許多商業領域。

大三在一家初創醫療器材公司實習，從事業務拓展工作。這種從頭開始的感覺真是太棒了。科學-

商業實在是一個非常有彈性的科系，我非常期待看到未來我還能夠做哪些探索。 

 

现在我正在撰写毕业论文。我的论文主要研討電子化客戶關係系統在生命學界的應用。很幸運在今

年的亞洲領袖論談中能與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先生交流, 擔任學生論壇主持人。十分感謝大中華

獎學金項目與劉氏亞洲研究院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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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yu Zhao 
赵斯羽 
武汉外国语学校 

 

我是赵斯羽，武汉人。我在圣母大学的专业是建筑设计。现在是一名大

四学生。我对建筑专业感兴趣是因为它是集合了几何与艺术，并且能够

让我把自己的艺术天赋发挥在实际用处上。圣母的建筑院注重古典建筑

而且强调手绘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它非常符合我的观点。就在前不久，

我的一位建筑教授告诉我们，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群能够影响它们居民的

生活方式，创造某种类型的社区或者说人际交往关系。这种建筑师通过

自己的设计影响他人的能力让我非常着迷，可以说是把我对建筑的热爱带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上个暑假， 我通过一个前几年毕业的建筑生校友找到了了一家在巴黎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实习。 我

觉得这个机会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 因为我毕业以后有意去欧洲工作， 而这个实习正好让我体验

了以后可能会有的工作环境。 同样是这个暑假， 我得到在罗马学习时的教授的推荐，有幸在第 53

届“让城市更宜居”国际大会上担当志愿者。这个会议让我对建筑， 城市规划这个领域有了更多

元的理解。 参会者们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都一起讨论什么才是好的城市规划。 因为

不同领域人的侧重点不同， 这次经历扩大了我自己对城规的理解，而不是只是从一个建筑师的视

角来看待。我还有一年才会毕业，因为建筑专业是一个五年项目。我希望在还剩下的一年里能更好

的为以后的专业工作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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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届 

Qingling Wang  
王清羚 
李嘉诚基金会全额奖学金获得者 
北京四中毕业生 

 

我叫王清羚，来自中国北京。 

 

圣母大学用它丰富的国际交流、学术研究和课外活动的资源激励我追寻链

接中西的梦想。校园中, 我是一名国际大使, 服务圣母的国际学生。在课

余, 我还参与了会计和咨询类案例研究并钻研美国跨国贸易的立法规律。

校园外, 我钟情于跨国交流, 不论是加拿大的商业赛事、以色列的暑期课程还是牛津的交换项目。  

 

现在的我是一名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从圣母处获得的能力和价值观将持续

支持我对中美合作中机遇的探索。 

 

Xuanyi Li  
李萱伊 
东北育才学校毕业生 
 

我叫李萱伊，来自辽宁沈阳，2016 年五月从圣母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目

前正在申请医学院。 

 

在高中的时候,我热衷于环保活动，是我们高中根与芽协会的组织者。此外,我建立了绿色模拟法庭，

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对与环保相关的案件进行辩论的平台。因为绿色模拟法庭的成功, 在 2010年 7

月我的团队被邀请到 IYSECC (国际青年能源与气候变化峰会)去介绍我们的活动。 

 

在圣母大学, 我对医学产生了兴趣。我利用暑假时间在校内外的实验室中积累科研经验。我还参加

了很多志愿者活动。从大一开始，我在学校主场的橄榄球，篮球和冰球比赛中担任急救员工作。我

在南本德的医院和临终关怀院中从事过志愿者的工作。我还在南本德的华盛顿高中担任机器人队的

教练。这些科研和志愿者经验都让我受益匪浅，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了从事医疗工作的决心。 

 

我现在在休斯顿的MD Anderson 癌症中心从事小儿脑瘤的研究工作，并在申请医学院。能够将在

圣母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在攻克癌症的研究课题上让我感到十分开心和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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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i Wu  
吴妮妮 
金陵中学毕业生 

 

我是吴妮妮，在圣母学习了会计和数学专业，2015 年从圣母大学以最

高荣誉毕业。我现在居住在芝加哥，就职于德勤的策咯咨询部门从事管

理咨询的工作。我选择咨询这个职业是看中了帮助世界五百强企业解决

商业难题的机会，而且可以每周出差，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我已经完成

了墨西哥，亚特兰大和纽约的三个项目。现在在洛杉矶参加一个 9个月

的长期项目。 

 

圣母大学给我提供了很多课程内外的宝贵机会。我最喜欢的课程是表演，因为这门课挑战我去尝试

不同的事情，并保持谦卑之心。在圣母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帮助下，大一暑假我参加了德勤在达拉

斯组织的全美下一代领导峰会。大二时也先后参加了黑石，摩根大通，和德意志银行在纽约的领导

力峰会。大二暑假在德勤做了企业税，房地产咨询以及企业估值的轮岗实习。我在另一个咨询的实

习后接受了现在的这份工作。毕业后我取得了注册公共会计师的执照（CPA）。 

 

我在圣母大学的三年十分开心。是圣母人让圣母成为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我刚来到圣母的时候，

是在朋友的“威逼利诱”下才看了橄榄球和冰球赛，朋友还要给我讲解最基本的规则。但是现在，

我已经成为了圣母橄榄球的铁杆粉丝。毕业第一年去现场看了 9 场比赛。我也在美国很多地方都和

圣母的朋友一起滑雪，冲浪，登山度假。春假还和圣母朋友一起去欧洲背包旅行。同时，我也得到

了许多教授的建议和指导，帮助我逐步实现我职业和学业上的目标。 

 

在未来几年里，我打算继续我的咨询职业，陪伴家人和朋友，认识新的人，看橄榄球，并且继续旅

游，认识一个更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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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 Xu  
徐可 
武汉外国语学校毕业生 

 

我难以想象上一次我为大中华奖学金项目更新我的大学经历的时候我还

在 ND的校园里，对于毕业之后的生活满怀期待和焦虑。转眼间我现在已

经毕业了，过上了“毕业之后的生活”。在大四这一整年，仍在校园的我

就已经开始意识清醒地想念这个校园了。在和朋友们交谈的时候，在校园

里行走的时候，在 Lafun里学习的时候，我都非常有意识地告诉自己我马

上要离开这个我呆了四年的地方，冲进未知的“真正”的世界了。我并没

有因此而去做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大四这年我学会了去更用心的体会和感激“日常”，甚至学会了

去欣赏我之前三年不喜欢或者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大四的每一节哲学课我都更清醒地感激那些充满

智慧的交谈和讨论（现在想起来我仍然充满感激）；在学会计的时候我也学会了去体会在这门看似

“枯燥”的课程字里行间隐藏的趣味；我认识了更多有趣的人，有教授和食堂员工有小我很多的学

妹学弟。我还记得大四一整年都充满了找工作的压力；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准备好毕业。但是与此同

时我也比大学前三年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圣母所带给我的与众不同的体验。圣母虽然天气冷得要命，

但是从此之后去哪我都不怕冷了；大学里同时修会计和哲学双学位加上尝试修艺术辅修虽然辛苦，

但是毕业之后我却发现我能够跟完全不同的各种人聊天说地；大三大四找工作的过程磨掉了我半层

皮，但是这个过程中我却真正了解了我自己和我想要的生活。现在想起来，在 Grotto 的那些静谧

的夜晚我和 St Mary 默默的“交流” – 那是多么独特的“圣母”体验；事实上，我迄今为止一生中

所有的深刻的交流都发生在圣母校园里，无论是宗教的还是哲学的。我也意识到了圣母真的是个很

温暖的大家庭，虽然我曾经抱怨它应该更多元化。我发现我爱上了美式橄榄球和冰球，爱上了吃牛

油果和咸味爆米花，还有 lafun 半夜十二点的热狗 – 这些都是四年前的我不曾想象到的。 

 

现在，毕业七个月的我坐在位于纽约的办公室前看着窗外曼哈顿的夜景，尝试在电脑上写出我对圣

母的感受，我发现我想念圣母的心情比想念我在中国的家的心情还要迫切。我对圣母的想念很复杂：

有满足也有不满，有开心也有难过 – 我想回圣母，同时也回不去了。我觉得这样的甘苦夹杂让这段

旅程比我人生中任何其他经历都珍贵。我衷心地希望我在圣母的朋友们能好好珍惜他们在校园里的

每一分每一秒，甚至是期末考试之前的通宵熬夜在现在的我看来都是那么幸福。我也希望有更多的

人能够加入圣母的大家庭。欢迎来到圣母 – 你会有你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四年, 我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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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li Chen  
陈荟莅 
贵阳六中毕业生 
李嘉诚基金会全额奖学金获得者 

 

我叫陈荟莅，在圣母大学获得了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的双学位。大学期间，

我利用假期到美国较贫穷的地方做义工。2012 年暑假，我和四位圣母同学

一起来到贵州了解学习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并和贵州师范大学的同学进行

文化交流。很荣幸这个文化交流项目能够变成如今圣母社会关怀中心的长

期项目。大二时候，我便有机会在学校做计算机与心理学的科研。 在大学

期间，共发表了四篇论文。 在大三下学期时，我去了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留学了一个学期。 在

大学假期时，我还去了哥斯达黎加的一个野生动物收容所工作了一个月。我在圣母大学读了五年本

科。第五年深入学习了世界和平方面的课程。我非常感激圣母大学支持并资助我第五年的全部学杂

费用。在毕业后的第一个暑期，我到了赞比亚做非洲农村基础教育的实习工作。 

 

现在，我得了全奖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组读研究生。媒体实验组是一个能允许学生研究跨领域

话题，把科技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地方。我在社交机器人组里，研究方向是搭建社交机器人来能帮

助孩子们更有趣与更有启发性地学习语言与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同时，在麻省理工的日子里，我也

参与到 LGBTQA 的社会义工中，帮助传播 LGBTQA群体的文化与提高社会对于其的认识。 

 

Yingying Wisdom Mak  
麦迎盈 
香港圣保禄中学毕业生 
全额奖学金获得者 
 

我是來自香港的麥迎盈，於 2015 年以最高榮譽獲取工商管理學位，雙主

修金融和電影。2016年夏天我回到香港，並憑著我在聖母大學四年來獲

得的多方面經驗，轉換了一份我熱愛的新工作。 

 

目前我在國際品牌和市場諮詢公司 Prophet 擔任顧問，與世界級的優秀

團隊合作，為不同國家的客戶提供創新和合適的品牌解決方案。加入 Prophet 之前，我曾在安永會

計師事務所，華特迪士尼公司以及花旗銀行等跨國企業工作和實習。門多薩商學院多年來給予我寶

貴的指導，把我塑造成具責任心的商業專才。我亦時刻銘記及履行商學院的理念 － 賦予商業更多

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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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閒時，我經常參與不同非盈利組織舉辦的活動服務社區，當中在聖母大學的義工經歷令我特別

對服務貧困兒童及家庭感興趣。畢業後，我繼續積極參與義務工作，現時正透過香港幼兒教育及服

務聯會的活動為基層學生提供課外指導。 
 
Nuohan Zhang 
张诺涵 
全额奖学金获奖者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生 

 

我是张诺涵，来自中国北京。我现在在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金融体系的设计和规划项目担任分析员。

我工作的内容是为新近成立的 20 国集团绿色金融研究组提供研究和后勤方面的支持。我曾在圣母

大学学习国际经济学和法语，毕业于 2015 年。 

 

感谢圣母大学的给予我的丰富机会。我有幸于 2014 年夏天做了纽约时报法语社的记者助理。从

2013 年，我开始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展关于战乱地区贸易网络课题的研究，并同时成为几个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研究项目的研究助理。在 2015 年冬季，我在印度完成了一份以性别平等和经济

繁荣为主题的研究。我会讲英文、中文、法语和阿拉伯语。 

 

在圣母大学，我有幸获得了几个具有竞争性的项目资助，包括暑期语言留学项目, 纳诺维克欧洲研

究院，本科生研究机会项目和教务长办公室等机构的项目资金。圣母大学给了我优质的教育和无数

的机会。她无时无刻不在鼓舞着我勿忘初心，兼爱无私，为人类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