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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lin Sang

桑瑞临

周凯旋基金会全额奖学金获奖者

永援圣母全球学者

圣母奖学金学者

毕业后去向: 哥伦比亚大学商业分析硕士（纽约）

专业: 英语文学，经济，计算机与数字技术

高中: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我是来自上海的桑瑞临，主修英语文学和经济专业。在这里，我总能找到自己的学术兴趣，并
且参加各种活动，从中收获成长。圣母大学给予我了自由探索各种学术领域的机会。作为
文学爱好者，我大一暑假有幸前往英国伦敦参加伦敦暑期项目，并学习莎士比亚与英国
罗马时期历史的课程。这次难忘的经历不但让我有机会探寻英国独特的文化，也让我对
于英国戏剧和文学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在校园里，我也因我对文学的兴趣加入了《The
Juggler》——学校历史最悠久的学生文艺杂志的审稿团队。阅读学生们的稿件会让我
感到由衷的欣喜，因为我总能发现来自不同背景的作者们独特的观点。大三开始，我也
成为了一名圣母大学进阶研究所的本科研究助理。

在社区服务方面，我参加了Special Friends组织，和一位和我同龄的特殊女孩儿及她的
家庭配对进行各种活动。我很高兴能够和她做朋友，并且和她一起热情地面对生活。此
外，我春秋假喜欢参加学校组织的社区服务学习项目。例如大一春假，我去了肯塔基阿
巴拉契亚山区的David社区高中辅导学生各门学科。大二春假，我去了位于首都华盛顿
的L’Arche社区机构做志愿者。

除了这些，我也积极参与一些学生社团。譬如我是校学生会学术事务部的成员，主要负
责组织一些学术相关的活动，例如帮助大一新生了解各个专业。同时，从大三起我担任
英语系文学俱乐部的副主席，会经常给英语系的同学组织有趣的活动，例如读书会，导
师项目等。

我十分感激这在圣母大学的经历，感恩圣母大学给我的支持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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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e Cheng

鄭寶兒

圣母奖学金学者

毕业后去向: L.E.K咨询公司顾问（波士顿）

专业: 科学商业，社会学

高中: 台北美国学校

我想嘗試和探索的東西有諸多，而圣母大学為我提供了很多機會尋找自己所熱愛的事情。在

過去的四年裡，我探索了各種學科和活動，以及挑戰自己擔任領導職位，以多種不同的方式成

長。

在高中時，我是学校足球隊和触式橄欖球隊的隊長。在ND，我繼續投入體育中，擔任女子橄欖

球隊的秘書和球員。這個角色幫助我培養了領導能力和個人技能。此外，我一直忙碌參與在

ND的其他社團中。我是NDIgnite學生大使，服務申請聖母的新生，也是學生運動員的课业辅
导。由於信仰對我來說一直很重要，我也在Iron Sharpens Iron ，一個跨宗派的校園團契中負

責組織音樂敬拜。

我透過N D的全球職業體驗、利用暑假在香港和新加坡實習。去年春季學期，我在歌本哈根上

課，獲益良多，擴展了我的眼界和世界觀！對我自己有了新的認識。今年我加入了台灣學生會

擔任副主席、並共同創立了香港學生會；讓更多人了解我們的文化。

畢業之後我將會在波士頓加入L.E. K. 顧問公司工作，然後繼而在牙醫學校上課，希望成為一

位優秀的牙醫。我非常感謝ND提供給我的所有機會和資源，也感謝上帝給予我的恩典和引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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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ie Chen

陳沛昕

毕业后去向: 凯尔尼咨询公司顾问（旧金山）

专业: 金融，数据科学

高中: 馬禮遜基督教学校，台中

在聖母大學，我很高興繼續在JIFFI（一家當地501c3小額信貸公司）擔任首席銷售官，並繼續著
我對財務賦權的熱情。在校園裡，我參與了聖母大學最大的商業俱樂部——學生國際商業委
員會，我在那裡參加了很多項目，並帶領團隊分析案例，向各種諮詢和金融公司展示項目。此
外，作為一名國際大使，我有幸通過自己的個人經歷，例如作為第三文化者、同伴導師和跨文
化領導者，來協助國際學生在聖母大學更好地進行學習，適應文化。

在課堂外，我一直忙於拳擊俱樂部，合作體育和獨立研究。我曾在倫敦留學，感受了歐
洲文化並探索了迷人的地標。聖母大學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地方，不論是我在早餐時遇到的
微笑，还是路过迪巴特洛教学楼，或是在宿舍裡和朋友們聊天，都讓我感到這裏像家一樣。能
夠和所有令人驚嘆的同齡人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幸運和感激。Go I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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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xian Fu

付逸弦

毕业后去向: 德意志银行投行分析师（纽约）

专业: 数学，音乐，哲学、政治科学与经济（PPE）

高中: 北京四中

鉴于文理双修在国内并不常见，我分外珍惜在圣母接受博雅教育的机会。

在圣母的数学专业课之外，我有幸深入了解了国际政策；在学校德语系的支持下，我利用暑假

时间在柏林的歌德学院学习了德语；而后在全球事务学院的带领下到华盛顿特区探索了许多

欧洲政策上的问题。在Nanovic欧洲研究中心的组织下，我又重返柏林，结合先前积累，实地

考察并充分了解了德国对难民问题处理方式的可取可用之处。

艺术方面我也有所收获。我从一位单纯的演奏者成长为一个想积极为艺术的发展做出贡献的

音乐人。我被授予钢琴演奏荣誉学位，曾在学校的大师课上，音乐会上，以及爵士音乐剧中演

奏。我申请成为圣母艺术与文化中心的钢琴老师，将我对音乐的理解讲述给来自南本德弱势

群体的小学生。为了能让艺术古典音乐更好地融入当代社会，我与Youens教授合作研究了如

何在传统的音乐会模式上进行创新，使艺术音乐被更广大的群体接受。将来，我也希望能在音

乐行业的创新中出一份力。

我常反思未来的职业道路，如何结合自己的所爱所能做有价值的事情。在圣母，我曾领导过国

际学生商社的麦肯锡咨询项目。在大二暑假，我在一家巴尔的摩的成长基金做过中小学教育

软件的投资分析。大三暑假，我在德意志银行的投行部实习。大四寒假，我在一家附属于清华

大学的创投基金进行了许多科技创新领域的市场分析。受在圣母最喜欢的课程“投资的艺术”
影响，我希望未来能通过投资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企业赋能。

大四时我与好友一同创立了亚洲商社，建立一个属于美国亚裔，国际学生和校友的平台，并互

相激励在职业道路上的成长。我十分感激我的所学所得，并希望能回馈圣母和社会。

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

4



Yuxin Lin

林雨昕

毕业后去向: 加州理工学院数学博士（帕萨迪纳）

专业: 数学

高中: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广州

在圣母大学，我得以在教授的帮助下阅读并学习代数数论，解析数论以及其它数学分
支。在大一的暑假，我作为青年辅导员回到罗斯数学夏令营， 并在那里学习了集合论，抽象代
数和代数数论。我也得到了很多同为学数学的学长学姐的帮助。

在大二的暑假，我前往芝加哥大学参加暑期研究，在那里学到了非常深奥的数论。我
的项目犹如一次大整合，我学习了两年的代数数论得以运用去理解一个深奥的定理。我也第
一次真正的接触到了黎曼假设。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有很痛苦的挣扎，但是当一切水落
石出的时候我也特别兴奋。

大三秋季学期，我开始研究半群。这也是我第一次解决开放性的问题。这和我以往做
练习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正确的答案谁也不知道，我们只能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但同时，这也
是我第一次能够为数学界做出一点点其他人还未做出的贡献，我非常激动。我们的研究报告
在学期结束的时候被投稿到一家数学期刊并且被接受。在大三的暑假，我参加了威廉姆斯的
暑期研究项目研究随机矩阵， 我们的研究报告也已经投稿到数学期刊。我也开始了广义数值
半群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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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fan “Ethan” Shi

石一凡

毕业后去向: 安永审计专员（芝加哥）

专业: 会计，统计

高中: 天津外国语学校

圣母母大学为我提供了广泛的学术上的选择和课外俱乐部。

大一我选择了很多文学，政治，社会学方面的课。从这些课里我受益颇多，学到了很多看待世
界的不同的角度。大二我积极参加学生国际商业委员会，并上了很多商学院入门课程，收获颇
多。到目前为止，我所上的所有课程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挑战性。

学校有很多设施和部门帮助大一新生融入校园生活。我担任了校内足球比赛的足球裁判。
2018年夏天我去了耶路撒冷参加了一个暑期的神学课。我非常感谢大中华奖学金项目对我这
次暑期活动的支持。我本人也从这个课程里学到了很多关于巴以冲突的知识，增长了见识。
毕业以后我计划入职安永芝加哥办公室。

我非常感谢大中华奖学金项目和圣母大学帮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Go I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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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zhi “Tom” Song

宋润之

毕业后去向: 哥伦比亚大学商业分析硕士（纽约）

专业:商业分析，经济

高中: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在圣母大学，我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获得了更多宝贵的经历和体验。

入学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加入学校的学生国际商业委员会。 SIBC提供的各种项目让我

接触到了跟商科有关的金融，咨询，和科技方面的内容并积累了相关的经验。领导或者参与

了包括Booz Allen, West Monroe, 和BCG等多家公司的项目，提高了我的分析和交流能力，让我

在面对不同的商业问题和环境时能有合适的应对办法。与此同时，在投资俱乐部所做的有关

股票投资的项目让我更好的接触了许多投资方面的知识和经历。

大一的时候， ,我每周两次会前往附近的罗宾逊中心,教四年级小朋友英语和数学。我非常享受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在大一和大二的暑假，我分别在毕马威和普华永道实习。大三下学

期时，我参加了学校的硅谷项目，并且在一家名叫Bricleir的科技初创企业实习。这些实习经

历加强了我分析数据和解决真实商业问题的能力，让我未来商业分析学习的道路上提供了很

大的帮助，也让我对于咨询行业有了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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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ing Wu

吴曼宁

毕业后去向: 摩根大通投行分析师（纽约）

专业: 金融，应用数学

高中: 深圳中学

圣母大学给我提供了许多丰富的专业社会实践机会：

大一暑假我在比尔盖茨基金会实习，从李一诺女士那里学到了很多慈善和商业之间的关系。
大二秋季学期，我参加了三个学生国际商业委员会的金融项目，去了不同芝加哥的公司总部
做了报告。

大二的暑假里我前往波士顿，在富达基金实习了十周，期间我就北美人力资源软件和中国互
联网产业的相关股票进行了定价研究，从基本面分析股票的价值，同时与股票公司的管理层
进行了交流。这次实习让我坚定了科技领域投资的大方向，也让我肯定了未来在美国工作的
可行性。在圣母大学，我加入了Malpass学者项目，并在南本德的圣母大学投资办公室开始了
为期两年的实习。圣母大学投资办公室侧重于投资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并用投资的回报支
撑圣母大学的运营成本。第一个学期我被分到了股权投资小组，完成了两个公司的股票研究，
并制定了科技产业的组合投资策略，办公室分配给我的导师也让我加深了对投资领域的兴趣。

圣母大学在不断激励我，用所学所感不断探索为人类创造更多价值的可能性；大学四年的培养
也让我更加自信，过去的所有努力都会指引我走向心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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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lie Ying

應恩頌

毕业后去向: 香港新民党政策研究员

专业: 政治，经济

高中: 拔萃女書院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外交官或者在聯合國工作。

大一後的暑假，我在香港的新民黨實習。在實習過程中，我有幸跟隨一名在香港政壇打滾多年

的政治家，目睹了她的日常工作。這次的實習讓我再進一步確認自己對政治的熱愛。

聖母大學非常重視學生的多元發展，並且提供優良的環境和資源讓學生探索自己的無限可

能。課外活動方面，我參加了合唱團，繼續追逐求我對音樂的熱愛。我也在擔任許田波教授的

研究助理。許教授主要研究中國歷史上的不同戰爭。這個研究項目完美結合了我對政治、中國

歷史和文學的喜愛。每個星期一和三，在課堂結束后，我都會到羅賓遜中心為小學生當家教。

我最享受看著這些純真、稚嫩的笑容一一綻放。我也是一名國際大使，主要負責統籌國際學生

迎新活動。雖然學習佔了大學的一大部分，但在堂以外，聖母大學給予學生的機會無處不在，

隻等著我們慢慢發掘。

在大三的下學期，我到日本交換了一個學期。聖母大學的教育啟發了我勇敢朝著自己的夢想
邁進，以回饋社會作為抱負。在不久將來，我希望能夠幫助別人實現目標，就如聖母大學正在
幫助我實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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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fan Zhang

张哲凡

毕业后去向: 麦肯锡商业分析顾问 (芝加哥)

专业: 数学，经济，政治、经济与哲学(PPE)

高中: 武汉外国语学校

出于对跨学科学习的兴趣，我一直希望能够把我在数学与经济中习得的技能应用到对
公共政策和社会不平等的分析中。大二的时候，我曾是Professor Lisa Mueller的研究助手

，帮助她完成对非洲游行结果进行分析的研究项目。闲暇时光里，我在南本德的失所者
中心做过前台志愿者，也在少年收容所和当地小学里做过课后教育项目的志愿者，和本
地社区有了更深入的接触。我也是圣母Snite艺术博物馆的一名学生策划，会参与到计
划、组织针对学生开放的博物馆活动中。

圣母为我提供了很多探索自己感兴趣的职业的机会。在2019年夏天，我通过圣母
的爱尔兰实习项目在爱尔兰银行的海外直接投资部门实习。在为期八周的实习中，我
帮助包括Reddit和深圳财政局在内的商业客户与政府部门进行了在爱尔兰的投资发展
规划分析，并且参与了和都柏林区域的其他从业者的会面。在2020年春天，我参与了加
州大学和圣母大学合力举办的华盛顿项目。项目期间，我学习了政治课程，并且在
US-Asia Institute进行了实习。大三暑假在麦肯锡的远程实习让我决定我将在大学毕业
后加入麦肯锡的芝加哥办公室。长远来讲，我会考虑就读下一个和公共政策或经济相关
的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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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han Zhu

朱维翰

毕业后去向: 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

人工智能与创新硕士项目 （匹兹堡）

专业: 金融经济，应用数学，计算机与数字技术

高中: 南京外国语学校

在圣母大学，我参加了学生国际商业委员会里不同的金融与咨询的项目，我学习了很
多并且希望以金融服务业作为之后的职业方向。同时我参加了圣母大学的本科生投资俱乐部
，学习了很多相关知识，并代表圣母大学参加2018年在密歇根大学举行的股票投资比赛。

出于对体育的热爱，我还参加了学校报纸Observer的编辑，负责体育新闻版块，这让我
有了很多与运动员接触的机会。我还参加了与体育有关的公益项目，通过组织体育活动来帮
助南本德社区，很高兴能为整个社区作出贡献。

我希望在将来能将我对金融市场的兴趣和相应的技能相结合，并以此为之后的职业。
大三暑假，我于UC Berkeley的教授一起研究了最优化交易执行相关的课题，为交易公司设计
最优化的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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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jie Pan
潘润杰

毕业后去向: 牛津大学经济金融硕士（英国牛津）

专业: ACMS

高中:成都市第七中学

在圣母大学就读期间，出于高中对数学模糊的一点兴趣，我选择了应用数学和统计作为专业，
幸运的是，在五年过后，我并不后悔这一决定。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当在学校所学的一切全部
忘记之后,还剩下来的才是教育的本质。”除了我在课堂上学习的那些复杂的公理和推论之外
，更重要的是数学教会了我提出问题并通过演绎法试图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我也在经济学
和日语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在职业发展方面，我的兴趣主要集中在金融业，我分别在风险投资、投资银行、量化分析三个
领域进行过实习。最终我认定了在数据分析和量化金融方面的长期兴趣，但也在实习的过程
中认识到了自身知识的不足。因此，我决定继续攻读研究生，提升自身对金融市场的理解。

在科研方面，去年暑假，我在四川大学商学院李蔚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了如何使用数据分析能
力研究社会学问题，并参与发表了两篇期刊论文。其中，我作为第一作者所发表的论文“ Study
of the COVID-19's Impact on the Online Consumer Flow of Daily Commodities: A Big Data Approach”
被收录进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专项数据库。

从圣母大学毕业后，我将入读牛津大学，攻读金融经济学专业硕士。我期望在未来的学习、工
作中能够继续将我对数据分析的兴趣和实际问题相结合，对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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