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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风采

2026 届

Jennifer Yeh

葉宥妤

永援圣母全球学者

海斯伯格-尤思科学者

台中马礼逊美国学校

我是葉宥妤，是經濟學系大一的新生。 在台灣出生，我對探索世界所有新奇的事物都感好

奇與充滿期待。來聖母大學念書是第一次離家，離開我熟悉的人、事與環境，我已準備好走

出我的舒適區，想要結識新朋友，迎接不同文化的洗禮。

在高中期間，我很榮幸在高一新生時就入選高中排球、足球和籃球校隊，整整為校隊效力四

年，並在高年級時擔任排球與籃球隊長。同時我也非常熱衷於學生會和班級委員會的服務與

領導學習，透過新活動的發想、規劃和執行，啟發我的創造力與磨練協調能力，舉辦多項校

內與跨校的活動，成功凝聚了大家的向心力，鼓舞更多學生對活動的熱情參與。

除了在學校的活動之外，我積極投入社會服務，在高中二年級發起了“發現台灣原住民”的

個人創業項目，這是一個幫助台灣原住民發展經濟並促進與維持原住民文化的媒體平台。我

的創業項目與聯合國發起的 Satoyama Initiative 的台灣代表合作，不僅連結政府的獎勵資源，

為原住民企業提供更多銷售農產品與傳統手做產品的機會，並協助他們以回歸自然環保的方

式經營公司，實現社會經濟與大自然的共同和諧並存。 之後，透過在復健診所的志工服務，

幸運地讓我有機會爭取成為一家製造物理治療設備公司的實習工作，在實習期間我參與開發

一個全新多功能互動式的應用軟體，以全方位整合式健康樂活的模組，有效指導健康復能運

動。

在聖母大學，我參與學生國際商業委員會(SIBC)與勤業眾信(Deloitte)合作的諮詢專案，這是

一項協助線上時尚品牌拓展到實體零售店面制定戰略轉型計劃。我也加入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Management (ERM) and Irish Angel travel teams of Unleashed Social Ventures，學習永

續諮詢和風險投資的工作。我同時入選成為 IDEA Center 研究員，我一直熱衷參與創業研討

會和創業培訓。我同時服務於學生會學生生活部 (Department of Student Life) 與 IDEA Center

社會委員會研究員計劃，進一步激發我對活動策劃的熱情。

在接下來的四年裡，我希望持續探索聖母大學提供的一切學習的機會。 我深切期望多結識

恆久友誼的好朋友，能在我的心智和專業技能上相互砥礪一同成長，期許自己成為有能力造

福世界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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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gxin Yuan

袁幸信

弗兰克·雷利奖学金学者

博奈顿女校

我叫袁幸信，是圣母大学的一名人类学和经济学专业的大一新生，来自中国广州。我的高中

是在英国的一所寄宿学校过的。在这期间，我经历了很多文化上的冲击，让我注意到文化差

异对形成个人身份认知的重要性，而探索这个问题的最接近的方法就是学习人类学。

在高中期间，我积极参加了多个课外活动和社团，并在其中担任领导角色。这些社团旨在通

过组织义卖活动等项目来资助中国韶关的贫困女童教育。在英国，我和一些同学创建了一个

以庆祝文化多样性，并向学生和教师介绍亚洲文化的各个方面的社团，并组织了各种文化交

流的活动。

在圣母大学，我期待探索各方面关于人类学的研究机会，期待能够更多了解将人文与商业相

结合的职业选择--如医疗咨询。我还计划利用圣母大学提供的各种研究经费和海外留学机

会来丰富我今年的暑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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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ru Xia

夏易如

刘德奖学金学者

南京外国语学校

我是夏易如，作为圣母大学新生，目前主修社会学和经济学，辅修艺术。我正在体验圣母大

学为我提供的所有成长机会，并努力在这个世界上发声，发挥积极的影响。

在高中时，我把艺术作为我构建、反映和影响我观察到的世界的语言。当我观察到学生群体

中广泛存在但往往受到忽视的种种心理挑战以及它们遭受污名化的现状时，我设计了《沉默

的创伤》这一个人艺术展览。我进行了课题研究，并创作了一系列油画，以正视的态度消解

直面问题带来的不必要的耻感，并告诉观众他们的创伤不应沉默，他们经历并不孤单。作为

学生会的文艺和宣传部主席，我组织了学校的艺术节、文化周和其他活动。此外，我还成立

了学校的插图俱乐部和文学俱乐部，并策划了这些领域的会议和比赛。

在圣母大学，我不断探索世界，同时把艺术作为我与世界沟通的语言。我潜心研究各种课题，

如国际关系、美国和欧洲的一体化以及经济学。同时，我不断地进行新的艺术项目，遵循现

有的系列或开辟新的主题。我的认知的成长在圣母大学从未停止。

在圣母大学，我希望可以通过学术和社会层面的学习和经验积累更清楚地理解我与世界的关

系。作为以画笔为语言的艺术家，我希望自己能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乃至之后的人生中保持

学习的态度，并在应当时用艺术为更广泛的福祉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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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Wong

黄皓言

北京清华附中国际部

威廉·塞克斯顿奖学金学者

大家好！我叫Martin Wong 黄皓言，一名来自香港的威廉·塞克斯顿奖学金学者，计划主修

政治学和商业分析。

虽然我出生在香港，但是我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在北京的清华附中国际部，

我开始对政治学产生了兴趣，其中也包括国际关系和人权的研究。在课外，我很荣幸能担任

多个领导职务，为我热爱的社区服务，例如：担任学生会主席（及其分支联合北京学校平台

United Schools of Beijing）、模拟联合国社团的秘书长、非营利组织“解忧便利店”和“学生

组织爱心驰援武汉/河南行动”的创始人，以及校内第一梯队排球队的队长。此外，我也很

荣幸能在由牛津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大学主办的国际级模拟联合国会议中得到八

次最佳代表的奖项。这些个人经历   不仅增强了我对社区服务的兴趣，也增强了我对更高

层次学术的追求——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了圣母大学。

在圣母大学，我通过加入模拟联合国社团来继续表达我对这方面的兴趣，在那里我也很荣幸

被选为了比赛队的成员和公共关系秘书长。此外，我也很开心可以加入校内商科社团 (SIBC)

McKinsey & Co.和 Montaña de Luz 项目的一员，在该项目中，我与其他七名高年级学生合作，
为这个非营利组织筹款。

在圣母大学度过了我的第一个学期后，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在这里度过余下的时光！我将继

续珍惜这所大学的每一部分 – 这里的人、价值观和资源 - 并留下永恒的记忆。



5

Luke Cao

曹路佳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我是一名大一新生，现在在工程学院主修电脑科学，未来会考虑辅修经济或者信息科学。

在高中时期，我是学校的学生会会长，组织学生会的四个部分为校园建设和校园环境的提升

出谋划策。我在社区教堂举行过小规模的关于宗教与科学关系的讲座，帮助人们了解圣经中

所存在的科学道理以及圣经的合理性。我在高二时曾为帮助解决河南洪水中的难民而建议资

助网站，成功为帮助河南人民的饮食居住做出了贡献。另外，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张教授的指

导以及物联网的框架下，运用 YOLO V3（一款的深度学习框架）和 OpenCV（跨平台计算机

视觉和机器学习软件库），设计出了一种减少游客安全隐患的算法。这种算法可以检测出一

些类似翻越栏杆等的危险行为。此外，我还在 ICHCI 2021 conference 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运

用虚拟影像技术提升博物馆体验的论文。

目前在圣母，除了每日的课程以外，我还参加了 CS4GOOD Club，帮助分析印第安纳的监狱

人员的信息。另外，我进入了 SIBC（Studen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nference）的 Uber 项目

的最后团队，与组员一起分析如何解决 Uber Freight 的装货与卸货时间问题，并且前往芝加

哥 Uber 总部进行演示。在未来圣母的学习中，我希望在大一暑假利用 GCS 的资金学习一门

课，并且尽量找到与教授研究的机会。在大二学期内继续寻找研究机会，在暑假则是试着寻

找实习的机会，为未来的就业就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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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yang Li

李乐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我是圣母大学的新生，打算主修计算机科学，辅修工作室艺术。

我在高中时有机器人和编程经验，作为领队参加了青少年机器人世界杯迷宫救援比赛

（RoboCup Junior Rescue Maze），获得了中国区的第二名和上海的两次冠军。该比赛要求每

个团队设计和制造机器人，该机器人可以自动穿过地板上的斜坡和障碍物，并具有强大的算

法来探索策略和检测以热源、色块和墙上印刷字母形式出现的救援对象。我负责算法设计、

调试和参数调整。

我还在高中期间探索了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我的项目旨在通过采用轻量级神经网络实现

对道路交通标志的实时自主检测和识别。我收集了一组交通标志图像数据，并通过各种轻量

级神经网络对其进行了训练。我通过比较它们的识别速度和准确率，选择最合适的模型在经

济的硬件设备下快速准确地检测交通标志。实验结果表明，具有较高识别速度的模型往往具

有较低的准确性。速度相对较慢的轻量级模型，如 YOLO-V4-tiny 和 YOLO-MobileNet-V1

表现良好，在满足精度要求的基础上实现了实时识别，可应用于盲人导航、驾驶员警告系统

和车辆辅助驾驶。

同时，我有绘画的爱好。我在水粉画、素描、油画和数字绘画方面都有绘画经验。我目前正

在尝试在绘画中运用深度学习，并期待在圣母大学进一步发展我的爱好。

我打算参加 2023 年夏天的伦敦暑期留学项目。我还计划在未来加入专业相关社团并且寻找

科研和实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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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kai Wu

吴泽锴

南京外国语学校

我是吴泽锴，是一名圣母大学数学专业大一新生，并且计划攻读哲学双学位。我来自南京，

很高兴成为大中华学者大家庭的一员。

我在高中的学术经历主要集中在语言学和经济学上。我参加过许多国家举办的语言学奥林匹

克竞赛，包括中国语言学奥林匹克、帕尼尼语言学奥林匹克（印度）、北美计算语言学奥林

匹克（美国、加拿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国际性的竞赛，例如亚太语言学奥林匹克竞赛和

国际语言学奥林匹克竞赛。由于我在中国语言学奥林匹克决赛中的出色表现，我入选了 2021

年国际语言学奥林匹克中国队，并最终在全球总决赛中获得铜牌。除了语言学奥林匹克，我

还在高中时率队参加了中国经济奥林匹克竞赛，同时担任教练、队长和成员的角色，最终获

得了全国团体赛和个人赛的金奖。

在大学生活的第一学期，我试图全面地探索自己。在学术上，我选择了一个 3 级的德语课

程，考虑到我只有五个月的德语学习经验，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我还试图通过

阅读和参加不同领域的课程来确定我真正的学术兴趣。学术生活之余，我也试图去了解美国

的教育体系和流行文化，并以全新的视角反思自己的文化。我希望这次探索经历可以拓宽我

的理解，让我成为一个更加包容和独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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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ia Zhang

张嘉怡

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

我是 Sonia 张嘉怡，计划攻读经济学和全球事务双专业。

在高中阶段，我对领导力和公共政策产生了兴趣。我在不同的领导力和服务相关项目中探索

自己的认知和能力。我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负责沟通和运行校级项目。我与教育非政府组

织 "星爱公益"合作，关注中国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我领导学生业务发展部使用营销

方法为该非政府组织筹集资金。此外，我还从事与经济、公共政策、商业和艺术相关的研究，

并参加了全美经济挑战赛、美国未来商业领袖等比赛。由于这些经历，我可以从跨学科的角

度理解领导力，并加强我为世界服务的决心。

在圣母大学，我积极投身于不同的学术和活动领域，拓展自身的边界。在 2022 年秋季学期，

我参加了学生政策网络工作（SPN）印第安纳州早期教育咨询委员会（ELAC）项目，担任

研究员。我与一个七人团队合作，为 ELAC 研究早期儿童保育和学习补助政策，以应对新冠

疫情压力。我们写了一份 7千多字的白皮书《印第安纳州早期学习提供者补助金》，并展示

给 ELAC。同时，我参与了学生国际商业社团（SIBC）West Monroe & Child’s Cup Full 项目。

我与我的团队合作，共同创建了定价和库存计算器，以帮助估计生产成本和确定生产进度。

此外，我也是 2023 年人类发展会议的协调部门成员，与我的团队一起为来年 2月的会议做

准备。

在圣母大学，我遇到了对事业充满热情的人们。在未来几年，我希望通过 Kellogg 研究所、

社会关注中心等平台与他们建立联系，以便更好地发挥我的影响力，为教育不平等等全球问

题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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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yu Zhang

张小雨

上海平和学校

我主修中世纪研究专业，也是格林家族荣誉项目的一员。

高中时，我将大部分时间奉献给辩论。辩论不仅锻炼了我的沟通能力与表达能力，更让我得

以从不同视角评价重要的社会议题。学校辩论社的社长的职位，让我锻炼了人际交往能力和

组织能力。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我非常重视我的民族佤族。高二的暑假，我作为助理参与了一场针对民

族文化研究的田野调查，在几家佤族村寨里生活了一周。我将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作为我的视

觉艺术毕业作品展主题，以绘画，动画和漫画的方式向身边的人宣传我的民族文化。

高中的文学课激发了我对中世纪文学的兴趣，这让我选择了拥有优秀中世纪学院的圣母大学。

我希望可能尽力利用圣母大学提供的资源，丰富我的知识和理解。在未来，我想要帮助参与

中世纪学院的建设，让更多人知道中世纪不只是所谓的“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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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ang Zhou

周可洋

深圳高级中学

我来自深圳，主修社会学和计算机。很荣幸加入大中华奖学金项目。

在高中，我是一个关注社会正义并愿意成为推动社会改变的人。我在高中创立了 Girl-Up 社

团，旨在推动青少年成为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变革的力量。我策划并组织了许多地区性和全

球的活动，帮助缓解欠发达地区女性月经贫困的问题。

赋能他人的同时也让我找到自己的更多可能性。在关注到学业高压下中学生的心理问题后，

我和小队成员共同开发了一款针对中学生的正念冥想的微信小程序并收到了超过三千人的

使用量，以及许多正向反馈。

在圣母期间，我参与了为非营利机构提供咨询的学生组织，并通过开发网站来帮助当地的非

盈利机构“Women Entrepreneur Matters” 增加捐赠。在未来，我希望利用在圣母的资源，

结合技术和社会科学的手段去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创造一个更加平等、包容、多元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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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届

Minghao “Charles” Wang

王明浩

永援圣母全球学者

海斯伯格-尤思科学者

上海协和国际学校

我是王明浩，目前是商业分析和心理学双学位的大二学生。到目前为止，这在圣母大学很愉

快。但在我告诉你更多关于我在学校的经历之前，让我告诉你一些关于我自己的事情。

我最初出生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但在很小的时候就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但为了父母继续

他们的事业，我的家庭搬到了上海。因此，我在一个我现在称之为家的地方长大的 - 上海。

长大后，我去了不同的教育系统：一所英国中学，最后一所国际美国高中。这让我体验和见

到来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各种不同的人。这是我除了旅行之外体验整个世界的方式之一；通

过我同龄人的生活。

在圣母大学，我将自己的热情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大一那年，我加入了校园里最大的组织

——学生国际商务委员会 (SIBC)。在那里，我能够在大一的时候与两家顶级公司一起努力

并参与咨询项目：Deloitte 和 Bain & Co。通过这些项目，我们又跟 Spotify 一起做项目，还

有为豪华酒店业解决了咨询问题。今年，随着我继续追求这种热情，我正在领导安永 (EY) 的

一个咨询项目，以解决在线流媒体行业的问题。

除了我对追求商业生涯的热情，胶片摄影也是我的爱好。我现在领导一家杂志组织，担任他

们的视觉制作总监和首席摄影师。通过这本 Spare 杂志，我能够锻炼和发展自己的创造力。

我计划在未来与圣母大学足球队合作，因为我也努力为他们创造内容。

由于运动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继续追求对篮球和羽毛球的热爱。在过去的两年

里，我一直在宿舍的队上跟别的宿舍打篮球比赛，我很喜欢每一刻。此外，我在大一时加入

了俱乐部羽毛球队，我们在不断提高技术，我现在是该组织的副主席。

我非常荣幸圣母成为了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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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hua Guo

郭木华

弗兰克·雷利奖学金学者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我是圣母大学大二年级的学生，主修金融和应用数学专业。

在圣母大学，我加入了学生国际商业委员会(SIBC)，参加了金融分部中与阿瑞斯，美国银行，

以及高盛的合作项目。与此同时，我还参加了量化俱乐部的 Reddit Project，通过分析 Reddit

中的帖子和数据处理来预测未来股票的价格。基于对音乐的热爱，我成为了圣母合唱团的一

员，参加秋季音乐会演出。在圣母大学语言与文化中心(CSLC)担任汉语辅导，为其他同学辅

导中文。我还和圣母大学的其他学者一起在 Next Step Learning 做志愿者活动，帮助孩子们克

服阅读障碍症。

我很幸运能够在大一时就发现自己对金融行业的兴趣。未来，我将继续扩展自己在金融方面

的知识和技能，并从金融行业中的优秀专业人士那里学习到更多的实际工作经验。同时，我

也会继续发展其他的学术兴趣或业余爱好，和朋友们一起享受在圣母大学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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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he Sun

孙雨禾

刘德奖学金学者

南京外国语学校

我是孙雨禾，是一名大二学生，主修商业分析和经济学，辅修政治、哲学和经济学 (PPE)。

我来自中国南京，现在住在 Pasquerilla West。

在圣母大学，我一直在学生国际商业委员会项目(SIBC)的帮助下积极探索咨询行业。大一时，

我被选为麦肯锡项目成员，在那里我担任业务分析师，为 Peloton 的疫情后市场渗透战略提

供建议。在我大二的时候，我参与了高盛项目，为 YETI 搭建并购、杠杆收购、债务/股权

发行等模型，并在 GS 纽约办公室的最后辩论中获胜。我还在社会影响部门的 McKinsey &

Montana de Luz 项目中领导了一个六人团队，帮助非营利组织设计筹款策略，以留住现有捐

助者并接触新捐助者。从大一暑假开始，我一直在圣母大学的 IDEA 中心工作，担任去风

险洞察分析师，我负责联系专业人士并与他们交谈，以对一些创业想法进行市场验证。通过

看到一个创业想法成熟到一家企业的过程，我了解到持续改进和不断调整的价值。这些经历

巩固了我对咨询和社会公益交叉领域的热情，我希望继续我的旅程，利用商业技能创造社会

影响。

除了在商业上的探索，我在大二的时候担任了中国学生学者协会（CSSA）的主席，我们策

划了新生欢迎会，组织了中秋节月饼赠送，每两周一次的游戏之夜，以及一年一度的春节联

欢晚会，以增强对华人社区的归属感。我还在本科招生办公室担任大中华区学生大使，负责

发布招生办公室官方微信订阅号的每周更新。此外，我还被 Kellogg 国际学者项目录取，在

那里我与 Eiseman 教授一起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全球政策。我帮助他完成了他关于中非政治和

安全关系的书，我们正在过渡到一个关于世界大国与小国之间力量不对称的新项目。

未来的几年我希望自己可以兼顾量化分析和人文关怀，并为社会发展与进步贡献力量。同时

我希望可以进一步锻炼自己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和与人交际的沟通能力，从而加强自己的社

会责任感和领导力。最后，我希望自己可以在保持与大中华学者社群连接的同时结识更多来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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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han Pan

潘雨涵

威廉·塞克斯顿学者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我是潘雨涵，圣母大学的大二学生，来自上海。我主修商业分析和经济。

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我通过选修不同课程进一步确定了自己的学术兴趣，以及我想要攻读的

专业。商业分析与经济将使我掌握分析现实世界问题的必要方法，同时为我提供看待、理解

社会的不同视角。

得益于圣母大学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我能够进一步探索我对商业的兴趣。本学期，我领导

了 SIBC 商业社与渣打银行（新加坡）合作的国际金融项目，并在其中指导团队成员进行国

家概况、行业分析和股票推荐，向该银行新加坡办公室进行线上展示。我还参与了安永的咨

询项目，并最终在安永芝加哥办公室进行了最终展示。通过分析商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我意识到我乐于使用定量和定性分析工具来解决现实商业世界中的问题，这肯定了我对未来

从事商业有关职业的兴趣。

商科以外，我还参与政治科学系的学术研究，来进一步发展我对政治以及社会科学的兴趣。

自大一起，我为 Victoria Hui 教授研究战争在古代中国形成与转型的中心地位；22 年年初至

暑假，我帮助博士生Mary Shiraef 研究世界各国针对新冠疫情出台的边境政策以及东南欧边

境政策对国民文化身份的影响。从中，我汲取政治学方面的知识及研究方法论、建立对社会

与世界的认知。

圣母大学的教授、同学、员工的包容与友好、学校开明的氛围、对国际学生的关怀等等都让

我感到十分温暖。我有幸在中国学生、美国学生和国际学生群体中都遇到了志同道合、相处

甚佳的伙伴。未来，我期待在圣母继续探索未来学业和职业方面的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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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bi Chung

重庆耀中国际学校

我是来自韩国首尔的 Solbi Chung，目前主修社会学，计划辅修信息科学。

我对于社会不平等、结构性差别等的社会问题很感兴趣。在高中期间，我与柬埔寨的一所

NGO 共同主办了一个长期社会服务项目，为了提高柬埔寨的女性健康卫生而努力。我在重

庆也继续发展我的项目，组织了讨论女权主义的青少年学术团体。通过学生会主席、模拟外

交代表、女权主义团体代表等的检验，为他人服务能给我带来成就感。

在圣母大学，我继续着追求我的兴趣。我在这学期学习了犯罪学和环境社会学的相关课程，

这课程让我增长了对社会不平等的见识。我对社会学的兴趣还帮助我登上了院长优秀生名单。

专业领域之外，我还通过学校的法语课开始了学第四门语言。

在未来的四年中，我希望参与社会发展规范方面的研究。圣母大学的丰富资源会帮我照亮眼

前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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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yi(Angel) Lai

赖静怡

武外英中学校

我是来自武汉的赖静怡, 目前计划主修社会学和经济, 辅修亚洲研究。

在圣母大学，我很高兴能够追求我的学术兴趣以及实践我的信仰和价值观。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作为研究助理与一位政治学系教授一起研究中国古代战争的研究助理，我是本届的 24 名

Kellogg 国际学者之一，在帮助 Eva Dziadula 教授进行和发展经济学有关的研究。

学术之外，我是 GCS 活动策划委员会的成员，帮助组织 GCS 活动。同时, 圣母大学也为我

提供了追求志愿服务兴趣的机会，我与 Robinson 社区合作开展了 Take Ten 计划，该计划旨

在帮助孩子们学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我也在圣母大学学生会的多元化与包容、种族与民

族部门服务，我将继续帮助促进校园种族和性别多元化的活动。

我计划更积极地参与社会学和经济学相关的社团，以进一步探索我对这两个学科的兴趣并明

确我的专业领域。我非常感谢圣母大家庭为我提供的丰富资源，我也一定会继续传承我们的

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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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her Lynch

汉基国际学校

我计划主修政治学和全球事务，辅修中文。

我出生在法国巴黎，父母都是教育家。9 岁时我全家搬到纽约，在那里我在纽约法兰西学院

继续接受教育。在纽约，我在非政府组织 ATD Fourth World 等非政府组织完成了各种实习，

这是一个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消除极端贫困的法国非政府组织。当我 15 岁举家移居香港时，

我就读于中文国际学校，这是一所双语学校，在那里我有幸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中文，

并沉浸在迷人的香港文化中。

在圣母大学，我非常幸运能够参加一系列课程，系统地追求我的学术兴趣，例如通过基奥全

球事务学院参加国际人权课程。通过每周上五次中文课，我也能够继续我对学习中文的热情。

在课堂之外，我是圣母大学 Partners in Health 分会的成员，在那里我帮助倡导印第安纳州和

全球的医疗保健权。此外，我已经成为 Mercy Works 的成员，通过每周在 Boys and Girls Club

的志愿服务，我能够与南本德社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我非常喜欢在这里的时光，希望继续与我的同学和教授建立深厚的联系，并更多地了解我感

兴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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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ica Wang

王一嘉

天津思锐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我是圣母大学的大二新生，我计划主修生物，并很荣幸成为格林家庭荣誉项目的一员。今年

住在 Pasquerilla West 宿舍。

这个学期，我有幸与另一组对遗传学和细胞分子生物学感兴趣的同学一起研究 Aedes aegypti

的视觉系统。 我不仅获得了科学知识，而且还练习了独立研究以及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思考。

与实验室课程不同，我们根据个人目标设计了自己的实验和时间表。

圣母大学为我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帮助。 我迫不及待地想发现圣母大学还有什么

等着我去发现，我迫不及待地想以自己的方式回馈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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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届

Xinyu “Zach” Zong

宗昕宇

永援圣母全球学者

海斯伯格-尤思科学者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我是一名大三学生，住在Morrissey Hall，双主修哲学和数学，三辅修神学、数据科学和 Glynn

荣誉课程。我在圣母院的大殿里经历了洗礼和坚信礼, 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

我被沉浸在对我雄心勃勃地声称的世界现实的硬核研究中的愿望所抓住。在过去的夏天，我

在纽约的一家打击错误信息的非营利组织、开普敦的一家生物识别公司和圣母大学历史系工

作。我把网撒得很宽，因为我清楚自己无意完全投入到学术界，但也不确定哪个领域的工作

最吸引我。总之，在为非营利组织工作期间，我采购了大约 18 万美元的资金，我与一名MBA

实习生完成了一个研究项目，使生物识别公司在肯尼亚设立了一个新的办事处，并设计了一

个大三/大四级别课程，在 2023 年春季开放注册。

我将在 2023 年夏天加入怡安芝加哥办事处，成为一名精算实习生，并有可能继续留在精算

职业轨道上。



21

Zeng Wang

王曾

斯科特学者

重庆巴蜀常春藤学校

我是圣母大学大三学生，主修商业分析和经济，辅修可持续性发展专业。我对于环保和社会

企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在高中建立了社会企业家社团。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成功孵化了很

多对于社会有影响力的学生项目；比如其中的关于解决快递包装浪费的项目在中国大智汇创

新挑战赛中获得了全球银奖。

大二秋天，我终于来到了 ND校区，我很高兴能见到我的同学和教授。课外活动方面，我继

续参与 SIBC 社团，并前往瑞士信贷芝加哥办公室进行杠杆收购项目展示。此外，我还加入

了 GreenND 社团，以改善校园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并将在春季成为社团活动部负责人。一

月末，作为中国学生会主席，我也会策划筹办一年一度的春晚活动。在大二的春季学期，我

很高兴能在摩根大通获得大三暑期投资银行实习机会。

进入大三后，我终于选修了商业分析的专业课程和可持续发展入门课程。我很高兴我选择了

这两个专业和辅修专业，它们为我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技能来看待世界。另一个很大的变化

是现在作为一名大三学生，我将成为学弟学妹的导师，回馈我从过去的导师那里学到的东西。

特别是，我很乐意帮助其他国际学生在金融领域的职业道路上前行。未来，我希望能继续享

受在圣母大学的时光，参与更多的校园活动。我也希望看到我在未来的学习和职业道路上取

得更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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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g Chen

陈濛

南京外国语学校

斯坦普斯学者

我是一名大三学生，主修计算机科学和哲学（哲学、科学和数学方向）。

我是以生物学背景来到圣母大学，并期待研究人类健康和福祉，但大二的计算机基础课和文

学研讨会激起了我对 CS 以及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兴趣。从那时起，我致力于结合我对

生理学、技术和人文的兴趣。幸运的是，圣母大学为我提供了许多开阔视野和丰富知识的机

会。

在过去的几个学期里，我积极参加了数据科学社团的活动，建立了口罩识别模型，分析了最

受欢迎的 Linkedin 帖子的特征。我还带领团队为印第安纳州一家法律服务公司设计并实现

了数据可视化面板。大一暑假我在小米科技研究 SLAM算法及其在自动驾驶中的应用。大二

暑假，我获得了 Berthiaume Institute 的精准医学奖学金，并在纽约的神经和数据科学实验室

研究了心率变异性作为产妇发烧的预测指标。从大二开始，我在人机交互实验室参与了设计

新的人机协作系统的研究。

圣母大学在文科方面的传统优势教会了我如何成为社会中一股善良的力量。今年夏天，我在

耶路撒冷有一段难忘的留学经历，期间我与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进行了很多深刻的

对话。在业余时间，我喜欢创作艺术。我的一件作品明年将在邓肯学生中心展出。感谢 ND

提供的各种机会和优质资源，我期待明年在研究上能取得更多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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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heng “Joyce” Wang

王悦蘅

成都外国语学校

我是一名大三学生，攻读社会学与全球事务（具体方向是全球亚洲），并辅修性别研究。在

高中时代，我建立了一个在线平台以宣传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除此之外，我利用课余时间

研究省内的藏医药，拍摄的简短的纪录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官方账号所认可。

我也是四川省作家协会的一员，并有幸出版了自己的书。

大一那年，我在 TBC 学习。在那期间，我加入了一项校外的有关健康人力资本的研究项目。

从大二学年开始，我作为圣母大学 Institute for Asia & Asian Studies 的研究助理，为全球事务

的一位教授做辅助工作。我很感谢这个机会，因为它培养了我的研究能力，也让我更加坚定

地追求本科以后的深造。

现在，我也是圣母大学 Gender Studies Honor Society 的一员。除此之外，我正在参与一项关

于大学生学业获得的研究。我将于大三下期开始提前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研究项目，以为将

来在社会科学方面深造做更好的准备。我很感激我在圣母大学遇到的每一位教授和朋友。他

们对我的教导和支持远超学术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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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oyao “Lily” Xu

徐若尧

南京外国语学校

我是圣母大学大三学生，住在Howard。我主修商业分析,辅修应用数学。

在大一上学期里，很遗憾我没有到美国学习，而是在北京国学中心上圣母的课程。尽管如此，

圣母的各种活动基本都是线上平台实现。得益于此，我也参加了许多社团和活动。例如在大

一学期中，我的几个好朋友和我一起参加了数据科学的比赛，研究了方方日记中的情感变化，

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学习之余，我也在北京国学中心参与了摄影活动等。

在大二学期初，我终于来到了校园，参与了各种活动。我被选为 SIBC 的一些咨询项目的负

责人。在项目中, 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共同解决案例项目。另外，我还在Unleash Social Ventures,

Marketing Club 和 Scholars of Finance 中担任 board member。今年夏天我将在美国银行实习。

除了这些学术项目，我还是 GCS 项目的沟通委员会主席，负责协调准备 GCS 的活动。感谢

ND提供的这些优秀活动，我发展了自己的领导力、专业能力和协作能力。

我十分感激在圣母大学的经历,希望在未来的学习中，我能探索更多的方向，保持乐观向上

的心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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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tan “Jeffrey” Zhang

张宇谭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我是圣母大学数学专业的大三学生，辅修哲学。

2020 年秋季，由于 COVID-19 和相关问题，我们被安排到北京中心学习。我是圣母大学火

箭队（NDRT）发射载具组的成员。我与团队远程合作进行了鼻锥和气动稳定翼面的权衡研

究以及初步设计报告。

2021 年暑假，我在小米公司实习，从系统层面研究 Waymo 的自动驾驶技术，了解不同系

统之间的交互方式。我还在上海交响乐团主办的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中担任

执行委员会的助理，负责项目协调。今年暑假，我在学校做数学研究。我使用 Plücker 关系

式和双色平面图研究完全正矩阵（方阵）中的（主）子式有关的有界函数和行列式不等式的

关系。

在学校里，我已经担任了数学证明课的评分员一年了，与 O’Dorney 教授和 Hall 教授合作

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数学证明。这学期开始，我和 Himonas 教授将进行偏微分方程和随机微

积分及其应用的研究。我还在圣母大学继续我对古典音乐的热爱。我在学校的两个管乐团都

担任过萨克斯手，现在是乐团的首席萨克斯，每学期会举办几场音乐会。

我十分感谢圣母大学提供的机会，并希望在研究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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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tong “Tom” Zhang

张钰同

北京四中

我是在圣母大学大三的学生，住在 Siegfried，学习哲学。

在北京中心的这一个学期虽然充满挑战性，但是也同样让我收获良多。得益于圣母大学提供

的众多资源，我通过参加哲学社的例会讨论加深了我对人文和哲学探究的兴趣，而参加学生

国际商业委员会的一个 PJT 重组项目则将我的舒适圈扩展到金融世界。与此同时，我也在这

个秋天积极地探索不同的职业道路。通过在一家律所的知识产权团队实习，我更加坚定了以

后从事相关职业的可能性。

2021 年暑假我在一家投行实习。通过这段经历，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做好为这个工作每周牺

牲 100 小时的准备。投行的实习同我个人阅读生活的反差也让我重新思考自己适合什么。

重新回到校园，我决定更深入地同圣母的学术群体接触。 我将更多时间花在了哲学课和相

关活动上。我担任了学校哲学社的社长，并组织了几次很有意义的中世纪哲学讨论组。

我在法律上的兴趣和哲学有很大重合，我也因此考虑将两门学科结合起来。因此，在圣母的

剩余时光中，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同时准备法学院和研究生的申请。我也想从事一些交叉性的

原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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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ipu “Steven” Zhao

趙致朴

香港聖若瑟書院

我是一名住在 Duncan Hall 的学生。我打算主修数学和计算机。

在前所未有的 2020，我很幸运还能来到圣母大学的校园。虽然有新冠疫情，但并没有减弱

我对圣母的归属感。无论是在篝火前与朋友畅谈，还是在 Clemson 的足球赛上为圣母助威，

我都感到十分的幸福。我也参加了羽毛球俱乐部，还赢得了 Interhall 比赛的第三名。学业方

面，我是格林家庭荣誉项目的一员，其中的荣誉人文研讨课令我受益匪浅。虽然一星期读一

本书实属不易，但从书中所学关于道德及生命的意义是无疑精彩的。在冬假，我也参加了线

上全球职业体验项目，在小米实习。下学期，我参加了 Data Fest 并和我的组员得了 Best

Insight Award。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对这领域有更多的了解，也拓展了我将来的职业选择。

大二我选修了一些电脑课，并且决定双专业修读计算机和数学。如果我能够完成所有要求，

我能够获得两个学位证书。我也参加了 Putnam Competition 的数学训练，并在十二月参加了

比赛。最为一个奥数爱好者，我很高兴又有机会提示解难能力。

在之后的圣母生活中，我希望加入更多的学会，比如公益计算机社, 并且参加 McCloskey 竞

赛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我也正在申请计算机和数据分析的暑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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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届

Bingyu (Lily) Deng

邓冰钰

永援圣母全球学者

弗兰克·雷利学者

海斯伯格-尤思科学者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上海

我是邓冰钰，来自中国上海，现在是一名大四学生，就读金融和应用数学（ACMS)专业，辅

修音乐剧。在圣母的几个学期，我参与了许多学术，领导力和艺术社团。在大一，为了更好

地探索我在商业方面的兴趣，我也加入了 SIBC（学生国际商业委员会），学校最大最有影响

力的学生商业社团。从大一到大四，从初出茅庐的队员到更有责任感的队长到统筹二十多个

项目的金融部部长，我学习成长了许多也对金融有了更深的兴趣。在这期间，通过接触真实

的项目和公司，我也开始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小我一直都是百老汇

音乐剧的忠实粉丝，所以去年在教授和同学的鼓励下我加入了学校的音乐剧辅修专业。下学

期我将担任学生编写的毕业大剧 Dawn’s Early Light 的助理舞台导演，并以此为我的音乐剧

专业画上一个句号。我非常感谢圣母课程的灵活度和专业的多样性。几乎从未接触过戏剧的

我在表演课上可以和戏剧专业的同学一起排练音乐剧，探讨戏剧冲突，这是我以前从未想过

的。学术以外，我也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比如我所带领的MoneyThink 社团给当地的高

中生教授基本的个人理财知识。

在大三的暑假，我在纽约 Ares Management 实习，是一家 3000 亿美元 AUM 左右的私募基

金。毕业以后我也将回到 Ares 开启我的职业道路。这学期，我也很有幸入选并参与了圣母

最有名的金融课程 AIM。学生们能在这门课程里管理一个 250 万美元真金白银的股票组合并

最后做出买卖的决定。这门课让我对金融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认识了一群非常有热情有野心的

同学们。非常感谢圣母和弗兰克·雷利教授在 27 年前开始了这门课程给了所有学生这个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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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an Chao-Wei Lin

林兆緯

威廉-塞克斯顿学者

台北美国学校

我叫 Ryan Lin，來自台灣台北。 我是聖母大學的威廉塞克斯頓學者，我主修經濟學，輔修

設計。

我最強烈的愛好之一是通過各種藝術媒介講故事——我最喜歡的是電影。 電影製作有能力

構建可用於批判性地審視人類經驗的現實。

在校園裡，我是一名咖啡師，這一直是我最喜歡的談話和互動的來源。 在那裡，我接觸到

了“圣母泡泡”之外的現實。 我參加了眾議員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 (Alexandria

Ocasio Cortez) 的“家庭作業助手”計劃，輔導雙語兒童的英語閱讀和會話技巧。 2022 年秋

季学期，我在智利参加了一個完整的文化沉浸項目，大大提高了我的語言能力和文化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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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ke (Colin) Fang

方唯可

永援圣母全球学者

深圳高级中学

我是方唯可，来自深圳，现在是一名大四学生，主修荣誉数学和计算机。

在圣母大学，我参加了许多社团和活动来进一步发展我的学术和课外兴趣。同时，我参与并

负责了多个数据科学社团的项目，并在项目末将成果展示给公司的数据科学家。

我也希望运用我的技术为社会带来更多价值。在我大三的时候，我在 FloWaste 公司作机器

学习部门负责人，这是一个旨在减少餐厅中食物浪费的初创公司。我们通过计算机视觉模型，

准确检测并跟踪食物成分，帮助餐厅了解食物的供应和浪费从而更好规划。

此外，我还参与了许多个研究项目。大二暑假，我参加了威廉姆斯学院 Miller 教授的本科

生数学研究项目，探索曼德布罗集相关的洛朗级数系数与本福德定律的关联，并将成果发表

于 Fractal and Fractional 期刊以及在青年数学家会议上展示我们的发现。我也在 DM2 实验

室中担任本科生研究助理。在过去的暑假，我十分荣幸能在 KDD 2022 上展示我们对自然

语言生成的研究成果，并认识了许多同领域的科研者。

我十分荣幸能在圣母大学通过各种学术和职业机会探索我未来道路和人生目标。毕业后我打

算进入研究生院校，攻读人工智能方向。



31

Hanjing (Sylvia) Zhu

朱涵婧

永援圣母全球学者

新加坡圣若瑟国际书院

我是一名主修计算机科学，辅修MECP（工程合作实践）的大四学生。

大一时接触的两门计算机基础课激发了我对计算机的兴趣，从那时起我就渴望在课堂内外学

习更多。我参加了 CodePath 的 iOS App 开发课程和暑期技术面试训练营。那是一家致力于

丰富科技领域多样性，为少数群体提供免费教育的非营利组织。勤奋与好奇心使我在大二暑

假获得了在微软的实习机会，并可以同时探索软件工程和产品管理。

我在湾区度过了大三的春季学期，并在一家人力资本管理公司做软件工程实习。我的实习经

历使我更具同理心，培养了我对操作细节、用户体验和功能改进的能力。我喜欢解决问题和

优化方案, 我的创业经历，乐于与人交往的性格，都驱使我尝试产品管理的职业方向。在大

三暑假，我再次回到微软，担任数据与分析团队的产品经理实习生。微软的公司文化及其影

响全球数十亿人的能力促使我决定毕业后回到微软继续工作。

在圣母大学度过的灿烂时光将我塑造为一位更加道德，体贴和刻苦的女性。我领导并参与了

很多 CS for Good 的项目。我们去当地高中教那儿的女孩前端开发，去敬老院帮助老人解决

电脑问题。在未来，我希望继续投身于服务和公益事业，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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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rong Deng

邓海容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我邓海容，来自北京，在圣母主修哲学，辅修数字艺术与人文。

我的兴趣点自在于现实的生存体验的哲学，同时也喜欢视觉和声音设计。大三时我开始对现

象学感兴趣，这个理论领域给了我关于人类目前生存的物理环境和精神空间的启发。除了研

究现象学理论外，我也参加了哈佛 GSD 的建筑设计夏校，看看理论能否与具体落地到真实

的生存空间上。

学术之外的时间我基本用来做志愿服务类的工作，探索人与人的联结。我在贵州黔西南的夏

令营当过支教老师，在中华儿慈会做过实习，和圣母的社会关怀中心一起去阿帕拉契亚地区

帮当地居民修缮过房子。大三暑假在湖南湘西一个生态社区，一边学打坐种地，一边当哲学

助教，同时决定开启间隔年。间隔年期间在国内不同地方旅居，去了不同生态社区、共识社

区，在正念中心做过义工，遇见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人，也开始了自己的身心灵之旅。目前正

在圣母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未来希望在身心健康、自然、艺术、社区与现象学理论的交叉

领域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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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xiao Gao

高凌霄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我是高凌霄，在圣母大学主修历史，辅修德语。我喜欢阅读和理解古代的文明和历史。我沉

浸于理解古人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热衷于学习不同文化如何碰撞、结合成为新的篇章，

并感动于人类从古至今追求幸福和真理的不懈历程。

在圣母大学期间，我想继续追寻我对人文历史的兴趣，培养自己跨文化的能力。其中格林荣

誉项目尤其给我了许多挑战和进步。我加入了凯洛格国际研究院的国际学者项目，对国际发

展问题进行了很多思考。我曾与历史系蔡亮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儒家帝国与中国古代的法治体

系。大一暑假，在大中华奖学金的支持下，我在德国柏林完成了 8个星期的德语学习，这段

经历给了我很深的启发和积极影响。在学习之余，我是一名中文辅导，还是中国文化社团的

成员，我在去年亚洲新生静修活动中担任助教。在刚过去的秋季学期中，我在北京大学作为

交换生学习。在大三暑假，我在中信出版社实习，也在上海社区儿童服务中心为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教授历史课。在过去的冬天，在圣母欧洲研究中心的资助下，我在柏林进行语言学习，

为毕业论文做准备。我计划申请比较文学研究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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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qi (Kayle) Liao

廖心琪

世界联合书院（中国常熟）

我是一名圣母大学大四学生，主修经济和政治，之前住在 Flaherty 宿舍。

圣母大学让我有幸通过不同的社团活动来探索我多元的学术，职业兴趣和爱好。我在学生商

社与麦肯锡，贝恩等公司做过的咨询项目丰富了我在商业问题上的解决问题能力，也锻炼了

我在短时间内对不同行业的快速了解。我通过在圣母当经济学导师，在南本德杰斐逊中学教

学生数学，了解了为更广泛的社区服务的重要性。

此外，我还通过不同的实习机会找到了自己的长期职业目标和热爱。在 2021 年的秋季学期，

我选择去到华盛顿特区交换，探索了美国外交政策以及政治选举的奥妙，并找到了自己在学

术上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在华盛顿特区的交换期间，我在一家全球领先的影响力私

募投资非营利组织 Accion 实习，他投资于金融科技的初创企业，以增强经济上处于劣势的

30 亿人口的能力。我从中认识了投资是如何能够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命来实现社会价值。大

二毕业后的夏天，我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全球市场部实习，丰富了自己对外汇衍生品的了

解并增长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知识。在我大三的春季学期，我被选为圣母院投资办公室的三名

实习生之一，该办公室投资圣母 130 亿美元的校友捐赠，涉及私募，公募，房地产等多方面

的投资项目。我有幸参与投资者人的电话会，以及有关圣母大学私募投资基金的讨论。基于

我以前在中国银行的实习和对中国政治经济的了解，我提供了关于圣母大学在中国的私募投

资策略。

2022 年夏天，我在花旗纽约总部的销售和交易部门实习，毕业后将全职返回。长期来看，

我想成为一名影响力投资者，这需要对新兴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前景有深刻的了解，并具备丰

富的投资经验。我将带着在圣母收获的友谊和技能，成为一个体察社群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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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yao Shan

单竞瑶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我是圣母大学的大四学生，现在住在 Cavanaugh Hall。

作为一名哲学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喜欢思考和谈论有关人类和社会的宏大命题，也热衷

于对不同社会经济现象进行数理模型分析。同时，我对国际发展和政治也抱有兴趣，因此选

择了 PPE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作为了我的辅修专业。圣母大学的教育使我能够

把这些学术兴趣结合在一起并自由地探索它们。受益于圣母大学丰富的国际学习项目，2020

年秋，我得以在北京大学学习，在那里接触了中国哲学、现代中国思想、比较哲学、中国经

济等。2021 年秋，我又到华盛顿特区上了一个学期的政治课，并因此得以接触和体验真实

的政治世界。

在圣母大学的经历不仅促进了我在学术领域的成长，也让我接触到了许多课堂之外的机会。

其中不得不提到是 Kellogg International Scholars Program。作为这个项目的研究助理，我与贺

麦哓教授研究并学习了中国的文化体系和公共政策。也因这个项目，我得以结识了许多同样

对国际研究感兴趣的同学和教授。在 Kellogg 和 GCS 的资助下，我在 2021 年的冬天和夏天

为南非的非政府组织实习。通过这个经历，我不仅了解了南非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也进一步

加深了对国际人权的理解。2021 年在华盛顿的秋季学期，我又有幸在全美著名的智库美国

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实习。在其外交政策部门的工作期间，我参与了有

关“一带一路”的研究项目，也认识到了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毕业

后，我将进入法学院学习，继续探索维持世界安全和和平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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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i (Jenny) Xia

夏佳妮

上外附中

我是一名圣母大学大四的学生，主修金融和应用数学双专业。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为学校的 Endowment Office/Strategy Team 实习。我的工作内容涵盖了维

系校友网络，设计有利于学生学习生活的项目，例如将校友和学生配对的导师计划等等。我

很高兴能以这种形式回馈学校，能够将自己的过往经验和能力结合起来设计一些有益于圣母

大学学生群体的活动。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尝试了许多不同的领域，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比如，我加

入了 Studen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uncil (SIBC), 在与不同的公司如 Bain, McKinsey, KPMG

等接触后，我更好地了解了咨询行业。我先后在私募基金和风投基金实习，并在大三的暑假

在纽约的一家精品投行实习。在不断了解和探索中，我最终决定在大学毕业后进入咨询行业

工作。

我对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都充满着期待。我将持续保持开放乐观的心态，继续探索，继续前

行。

我对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都充满着期待。我将持续保持开放乐观的心态，继续探索，继续前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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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tian Wei

魏田田

南京外国语学校

现在大四的我，主修数学和经济双专业。

在圣母大学，我参与了很多 STEM指导项目。我担任过 ONEXYS 计划的教练，该计划是 ND

Math 系为第一代大学生准备的数学预科课程。我给即将入学的五名新生教授了一个为期 4

周的免费在线课程，内容是复习高中的代数几何以及简单的微积分。在教授课程的同时，我

也分享了我在 ND的经验为他们解答大学生活的困惑，以帮助他们过渡到大学。

在刚开学时，我惊喜于圣母大学提供的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学术探索，文化沉浸和服务机会。

为了挑战自我并服务社区，我自愿参加了 La Casa de Amistad 的英语教学项目，我在那里教

西班牙裔居民英语。我还参加了圣母社会关怀中心的研讨会，主题是“精神疾病下的生活”。

通过每周的会议和为期一周的沉浸式体验，我意识到只有真正融入我们想帮助的群体才能了

解他们的真正需求并提供有意义的帮助。

圣母大学有许多很好的的机会，帮助学生辨别职业道路，探索未来的可能性。我从，SIBC、

ND全球投资研究所、职业中心等组织和与高年级学生的互动中受益。大一的时候，我在华

泰证券的暑期实习后确认了我对二级市场的兴趣。后来，我参加了许多华尔街俱乐部组织的

研讨会和嘉宾演讲活动，并加入了 SIBC 的 JP 摩根财富管理旅行团队。所有这些经历帮助我

学习了宝贵的技术和领导技能。大三暑假，我在纽约市美国银行的销售交易部门实习。在外

汇销售和短期利率交易实习后，我毕业将回到利率交易组做交易员。

我通过圣母大学探索了我对旅行和跨文化沉浸的热情。大三秋季学期我在伦敦留学。在世界

不同地区学习的经历使我能够认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并学习如何独自探索世界。 我将继

续探索我的学术兴趣，在不同方面挑战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全球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