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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学院十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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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的贺信

谨致英才学院：表彰英才学院十年来的努力与成就。
借此机会，我非常高兴地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我和我在加拿大政府的
同事赞赏你们取得的辉煌成就，并祝愿英才学院继续发展，更上一层楼。

zhaozhenjia-memo-book01.indd   2-3 2014-07-15   3:59 PM



Justin P.J. Trudeau 

Leader of  the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Chef  du Parti libéral du Canada 

Chambre des communes 
Pièce 533-S, édifice du centre 

Ottawa, (Ontario) 
K1A 0A6 

Circonscription 
529 Jarry Est  
Bureau 302  

Montréal (Québec) 
H2P 1V4 

House of Commons 
Room 533-S, Centre Block 

Ottawa,  ON 
K1A 0A6 

Constituency 
529 Jarry East 

Suite 302  
Montreal, QC 

H2P 1V4 

 
 
 
 
 
 
May 15th, 2014 

 

Dear Friends, 

As they celebrate their tenth anniversary, 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I congratulate Elite College 
on their many accomplishments over the past decad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04, Elite College has become one of Montreal’s largest and most 
diverse specialty schools. Providing support with an education that focussed on: tutoring for 
children, recruitment and settlement servic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skills training for 
adults, graduates of Elite College can be proud they have been given the necessary tools and 
guidance for building successful futures. 

I would like to thank Bradley Zhao and Elite College for their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Canada. Institutions such as Elite College encourage Canadians to 
explore their own heritage, while learning to become activ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s 
educators promoting learning,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Elite College positively contributes 
to our country’s rich cultural diversity. 

Sincerely, 
 
 
 
 
 

Justin P.J. Trudeau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Papineau 
 
 
 

 
 

 

 

               Mot du premier ministre 
 

En 10 ans d’existence, le Collège Élite s’est fièrement 
inscrit dans le paysage éducatif montréalais. Au cours 
des années, nombre de jeunes et d’adultes ont reçu 

une éducation et une formation générale et professionnelle de 
grande qualité, dans ce lieu privilégié où apprendre, créer des 
liens, s’épanouir et réussir est un objectif qu’on partage et 
qu’on atteint. Tout cela, dans le respect des valeurs humaines 
et des différences individuelles, et dans un esprit d’accueil et 
d’ouverture.  
 
Je salue le travail, les compétences et l’engagement 
exceptionnels de monsieur Bradley Zhao, des professeurs et 
de tout le personnel du Collège Élite. En contribuant à la 
réalisation des aspirations des jeunes et des adultes de tous 
horizons, vous contribuez au développement de notre société. 
 
Félicitations pour ce 10e anniversaire! 

 
 
 

Philippe Couillard 
 
 
 
 

魁北克省长的贺词 
英才学院从创办到今天，短短的十年时间，已经成为蒙特利尔
教育领域的优秀一员。多年来，在这个良好的、积极的学习环
境中，许多儿童、年轻人和成年人在这里得到了高品质的教育
以及基础训练和专业培训。在英才学院，人们在增长知识、建
立平台、开阔视野和收获成功等共同目标上，都得到了实现。
而向着这些目标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在尊重人类价值和个人权
利，在海纳百川的指导思想下取得的。 

我赞赏赵振家先生、英才学院的老师们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的努
力工作、杰出才能和卓著贡献。您们帮助了各种背景的儿童、
年轻人和成年人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更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有
意义的贡献。 

祝贺英才学院成功走过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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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15日朱镕基总理接见加拿大华人华侨代表(后排左四是赵振家校长)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接见加拿大华人华侨代表(后排左一是赵振家校长)

校长致辞：十年风雨，十年彩虹

2010年英才学院组织500多位学生、家长乘十辆大巴驱车200多公里赴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欢迎来访的胡锦涛主席，赵振家校长是这次欢迎活动组委会共同负责人

在广大学生和家长们的支持、帮助和见证下，英才学院走过了
不断成熟与完善的十年。十年间，一批批优秀的孩子进入著名
的小学、中学、大学预科和大学；一届届职业培训的成年人开
始了人生的新里程；一个个国际学生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新起
点。这些英才学子们茁壮成长，迎接和拥抱着光明灿烂的明
天；也让英才学院得到了不断壮大和进步。在庆祝英才学院创
立十周年之际，请允许我向各位英才学员、学生和家长，各界 
支持英才学院的社会贤达、商界翘楚和热心人士表示衷心的感
谢。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需要全身心地付出热情、心
血和聪明才智的事业。英才学院众多教师和工作人员为了学
生，呕心沥血，把自己的美好时光贡献给了可爱而聪慧的学

生们。在英才学院建校十周年之际，请允许我向敬业奉献的英才学院教职员工们表示由衷的感
谢。

春华秋实，今年金秋时节，我们更将展开文艺汇演等系列庆祝活动，让学生们展示多彩多姿的
才艺和各种各类成果，和学生们、朋友们在一起共度英才十周岁生日。活动包括：1) 中英法征
文比赛，摄影比赛，绘画比赛，诗歌散文朗诵比赛，辩论赛等；2) 出版英才学院十年“足迹”
回顾纪念册；3) 出版英才学院校历；4) 英才学院十年校史展览；5) 庆祝英才学院十周年校庆大
型文艺演出；6) “大家讲坛”邀请活跃于蒙特利尔各领域，术有专攻且乐于分享的行业大家，
来分享其精湛的专业知识和技能；7) 出版赵振家校长移民子女教育专著。

在“助孩子进名校展人生，助成人掌技能拓未来”的宗旨下，在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英才学院被公认为“值得信赖的学生补习和成人培训学校”，也受到主流社会的广泛关注。我
们将再接再厉继续把英才学院办好，为广大的华夏子弟、为加拿大各族裔的孩子和成人，提供
更好更完善的教育服务。

赵振家

英才学院校长
2014年于蒙特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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