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才学院光荣榜 
热烈祝贺 2012 年中考/插班考英才学生/家长 

考取一流学校 迈出英才第一步  

(2012.11.23 ... 讯)(根据同学/家长向学校报喜情况录入) 

学生名 学生名 学生名 学生名 学生名 学生名 

鲍晨阳 陈映彤 陈姝睿 陈滢 林风生 Zhao Jack 

黄含章 雷斯华 李子洋 赵以哲 罗子菁 Hossain Ayesha 

那天 钱舒亮 王宗橹 朱嘉瑞 徐仕卿 Sun  Benjamin 

张伯驰 张清汉 张孜超 苏睿聪 张玮 Mohammed  Mymuna 

胡旭洲 樊天羽 郭瑞凯 李艾伦 王培林 Dauletbayev Denise 

林佳鑫 刘昊仪 刘佳 王丹怡 李欣怡 Feng Calvin 

王乐知 王士嘉 王诗澍 王欣雨 杜宇轩 Zakarieva Yulia 

郑佳璇 郑天一 周逍洋  姜京明 于心怡 Ali Sajid 

李祎 梁姿怡 梅蔼鲡 崔洋硕 韩书音 Cheung Jasmine 

罗禧宇 梁心怡 王声瀚 王萌 美拉伊 Alina Tran 

王启月 陈德芯 黎隽乐 李傅詠 陈娟妮 Chiang  Lawrence 

徐子权 沈凯之 陈汉阳 任涵灵 许蒂文 Rahman Radwan 

韩艾琳 梁晓敏 罗詠茵 岳嘉林 傅泽远 Nabil Alem 

邱嘉怡 陈伯文 李继芃 张杰魁 马卓熙 Rahman  Chitron 

陈仲文 贺雨溪 吴加祺 施志诚 钱舒亮 Rahman  Chaaron 

周昀泽 刘亭亭 林达兴 何思辰 杨舒童 Rose Chen 

尚佳凝 李云昊 屠加文 张奕龙 陈乐融 Osmane Dylan 

叶伟华 朱逸蓝 荣延旭 秦开心 张开怀 Costea Theodor 

郑妍 李峰旭 刘允杰 秦杰明 沈奥 Simona Slavova 

黄俊雄 高子凡 姜象 陈天聪 何湜琪 Valentina Chen 

邹彦君 朱子迪 肖斌彬 周也然 张佳宁 Pollak Javier 

李尚峻 刘惠凝 刘雨青 朱晓萌 陈毓桥 Tahmid Rahman 

杜新源 郭棣坚 陆兴加 何方宇 陈约瑟 Tayeem Islam 

黄峻浩 赵毅楠 周元培 朱佳妮 盛海辰 Kovinich Jenjen 



甄颖美 区宇菁 赵伟量 周嘉骏 郑嘉豪 Mark-Hilton Phoebe 

杨博韬 张乐之 张展浚 俞梦琦 冯俊龙 Cimpean Patrick 

葛智瑛 黄嘉伟 林仟卉 吴凯杰 廖永伟 Tan Austin 

潘可 于浩然 司徒优俊 谭嘉仪 魏梓浩 Tong David 

杨颖琪 容啟智 朱晓枫 黄浩峰 陈旭瑾 Xu Vanessa 

吴嘉辉 崔明熙 沈雨辰 黄翔艺 张馨方 Mohammed  Raoup 

周佳德 姚蒙晨 简旭江 陈逸轩 李芊芊 Thambimuthu Athavan 

何婧怡 李安娜 张腾洋 蔡杭沚 魏傅天 Smirnova Anastasiya 

沈佩君 夏钿深 宋江宁 许芷岚 邱柔霈 Donyaee  Sarah 

罗泽茜 邹善薇 董惠雯 王昱涵 闻英淇 Marshova Viktoriya 

容宇聪 陈加鹏 葛睿毅 伍珏 许雅欣 Labib Mohamed 

向煜华 沈夏伟 史东来 田钰才 吴承龙 Gauthier Yang Kenny 

朱芷莹 丁天悦 陈伊雯 张睿妍 周游 Ma Khang Tan 

赵雯菡 陈梦梵 叶晓敏 林曼瑜 陈宇思 Yuliya Shpunarska 

袁子奇 许加辉 许舒婷 宋美玲 於卓衡 Chameli Rahman 

尤玉和 陈永铿 费礼贤 崔钦宇 董天跃 Elena Dorzhiyeva 

章任锴 冯若般 孙瑛鉴 徐可欣 沈安妮 Tuli Chowdhury 

施文龙 魏文昊 林欣雅 黄耘轩 龙一玮 Adam Hocini 

张峻韬 李寒冰 李思邈 张凯津 何俊健 Felicia-Azizas Soeu 

许新汉 苏幸琳 姜璎倬 单祯祯 朱瀚恩 Yanni Vinet 

邱宇浩 杨逸翔 孙飞宇 何雅慧 金天飘雪 Arthur Paquet 

Zachary 

Ouallouche 

Alejandra 

Vaquero 

Muntaha 

Ahmed 

Sofia 

Choukri 

Martin 

Penchev 

Mohammed Raihan 

Sayed 

Fahim 

Shahriyar 
Tilottama 

Modak 

Arthur 

Paquet 

Sheikh 

Sanjuid Ali 

Bearice 

Perelmutov 

Mohammed Nur 

Kashem 

胡奇致 许加键 范心怡 李悦欣 周雨薇 Karl Njoya 

孙梦欧 胡文昱 孟弘毅 潘淑维 张怀瑞 Mishel Muslin  /288 

朱泳婷 吴见杰 韦懿 邢天骁 刘康 Dylan Mcguffin 

刘星宇 陆大为 张树昂 邵方舟 杨汉森 Elizabeth Luk 

唐 焜 黎焱    308 

截止日期：2012 年 11 月 23 日(不完全统计) 
(排名不分先后。如有遗漏、失误或您不希望名字出现网页上，或您还没有将消息通知英才，敬请

email (info@elitecollege.ca)或电话 (514-303-8237, 514-812-6555)英才学院，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