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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世界
顶尖大学的

两种人

勤奋的
早起鸟

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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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谢InVisor在我的申请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愿日后能有亲自致谢的机会！
——2016届赵LY同学（2016 ACE奖学金得主），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剑桥
大学录取

感谢你们这么辛苦、这么用心！么么哒！
——2016届王FQ同学，来自暨南大学，获帝国理工学院录取

你们创办的这个机构真的超级棒，甩出别的中介好几条街。希望InVisor办得越来

越好！
——2016届谭SY同学，来自对外经贸大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卡
内基梅隆大学、墨尔本大学录取

各种很棒！超赞！
——2017届许ZDL同学，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
等录取

认真负责！给了我很多帮助。意见很充分。
——2017届吕Y同学，来自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获得剑桥大学、
帝国理工、UCL录取



InVisor Consulting是一个留学品牌，一间咨询公司，是一群兢兢业业工作、对品质要求近乎苛刻的留学过来人。

InVisor是“Individualized Advisor 个性化导师”的缩写，本质上有别于全套代理的留学中介。我们以专业知识、技能和经

验为依托，将咨询公司的运作模式与个性化教育结合，帮助你斩获顶尖学府的录取。

我们用心地把服务和体验做到好，耐心地等待它们开花结果。InVisor至今仍没有接受任何风险投资：资本市场追求速度，

而好的教育要靠沉淀。

留学申请路上布满荆棘，而InVisor将是你强大而温暖的后盾。经过InVisor的沐浴和陪伴，你将实至名归地录取理想学校，

并欣喜地看到自己的成长。

在InVisor，我们用责任心雕琢每一天的工作。

InVisor Consulting是一个有使命感的团队，一间苛求品质的教育咨询公司，一群敬业的留学过来人和行业过来人。

InVisor是个性化导师“Individualized Advisor”的缩写。InVisor以专业知识、技能和过来人的丰富经验为依托，用咨

询公司的模式服务于每个同学，帮助有志者斩获理想学府的录取。

我们用心服务，注重体验，耐心等待开花结果。在布满荆棘的留学申请路上，我们将是你强大而温暖的后盾。

2014年冬，三位来自广东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的大三学生遭遇无良留学中介收钱不作为，毅然决定通过自主半DIY的方式

申请留学。他们互相帮助，风雨兼程，最终获得了理想大学的录取，并在半DIY申请中获得了足以受用一生的技能。亲历

了留学行业的乱象丛生后，更为了传播积极自主的留学申请理念、帮助更多同学实现留学梦想，他们共同成立了InVisor

留学工作室。这便是今天InVisor教育咨询公司的雏形。

InVisor坚持“质比量重要”的观念，认真帮助好每位同学。它极少做宣传：同学的口口相传是它前进的最大动力。

如今，InVisor团队已壮大至美国、加拿大、英国、香港、新加坡、澳洲和新西兰。InVisor希望将真正有价值的留学服务

带给更多同学，并为中国留学行业的良性转型贡献一份力量。

公司历程

InVisor最早的微信推送（旧公众号）：

《谁说毕业注定分手的？给我出来！》

Our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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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香港

新加坡

澳洲

新西兰

加拿大
美国

Invisor Consulting
We are 



我们坚信
“匠心”可能是当下中国留学行业里最稀缺的，却是我们每天工作中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苛刻

地追求品质，严谨地把关每个步骤，只为提供更优质的体验和更出色的offer。

InVisor的每项服务都限制名额，以便让每个同学享有足够的关怀。

相对于Offer的数量，我们更在乎它的质量。我们知道，只有理想的offer，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offer。

作为过来人，我们认为留学申请的最大价值在于个人成长——Offer很重要，但它只是一座桥梁。

多年以后的你会明白，你在忙碌中学会的自我管理、选校时的自我觉察和调研能力、文书中学到

的自我营销思维、面试中历练出来的自信与灵活……这些软实力才是了你今后职业成功的基石。

我们将最具价值的方法论倾囊相授，带你一步步提升实力。最终，你将迈进理想学府，并成长为

理想的自己。

留学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之一，我们必当用心对待。我们绝不会像传统中介一样将你的申请

放到流水线上批量处理。“InVisor”名字的含义就在于将你看成真正独立的个体。

我们将个性化融入到服务的方方面面：课程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调整，辅导方法根据你的认知

模式来优化，文书依照你的独特背景和偏好来修改。这种灵活性限制了我们的规模，但它为每

个同学带来了更多的关怀。

第一原则

质比量
更重要

第二原则

授人以鱼
不如
授人以渔

第三原则

用良心做
个性化的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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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sor
三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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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sor至今未接受任何融资。
资本市场追求速度，而好的教育要靠沉淀。



我们的初心

助你在通往理想学府的路上
实现个人成长

我们精心打造了ACE 4.0
一款我们引以为傲的
留学申请方案

ACE 4.0  
InVisor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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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南洋理工大学

WARWICK华威大学

CUHK香港中文大学 

罗切斯特大学西蒙商学院

LSE伦敦政经

西北大学

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

曼彻斯特大学

USC南加州大学

NTU南洋理工大学

KCL伦敦国王学院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HKBU浸会大学（全奖） 

NYU纽约大学

IC帝国理工

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MSJ密苏里新闻学院

Northwestern西北大学

UCL伦敦大学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剑桥大学

卡耐基梅隆大学

鹿特丹大学

Cornell康奈尔大学

NUS新加坡国立

LSE伦敦政经

IC帝国理工学院 

IC帝国理工

西北大学

牛津大学

波士顿大学

LBS伦敦商学院 

NYU纽约大学

LSE伦敦政经

乔治城大学

芝加哥大学

 IC帝国理工

 IC帝国理工

多伦多大学

UCL伦敦大学学院 

CUHK香港中文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HKU香港大学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PENN宾夕法尼亚大学

LSE伦敦政经



ACE 系列留学服务（原名Ace Plan）最早源于InVisor创始人2014年的留学申请。为了给有志于冲刺理想

大学的同学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大家少走弯路，事半功倍，Ace Plan氤氲而生。 Ace Plan以私人导师+

团队后援的形式开展。

ACE 4.0 带你申请留学，更带你提升个人实力。导师团将为你提供个性化的成长课程，帮助你科学选课、

提高GPA、申请实习、高效备考、学会自我管理，并和你一起探索自我，渐渐打磨出实力超群的留学文

书，在面试中表现非凡。最终，你不但将斩获理想的offer，还将真正提升职业发展的实力，“成为更好的

自己”（2016届同学原话）。

ACE 4.0
你的留学之路上强大而温暖的引路人

ACE 4.0 将从根本上提升你的

学术背景  实践经验  综合能力
让你成为顶尖大学真正认可的申请者!

你不必再疲于用无力的文书过渡包装自己，
因为你将拥有超群实力!

09 10

时长：1-3年
适合：积极向上，渴望成长，有志冲刺

世界顶尖名校本科和研究生的同学。

担保：若入选ACE 4.0 的同学最终在硬件达标的

情况下仍然未能申请到理想项目，则退款60%。

ACE 4.0 2018

年度招生总名额：

40 人

ACE 过去3年Dream 

School Offer比例：100%

60%

40人 100%



认识自我是留学价值最大化的前提。导师将通过半结构  化访谈及文字问答，帮助你更清晰地认识自己，从更高层

面思考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并逐渐形成个人Persona， 用于今后的课程、咨询、文书及面试辅导。Persona根据

最新的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方法来制作，随      时更新。

导师将设置每月固定答疑

时间，一对一专职回答同

学在备考、实习、职业发

展、个人成长、文书等各

方面的问题。

此外，InVisor 为每一名

Ace Plan的学员提供额

外的智囊团导师；这些导

师是InVisor特聘的辅导

专 家 ， 涵 盖 雅 思 托 福

/GRE/GMAT等留学考试

名师、各行业500强名企

过来人、名校教授及讲

师。我们将与你一起“修

补”你的短板。

软实力提升服务：

为你提供实习调研、实习

简历写作指导与修改、实

习面试模拟、学术科研项

目申请指导、套磁指导

等，帮助你切实提高留学

和职业发展所需的实践背

景。

*导师将直接协助你申请

实习/科研项目。

内推机会：

I n V i s o r 管 理 团 队 及

InVisor校友会（往届学

长学姐）将为你提供实习

内推、科研项目内推、课

外活动申请绿色通道，以

便你先人一步获取实践机

会。

*每人将获得至多2次内推

机会。

InVisor 强调个人真正的

成长，所以在整个过程

中，我们更加重视你的独

立思考能力和行动力。我

们可能会以布置任务等方

式督促你按时完成任务。

同时，我们也很愿意做为

你的“心灵导师”，帮助

你克服申请期各种煎熬。

我们经历过这一切，知道

这期间可能产生的焦虑和

彷徨。我们希望以朋友的

角色，鼓励你，支持你。

与传统中介不同的是，我

们并不代理申请。但这并

不意味着我们不会提供帮

助：你有任何琐碎的问

题，都可以随时咨询我们

的导师。我们希望见到你

积极主动地把握自己的未

来。

方向问题是根本问题。导师将带领同学多方面搜集资料，全方位、细致、理性地制定策略。如果在实践中同学发

现原先的规划不合理，导师将帮助同学重新走一次流程，  从而保证申请的科学性。

学术实力是留学申请中最重要的因素。它包括课程相     关性、GPA和留学考试分数。与其最后一学期才刷GPA

修专业课，不如尽早了解如何科学选课、提升GPA；    与其到了申请季才临时考雅思托福GMAT和GRE，不如

拉长战线备考，游刃有余。导师将全方位地为你提供个    性化的学术背景提升方案。

选校、文书和offer的抉择，都应以未来的职业目标为        标杆。导师通过一对一互动Presentation讲解职业发展

路径，提供一手的案例分析，并通过多次头脑风暴、        启发式问答、批判性推理，帮助你逐渐确立清晰的职业

发展目标和申请相关的实习、科研。

这将进一步明确你的申请目标。导师将传授选校模型        和方法论，通过大量的资料搜集及调研分析，与你一起

确定目标专业和项目。导师从方法、思路和客观分析         上启发你思考，并坚持公正原则，不提供诱导性意见，

更不会强制要求你做选择。最终目标由你决定。

大多数成功的申请者除了具备强大的动力和清晰的目标，  还有超乎常人的执行力。这是他们脱颖而出的关键。不

懂得管理时间、有拖延症、小情绪、容易受外部因素        影响……这些都会阻碍你实现既定的考试、实习等计

划。InVisor旨在与你一起扫清这些障碍。

文书是除学术背景以外最重要的因素。InVisor将辅导        你如何写PS, CV, Essay, RL 等材料，并手把手辅导文

书初稿写作的方方面面；例如，如何基于个人背景、        自我认知、目标和匹配度等考量来构思文书、如何写出

符合目标专业具体要求的文书、如何把握招生偏好与          真实自我的平衡，等等。

导师将辅导和协助你完成第一版中文/英文初稿。

导师给出指导意见，助你完善初稿内容；导师直接书         面修改，确定逻辑框架与内容。

导师与你紧密沟通，进行内容和背景素材补充；智囊        团全程审核，给出修改意见并参与修改，必要时组织多

人头脑风暴讨论；导师最终基于第三方和你的反馈反          复修改。

英美名校资深外籍教授/前招生官/职场过来人主编执           笔修改，从英语母语者、专业背景和实际工作的角度来

修改文书，并润色语言。

导师将对文书进行最终修改，直至超出目标学校水准；     在某些情况下，导师可能会根据你的英文情况进行“收

敛式修改”，以便文书终稿更符合你在托福/雅思分数        中体现的真实英文水平。

遵循PS修改流程

个性化辅导->初稿&一次梳理->二次梳理->语言打磨        ->准终稿。

遵循PS修改流程

个性化辅导->初稿&一次梳理->二次梳理->语言打磨        ->准终稿。

遵循PS修改流程

个性化辅导->初稿&一次梳理->二次梳理->语言打磨        ->准终稿。

针对申请目标学校的面试提供技巧辅导、个性化策略、    模拟面试、口语培训等。我们将根据每个同学的实际情

况来科学安排辅导内容，主攻薄弱环节并提升优势表现。   该部分由导师和独立的资深HR/前招生官团队主持。

导师和智囊团为你客观评价各个offer的利弊，站在过          来人的角度提供推理和分析，协助你做出最终决策。

签证导师为你提供签证申请的指导和答疑。

初稿

CV （简历）辅导与修改

RL（推荐信）辅导与修改

Essay辅导与修改

个性化面试辅导

Offer 抉择

签证咨询

语言打磨

准终稿 逐步形成终稿

外教执笔

互动修改  不限次数

多方建议  反复修改

初稿创作

认识自己
1课时

留学申请规划
与策略
1课时

学术背景与
留学考试提升
2课时

实习与
职业发展
2课时

专业与择校
2课时

自我管理
1课时

文书学习
2课时

个
人
成
长
课
程  

申
请
季
留
学
申
请
服
务

发掘你的个人经历、性格、动力、兴趣和理想职业雏形，制

作个人Persona，探索如何将留学的价值最大化。

了解留学申请的关键，包括时间规划、考试规划、不同专业

和项目的申请策略等，并讨论出系统的1-3年申请规划。

根据你目前的学习和课外实践情况，给予选课指导、GPA

提分指导、留学考试（IELTS, TOEFL, GMAT, GRE等）

备考辅导，以便科学地提升你的学术背景。

协助你改简历、投网申和面试实习或科研项目，为你提供

不同职业发展道路的介绍和分析，帮助你制定科学的职业

规划。

根据你的学术背景、初步职业目标、预算、国别偏好、工

签政策等等多重因素，指导你进行科学的调研和分析，共

同讨论目标专业与学校。

学会时间管理、情绪管理、目标管理，从而用强大的执行

力将你的申请计划进行到底。

通过个性化的辅导，帮助你学习文书写作，以便在申请中

将你的努力转化成实力超群的文书。

PS辅导
与修改

内容架构一次梳理

内容架构二次梳理

模 块 详细   说明 全程定期指导答疑 背景提升服务 指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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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不限 课时不限



高一/二/高三

大一

大二

大三

1-3年

3年

2年

6-12个月

每周1课，共3个月

每周1课，共3个月

每周1课，共3个月

每周1-3课（1-2个月密集课程）

1-3年背景
提升服务

服务次数不限，
直到获得满意
的Offer

3年背景提升服务 每月1次

每月1次

每周1次

2年背景提升服务

6个月背景提升服务

每月1次

招生年级 服务周期
背景提升服务

（长期）
定期指导答疑

（全程）
留学申请服务
（申请季）

前期留学成长课程（至少12课时 + 作业
和实践项目 + 6次跟踪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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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己
学术背景

与考试背景提升
实习与职业发展 专业与择校 文书学习

Offer抉择 签证咨询 行前辅导RL写作 Essay写作 PS写作 申请辅导

留学申请
规划与策略

自我管理

面试辅导

CV写作

申请后服务
（大四下学期）

大四毕业

ACE
留学申请

Essay
终稿

PS初稿 PS终稿PS改稿RL初稿 RL改稿 RL终稿CV初稿 CV改稿 CV终稿 Essay
初稿

留学申请服务
（大三下学期，大四上学期）

Offer抉择 签证咨询

留学
行前辅导

Essay
改稿

申请辅导面试模拟 面试辅导

ACE
学院

核心
模块

个人成长课程1
（大一/大二）

学术与实践背景提升期
（大一/大二/大三）

个人成长课程2
（大二/大三）

回顾展望
规划与

策略调整
留学考试
备考协助

实习与科研
申请协助

协助调研 引导提升

认识自己
留学申请

规划与策略

学术背景
与留学考试

提升 1

学术背景
与留学考试

提升 2

实习与
职业发展 1

专业与择校 1 自我管理

学校老师
推荐信准备

实习与
职业发展 2

实习主管
推荐信准备

专业与择校 2
申请季

时间管理
文书学习 1 文书学习 2

ACE 4.0
时间表

(以大一大二报名为例)



ACE 4.0的导师

“专业而温暖”

将好的留学服务带给更多同学，并推动中国留学行业的良性转型。

InVisor 2018-2023愿景：

在InVisor，所有的服务都由团队合作完成。
中国和外籍导师灵活地组成咨询小组，多对一地服务于
每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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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olun Yang

帝国理工学院创新企业管理硕士（MSc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 

Management）；暨南大学校友。

曾就职于英国本土教育机构UK Study Centre，作为公司史上第一个中国员

工，成功带领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实习经历包括西门子中国、美国驻广州总领事

馆等机构。

成功案例：超过30个G5大学及常青藤offer。包括但不限于：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

帝国理工ICL、伦敦政经LSE、伦敦大学学院UCL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UHK香港中文大学、NTU南洋理工、NUS新加坡国立

InVisor创始人
英联邦方向留学总监

Daisy Ding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金融硕士。

现任加拿大The Bank of Nova Scotia高级金融顾问（Senior Financial Advi-

sor）；此前曾就职加拿大投行CIBC。曾于加拿大最大私立学校Columbia 

International College担任学生大学申请指导 。

成功案例（包括但不限于）：

加拿大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Schulich School of Business, York University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

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

伦敦政经LSE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
InVisor合伙人
InVisor导师团队主管

Nicole Chen

多伦多大学创新管理硕士（Master of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中山大学

校友。

现任多伦多蒙特利尔银行（Bank of Montreal）高级商业分析师（Senior Busi-

ness Analyst）曾在多伦多Northstar Research Partners，尼尔森中国及

Aon Hewitt中国担任商业分析、市场研究、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成功案例（包括但不限于）：

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

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纽约大学NYU

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U

香港大学HKU、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南洋理工NTU

InVisor联合创始人
北美方向留学总监

Zijia Wang

西北大学整合营销传播硕士（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暨南大

学校友。

曾任职惠普集团总部商业分析师，现于网易从事市场运营。曾为芝加哥、纽约的两

家国际NGO提供数字营销咨询，并在尼尔森、中国日报等机构实习。

成功案例（包括但不限于）：

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

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

罗切斯特大学Rochester University

纽约大学NYU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InVisor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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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sor合伙人团队：

InVisor在2014年底由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的校友创立。InVisor以咨询公司的模式运

作，由合伙人团队负责日常管理。

该团队又名“Quality Assurance Team”（品质管理团队），以不断提升InVisor

服务品质为目标，接受每个同学的监督。



InVisor中国导师团队：

InVisor中国导师皆毕业于世界顶尖大学，拥有相关专业的

科研和工作经验。

中国导师中不乏InVisor历届学员的身影：他们选择回归

InVisor，带领更多同学提升自我，收获梦校的录取。

Yibei Li
帝国理工学院数学博士在读（受牛
津大学教授推荐，获帝国理工校长
颁发博士奖学金）

美国某软件公司
Business Operations Specialist
(供应链优化方向)

Patrick Huang
SS&C Technologies（加拿
大）资深软件工程师

Orina Zhao
剑桥大学Silk Road Travellers in 
Ming Dynasty研究项目领导人；
伦敦科技公司Ampere Analy-
sis数据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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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历：牛津大学数学与计算机（Mathematics and Foundation of Computer 

Science）硕士；杜伦大学数学学士本科（Lyndon Woodward Memorial Prize优秀

毕业生奖学金）；

简介：Yibei 导师本硕博学习均在英国完成，拥有丰富的学术研究和辅导经验，曾任美国

佛罗里达大学研究生助教。目前，她在帝国理工学院师从David Evans教授研究无限可数

同类图形的自同构群，并任教多个本科数学课程模块。她在辅导大学数学和学术研究方

面经验丰富，并曾为英国本土学生提升GCSE成绩，卓有成效。

Yibei 导师乐于助人，耐心细致，温暖亲切，认真负责。她对学习与生活充满热情，热爱教

育事业本身为学生带来的成长。

方向：英国、美国数学专业本科、硕士、博士申请；背景提升；学术辅导。

Offer战绩：

UCL数学与信息管理本科

KCL数学无条件录取、管理与金融本科

爱丁堡大学数学本科

曼彻斯特大学数学本科

布里斯托、华威、美国伊利诺伊斯大学香槟分校的多个数学类硕博项目

教育经历：剑桥大学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s）硕

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本科、辅修英语语言文学；台湾东吴大学全奖交换生。

简介：Orina 是剑桥大学IR&P专业当年唯一的中国学生，也是唯一被破格录取的应届本科毕

业生，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全球治理、公共政策。此前她曾在北京绿色

和平组织、新华社等机构实习，并参与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WWF中肯经济论坛、北外公共外

交研究中心、剑桥大学政府与人权中心等多个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工作。

Orina也是InVisor ACE奖学金获得者之一 。在剑桥留学时，从essay第一次不及格，到独自开

展研究项目。Orina在每天18个小时的高强度学习中，从单向学习、记忆为主的学生蜕变成了

一个开展研究、勇于发问的学者。从剑桥毕业后，她以过来人导师的身份回归InVisor，希望帮

助更多同学成长。

方向：英国、美国公共政策、国际关系、政治学类硕士申请；背景提升；雅思辅导；学术辅导。

Offer战绩：

康奈尔大学公共管理(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LSE国际关系(MSc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CL公共政策(MSc in Public Policy)

Mavis He

教育经历：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商业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硕士；暨南大学国际商务本科；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全奖交换生。

简介：Mavis 目前在美国达拉斯市从事供应链优化咨询工作。她毕业于美国就业率最佳的

商业分析项目之一：UT Austin的MSc Business Analytics专业。Mavis导师学术精湛，

专业技能过人，留学申请时获得了三个美国教授亲笔撰写的推荐信。30天备战雅思取得8

分，其中口语7.5分，GRE Issue 写作获得4.5分。硕士期间曾与Dell公司数据科学团队进

行为期6个月的合作，利用机器学习建立反欺诈预测模型。大学期间，她曾在美世、尼尔森

等咨询公司实习，并带领大学辩论队参与多项全国辩论赛事。

Mavis导师也曾是InVisor 的学员 ，作为美国留学和工作的过来人，她希望通过InVisor团

队，帮助更多同学实现留学梦想。

方向：北美、英国商业分析、金融、统计等专业的申请；背景提升；雅思、托福备考辅导

Offer战绩：

罗彻斯特大学- 商业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南卫理工会大学- 商业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马里兰大学- 市场分析 Marketing Analytics

伦斯勒理工学院- 商业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商业分析（Business Analytics）

教育经历：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硕士；加拿大Ryer-

son University电子与计算机工程（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硕士。

简介：Patrick导师先后在世界排名前10的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和加拿大Ryerson Univer-

sity完成两个硕士的学习，熟悉欧洲和北美的计算机类专业留学申请。在他个人硕士/博士

申请过程中，所有申请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学校均获得奖学金。

Patrick拥有近10年的软件开发经验和丰富的海外工作经验，在加拿大先后任职于贝尔公

司、 TD银行和SS&C公司，从事系统设计及开发, 数据分析等工作。

Patrick导师尤其擅长于.net，c#, SQL, javascript, web api, wcf, python 开发语言及技

术，所研发系统运用于大型电信公司运营，金融财务管理，大型银行风险分析，资产管理

公司及投资公司投资组合管理等领域中。求学期间，他专注于人工智能系统算法的研究，

他曾发表5篇论文，其中3篇有SCI索引, 2篇EI索引。 

方向：美国，加拿大，欧洲大陆计算机CS专业申请；学术辅导；背景提升

Offer战绩：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信息技术硕士、计算机科学硕士、管理信息系统硕士）

芬兰赫尔辛基工业大学，通信工程硕士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信息管理博士（全奖）

Ryerson 大学，计算机工程全奖博士（全奖）

美国Brandeis 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半奖）

美国Stevens 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半奖）

牛津大学教育系
应用语言学博士在读

Yolanda Zhou

教育经历：剑桥大学教育学硕士、悉尼大学教育学硕士（获Sydney Achiever 国际奖学

金）；中山大学英语及西班牙语双专业本科

简介：Yolanda目前在牛津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已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她

的英语接近母语水平，雅思总分8.5（阅读、听力满分），曾多次担任大型活动的口译。她

拥有多个行业的工作经验，曾在格力电器、中国西班牙商会、CRCC Asia悉尼分公司、广

东省教育厅、英国剑桥语言中心等单位实习和工作。

在读博前，Yolanda曾于国内某高校任教，了解学生学习及申请中遇到的挑战与难点，善

于鼓励学生并激发学生潜能。拥有丰富海外工作经验的她也能给学生海外实习及求职的

指导。

方向：英国、澳洲文科授课型硕士及研究型硕士；雅思辅导；背景提升

Offer战绩：

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杜伦大学、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教育学



Alex Wu

Victoria Sun
现就职于诺亚财富公开
市场投资部

Iris Chen
伦敦自由艺术工作者

Jeremy Chen
加拿大英特尔公司软件工程师

Fay Liu
华峰资本IBD AI&先进制造组
分析师（深圳）

目前就职于伦敦
HPD Digital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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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ica Guo

教育经历：加拿大劳里埃大学Master of Finance (co-op option) 项目在读; 对外经贸

大学金融本科；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交换生（全奖）

简介：Jessica曾在交通部、中信建投证券研究部实习，经历包括金融和数据分析方向，交

换期间在意大利语零基础的情况下获得计算机系主任推荐信，并通过Networking和深入

调研，了解欧洲研究型大学录取和就业情况。她曾获国赛建模北京市一等奖，并在短时间

内突破雅思、GMAT、CFA、FRM和SAS高级证书。

作为曾经的InVisor学员，Jessica深刻体会到留学申请中沟通、调研、匹配的重要性。她

的成功源于准确定位，结合自身目标进行少而精的申请而非海投。她希望希望能用自己的

能力助力同学们的留学申请。经历的过来人，Victoria精通从高中到研究生各阶段的英国

留学申请。能在英国求学、生活、职业规划及留学生人生成长方面给到极具价值的建议。

方向：加拿大金融和商业分析硕士；欧洲金融硕士；金融类研究型硕士。

Offer战绩：

加拿大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Schulich School of Business）金融硕士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 商业分析硕士（含奖及带薪实习）

意大利博科尼商学院（Bocconi University）金融硕士（全奖）

教育经历：帝国理工学院金融硕士（Imperial College London Business School 

MSc Finance）；爱丁堡大学经济与金融本科:（University of Edinburgh MA 

Economics with Finance）

简介：Victoria导师在英国完成了从高中到本硕的学习，全程DIY，期间成功申请到布莱顿

学院（英国高中）留学生奖金，并获爱丁堡大学降分录取。对英国商科尤其是金融类专业

的申请非常熟悉。大学期间，她是爱丁堡大学的华语辩论社辩手，获全英华语辩论赛获得

第二名和“最佳一辩”，并担任AIESEC金融部及大学投资交易部成员。留学期间90%的

课程全A，短时间高强度备战CFA一级二级，并在此期间通过日语二级考试。

作为有7年英国留学经历的过来人，Victoria精通从高中到研究生各阶段的英国留学申

请。能在英国求学、生活、职业规划及留学生人生成长方面给到极具价值的建议。

方向：英国经济、金融类专业申请；背景提升。

Offer战绩：

剑桥、UCL、爱丁堡大学、杜伦、布里斯托大学经济专业本科

G5大学的金融和经济硕士

港大、悉尼大学经济、商科offer

加拿大劳里埃大学
Master of Finance在读

教育经历：帝国理工学院战略市场营销（Strategic Marketing）硕士；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会展经济与管理本科。

简介：Alex是InVisor的往届学员，如今她回归InVisor，希望能帮助更多同学成长。本科期

间曾通过会展实践项目获得了全系最高分，并成功举办慈善会展。同时毕业论文获得全系

最高分，收入学校优秀论文。曾到英国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交换，交换期间GPA

为69%，位列前五名。实习方面，曾于奥美，中国银行实习。研究生期间，学习了Google 

Analytics 和 Google Ads等课程，并且取得相应证书。同时完成了一项对保加利亚葡萄

酒公司的项目，通过领英搜索，资料查阅等方式，为客户提供行业与消费者洞察信息。

方向：英国市场营销、管理方向硕士申请及背景提升。

Offer战绩：

华威、帝国理工Marketing类专业

教育经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经济与管理（Economics and Management）硕

士；伯明翰大学货币银行金融学（Money Banking and Finance）本科；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服务与管理实验班本科。

简介：Fay 导师通过积极申请联合培养项目获得学院特批，跨级实现了从大陆本科到英国

本科的过渡，以优异的成绩（前5%）获得管理学与经济学双学士学位， 并在LSE最优秀

的专业之一，每年仅录取25人左右的MSc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完成了研究生

学业。就读期间申请时曾在两周内高强度备战CFA，并取得好成绩。

Fay曾在信托公司产业投资部门、市场调研公司、证券公司投资部门实习，金融投资相关

实习经历丰富。此外，她曾作为志愿者参与一整年的行为经济学实验，也曾代表学校受邀

参加国内多个区域性质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包括亚洲模联会议并获得奖项。

方向：英国经济、管理、金融类专业硕士申请；背景提升。

Offer战绩：

LSE 经济与管理（MSc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LSE市场营销（MSc Marketing）

CASS商学院投资管理（MSc Investment Management）

巴斯大学会计金融（MSc Accounting and Finance）tt

教育经历：多伦多大学应用科学硕士（Master of Applied Science）（全奖）；浙江大学

竺可桢学院工程学本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公派暑期科研交流。

简介：Jeremy导师目前在英特尔可编程解决方案事业部(Intel PSG)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拥有丰富的科研/教学经历，研究领域涵盖高性能计算、异构计算、数值计算、机器学习等

课题，在国际期刊/会议上有一作论文两篇。在多伦多大学硕士期间，他是电子与计算机工

程系（ECE）Rogers全额奖学金获得者，在Modelics Lab担任研究助理，同时担任4个

核心模块课的助教。本科期间，Jeremy在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学习，GPA4.0，全院前

5%，并进入浙江大学光与电磁波研究中心及现代光学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参与科研，发

表一作论文一篇，并获导师推荐博士offer。

方向：加拿大、美国STEM类专业硕士申请；背景提升。

Offer战绩：

多伦多大学（MS）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PhD）

普度大学（PhD）

瑞典皇家理工大学（MS）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MS）多个STEM方向硕博专业

教育经历：帝国理工学院战略市场营销（Strategic Marketing）硕士；暨南大学英语翻

译本科

简介：Iris导师以转专业的形式获得帝国理工的降分录取。留学期间，她曾担任商学院 

Technology, Media & Telecoms Club 的推广负责人，为亚洲学生提供TMT领域的资

讯、活动与求职信息；在校时，她积极参与到帝国商学院举办的I m p e r i a l  B u s i n e s s  

Talent Show、帝国好声音等文娱活动，获得本专业年度Best Talent称号。

此外，Iris还参与到女权公益活动探索中，在牛津大学推广伦敦女权小组VaChina组织的

话剧《阴道之道》，并策划以伦敦女留学生现状为题材的戏剧。在校外，她还在中欧旅游

年口译工作、彩色跑、彩虹骄傲游行等活动中担任志愿者。 本科时，她曾是校英语辩论队

成员，极其擅长于辅导身边的同学提升雅思口语成绩。作为InVisor的往届学员，Iris希望

用自己的真诚、才智与经验帮助更多需要答疑解惑的学弟学妹。

方向：英国、欧洲市场营销类专业申请；背景提升。

Offer战绩：

帝国理工学院战略市场营销（MSc Strategic Marketing）

CASS商学院营销战略创新（MSc Marketing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杜伦、巴斯、华威、爱丁堡等市场营销和管理类专业



Louis Xu
现就职于Ventech China
(上海)

Kiki Huang
美 国 查 普 曼 大 学 C h a p m a n 
University计算与数据科学博士
(全奖)

Dennis Li
纽约KPMG Audit Associate, 
Financial Services

InVisor外籍导师团队：

InVisor外籍导师团队共20人，其中大部分任职于顶尖大学，身份不适

合公开。此处仅介绍其中部分成员。

外籍导师主要负责学生的文书、面试，并参与到选校、职业规划咨询

等模块中。

Abdus S.

Abdus是帝国理工学院现任招生官。他已在帝国理工学院任职近10年时间，目前是硕士

项目IEM的经理，负责项目招生、教学、资源管理。在2015-2017年，Abdus参与了商学

院IEM和Management项目50%的视频录像的筛选工作，以及大量的文书考核工作。

Abdus受InVisor邀请，在不影响他作为招生官本职工作的情况下，为InVisor的学员提供

面试辅导、文书答疑、申请答疑等服务。

成功案例（包括但不限于）：

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

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

伦敦大学学院UCL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InVisor特聘招生官顾问
(身份获准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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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历：美国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经济分析与政策（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硕士（全奖）；美国马里兰大学农业与资源经济学（Agricultural & Resource 

Economics）本科、经济学双学位。

简介：Kiki导师拥有丰富的留学申请和转学经验。她早年在国内读完大一后，自行转学到

全美排名第二的美国马里兰大学农经系完成了本科学业。她曾在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

下属的亚太经社会从事科研工作，并在本硕博期间完成了数篇经济学类研究论文，硕士阶

段获得全额奖学金。在学术研究之余，她积极参与到志愿者活动中，参与了包括移民后裔

教育、卡特里娜飓风灾后重建等工作。

方向：美国经济学、保险精算统计方向本硕博申请；学术背景提升；GRE、托福辅导

Offer战绩：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精算专业

美国马里兰大学金融硕士

美国罗德岛大学海洋经济学专业

教育经历：帝国理工学院创新创业管理（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 Manage-

ment）硕士；诺丁汉大学金融财务与管理（Finance Accounting and Manage-

ment）本科；中央圣马丁学院产品设计管理证书。

简介： Louis导师目前在上海美元基金Ventech China从事风险投资类工作。此前，他毕

业于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著名的创新创业与管理学（IEM）专业。他的实习经历涵盖管理

咨询（如埃森哲、益普索）、创业、互联网Fin Tech战略分析、人工智能、风险投资等领

域，并且拥有丰富的互联网创业经验，所带领的团队开发的互联网教育APP获得英国

Ingenuity Lab颁发的亚洲商业奖。在伦敦，他通过社交得到多个工作推荐并拿到英国工

作的offer。

Louis导师学习能力极强、关注科技创新领域的前沿动态，对商科留学申请有广泛的涉

猎。Louis导师独特的职业经历可以帮助你寻找另一条属于你的发展道路。

方向：英国、美国管理学、创业学、金融会计类专业本硕申请；背景提升。

Offer战绩：

帝国理工学院创新创业管理（IEM）硕士

帝国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

UCL管理学硕士

Jacy Zhang
现就职于北京华夏未来资本

教育经历：芝加哥大学金融数学硕士；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本科、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

校短期交换。

简介：Jacy导师曾在美国Riverwoods的Discover Financial Services公司从事风险分

析工作，并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金融数学硕士学习。她拥有丰富的实习经验，在美国奥斯

汀Dimensional Fund Advisors公司、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总行、中银国际、中信建投、银

河期货等公司实习，范围涵盖量化研究、资产管理、销售、期货研究等各方面。

Jacy导师擅长引导同学独立思考，带领同学步步为营攻克留学申请的难关。她有两周突

击备考完托福、GRE的经验，不但获得了半额奖学金，毕业后还直接获得了美国工作

offer。

方向：北美金融数学、金融工程、金融学硕士申请及背景提升

Offer战绩：

芝加哥大学金融数学硕士

UIUC金融工程硕士

NYU金融工程硕士

波士顿大学金融数学硕士

IIT 金融工程硕士项目

教育经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会计

硕士、工商管理学士，会计与风险管理&保险（Accounting and Risk Management & 

Insurance）双学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Berkeley) 辅

修多门课程。

简介：Dennis 目前在KPMG纽约总部从事金融机构的审计工作。此前他在世界排名28，

北美最优秀的公立大学之一，被誉为“公立常春藤”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的商学院完成了本硕商科学习，该商学院的世界500强企业CEO校友数量仅次于哈佛商

学院，会计项目全美排名第一。 此前，他曾在麦迪逊市的Madison Fund担任Operation 

Director，并在Center for Educational Opportunity拥有两年学术辅导经验。Dennis导

师是纽约州注册会计师。

Dennis是“全面”型的导师，除了留学申请外，他也擅长提升学生的学术学习能力、英语

口语、面试能力、Networking能力和职业规划能力。他托福口语接近满分，本硕均独立DIY

申请且获得多个奖学金，曾在毕业后短时间内通过CPA考试，成为纽约州注册会计师。

方向：北美商学院会计、金融、管理类本科、硕士申请及背景提升

Offer战绩：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

加州大学圣戴维斯分校（UC Davis）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

波士顿大学



Katie G.

Katie老师拥有丰富的学术写作经验，并擅长非虚构写作，行文严谨，逻辑清晰。

教育经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政治与经济发展专业硕士；纽约佩斯大学

教育学硕士、密歇根大学英语文学学士。

简介：目前，Katie导师在纽约的某教育机构从事项目设计，推动纽约市公立中学的教育改革。

作为公共政策分析专家，Katie主编有超过10年的非政府组织和教育组织工作经验。她曾于

哈佛大学琼肖文斯坦中心任职国际公共政策研究员，并在非洲乌干的公共卫生建设中担任咨

询顾问。

成功案例（包括但不限于）：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

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香港中文大学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Visor高级文书主编

Jonathan W.

独立学者，所从事研究涉及数学、计算机、管理、金融、物理。精通美式英语、英式英语、

澳式英语写作。

教育经历：博士毕业于全美顶尖的印第安纳大学信息科学专业，辅修应用统计学，在各大

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关于媒介研究的论文。本科毕业于著名私立文理学院里德学院。

简介：Jonathan目前专职写作，拥有自己的咨询公司，并兼职数间公司的IT顾问。此前，

他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的资深项目分析师，为美国政府提供数据库管理，

计算机系统建设，并主管跨国公司外联工作。早年他曾在印第安纳大学信息科技学院教

授研究生课程，所授的“Web信息架构”课程被评为全校最热门课程之一。

成功案例（包括但不限于）：

哈佛大学Havard University

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

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

InVisor文书质量总监

Patrick H.

他的语言文笔优美，同时具备法律专业特有的严谨性，熟悉为非英语母语者提供英文写

作和口语辅导，深受学生喜爱。

教育经历：Patrick拥有双硕士学位，分别毕业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欧洲人权与民主研究

中心（EIUC），并于瑞士弗里堡大学学习法语；本科毕业于英国杜伦大学法学院。

简介：Patrick目前是欧盟驻非洲某国经济共同体事务代表。此前，他在伦敦东区市政府

参与公共事务。他还曾在Boltzmann人权中心参与跨国人权项目的运作，并担任欧盟驻联

合国纽约总部代表，跟进人权与社会事务类工作，以 及参与经济政策的分析。早年

Patrick曾在韩国教育部下属的EPIK项目担任英语教师。

成功案例（包括但不限于）：

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

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

InVisor文书主编

写作口语辅导老师

David S.

David拥有丰富的面试辅导经验，擅长激发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培养面试思维与专业面试

技能。

教育经历：David导师本科毕业于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专长是数字营

销、项目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

简介：David是谷歌公司硅谷总部B2B方向的Consumer and Industry Insights 总监，

已在谷歌工作7年。此前他曾分别担任谷歌的客户经理和产品策略分析师，业务范围涵盖

商务科技、可穿戴设备和奢侈品等。

在加入谷歌前，他曾在奥美的纽约总部从事项目管理和战略策划工作，服务于UPS，杜

邦、巴克莱银行、雀巢等大客户，并被评为年度"Ogilvy Youth"。

成功案例（包括但不限于）：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

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

伦敦大学学院UCL

InVisor首席面试辅导官

Kathryn M.

教育经历：Kathryn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墨尔本大学工程和商科专业。

简介：目前，Kathryn是墨尔本某人生指导课程的创始人，为澳洲的职业经理人提供个人

发展课程，倡导工作生活平衡的理念。她擅长于从专业面试官的角度评估学生的面试表

现，并为学生在金融、咨询和管理等领域的职业发展提供建议。

Kathryn拥有超过20年的人力资源管理经验。此前，她曾于澳洲四大银行之一的澳洲国

民银行（NAB）任职HR经理，协助NAB的架构调整和效率提升。她尤其擅长于领导力培

训、变革管理（Change Management）、股东管理和企业招聘。

InVisor高级职业发展导师、面试
辅导官，兼文书编辑

Ashia K.

简介：Ashia导师她目前是英国JP Morgan合规官。此前她在德勤和Fidelity Worldwide 

Investments负责金融评估和资产管理工作，拥有近10年的金融和会计从业经验。她拥有

MBA学位，擅长于金融、会计和数学方向的文书写作。（应Ashia本人要求，她的其他信息在

此省略）

InVisor文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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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中仅展示部分导师
最全最新的导师介绍

请扫描二维码



你的专属
导师团队

全心全意
必有回响

学生

外国导师

理想学校
校友

智囊团InVisor
合作伙伴

中国导师

Personal Mentor是你Ace Plan的核心导师，是InVisor团

队里最精英的留学顾问。他/她将主导你ACE Plan各大模块

的进度，主讲留学成长课程，为你提供定期答疑，协助你申

请实习、提高GPA，并主管你的留学申请，包括文书修改和

面试辅导。

你将拥有1个中国导师。

外籍导师是英美加等国的资深留学导师和职场过来人。他们

将讲授部分留学成长课程，参与答疑，并参与到你的文书修

改和面试辅导中。

你将拥有2-3个外国导师。

理想学校校友，顾名思义，是毕业于你的目标学校的留学过

来人。我们将尽量为你匹配到该学校的该专业毕业的学长学

姐。他们将回答你的问题，并为你的文书和面试提供客观公

允的建议。

你将拥有1-3个理想学校校友。

Personal Mentor：中国导师

Coaches/Editors：外籍导师

Dream School Alumni：理想学校校友

智囊团是InVisor的外部团队，共分为两部分：

1. Career Team：由行业内精英人士组成，涵盖咨询、投

行、快消、互联网、高科技、学术界等各大领域。他们将为你

提供职业发展上的建议及各大企业的实习内推机会，并协助你

申请实习。

2. Exam Team：由优秀的留学考试（IELTS, TOEFL, 

GMAT, GRE）讲师组成。他们将回答你关于留学考试的各种

疑问，并为你提供个性化的备考方案。

你将获得一个约20人的智囊团的帮助。

我们与业内服务品质优秀的公司合作，为你提供提升背景的机

会，包括外国名校科研、志愿者、实习、比赛，以及毕业后的

国外就业、工签申请、移民等。

通过InVisor报名这些活动，你将获得优先名额及优惠。

Consultant Panel：智囊团

Dedicated Partner：InVisor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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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你也会喜欢
ACE 4.0 “大概是专业比较对口的缘故 我觉得katie很能把握到作为一个政治与国际关系爱好者对这份事业的喜爱 并能

顺利地将我本来较质朴的英文文字润色成让我自己喜爱九十九分的PS”

——2017届林LQ同学，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

“很好很有条理！

回复很及时！

各种很棒！

一直有跟进！（还帮我一起多要了几千刀奖哈哈哈小气的Upenn终于算是凑够了一个整数吧）

超赞！把我的散文体PS改成了正常有条理的PS哈哈哈”

——2017届许ZDL同学，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伦敦政经等录取

“kevin很负责很用心，尽管他长期在国外，但是回复信息都非常的及时~~ 作为和他同届的校友，要向他好

好学习！”

——2017届范MC同学，来自暨南大学，获港中大录取

“Daisy辅导了我全程的申请，从开始的文书写作指导，到后来的修改意见，她都给了我很多帮助。对于我细

致的问题也给了比较详细的解答。在面试指导中，她给了我很多鼓励，让我更加自信。”

——2017届李SZ同学，来自对外经贸大学，获得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WUSTL）、布兰迪斯大学

（Brandie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U）录取

“他（导师）在工作中认真负责：有几次我工作挺忙的，晚上很晚的时候才给他ps的回馈，他很快就帮我解

决问题；他也挺乐于助人的：我也问过一些跟ps无关的事情，类似国外生活什么的，他也都很欢乐地给我解

答；他很专业：大的框架就不说了，很多小细节他都很了解，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一问就可以得到很专业的

解答。

语言润色真的很好。还有就是我ps中的许多观点不太能站得住脚，外教观点支持做的很好。有些自己没想到

的逻辑也被外教升华的很好。”

——2017届刘YL同学，来自武汉大学，获得曼彻斯特大学录取

“治好了我的拖延症！”

——2017届张CZ，来自某北京211大学，获哥伦比大大学录取

欢迎移步官网“同学评价”板块，查看更多InVisor学员的真实评价：

http://www.invisor.me/comments_screenshot/
经过InVisor的沐浴和陪伴，你将以强大的实力录取理想学校，

并欣喜地看到自己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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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Nicole的帮助，我是签了中介发现不好才来找到Nicole姐姐的帮助的 负责帮我和外教那边沟通 给出了很

多有用的建议 以及职业规划方面的建议～还谢谢nicole帮我找到了同专业的师姐。

——2017届青Y同学，来自暨南大学，获华威大学录取

“导师非常负责，沟通及时迅速，有问必答，解释分析问题的时候总能很快得击中要害，逻辑清晰，对申请

阶段迷茫的我很有点拨作用。如果有机会的话，推荐使用Ace计划，感觉对申请者的帮助全面到位。”

——2017届刘MK同学，来自西交利物浦，获CASS录取

“抛弃原有我的中介的一些模版、假大空的套话，加入了一些真情实感的表达，在逻辑方面更加符合国外

admission office的要求”

——2017届K同学，来自暨南大学，获得某英美顶尖名校录取

“小姐姐是一开始就负责我的导师。脾气特别好，也很细心。前期选择学校，对自己自信不足，小姐姐有给

很多建议。沟通很顺畅，进行交流后知道我的优劣势在哪儿，适合什么样的方式去组织，反正就是很棒”

——2017届胡YF，来自南京某学院，获得华威大学、伯明翰大学录取Nicole

“老师非常负责任，微信也回的很及时，写ic的ps之前还和导师沟通了蛮久应该怎么写career plan之类的！”

——2017届孙KC同学，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得伦敦政经录取

“很靠谱！全程及时跟进我和导师的进展，也有询问我的反馈意见~”

——2017届陆ZH同学，来自上海财经大学，获得港中大录取

2018年初，一位台湾同学发来感谢信：

卓伦你好：

首先想和你说声抱歉。

去年年底我因为急着想要赶快提交申请，拿到最后一份改稿后，和你的联络就嘎然而止，像人间蒸发一样...

没想到，一下子两个月就过去了。

觉得自己这方面做得太不周全了，觉得特别抱歉！

另外，想和你分享好消息！^^

我拿到三所学校的offer了呢！

虽然其中一所是conditional offer，但目前看来只需要补交几份文件，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真的无比感谢贵公司和你所提供的协助！

你们提供的服务真的是太需要而且太有帮助了！

感谢你总是很即时而且很详细地回覆我的邮件及问题，这次的申请能够圆满落幕，你们真的非常关键！

一万分感谢！

最后，依稀记得当初看简介的时候，好像最后需要提交一个对你们服务的回馈之类的东西，有这个东西

吗？我该怎么填写呢？

再次感谢你的协助！

也麻烦你代我向帮我改稿的老师(Patrick)致上最诚挚的谢意！

祝福你新的一年平安喜乐、事事顺心！

也祝福贵公司事业蒸蒸日上！

Best regards,

Hxxx-Mxx Chen

“很认真负责，信件回覆很即时，让人很放心。有一次针对改稿的部分有一些疑问，卓伦也很用心地贴给我许多资讯

跟我说明，很感谢他！

交出初稿后，本以为主编会开始就原本的内容进行修改，没想到主编先问了我好几个问题，包括我的未来职涯规划、

对研究所的预期收获是什么等等，都是一些被我忽略掉，但绝对是一份好的自述不能或缺的内容，让我觉得很用心，

也完全符合InVisor“客制化”的理念。

整个修改的过程中，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主编很有诚意、非常用心地在为我“量身打造”，而不是敷衍地改改文法、调

整段落了事。

对于一些主编询问的问题，囿于英文能力不足，无法完全表达我自己，但主编都能抓到我的意思，非常感激！

最终完成的改稿果然更有深度，也更具体地呈现我的经历和目标，并与研究所课程做了相应的连结，很满意，真的非

常感谢他！

而且回覆改稿很即时，我当初时间比较紧张，对于主编的高效率非常感恩！

没有觉得有什么不足耶。觉得修改的功力很好，问题理解和沟通上也非常顺畅：）”

——2017届陈HM同学，来自国立政治大学（台湾），获得伦敦政经、KCL、SOAS等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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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一位广州同学在手机日记中写道：

“和去了××的师姐聊天，她告诉我她选的专业并非我想象中那么美好。对我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这

条信息简直是及时雨。她当时是全程中介介入，导致申请结果也仍然处于信息不完备的状态。我这才发现

invisor的良苦用心——自己做调研，自己用英文写文书、推荐信、essay（他们帮我整理乱麻一般的逻辑并

注入灵魂），毁灭三观怀疑人生又重建职业规划，本来这些折腾这么辛苦的事情正是很多着急准备留学的同

学不想做的，但他们坚持要我做，负责跟进进度且用耐心和包容性等待拖延症晚期的我。我一开始面对这些

毫无头绪的东西时还产生了很强的抵触情绪。但今天和师姐一对比我才发现理性而全面的决策是对自己最大

的负责。如果我当初把所有东西交给别人完成，没有自己的思考，也不会对这个行业产生更深刻的认识，不

会更看重学校的发展机会而是单纯看课程设置，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逻辑、写作、时间管理存在着非常严重的

问题。但有了自己的调研做基础，他们的建议做提升，整个“折腾”的过程，也是笔无形的财富呀。还要完

备自己想得不周全的地方，继续努力才是。

感谢invisor，‘不是中介却是一群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摘自2016届陈JJ同学，来自暨南大学，获帝国理工学院录取

2017年中，一位北京同学在邮件中写道：

“附件是我到目前为止收到的offer，都是我很想去的学校，谢谢InVisor，你们创办的这个机构真的超级棒，

甩出别的文书中介好几条街，一开始还觉得贵，现在觉得性价比很高，请美国的相关专业的外教来改文书就

很赞，又能指出专业上的问题，又比较了解美国大学的招生套路，语言又很native，而且效率还很高，非常

专业，总之是很感谢了！希望InVisor办得越来越好！我会给我学弟学妹推荐你们的。下面是我写给Dr. 

Jonathan的，可以帮我转发给他吗？

Dear Dr. Jonatha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dvice and effort on my application essay which were so helpful! My 

essay has improved very much after your revision. Without your help, I could never write it in such a 

reasonable and native way and could have made a lot of mistakes without even knowing it. Your 

questions also led me to deep thinking about why I want to do something which added some sort of 

depth in my writing. I believe that your advi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ccess of my application. 

I'm excited to receive three offers from my dream schools and I feel very lucky to have met you and 

InVisor. Thank you very much! Wish you and your family happy everyday.”

——2016届谭SY同学，来自对外经贸大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墨尔本大学、芝加哥大学、卡内基梅隆大

学等录取

扫描二维码，点击“人物志”一栏，
阅读往届学长学姐的申请故事！

更多人物志持续更新，欢迎关注！

来看看往届学长学姐
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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