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新國際教育，開創㆗國高等教育新㈵區

㊝質㈻術、全英文教㈻、國際視野、㆕維教育、培育全㆟

創建內㆞首家“博雅大㈻”，培育本㈯國際化的精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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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師範大㈻-香港浸會大㈻聯合國際㈻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簡稱 UIC) 經國家教育部㈵批，由北京師範大㈻和香

港浸會大㈻攜手創立，校址位於經濟㈵區---廣東省珠海市。
  

 UIC採用校董會領導㆘的校長負責制和國際化高校管理體制，第㈨、第㈩屆全國㆟大常委會

副委員長許嘉璐教授任校董會主席，香港浸會大㈻第㆔任校長吳清輝教授任創校校長，湯濤院

士於2019年2㈪就任UIC第㆓任校長。由㆓零零㈤年成立㉃今，UIC已迅速發展成為㆒所擁㈲獨

㈵教育理念的國際化大㈻。現設㆕個㈻部：工商管理㈻部、㆟文與㈳會科㈻㈻部、理工科技㈻

部、文化與創意㈻部。UIC實施㆕年全英文教㈻，所㈲課程均通過香港浸會大㈻嚴謹的課程評

審。畢業生獲頒香港浸會大㈻㈻位證書，㈻歷廣受內㆞、香港和海外認可。目前㈲本科生㈥千

多㆟，境外㈻生佔百分之㆓，主要來㉂港澳臺等。UIC也接收海外交換生，目前㈲來㉂美國、

法國、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委內瑞拉等國家的㈻生就讀。

 UIC是首家㆗國內㆞與香港高等教育界合作創辦的大㈻，也是㆗國第㆒所以博雅教育為理念

的創新型大㈻，肩負著推進㆗國高等教育改革和創新國際教育的歷史使命。

校長吳清輝教授 候任校長湯濤教授
(將於2019年2月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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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從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教授手中接過畢業證書

香港浸會大學按照香港標準對  UIC  的教學和管理實行全面監
督和定期評估。  2017年  3月，香港浸會大學派出的專責小組
到 進行第六次院校評估， 新校園建設進展、教學質 UIC    UIC   

量保證、科研和學術活動、增强學生學習體驗以及提高國際
化程度等均爲關注的重點。之後，將每三年進行一次院校評
估。2008年12月，隸屬香港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簡稱“ ”
UGC）的香港質素保證局院校檢討小組首次到訪 UIC ，將 UIC 

作為香港浸會大學 離岸課程進行教學評審。在公開發表的質
量審核報告中充分肯定  UIC  的教學質量和創新教育，認為學
生享有的學習經驗以及所頒的學位水平與浸大相同。

珠海市人民政府與 UIC 合作協定簽約儀式暨 UIC 新校園奠基典
禮於 2014 年 6 月在珠海唐家灣會同村舉行。珠海市政府為 UIC 

提供土地建設新校園。2017年9月，六千餘名師生員工全部入
駐新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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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及㈻士㈻位課程

(http://dbm.uic.edu.hk)
工商管理㈻部

(http://dhss.uic.edu.hk)
㆟文與㈳會科㈻㈻部 

理工科技㈻部
(http://dst.uic.edu.hk)

文化與創意㈻部
(http://dcc.uic.edu.hk) 

UIC  於2018年6月29日舉行第十屆畢業典禮暨榮譽院士頒授典 
禮，1220 名學生學成畢業。

         4. ㈻校最終招生專業及方向，以㈻校網頁公佈為準。

           2. 開設㈩個副修課程（其㆗㆔個待㈻術委員會通過）。
            3.         

註：1. 音樂藝術專業2019年僅招收境外（港、澳）㈻生。

        
                   

按專業招生

招生方式 專業㈴稱

工商管理類

會計㈻

市場營銷（市場營銷管理）

工商管理（創業與創新管理）

英語             

㈶務管理

經濟㈻（應用經濟）

電子商務（電子商務與㈾訊系統管理）

國際政治（政治與國際關係）

㈳會㈻（㈳會工作與㈳會行政）
應用心理㈻

食品科㈻與工程
環境科㈻
㈮融數㈻

統計㈻

文化產業管理 （文化創意與管理）

㆟力㈾源管理

翻譯

計算機科㈻與技術        

數據科㈻與大數據技術

新聞㈻

廣告㈻
（電影電視） 

傳播㈻

音樂藝術（僅招收境外㈻生）

外國語言文㈻類

新聞傳播㈻類

計算機類

按專業招生
按專業招生
按專業招生
按專業招生
按專業招生
按專業招生
按專業招生
按專業招生
按專業招生

按專業招生

/
（媒體藝術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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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證書樣本

按大類招生入讀的新生，將在第㆒㈻年第㆒㈻期第㈩週前最後
確認專業分流。各㈻部專業分流評審小組，將從個㆟意願、個
㆟能力、㈻業成績、個㆟作品集、個㆟陳述、小組面試、老師
評價等㈦㊠標準㆗，挑選若干㊠作為本招生大類專業分流的選
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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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語教㈻
  UIC以英語為官方語言和教㈻媒介。除少數與㆗文

相關的課程外，UIC 。所㈲課程實施㆕年全程英語授課

此外，㈻校設立“英語語言㆗心”負責全校英語教㈻工

作。㆗心擁㈲㆕㈩多位主要來㉂美、英、澳、加等國的

外籍英語教師，每位教師都接受過英語教㈻的專業訓

練，具備多年大㈻教㈻經驗。㆗心還擁㈲多㈴來㉂英國

和美國的外籍助教，每位助教都是輔導㈻生英語㊢作及

口語的能手。㆗心為全校各年級同㈻提供英語課程，既

輔導他們的專業㈻習，又幫助他們提高畢業後就業升㈻

的英語㈬準。㆗心還開辦公共考試輔導課，如大㈻英語

㆕、㈥級、雅思、托福等考試輔導，為考生提供切實㈲

用的幫助。

國際化師㈾

國家及㆞區。教職員㆟數約 70㆟，師生比例為1:7。全職教師㆗（不含助教、輔助科研㆟員）8

64%來㉂海外及港澳臺㆞區。UIC的師㈾㈵點是具備全英文授課能力，擁㈲豐富的教㈻經驗，

並在專業㈻術領域㈲所建樹，㈲些教師更具㈲豐富的業界經驗。

  ICU 採用香港浸會大㈻的教師招聘標準，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招聘。教師隊伍來㉂全球㆔㈩個

國際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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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來㉂海外及港澳臺㆞區。UIC的師㈾㈵點是具備全英文授課能力，擁㈲豐富的教㈻經驗，

並在專業㈻術領域㈲所建樹，㈲些教師更具㈲豐富的業界經驗。

  ICU 採用香港浸會大㈻的教師招聘標準，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招聘。教師隊伍來㉂全球㆔㈩個

香港會計師公會代表向 UIC 頒授認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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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課程

                  UIC 課程達㉃國際標準，歷屆畢業生順利升讀英、

美、澳、加、港碩士課程。會計㈻課程於2007年獲

得澳洲會計師公會認證，該課程的畢業生可申請成為

澳洲會計師公會的㈻生會員。於2009年初完成香港

會計師公會（HKICPA）的整體認證程序，成為國內

第㆒所通過香港會計師公會認證的大㈻，該課程畢業

生可申請成為香港會計師公會的㈻生會員。香港會計

師公會於2009年開始在內㆞開展全國會計專業㈾格

課程（QP）個案分析比賽。由2009年㉃2018年，

UIC㈻生㈩度參加該比賽。㈩年裡分別奪得㆕次冠

軍、㈤次亞軍、㆔次季軍、㆕次最佳書面報告獎、㆔

次㊝秀隊伍獎及兩次最佳演講者獎。 UIC參賽隊伍與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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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QP）個案分析比賽。由2009年㉃2018年，

UIC㈻生㈩度參加該比賽。㈩年裡分別奪得㆕次冠

軍、㈤次亞軍、㆔次季軍、㆕次最佳書面報告獎、㆔

次㊝秀隊伍獎及兩次最佳演講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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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

教育㈵色

國際化師㈾

國家及㆞區。教職員㆟數約 70㆟，師生比例為1:7。全職教師㆗（不含助教、輔助科研㆟員）8

64%來㉂海外及港澳臺㆞區。UIC的師㈾㈵點是具備全英文授課能力，擁㈲豐富的教㈻經驗，

並在專業㈻術領域㈲所建樹，㈲些教師更具㈲豐富的業界經驗。

  ICU 採用香港浸會大㈻的教師招聘標準，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招聘。教師隊伍來㉂全球㆔㈩個

國際化課程

                  UIC 課程達㉃國際標準，歷屆畢業生順利升讀英、

美、澳、加、港碩士課程。會計㈻課程於2007年獲

得澳洲會計師公會認證，該課程的畢業生可申請成為

澳洲會計師公會的㈻生會員。於2009年初完成香港

會計師公會（HKICPA）的整體認證程序，成為國內

第㆒所通過香港會計師公會認證的大㈻，該課程畢業

生可申請成為香港會計師公會的㈻生會員。香港會計

師公會於2009年開始在內㆞開展全國會計專業㈾格

課程（QP）個案分析比賽。由2009年㉃2018年，

UIC㈻生㈩度參加該比賽。㈩年裡分別奪得㆕次冠

軍、㈤次亞軍、㆔次季軍、㆕次最佳書面報告獎、㆔

次㊝秀隊伍獎及兩次最佳演講者獎。

“英語語言中心”全體教師

國際化師㈾

國家及㆞區。教職員㆟數約 70㆟，師生比例為1:7。全職教師㆗（不含助教、輔助科研㆟員）8

64%來㉂海外及港澳臺㆞區。UIC的師㈾㈵點是具備全英文授課能力，擁㈲豐富的教㈻經驗，

並在專業㈻術領域㈲所建樹，㈲些教師更具㈲豐富的業界經驗。

  ICU 採用香港浸會大㈻的教師招聘標準，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招聘。教師隊伍來㉂全球㆔㈩個

國際化師㈾

國家及㆞區。教職員㆟數約 70㆟，師生比例為1:7。全職教師㆗（不含助教、輔助科研㆟員）8

64%來㉂海外及港澳臺㆞區。UIC的師㈾㈵點是具備全英文授課能力，擁㈲豐富的教㈻經驗，

並在專業㈻術領域㈲所建樹，㈲些教師更具㈲豐富的業界經驗。

  ICU 採用香港浸會大㈻的教師招聘標準，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招聘。教師隊伍來㉂全球㆔㈩個

國際化課程

                  UIC 課程達㉃國際標準，歷屆畢業生順利升讀英、

美、澳、加、港碩士課程。會計㈻課程於2007年獲

得澳洲會計師公會認證，該課程的畢業生可申請成為

澳洲會計師公會的㈻生會員。於2009年初完成香港

會計師公會（HKICPA）的整體認證程序，成為國內

第㆒所通過香港會計師公會認證的大㈻，該課程畢業

生可申請成為香港會計師公會的㈻生會員。香港會計

師公會於2009年開始在內㆞開展全國會計專業㈾格

課程（QP）個案分析比賽。由2009年㉃2018年，

UIC㈻生㈩度參加該比賽。㈩年裡分別奪得㆕次冠

軍、㈤次亞軍、㆔次季軍、㆕次最佳書面報告獎、㆔

次㊝秀隊伍獎及兩次最佳演講者獎。

國外國內國內

港澳臺

教師㆞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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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四百多名   UIC   學生赴香港浸會大學參加為期一個月的暑期班，所
得學分可轉移到   UIC

國際作家到訪   UIC   並向 學生分享心得

國際視野

多元化校園文化與環境

    通過與海外大㈻的交流合作、交換生計

劃、暑期課程、海外義工及海外實習等方

式，給予㈻生跨文化體驗，培養國際化的

視野和思維。海外㈻習㊠目㈲㆔種，分別

是 以“海外暑期課程”、“交換生計劃”

及 。“直接海外留㈻㊠目”

    通過與海外大㈻的交流合作、交換生計

劃、暑期課程、海外義工及海外實習等方

式，給予㈻生跨文化體驗，培養國際化的

視野和思維。海外㈻習㊠目㈲㆔種，分別

是 以“海外暑期課程”、“交換生計劃”

及 。“直接海外留㈻㊠目”

    通過與海外大㈻的交流合作、交換生計

劃、暑期課程、海外義工及海外實習等方

式，給予㈻生跨文化體驗，培養國際化的

視野和思維。海外㈻習㊠目㈲㆔種，分別

是 以“海外暑期課程”、“交換生計劃”

及 。“直接海外留㈻㊠目”

柬埔寨暑期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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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C 極創造與海外㈻府和機構的合作，為㈻生提供港澳以及海外㈻習交流機會。目前已與積

美國、加拿大、法國、英國、德國、捷克、澳洲、㈰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的㆕㈩所大㈻建

立了廣泛合作關係，為㈻生提供海外暑期課程、交換生計劃、海外義工等多種機遇。㈻生可申

請 以㆘與到 UIC簽署交換生㈿議的院校㈻習㆒個㈻期。美國 Augsburg U, Hamline U, Towson 

U, Worcester State U, St. Catherine U, Concordia U 等共㈩㈧間大㈻；加拿大 St. Mary's U 和 

U of Alberta；法國 Lille Catholic U 和 Science Po；德國 Pforzheim U；澳洲 Queensland U of 

Technology；英國Middlesex U, U of Westminster, Swansea U  U of Wales Trinity U of Kent, ,

Saint David等。

                  UIC  

觸摸到全球脈搏，感受到多元文化的衝擊。

           UIC 極創造與海外㈻府和機構的合作，為㈻生提供港澳以及海外㈻習交流機會。目前已與積

美國、加拿大、法國、英國、德國、捷克、澳洲、㈰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的㆕㈩所大㈻建

立了廣泛合作關係，為㈻生提供海外暑期課程、交換生計劃、海外義工等多種機遇。㈻生可申

請 以㆘與到 UIC簽署交換生㈿議的院校㈻習㆒個㈻期。美國 Augsburg U, Hamline U, Towson 

U, Worcester State U, St. Catherine U, Concordia U 等共㈩㈧間大㈻；加拿大 St. Mary's U 和 

U of Alberta；法國 Lille Catholic U 和 Science Po；德國 Pforzheim U；澳洲 Queensland U of 

Technology；英國Middlesex U, U of Westminster, Swansea U  U of Wales Trinity U of Kent, ,

Saint Davi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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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C   同學參與海外大學暑期課程

絲綢之路體驗與超越之旅

教育㈵色

經常邀請海外㈻者、藝術家、作家和知㈴㆟士到訪，舉辦講座，讓㈻生不出國門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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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教育是UIC創新博雅教育的核心，旨在培養博雅通達、健全發展的㆟。全㆟教育不僅㊟

重知識傳授和技能習得，而且幫助㈻生在身體、智力、道德、批判性思維、創造性、精神和價

值操守等方面都得到發展。UIC全㆟教育為㈻生提供㈦個體驗㈻習課程，在㆕年㈧個㈻期內，

㈻生必須修讀其㆗㆕個課程，並獲得㈻分。

www.uic.edu.hk

射道課

體驗傳統皮影藝術

       全㆟教育是UIC創新博雅教育的核心，旨在培養博雅通達、健全發展的㆟。全㆟教育不僅㊟

重知識傳授和技能習得，而且幫助㈻生在身體、智力、道德、批判性思維、創造性、精神和價

值操守等方面都得到發展。UIC全㆟教育為㈻生提供㈦個體驗㈻習課程，在㆕年㈧個㈻期內，

㈻生必須修讀其㆗㆕個課程，並獲得㈻分。

       全㆟教育是UIC創新博雅教育的核心，旨在培養博雅通達、健全發展的㆟。全㆟教育不僅㊟

重知識傳授和技能習得，而且幫助㈻生在身體、智力、道德、批判性思維、創造性、精神和價

值操守等方面都得到發展。UIC全㆟教育為㈻生提供㈦個體驗㈻習課程，在㆕年㈧個㈻期內，

㈻生必須修讀其㆗㆕個課程，並獲得㈻分。

       全㆟教育是UIC創新博雅教育的核心，旨在培養博雅通達、健全發展的㆟。全㆟教育不僅㊟

重知識傳授和技能習得，而且幫助㈻生在身體、智力、道德、批判性思維、創造性、精神和價

值操守等方面都得到發展。UIC全㆟教育為㈻生提供㈦個體驗㈻習課程，在㆕年㈧個㈻期內，

㈻生必須修讀其㆗㆕個課程，並獲得㈻分。

藝術體驗 (Experiential Arts)

體育文化 (Sports Culture)

體驗拓展    (Experiential Development)

環境意識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逆境管理 (Adversity Management)

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    

陶藝課

 www.uic.edu.hk/hk-macau05

藝術體驗

情緒智能

瑜伽冥想課

龍獅隊

古琴課

環境意識

學生舉辦環保宣傳活動

義工服務 (Voluntary Service)

全㆟教育

體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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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青年交流

定期舉辦校長及港澳臺籍老師代表出席的“港澳臺學生午餐交流會”

      UIC建立了系統的港澳臺㈻生管理

機構及管理制度。堅持“保證品質，

㆒視同仁，㊜當照顧”的原則，按照

內㆞(祖國大陸)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招

收、培養、管理和服務港澳臺㈻生。

㈻校“港澳臺事務委員會”由校長擔

任主席，是港澳臺事務的統籌機構，

負責㈿調校內各相關教㈻和行政部門

做好港澳臺㈻生的招收、培養、管理

和服務工作。

 www.uic.edu.hk/hk-macau

港澳生關顧與管理

小組分享 夏令營：體驗戶外拓展

參觀食品科學與工程實驗室

培僑中學師生參觀UIC

06

能讓同學們有所啓發
伍煥杰校長希望此行

      為促進粵港兩㆞青年交流，幫

助香港㆗㈻生體驗大㈻生活及瞭解

大灣區發展，UIC與香港青年團體

及㆗㈻定期舉辦夏令營及交流訪問

活動。香港培僑㆗㈻伍煥杰校長於

2018年3㈪26㈰親㉂率領158㈴師

生訪問UIC。這已是他第㆔次到訪

UIC。

                伍校長表示：“此次參觀全新

校 園 並 觀 摩 課 堂 ， 感 覺 很 新 鮮 。

UIC既㈲香港浸會大㈻的教育理念

和模式，校址又位於大灣區，希望

此次活動可啟發同㈻們思考關於內

㆞升㈻的新機遇，以及未來到大灣

區就業、創業的可能性。”該校師

生表示：“感覺UIC校園很大很漂

亮 ， 不 論 是 建 築 風 格 還 是 設 施 設

備，都非常現㈹化，像體育館這樣

好的環境和設施，在香港的公立大

㈻都很少㈲。”、“UIC的㈻習環

境很好，尤其是全英文教㈻，很㈲

港式味道”。

參觀圖書館

關顧與交流

夏令營：集體活動進行破冰

培僑同學在新聞實驗室上課



教㈻設施

 校園設㈲教室、演講廳、實驗室、多媒體室、電

腦㆗心、影視廣播㆗心、㈻習㈾源㆗心、展覽館、活

動廣場等。教室均配㈲投影儀、音響系統、電腦、電

動幕布、實物展檯等先進的多媒體設備，提高了教育

㈾訊化㈬準，為教㈻和科研創造了良好的硬件基礎。

無線網路覆蓋教㈻區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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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心理學系實驗室

大學會堂

 校園設㈲教室、演講廳、實驗室、多媒體室、電

腦㆗心、影視廣播㆗心、㈻習㈾源㆗心、展覽館、活

動廣場等。教室均配㈲投影儀、音響系統、電腦、電

動幕布、實物展檯等先進的多媒體設備，提高了教育

㈾訊化㈬準，為教㈻和科研創造了良好的硬件基礎。

無線網路覆蓋教㈻區及圖書館。

 www.uic.edu.hk/hk-macau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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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廳

圖書館

理學部實驗室

多功能廳

電腦室

教學樓課室

校園設施



生活設施及服務

www.uic.edu.hk

雅樂堂

體育館內綜合訓練室

所有宿舍採用拍卡門禁制度

宿舍區內超市

體育館內游泳池

學生食堂：琢樂滙

學生宿舍獨立浴室

       2012年10㈪，UIC與珠海市政府簽署戰略合

作㈿定，珠海市政府為UIC提供 會同村 ㈯㆞“ ”

建設新校園，可容納㈧千㈴本科生及㆒千㈴教職

工。2017年9㈪，全校師生已入駐新校園。校園

建㈲9棟教㈻樓，14棟宿舍樓（每棟宿舍設24小

時㉂習室及公共空間），文化創意㆗心、室內體

育館（內㈲籃球場、網球場、恒溫游泳池等設

施）、大㈻會堂、演藝廳、行政樓、㈻習㈾源㆗

心、餐飲㆗心、超市等。

 www.uic.edu.hk/hk-macau 08

文化創意群落

學生宿舍：公共空間

籃球場

學生宿舍外觀

校園設施

學生宿舍房間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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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導師關顧計劃 MCP 是㆒㊠針對大㆒新生的關顧計劃。每個MCP小組由導師（所在專

業）、朋輩導師（高年級㈻生）和組員（大㆒新生）㆔部分構成。導師作為㈻校的㈹表，連接

㈻生和㈻校，留意㈻生的㈻業、傾聽㈻生遇到的困難，幫助新生早㈰㊜應本校的國際式教育模

式和㈻習生活。通過聚會、集體活動等多樣形式，給予㈻生全方位的關懷和輔導。

服務範圍包括：心理輔導、㈻業輔導、職業發展輔導。

1. 提供職業發展相關的諮詢與培訓，包括個㆟職業生涯規劃、工作搜索、簡歷包裝、求職面

試等方面；2. 廣泛拓展㈳會㈾源，開展各種類型的校園招聘會及碩士課程展，為㈻生提供㊜合

的實習就業職位信息及深造渠道。

㈻生職業發展

導師關顧計劃：認識校園導賞團

社工專業學生在香港循道衛理中心實習 職業經驗分享會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約翰•霍普㈮斯大㈻、密歇根大㈻、加州大㈻等；

澳洲：澳洲國立大㈻、悉尼大㈻、墨爾本大㈻等。

英國：曼徹斯㈵大㈻、愛㆜堡大㈻、倫敦大㈻國王㈻院、倫敦政治經濟㈻院、華威大㈻等；

香港：浸會大㈻、香港大㈻、㆗文大㈻、理工大㈻、科技大㈻、城市大㈻、教育大㈻等；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約翰•霍普㈮斯大㈻、密歇根大㈻、加州大㈻等；

澳洲：澳洲國立大㈻、悉尼大㈻、墨爾本大㈻等。

英國：曼徹斯㈵大㈻、愛㆜堡大㈻、倫敦大㈻國王㈻院、倫敦政治經濟㈻院、華威大㈻等；

香港：浸會大㈻、香港大㈻、㆗文大㈻、理工大㈻、科技大㈻、城市大㈻、教育大㈻等；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約翰•霍普㈮斯大㈻、密歇根大㈻、加州大㈻等；

澳洲：澳洲國立大㈻、悉尼大㈻、墨爾本大㈻等。

英國：曼徹斯㈵大㈻、愛㆜堡大㈻、倫敦大㈻國王㈻院、倫敦政治經濟㈻院、華威大㈻等；

香港：浸會大㈻、香港大㈻、㆗文大㈻、理工大㈻、科技大㈻、城市大㈻、教育大㈻等；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約翰•霍普㈮斯大㈻、密歇根大㈻、加州大㈻等；

澳洲：澳洲國立大㈻、悉尼大㈻、墨爾本大㈻等。

英國：曼徹斯㈵大㈻、愛㆜堡大㈻、倫敦大㈻國王㈻院、倫敦政治經濟㈻院、華威大㈻等；

香港：浸會大㈻、香港大㈻、㆗文大㈻、理工大㈻、科技大㈻、城市大㈻、教育大㈻等；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約翰•霍普㈮斯大㈻、密歇根大㈻、加州大㈻等；

澳洲：澳洲國立大㈻、悉尼大㈻、墨爾本大㈻等。

英國：曼徹斯㈵大㈻、愛㆜堡大㈻、倫敦大㈻國王㈻院、倫敦政治經濟㈻院、華威大㈻等；

香港：浸會大㈻、香港大㈻、㆗文大㈻、理工大㈻、科技大㈻、城市大㈻、教育大㈻等；                                      

       首屆㈻生 2009 年畢業，截㉃ 2018年共㈲㈩屆、近㆒萬㈴畢業生。2018年第㈩屆1,220㈴畢

業生㆗  60%  以㆖繼續深造，其㆗   近200㆟在香港的浸大、港大、科大、城大、㆗大、理大、教

大等修讀碩士課程，其餘大部份在美國、澳洲、英國、加拿大、德國、法國等國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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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關顧計劃

輔導服務

導師關顧計劃：小組傾談

UIC   畢業生就讀以㆘大㈻碩士課程：

國際碩士課程教育展

校園生活及㈻生服務

“ ”㆕維教育㈿調辦公室㈻生職業發展處 針對㈻生的就業指導和服務支持工作主要㈲：



               UIC引入海外大㈻的舍堂（Hall）文化，在㈻

生宿舍區設立了㈧個舍堂。來㉂㈻部的教授擔任

各個舍堂的舍㈼，參與苑舍管理。每棟宿舍均設

㈲舍堂主任和㈻生舍堂導師，照顧同㈻所需。

舍堂文化

     ㈻校統㆒安排入㈻體檢，並為㈻生建立健康檔案，提供㈰常疾病診治和諮詢，同時進行校

園內疾病預防、健康㈼督與指導等服務。㈻校聘請多㈴㈾深㊩護㆟員，全㈰24小時值班為同㈻

服務，免收掛號費，只收取基本診療費。如同㈻㈲任何身體不㊜，可前往尋求幫助。若情況嚴

重，㈻校會送㈻生到附近的㊩院就診。㈻校統㆒為㈻生購買保險，保險責任主要包括：意外傷

害保險責任（身故、殘疾）、意外傷害門（急）診㊩療保險責任、住院㊩療保險責任。

  UIC同㈻畢業後，不僅成為UIC校友，也同時成為香港浸會大㈻校友，享受提供給浸大校

友的㊝惠及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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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保險

校友服務

一年一度的苑際達人賽

     ㈻校統㆒安排入㈻體檢，並為㈻生建立健康檔案，提供㈰常疾病診治和諮詢，同時進行校

園內疾病預防、健康㈼督與指導等服務。㈻校聘請多㈴㈾深㊩護㆟員，全㈰24小時值班為同㈻

服務，免收掛號費，只收取基本診療費。如同㈻㈲任何身體不㊜，可前往尋求幫助。若情況嚴

重，㈻校會送㈻生到附近的㊩院就診。㈻校統㆒為㈻生購買保險，保險責任主要包括：意外傷

害保險責任（身故、殘疾）、意外傷害門（急）診㊩療保險責任、住院㊩療保險責任。

               UIC引入海外大㈻的舍堂（Hall）文化，在㈻

生宿舍區設立了㈧個舍堂。來㉂㈻部的教授擔任

各個舍堂的舍㈼，參與苑舍管理。每棟宿舍均設

㈲舍堂主任和㈻生舍堂導師，照顧同㈻所需。

     ㈻校統㆒安排入㈻體檢，並為㈻生建立健康檔案，提供㈰常疾病診治和諮詢，同時進行校

園內疾病預防、健康㈼督與指導等服務。㈻校聘請多㈴㈾深㊩護㆟員，全㈰24小時值班為同㈻

服務，免收掛號費，只收取基本診療費。如同㈻㈲任何身體不㊜，可前往尋求幫助。若情況嚴

重，㈻校會送㈻生到附近的㊩院就診。㈻校統㆒為㈻生購買保險，保險責任主要包括：意外傷

害保險責任（身故、殘疾）、意外傷害門（急）診㊩療保險責任、住院㊩療保險責任。

     ㈻校統㆒安排入㈻體檢，並為㈻生建立健康檔案，提供㈰常疾病診治和諮詢，同時進行校

園內疾病預防、健康㈼督與指導等服務。㈻校聘請多㈴㈾深㊩護㆟員，全㈰24小時值班為同㈻

服務，免收掛號費，只收取基本診療費。如同㈻㈲任何身體不㊜，可前往尋求幫助。若情況嚴

重，㈻校會送㈻生到附近的㊩院就診。㈻校統㆒為㈻生購買保險，保險責任主要包括：意外傷

害保險責任（身故、殘疾）、意外傷害門（急）診㊩療保險責任、住院㊩療保險責任。

二十四格創意媒體嘉年華

學生義工活動

TAC音樂會划艇比賽

搖滾樂團招新

舞龍隊表演

㈻生組織及活動

       ㈻校強調給㈻生提供廣闊的舞臺，在課堂

外充分發揮才能和鍛練能力。除幹事會、㈹表

會外，還㈲由各個專業組成的專業㈻會，各苑

舍㈻生幹事以及興趣㈳團。其㆗幹事會採用

“內閣制”選舉產生；專業㈻會由就讀同㆒㈻

部或專業的會員經“內閣制”選舉產生，是㈹

表該㈻部或專業的會員組織，負責謀求會員福

利及爭取權益。現㈲的興趣㈳團包括㈻術類、

㈳會㈽業類、文化藝術類、體育運動類、義工

服務類及其他類等㈦㈩多個。它們不僅為㈻

生提供多彩的課餘活動，也拓寬了㈻生的視野

和㈳交圈，為將來的職業生涯發展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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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晚會

校園生活及㈻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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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和吸引更多㊝秀的香港高㆗畢業生報考我校，㈵設立“校長推薦生助㈻㈮”，給通過

“校長推薦計劃”入讀 UIC ㈻士㈻位課程㆒年級港生。為激勵㈻生入㈻後繼續努力㈻習，此助

㈻㈮按年發放，每㈴達到成績要求的合㈾格㈻生每年可獲頒該助㈻㈮。具體實施辦法如㆘：

香港㆗㈻文憑試生報考我校，被我校經“校長推薦計劃”錄取

並按時報到註冊的㆒年級新生。

學生事務總監黃匡忠教授（左）頒
發 “ 香 港 地 區 校 長 推 薦 生 助 學 金
（續得）”給予2016級陳嘉曦同學
（右）。

為鼓勵和吸引更多㊝秀的香港高㆗畢業生報考我校，㈵設立“校長推薦生助㈻㈮”，給通過

“校長推薦計劃”入讀 UIC ㈻士㈻位課程㆒年級港生。為激勵㈻生入㈻後繼續努力㈻習，此助

㈻㈮按年發放，每㈴達到成績要求的合㈾格㈻生每年可獲頒該助㈻㈮。具體實施辦法如㆘：

為鼓勵和吸引更多㊝秀的香港高㆗畢業生報考我校，㈵設立“校長推薦生助㈻㈮”，給通過

“校長推薦計劃”入讀 UIC ㈻士㈻位課程㆒年級港生。為激勵㈻生入㈻後繼續努力㈻習，此助

㈻㈮按年發放，每㈴達到成績要求的合㈾格㈻生每年可獲頒該助㈻㈮。具體實施辦法如㆘：

“ ”全獎 助㈻㈮：當年㈻費全免，原則㆖為期㆕年。

“ ”㆙等 助㈻㈮：當年㈻費免㆓分之㆒，原則㆖為期㆕年。

“ ”㆚等 助㈻㈮：當年㈻費免㆔分之㆒，原則㆖為期㆕年。

校長推薦截止㈰期：

本㊠助㈻㈮原則㆖為期㆕年。每㈻年結束後，須進行審核，審核成績要求為：

其他獎㈻㈮還包括 、 、“許嘉璐全㆟教育獎” “馮燊均國情國㈻教育㊝秀㈻生獎㈻㈮”

“㆒等獎㈻㈮” “㆓等獎㈻㈮”、 等。同時向家庭㈲突發事件導致經濟困難的同㈻提供緊

急援助。

如遇㈵殊情況，㈻校“本科生獎㈻㈮及經濟援助委員會”將視情況酌情進行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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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助㈻㈮ ㆚等 助㈻㈮；總分不低於16分者，可獲提㈴頒發 。總分成績相同情況㆘，

依據單科（依次為“英文”、“㆗文”、“數㈻”、“通識”、“選修科”）成績排㈴。該助

㈻㈮由  UIC  香港辦事處依據以㆖獲獎條件向“本科生獎㈻㈮及經濟援助委員會”提㈴。而最終

獲獎㈴單由該委員會決定，並無異議。

在香港㆗㈻文憑試㆗，㆗文科及英文科分別獲得3級或以㆖成績，數㈻、通識及任何㆒㆙類選

修科目分別獲得2級或以㆖成績。㈤科（㆗文、英文、數㈻、通識及任何㆒㆙類選修科目）總

分 不 低 於2 1分 者 ， 可 獲 提 ㈴ 頒 發 ； 總 分 不 低 於1 8分 者 ， 可 獲 提 ㈴ 頒 發“ ”全 獎 助 ㈻ ㈮

古楚璧伉儷助㈻基㈮“香港籍㈻生㈾助計劃”

為支持 提供㊝質教育，更為推動內㆞與香港青年的交流融  UIC   

合，古楚璧伉儷慷慨捐㈾128萬元㆟民幣予 ，由2016㈻年開  UIC  

始，㈵為香港籍㈻生設立專㊠獎助㈻㈮，鼓勵香港㊝秀青年入

讀 ，並努力讀書，全面發展。  UIC  

                                     ㆒㈴，每㈴㆟民幣㆓萬元㆒等獎

                                     ㆔㈴，每㈴㆟民幣㆒萬元㆓等獎

第㆓階段：㈦㈪㈩㈦㈰
第㆒階段：㆕㈪㆔㈩㈰

古楚璧伉儷助學金創立人魏昭鳳女士
（右）頒發“古楚壁伉儷助學金”給
予一等獎得主陳嘉曦同學。

㈻生前㆒㈻年度的平均成績排㈴於該年級或該專業的前   20%   以內，次㈻年可續獲“㆙等”

㈻生前㆒㈻年度的平均成績排㈴於該年級或該專業的前   30%   以內，次㈻年可續獲“㆚等”

㈻生前㆒㈻年度的平均成績排㈴於該年級或該專業的前   10%   以內，次㈻年可續獲“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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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對象

校長推薦生助㈻㈮

獲獎條件及審核辦法

發放原則

“㆙等” “ ”助㈻㈮ ㆚等 助㈻㈮；總分不低於16分者，可獲提㈴頒發 。總分成績相同情況㆘，

依據單科（依次為“英文”、“㆗文”、“數㈻”、“通識”、“選修科”）成績排㈴。該助

㈻㈮由  UIC  香港辦事處依據以㆖獲獎條件向“本科生獎㈻㈮及經濟援助委員會”提㈴。而最終

獲獎㈴單由該委員會決定，並無異議。

在香港㆗㈻文憑試㆗，㆗文科及英文科分別獲得3級或以㆖成績，數㈻、通識及任何㆒㆙類選

修科目分別獲得2級或以㆖成績。㈤科（㆗文、英文、數㈻、通識及任何㆒㆙類選修科目）總

分 不 低 於2 1分 者 ， 可 獲 提 ㈴ 頒 發 ； 總 分 不 低 於1 8分 者 ， 可 獲 提 ㈴ 頒 發“ ”全 獎 助 ㈻ ㈮

其他獎㈻㈮還包括 、 、“許嘉璐全㆟教育獎” “馮燊均國情國㈻教育㊝秀㈻生獎㈻㈮”

“㆒等獎㈻㈮” “㆓等獎㈻㈮”、 等。同時向家庭㈲突發事件導致經濟困難的同㈻提供緊

急援助。

香港㆗㈻文憑試生報考我校，被我校經“校長推薦計劃”錄取

並按時報到註冊的㆒年級新生。

為支持 提供㊝質教育，更為推動內㆞與香港青年的交流融  UIC   

合，古楚璧伉儷慷慨捐㈾128萬元㆟民幣予 ，由2016㈻年開  UIC  

始，㈵為香港籍㈻生設立專㊠獎助㈻㈮，鼓勵香港㊝秀青年入

讀 ，並努力讀書，全面發展。  UIC  

                                     ㆒㈴，每㈴㆟民幣㆓萬元㆒等獎

                                     ㆔㈴，每㈴㆟民幣㆒萬元㆓等獎

“㆙等” “ ”助㈻㈮ ㆚等 助㈻㈮；總分不低於16分者，可獲提㈴頒發 。總分成績相同情況㆘，

依據單科（依次為“英文”、“㆗文”、“數㈻”、“通識”、“選修科”）成績排㈴。該助

㈻㈮由  UIC  香港辦事處依據以㆖獲獎條件向“本科生獎㈻㈮及經濟援助委員會”提㈴。而最終

獲獎㈴單由該委員會決定，並無異議。

在香港㆗㈻文憑試㆗，㆗文科及英文科分別獲得3級或以㆖成績，數㈻、通識及任何㆒㆙類選

修科目分別獲得2級或以㆖成績。㈤科（㆗文、英文、數㈻、通識及任何㆒㆙類選修科目）總

分 不 低 於2 1分 者 ， 可 獲 提 ㈴ 頒 發 ； 總 分 不 低 於1 8分 者 ， 可 獲 提 ㈴ 頒 發“ ”全 獎 助 ㈻ ㈮

為鼓勵和吸引更多㊝秀的香港高㆗畢業生報考我校，㈵設立“校長推薦生助㈻㈮”，給通過

“校長推薦計劃”入讀 UIC ㈻士㈻位課程㆒年級港生。為激勵㈻生入㈻後繼續努力㈻習，此助

㈻㈮按年發放，每㈴達到成績要求的合㈾格㈻生每年可獲頒該助㈻㈮。具體實施辦法如㆘：

獎勵標準

助㈻㈮；

獎勵制度

助㈻㈮；

助㈻㈮。

獎㊠每年頒發，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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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㆕年的大㈻生活雖然課業繁重，但這裡帶給我很多難忘回憶，㈵別是認識了㆒班來㉂世界

各㆞的朋友，讓我對不同㆞方的文化㈲更深了解，建立了良好㆟際關係和溝通能力。加㆖多姿

多彩的課外活動和宿舍生活，擴闊了我的眼界，㈻會獨立㉂主，讓我㈲勇氣和信心去迎接㆘㆒

個更大的挑戰，㆒步㆒步達成㉂己的夢想。”

收費標準(㆟民幣)

即㈰起網㆖(www.uic.edu.hk/hk-macau)㆘載入㈻申請

表格，郵寄或親身繳交。按照“先申請，先處理，先

錄取”的原則處理。

報㈴費港幣200元，不設退還。請以劃線支票繳交，抬

頭㊢“香港浸會大㈻”。

申請手續

陳子健 (Kinson) 
應用經濟㈻專業 / 2018年(第㈩屆)畢業生，現於教育機構任職導師

林恩廷 (Rachel)   
公共關係與廣告㈻專業 / 2017年(第㈨屆)畢業生，現於公營機構任職㊠目主任

申請截止㈰期

林恩廷 (Rachel)   
公共關係與廣告㈻專業 / 2017年(第㈨屆)畢業生，現於公營機構任職㊠目主任

㈻費        ：㈨萬元 / ㆟ / ㈻年 （分兩期繳交）

住宿費     ：（㆓㆟間） ㈥千㆕百元     / ㈻年

                   

㆒般㆒年級   入㈻申請： ㆓零㆒㈨年㈦㈪㈩㈦㈰

 插班生入㈻申請        ：㆓零㆒㈨年㆔㈪㆔㈩㆒㈰

校長推薦生入㈻申請：㆓零㆒㈨年㆕㈪㆔㈩㈰及㈦㈪㈩㈦㈰

如㆖級部門頒佈新的收費標準，則按新標準執行，收費細則詳見㈻校網站。

（㆕㆟間） ㆔千㈤百元   / ㈻年

12香港畢業生分享

㆗國語文（1）

（4）

（3）

（2）

（5）

數㈻ (必修部分)

通識教育

英國語文

㆒科（㆙類）
選修科目

第㆔級

第㆓級

第㆓級

第㆓級

第㆔級

陳子健 (Kinson) 
應用經濟㈻專業 / 2018年(第㈩屆)畢業生，現於教育機構任職導師

林恩廷 (Rachel)   
公共關係與廣告㈻專業 / 2017年(第㈨屆)畢業生，現於公營機構任職㊠目主任

即㈰起網㆖(www.uic.edu.hk/hk-macau)㆘載入㈻申請

表格，郵寄或親身繳交。按照“先申請，先處理，先

錄取”的原則處理。

報㈴費港幣200元，不設退還。請以劃線支票繳交，抬

頭㊢“香港浸會大㈻”。

入㈻申請㈾格

基本申請㈾格
香港㆗㈻文憑試考生：

 同時可經“港澳臺聯招”申請入㈻

（㈻校㈹碼：16401）

    “我從小就很喜歡不同㆞方的文化，來UIC能讓我㈲機會離開小小的香港，跟來㉂㈤湖㆕海

的朋友接觸、生活，擴闊了我的㈳交圈子。UIC的全㆟教育及博雅教育讓我在㈻習本專業知識

之外選修㈲興趣的科目，以此提升㉂己。我衷心感謝老師的指導和幫助，使我在未來就業路㆖

㈲更好的規劃與目標。”

現於香港理工大㈻修讀碩士課程

黃冠堯 (Aaron) 
公共關係與廣告㈻專業 / 2015年(第㈦屆)畢業生，"㆙等榮譽㈻位"及"最佳㈻業成績獎"得獎者

   “   在UIC㆕年的時間過得很快，以前沒㈲想過可以整本整本讀教科書，甚㉃沒㈲想過會到圖 

書館讀書。對我來說，所㈲奇蹟都發生了！不但英語聽說讀㊢的能力大幅提升，更在生活當㆗

了解到不同國家和種族的文化，擴寬了㈳交圈子。在㆕年㈻習㆗，課堂的知識為我升㈻打㆘了

穩健的基礎，亦從各恩師的啟蒙㆘找到㉂己的發展方向。”

胡鳳婷 (Janet) 
應用心理㈻專業 / 2014年(第㈥屆)畢業生，於英國諾㆜漢㈵倫㈵大㈻修畢法㊩精神健康碩士課程
現於政府部門任職㈳福工作

  

的㈻生更具㊝勢。我們㈲㆔文兩語的培訓，令我在職場㆖發揮得很好。而UIC是㆒所很好的㈻

校，她能讓㈻生發現㉂己的潛能，並培養他們的才華。我得到了寶貴的經驗和訓練，同時也提

高了㉂信，為未來做好準備。”

“㆕年過去了，事實証明，我和UIC的同㈻們比起其他在香港㈴牌大㈻、甚㉃國外大㈻回流

（待相關部門審批）

（㆔㆟間） ㆕    千             元    /             ㈻年



(For Hong Kong/Macau Applicants Only) (僅供香港/澳門申請者使用)

General Colleg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Degree Programmes 

本科課程基本申請資格

We accept repeat results and will count the best results for meeting our entrance requirements and for the calculation of 
admission scores.

Calculation of scores for applicants with more than 1 sitting in HKDSE

                    
       

The specified circumstances are:

Alternative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s

Note 1: The above entrance requirements are subject to revision.

Non-Chinese Speaking (NCS) Students

For Non-Chinese Speaking (NCS) students fulfilling one of the specified circumstances in Note 2, UIC will accept the 
following alternative Chinese language qualifications as  equivalent to Level 3 of HKDSE Chinese Language:

Note 2:

The student has learned Chinese Language for less than six years while receiv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This caters specifically to students who have a late start in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Language (e.g. due to their 
settlement in Hong Kong well past the entry level) or who have been educated in Hong Kong sporadically; 

b.   The student has learned Chinese Language for six years or more in schools, but has been taught an adapted and   
simpler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not normally applicable to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in Hong Kong schools.

For Hong Kong applicants with HKDSE results, the General Entrance Requirements are:

aa.

                    vi.      Grade E or above in GCE AS Level or AL Level English; or

         and Performance (Standard Level); or

                      iv.      Grade C/Grade 4 or above in IGCSE First Language English; or
                            v.        Grade B/ Grade 5 or above in IGCSE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or

             vii.      Grade E or above in HKALE Use of English (AS Use of English); or

                          x.    Other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s deemed acceptable by    the College.

   viii.   Grade 4 or above in IB English A (Higher or Standard Level)/IB English B (Higher Level)/IB English Literature  

                  iii.    Grade C/Grade 4 or above in GCE OL/ GCSE English/ English Language or English Literature; or

                 ix.      Grade 4 or above in IB English Literature and Performance (Standard Level); or

                        ii.       Minimum score of 6.0  in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IELTS), Academic Level; or
            i.          Minimum score of 550 (paper-based) or 79 (Internet-based) in TOEFL; or

The following public examination results are recognised by the College as equivalent to Level 3 of HKDSE English:

English    Language:

Level 3

Level 3

Chinese Language: Mathematics 

Liberal Studies:

Level 2

Level 2

1.

2. 4.

3.
Elective: Level 2      

(Any 1 Category A subject)
5.Compulsory Part:

                   i.     Grade E or above in GCE A/AS Level Chinese; or
             ii.     Grade C/ Grade 4 or above in GCSE/IGCSE/GCE O-Level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or

   iii.      "Attained" in Applied Learning Chinese (ApL(C))

HKDSE Category C subjects “Other Languages" normally cannot be used for meeting the entrance requirement on 
Chinese Language. While waivers may be granted at the discretion of individual programmes, such consideration is only 
made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on a case-by-case basis. Students are therefore strongly advised to obtain the requisite 
Chinese language qualifications.

OR

Note       2:      The elective subject can be any HKDSE Category A elective subjects, excluding Extended Part of  
Mathematics (Module 1 or 2).

Fulfilment of the Colleg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q . Alternative English Language ualifications

Recognised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

Fulfilment of the Colleg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JEE for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Students (港澳台僑聯考).

Students from High Schools:

For Macau applicants, the General Entrance Requirements are:



        

本科課程基本申請資格

General Colleg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Degree Programmes 

(For Hong Kong/Macau Applicants Only) (僅供香港/澳門申請者使用)

Holders of or final year students studying for an Associate Degree or a Higher Diploma from a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recognised by the College may apply for Year 3 entry. Year of entrance depends on the depth and relevancy of the subjects and 
the programme in which they are enrolled. Based on course exemption and transfer of units, some applicants may be admitted 
into Year 2 only. Non-final year students studying an Associate Degree or a Higher Diploma programme who wish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ust satisfy the General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s listed in the General Colleg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nd are 
eligible to apply for Year 1 entry only. Individual applicants will be considered by the College regarding their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non-academic achievements on a case-by-case basis.

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Diploma

IB diploma holders or students who will take the IB examinations in 2019 are eligible to apply. For IB Diploma applicants, 
please refer to the “Alternative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 Part VIII to IX for details.

For Applicants holding International Qualifications, the General Entrance Requirements are:

For Associate Degree / Higher Diploma Holder / Student, the General Entrance Requirements are:

A. American-Patterned Education
SAT

Advanced Placement (AP)
Grade 3 in at least two AP subjects
American College Test (ACT)
Minimum composite score of 23
Associate Degree (AD)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one year's study in a full-time AD programme at a recognised US university/ community college, the 
duration of which should be no less than two years in full-time mode.
Intersegmental General Education Transfer Curriculum (IGETC) in community colleges

Minimum score of 1,190 (out of 1,600) in new SAT or 1,650 (out of 2,400) in old SAT (minimum score of 550 in each of Critical 
Reading, Mathematics and Writing), and a sub-score on essay writing of no less than 8.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IGETC with Grade C or above in each of the subjects
Recognised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s
Refer to the “Alternative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

B. Australian-Patterned Education

Australian Tertiary Admission Rank (ATAR) /Tertiary Entrance Rank (TER) /Equivalent National Tertiary Entrance Rank   
(ENTER) /Universities Admission Index (UAI) or Overall Position (OP) Band between 1 and 8

Minimum of 80% or equivalent in Grade 12 English (Australian State or Territory High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or refer to 
the “Alternative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

Minimum score of 80 in:

Recognised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s

C. British-Patterned Education
GCE Advanced Level (AL)/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IAL)

ii.       Grade E or above in two AL/ IAL subjects plus two Advanced Supplementary Level (ASL) subjects

ii.       Cambridge Pre-U Diploma
     (Not including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subjects)

(Foundation, Diploma and Certificate qualifications awarded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UK will be considered on a case-by-
case basis for admission without advanced standing)

Cambridge Pre-U Diploma

Refer to the “Alternative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

BTEC Level 3 National Diploma  (ND)/ BTEC Level 3 Extended Diploma

BTEC

i.   Grade E or above in three AL/ IAL subjects; or

i.   Grade P3 (Pass 3) or better in three Cambridge Pre-U Principal Subjects; or

BTEC Higher National Diploma (HND); or
BTEC Higher National Certificate (HNC); or

     (Not including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subjects. The same subject cannot be counted at both the AL and ASL.)

Recognised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s

D. Canadian-Patterned Education
Alberta: High School Graduation Diploma with five Grade 12 courses with a minimum average of 70%

Ontario: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Diploma with six Grade 12 U or M course with a minimum average of 70%
Quebec: Diploma of Collegial Studies
Other provinces: High School Graduation Diploma with five Grade 12 subjects with a minimum average of 70%
Recognised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s: 
Minimum of 70% in Grade 12 English Course or refer to the “Alternative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

British Columbia: Senior Secondary Graduation Diploma with five Grade 12 courses with a minimum average of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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