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金凤路 28 号
Address: 28 Jinfeng Road, Tangjiawan, Zhuhai,Guangdong Province
邮编/Postcode：519085

电话/Tel：0756-3620282 3620280

传真/Fax：0756-3620888

网址/Website：www.uic.edu.hk/cn/ace

Date:

NOTICE of CONDITIONAL OFFER
Dear ________,
Congratulations!
We are pleased to offer you conditional admission to the UIC-ACE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 Programme to be conducted at the UIC campus in Zhuhai, PRC beginning in
September 2017, on the condition that you satisfy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1a) Hong Kong DSE public examination results: achieved a total score of 10 points in
any 5 subjects or above, including the attainment of an English Language score at
level 2 or above, or equivalent, OR;
(1b) An average of 70% or above, including the attainment of an English Language
score at 40% or above, in secondary school results for S5 / S6 candidates, or
equivalent, AND
(2) A receipt of payment of tuition fee for one academic year: RMB80,000.
Your admission is contingent upon your providing the above necessary documents listing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admission and payment of the programme tuition fee in full before
12 noon, 22 July 2017 (Saturday).
If you need to contact us, please call (852) 3411 2128.

Best regards,

Dr. Anthony S C Tsui
Director, Academy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BNU – HKBU UIC

Cc: Manage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me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金凤路 28 号
Address: 28 Jinfeng Road, Tangjiawan, Zhuhai,Guangdong Province
邮编/Postcode：519085

电话/Tel：0756-3620282 3620280

传真/Fax：0756-3620888

网址/Website：www.uic.edu.hk/cn/ace

Date:

NOTICE of CONDITIONAL OFFER

Dear _____________,

Congratulations!
We are pleased to offer you conditional admission to the IPP-UIC Programme to be
conducted at the UIC campus in Zhuhai, PRC beginning in September 2017, on the condition
that you satisfy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1a) Hong Kong DSE public examination results: achieved a total score of 12 points in
any 5 subjects or above, including the attainment of an English Language score at
level 3 or above, or equivalent, OR;
(1b) An average of 80% or above, including the attainment of an English Language score
at 40% or above, in secondary school results for S5 / S6 candidates, or equivalent,
AND
(2) A receipt of payment of tuition fee for one academic year: RMB155,000.
Your admission is contingent upon your providing the above necessary documents listing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admission and payment of the programme fee in full before 12 noon,
22 July 2017 (Saturday).
If you need to contact us, please call (852) 3411 2128.

Best regards,

Dr. Anthony S C Tsui
Director, Academy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BNU – HKBU UIC

cc: Manage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me

斤ǚ谰嘍JQQ.VJD紇唪3128

加拿大阿爾伯達大學本科學位直通車

學校氨嫣
斤ǚ谰嘍佨褰愎DGBV佪是一所培養一流外交外事
人才的小規模、高層次、特色鮮明的外交部唯一直
屬高校，素有「中國外交官的搖籃」之稱。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不懈努力，憑藉豐富的外交資源
和嚴謹的治學風範，外交學院已成為在國際上享有
較高聲譽的知名學府。

www.cfau.edu.cn

斤ǚ谰嘍毁飠剔氲繁宝紇唪佨褰愎JQQ佪是外交學院
與加拿大世界名校正式簽署的共同培養本科學生的
學士學位項目。項目於2006年創立，至今已向加拿
大、美國等世界名校輸送了1000多名學生。

www.cfausie.net

点

醚潲谨谰 . 碸忠罩蜗谨谰觊繁毁飠谰嘍佨褰愎 VJD佪

2005 年由北京師範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於廣東省珠海市
攜手創立，是首家中國內地與香港高等教育界合作創辦的
重本大學，獲得國家教育部特批；亦是中國第一所推行博
雅教育（Liberal Arts）的新型國際化大學，旨在培育國際化
的精英人才。
學院設有工商管理學部、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理工科技學
部、文化與創意學部四個學部，下設二十八個專業方向。UIC
擁有一支來自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優秀師資隊伍，實施全
英文教學，本科畢業生學成後獲頒 UIC 畢業證書和香港浸
會大學學士學位，在國內、香港及國際範圍均獲認可。
www.uic.edu.h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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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褰氨
自2016年開始，UIC獲外交學院IPP授權，共同開辦外交學院

從2006年至今，IPP項目已有逾

IPP-UIC項目。面向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招收高中在讀學生

1000名學生就讀。

（即：高二學年結束，具備高中畢業條件）及高三畢業生。
100%的學生獲得阿爾伯達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皇后大
項目學習期為一年，設有兩個學期。入讀項目的學生將先後在珠

學 (Queen’s University)、麥吉

海、北京兩地，學習英語基礎強化、國際考試培訓、學術技能、

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英屬

全人教育以及學分轉移課程並獲得12-18個大學學分。凡被本項

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目錄取的學生，即被加拿大阿爾伯達大學提前錄取。

British Columbia）及多倫多大學
（University of Toronto）等名校

學生在順利完成上述一年的學習後，可直接進入阿爾伯達大學繼

的錄取。

續學習，無需再行申請；或進入加拿大排名前4的世界名校繼續
就讀；完成所修學分即可獲得所在大學的本科學士學位。加拿大
大學採用學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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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先研
UIC
（第一學期，珠海）

阿爾伯達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

升
直
分
學
攜

第二年

CFAU

+

多倫多大學 University of Toronto

（第二學期，北京）
符合
條件
可轉

第一年在中國

麥吉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皇后大學 Queen's University

大學英語 (University English)

英語語言及
雅思強化課程
(English Skills Learning
& IELTS Enhancement)

聽力 (Listening)
閱讀 (Reading)
口語 (Speaking)
寫作 (Writing)
雅思考試要求、答題格式及技巧 (IELTS Requirements, Format and Skills)
電子媒體學習輔助工具 (Electronic Learning Materials)
論文寫作及引用知識和技巧 (Project Writing & Skills)

課

第
一
學
期

程

學術項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文獻搜尋 (References Search)

學術技能課程
(Essential Skills for
Academic Success)

抄襲行為的嚴重性(Plagiarism)
解決問題能力(Problem Solving)
團隊項目執行 (Team Work)
資訊技術及檢索(Information Technology)

設

溝通及表達技巧(Commun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體驗拓展(Experiential Learning)

置

全人教育課程

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

(Whole Person Education)

中國文化(Chinese Culture)
義工服務(Voluntary Services)
中國傳統文化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學分課程
(University Transferrable

第
二
學
期

Credit Courses)

交流學 (Communication Studies)
阿爾伯達大學課程 (Courses offered by UofA)
學術閱讀 (Critical Reading & Vocabulary)

學術技能課程
(Advanced Skills for
Academic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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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史 (Diplomatic History of China)

研究技能 (Academic Skills)
學術寫作 (Academic Writing)
學術交流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Academic Purposes)

項目抄敌
囡返８硝毁飠碘剔氲
外交學院聯手加拿大前五名大學，與UIC合作創
建，共同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優質人才

谰傍谰绰橙酮傍便餳
UIC與外交學院簽署校級合作協定，阿爾伯達大
學提前錄取，國內修讀學分均被認可，兩國就讀
無縫銜接

綜合錄取零高考負擔
高中表現、英語水準考核（筆試和口試）、面試
綜合評價錄取，減輕考生高考壓力，輕鬆贏在千
軍萬馬前

百強名校背景起點高
全球排名前百名校學位含金量高，就業、申研優
勢明顯

钓灭辩髁踏便羊挨蠕
外交學院國際教育合作項目（IPP）創辦逾十年，
輝煌延續十八屆，已向世界前百名校輸送千余名
優秀學子，有口皆碑

抄敌稣惘档蔑闶碼稚
完善的全人教育理念，專業的學術技巧培養，平
穩過渡世界名校，事半功倍助留學成功

１泫霓垂毁蒽谰卧邓
一流的留學服務，一站式處理留學瑣事，有效規
避留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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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TOP5返硝氨嫣
阿爾伯達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

建校108年，*世界
排名第94，加拿大
國內排名第4，加
拿大U15大學聯盟
創始成員，同時也
是世界大學聯盟成
員。

位於加拿大阿爾伯達省省會埃德蒙頓市中心，設立有18個學院，擁有19,000英畝研究用地，聘有3,200多名老師，5,000多名
職工，共有38,733名來自147個國家的學生，獲得超過26億加拿大元的研究基金，與世界多個名校、企業、社區、政府都有
合作。
练熏氨嫣
阿爾伯達大學有200多個本科課程及500多個研究生專業。阿爾伯達大學的主要院
系有：農業，林業及家政學院、文學院、商學院、教育學院、工學院、理學院、
法學院、醫學及牙醫學院、土著居民研究學院、護理學院、制藥及藥理學院、體
育及康樂學院等。
不少專業在世界排名上十分突出：
專業

世界排名*

專業

世界排名*

護理學

4

化學與材料工程

51

採礦與石油工程

44

農業、食品與營養科學

51

傳播學

51

心理學

51

會計學

51

電子與電腦工程

51

知名校友
·加拿大前總理查爾斯·約瑟夫·克拉克
·加拿大最高法院大法官貝弗利·麥克拉奇林
·阿爾伯達省前省長彼得·洛希德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里查德·泰勒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校長徐冠林
·免疫系統專家及分子生物學家麥德華
·香港藝人黃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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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6-2017.

多倫多大學
University of Toronto

始建於1827年，是加拿大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建校以來，多倫多大學在
各學科領域中成就卓著，在世界範圍內享有盛譽。多倫多大學既是加拿大
高等教育的翹楚，也是世界最著名的研究型大學之一。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始建於1908年，位於風光如畫的溫哥華市。建校百餘年來，英屬哥倫比
亞大學已成為享譽全球的研究中心，在學術研究和前沿科技方面贏得了很
高的聲譽。學校為學生們提供了全面的專業、學科，每年吸引著全世界眾
多學子前來就讀。

麥吉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

始建於1821年，位於魁北克省蒙特利爾市。麥吉爾大學有17所圖書館和4
所專業圖書館，構成了加拿大最大的圖書館網絡。經歷了百餘年的長足發
展後，學校已發展成為享譽全球的一流綜合性大學，被譽為「加拿大的哈
佛」。

皇后大學
Queen's University

始建於1841年，位於安大略省金斯頓市。皇后大學獲得過許多國際性獎
項並擁有很高的國際聲望，是加拿大第一所開設政治及經濟課程、放射物
理課程的大學。多年來，皇后大學培養了一大批知名的政治家與學者。極
高的教學品質和學術水準也讓皇后大學被譽為「加拿大的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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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紜囡

報名流程

報名申請
↓
申請材料審核
↓
入學考試
↓
3個工作日後

港澳生申請條件

即場報名及面試

·高中畢業

日期：2017年7月12日至15日，

·香港中學文憑試五科總分12分或以上，

7月17日至19日，8月7日-10日

↓

或可提供IB / IGCSE / AP成績

發放錄取通知書

·通過CFAU IPP-UIC的入學考試

↓
繳納學費住宿費
↓
報到註冊

（包括筆試、口試及由家長陪同的面試）
以下申請者可豁免筆試及口試
1）HKDSE英文科達三級或以上；或
2）雅思6.0或以上；或
3）IGCSE英文科達Grade C或以上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6時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賽馬會師生活動
中心一樓108室
* 請電話預約面試時間。
預約電話：3411-2128
報名考試費：港幣六百元（報名時繳
納並不予退還。請以支票形式繳交，
收款人抬頭：香港浸會大學）

考 試 形 式及錄取標準
本課程採取綜合錄取形式
高中成績（佔總成績的30%）

成功入讀

·立志到國外名校深造

入學考試（佔總成績的70%）

·品學兼優

-英語考試（佔總成績的30%）

·有較好英語基礎

-形式：集中筆試，時間60分鐘

·高中畢業或同等學歷

-面試（佔總成績的40%）
-形式：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學生至
少由一名家長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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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生招生對象

獎學金

出 國留學申請材料

根據第一年的學習成績和表現，10%的學生

· 一份填寫完整的
「學習許可申請表」
(IMM 1294)

可獲得由阿爾伯達大學學術委員會提供的高

· 一份填寫完整的
「家屬表和教育及就業細節表」

額獎學金；

· 一份由申請人父母分別填寫完整的
「家屬表和

學生在抵達國外後，即可向所在院校申請相
應的學術獎學金；
在第一年的學習期間，雅思成績達到6.5分及
以上的學生有機會獲得一定額度的獎學金。

教育及就業信息表」
· 三張相同的在最近六個月內拍攝的彩色或黑白
照片，
背景為純白色或淺藍色
· 申請人本人及每位隨行的家庭成員的有效護照
· 兩份用中文寫有申請人現行住址的黏性貼紙

入讀項 目 申 請 材 料

( 無需信封 )
· 以現金支付正確的申請受理費

·高中畢業成績單原件及複印件

· 完整填寫學生問卷

·HKDSE / IB / IGCSE / AP成績原件及複印件

· 來自於加拿大學校錄取 / 登記辦公室的錄取通

(如適用)
·香港、澳門身份證原件及複印件
·1吋藍底免冠彩照2張

知書原件及複印件，說明學生所需繳納的準確
學費數額、預期的學習起止時間以及申請人最
遲的註冊時間。
· 一份學習計劃

收費標準
報名考試費：港幣600元（報名時繳納並不予退還）
國內學費：人民幣15.5萬元

港澳生查詢及報名
UIC香港辦事處

（包括珠海及北京兩地學費、國外學校申請及簽證、翻

地址： 香港九龍塘 香港浸會大學 浸會大學道校園賽馬會師生活動中心一樓108室

譯服務等費用，不包括教材費、雅思考試報名費、餐

電話：（852）3411-2128

費、生活費等）

電郵：uichk@hkb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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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屆JQQ谰菸
放棄四川大學的錄

通曉五國語言，放

放棄武漢大學的正

取資格，毅然選擇

棄了保送至北京外

式錄取和清華大學

了 IPP。進入阿爾

國語大學學習的機

的預錄取資格進入

伯達大學後，第二

會，於 高 三 進 入

外交學院國際教育

年以優異成績轉入

IPP 實 驗 班。本 科

合作項目 ( 簡稱

商學院學習。畢業

在阿爾伯達大學文

後高薪就職於溫哥

學院學習，期間曾

華 一 家 知 名 企 業。

到中國社科院實

目前憑藉出眾的才

習。研究生階段師

能，在溫哥華自主

從阿爾伯達大學世

創辦企業。

界頂級專家研究俄

IPP) 學習。以優異
的成績同時被多倫
多大學（世界排名
第 26）、英 屬 哥 倫
比亞大學、麥吉爾
大學（世界排名第
64）和阿爾伯達大

羅斯與中國外交

學錄取，最終選擇

史，現已畢業並獲

杜 航

得碩士學位。

（2007 年入學）

杜劼恒
（2006 年入學）

本科一年級就讀
於阿爾伯達大學，

進入英屬哥倫比亞

溫義飛
（2008 年入學）

成亦薇
（2008 年入學）

在阿爾伯達大學獲
得學士學位後，憑

二年級轉入英屬

藉優異成績進入世

哥倫比亞大學（簡

界著名學府英國倫

稱 UBC，世 界 排

敦政治經濟學院

名 第 37）金 融 數

（簡 稱 LSE）攻 讀

學 項 目 學 習，研

研究生。畢業後在

究生就讀於多倫

阿爾伯達大學國際

多 大 學（世 界 排

部任國際關係和招

名 第 26）金 融 數

生 處 辦 公 室 主 任，

學 專 業。畢 業 後

在完成兩年的工作

就職於加拿大皇

經驗積累後，將前

家銀行（RBC）。

往英國劍橋大學攻
讀博士。

9

大學商學院學習。

朱 萌
（2011 年入學）

斤ǚ谰嘍JQQ.VJD紇唪首屆學生（部分）
憑 藉 高 考 英 語 136

畢業於深圳市高

分進入外交學院

級 中 學。受 益 於

IPP-UIC 項 目 學 習。

UIC 雄厚的外教及

就讀期間多項成績名

資深教師團隊 , 加

列前茅。在 2 個多月

上自身加倍努力，

學習時間內 , 達到雅

考取雅思 6.5 分的

思成績 6.5 分，符合
入讀加拿大阿爾伯達

優 異 成 績，符 合

大學的入學要求，取

入讀加拿大阿爾

得升讀海外大學的突

伯達大學的入學

破性進展。更被北京

要 求。更 快 步 入

外交學院推薦報讀加

世 界 名 校，創 造

拿大排名前三的英屬

人生新亮點 !

哥倫比亞大學。該同
學擔任小組課題和課
外活動小組長，在學

申津宇

習中進一步培養和強

朱丹陽

彭易平

（Simon Shen）

化了個人領導和策劃

（Lucy Zhu）

（Cris Peng）

力。

畢業於深圳市第二
高級中學，以優良

錢時雨
（Amy Qian）

高中畢業後報讀外交
學院 IPP-UIC 項目學

何思宏
（Lynn He）

高中就讀於珠海市第
一中學，完成高二即

的綜合成績進入外

習，抓緊出國留學機

提前踏上合適的升學

交 學 院 IPP-UIC 項

遇，迅 速 適 應 UIC

道路，選擇就讀外交

目學習。在資深老

全英語國際化教學環

學 院 IPP-UIC 項 目，

境，體 驗 UIC 全 人

已經被加拿大名校阿

教育的教學。真實感

爾 伯 達 大 學 預 錄 取。

受 UIC「博 文 雅 志，

在 UIC 國際化、多樣

真知篤行」的教學理

化、積極進取的英語

念，活出自己，點亮

學習環境中，強化自

別人！在學期間，在

主 學 習 及 組 織 能 力。

學術技能這門課中 ,

在同樣的起跑線上出

取得優異成績，深信

發，用雅思 6.0 分的

一份耕耘一份收穫！

良好成績證明「成功

師 的 用 心 輔 助 下，
其就讀期間學術技
能、邏輯思維和辯
證 能 力 明 顯 提 高，
並逐漸明確規劃留
學藍圖。雅思達到
6.5 分，符 合 入 讀
加拿大阿爾伯達大
學的入學要求，獲
得世界排名 100 學
校的出國資格。

是努力學習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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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繼續教育中心
地

址：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唐家灣金鳳路28號舊文化小鎮1棟1樓

UIC-ACE官方網站：http://uic.edu.hk/cn/ace
外交學院官方網站：www.cfau.edu.cn（學院網站） www.cfausie.net（項目網站）
* 關於國際教育課程的最終解釋權歸外交學院IPP及UIC所有

ACE微信公眾平台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金凤路 28 号
Address: 28 Jinfeng Road, Tangjiawan, Zhuhai,Guangdong Province
邮编/Postcode：519085

电话/Tel：0756-3620282 3620280

传真/Fax：0756-3620888

网址/Website：www.uic.edu.hk/cn/ace

4th July, 2017

Mr. Tam Yat Yuk, Chairman
Th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hinese Middle School
20 Pui Ching Road, Kowloon, Hong Kong

Dear Mr. Tam,
Re : UIC-ACE International Study Programmes
It is my pleasure to introduce two International study programmes to your association. This first is the
IPP-UIC programme, "1+3" bachelor degree via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Students admitted to the IPPUIC will study for a year in China — four months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 (UIC), Zhuhai, and another four months at the Chinese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CFAU), Beijing. Then students will study for three years in Canada.
Second, we also have the UIC-AC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Certificate programme. Students who are
admitted will study for eight months at UIC and at an overseas university for 3-4 years. The programme
is tailored to helping HK students build connections in China during their early college years. I have
included reference material which can also be obtained online: http://web.uic.edu.hk/en/ace/application.
With the imminent release of HKDSE results, we are pleased to provide your members with pre-approval
to these programs conditional on meeting stipulated requirements. Conditional letters are attached for
your review.
We are happy to present these programmes to your members.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Ms. Irene
Chung at 86-131-2856-5686 or me for any inquires.
Sincerely

Anthony Tsui
Dr. Anthony Tsui
Associate Professor & Director, Academy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
Zhuhai, PRC
Office Tel. : 86-756-3620100; Mobile : 852- 5100-7373 / 86-180-2200-5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