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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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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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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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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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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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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P-

U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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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UIC國際化教育資源
給您不一樣的機遇平台

全英語的教學環境助您
與世界高等教育無縫接軌

UIC-ACE
國際預科證書課程
UIC-AC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Certificate Programme



中國內地的出國留學人數在過去十幾年間快速增長，現每年已有

接近半百萬學子選擇留學，並且近年來留學低齡化趨勢日漸普遍。

UIC-ACE國際預科證書課程是專為選擇出國就讀本科的學生而設立

的出國留學前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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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C是一個集諸多寵愛于一身的小夥子；也是一個叫人敬佩的小夥子。   

         作為一所大學，UIC近年來茁壯成長，是多方支持和努力的成果，縱然只是

初生之犢，它還是昂首闊步地走過來；作為一個改革開放大時代的新生物，它毅

然展開了探索教育新路向之旅，儘管荊棘滿途，它還是滿懷壯志，毫不畏懼。

         參與過UIC籌辦和建設的浸大和UIC同事們大抵都不會忘記過程中「不足為外

人道」的苦惱和辛勞。希望你們都跟我一樣：今天目睹UIC近幾年來的成就，會

感到欣慰，更從心底裡感到自豪。當然，我們應該保持謙虛，還不能自滿，更不

能稍事怠慢；在時刻進步的時代裡，我們必須努力不懈，與時並進──畢竟，我

們需要做的事還很多。

         從零開始，我們今天已擁有環境優美的校園、國際化而又積極投入的教職員

團隊，充滿理想的本科學生⋯⋯而且我們已看到了越來越多從UIC畢業的優秀學

子！這都清楚地說明了，這十年當中，我們沒有浪費過一分一秒！我必須感謝

UIC這個構想的總設計師許嘉璐教授，感謝教育部、北師大和浸大。UIC能夠走到

今天，足見香港和內地高等教育界完全可以攜手，共創新局面。

         魯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共勉之。

校長寄語

校  長：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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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1 世紀，中國的經濟已經

進入向知識型經濟轉型。因此，中國

未來的成長，是靠創新和內銷，從學

生到社會人士等各年齡層次的人員

都需要不斷提升自身技能，促進學

業及職業生涯發展。

繼續教育中心（簡稱「ACE」），通過打

造創新的優質課程，旨在實現「最佳

實踐」。繼續教育中心隸屬於北京師

範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

院（簡稱「UIC」），通過有效地整合利

用 UIC 強大的教育資源和學術網路

幫助學子實現個人教育和職業發展

目標。同時 ACE 肩負著與 UIC 同樣

的教育使命，即不斷致力於推進中

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進程，宣

傳推廣「終生學習」的教育理念以適

應越來越嚴謹的社會發展需求。

UIC 本身就是一所名符其實的國際

化大學，所以 UIC-ACE 國際預科證

書課程亦是沿用同一教育理念和教

育方法來執行的。入讀 UIC-ACE 國

際預科證書課程的學生畢業後，將

按照學生成績的優異程度協助申請

英、美、加、澳的優秀高校來繼續完

成大學本科課程。

UIC俯視圖

ACE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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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C 全稱為北京師範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2005 年

由北京師範大學和香港浸會大

學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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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化的精英人才。在短短十年

內 UIC 憑藉其國際式教學方法，

秉承母體香港浸會大學博雅教

育理念，得到了廣大學生、家長、

政府、用人企業及社會各界的高

度評價認可。

UIC 在全國（除廣東省）實行本

科第一批次錄取招生；廣東省

為「高考基礎上綜合評價錄取」，

屬提前批自主選拔院校批次錄

取招生。

關於ACE關於UIC

UIC官方網址 

http://uic.edu.hk/

UIC-ACE官方網址

http://web.uic.edu.hk/cn/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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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優勢
1、著名教育品牌優勢：

U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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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餘年的辦學成果

已得到社會的高度認可。

2、國際專業師資團隊：

UIC-ACE擁有國際教育專家團隊，UIC專職外語教授、副教授、講師級別師資授課。

3、全英語教育學習環境：

UIC-ACE學生與UIC學生享受同等的學習和生活環境，採用全英文授課，感受全英文學習和生活環境。

4、課程設置名校認可：

UIC-ACE課程根據升學學校要求設置，與世界高等教育無縫對接。

5、入學簽訂保障協議：

UIC-ACE學員一經入學就簽訂教育服務協議，為入讀學生的學習與升學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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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C-ACE國際教育課程顧問委員代表

副校長   徐是雄 教授

徐是雄教授是知名植物細胞學家，研究興趣覆蓋生物工程、細胞學、化妝科學及健康食品等

領域。徐教授曾任香港大學理學院副院長，學術和研究成就顯著。擔任過中國許多大學的客

座教授和研究院的客座研究員。2003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發銀紫荊星章。曾任「香港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港事顧問、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第

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基本法督導委員會委員、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香港區第七、八

屆全國人大代表，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香港臨時市政局議員、香港南區區議員。

 協理副校長   關利平 教授

關利平教授畢業于香港大學，取得榮譽理學士、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她潛心研修真菌學，早期研究

海洋與紅樹林真菌的分類，以及真菌在紅樹林和室內環境的一般生理生態；近期相關工作則包括

探索紅樹林沉積泥的真菌對頑抗化合物的生物修復作用，以及真菌如何引致室內空氣質量問題。

關教授一直致力提升教育質素，同時強調「教學相長」的重要性。為表揚其對教學的熱誠和貢獻，香

港城市大學分別於一九九七年和二零零四年頒發「優異教學獎」予關教授。在二零零五至零八年間，

她被任命為香港城市大學學務長；並在其後兩年，出任副校長（學生事務）於學生學習活動方面的

顧問。關教授目前的研究範圍著重創新教學法的實踐，期望藉此引導學生在學術發展和個人成長方

面積極地自學不倦。

財務規劃及發展執行總裁    陳立信 先生

陳立信先生 1977 年獲得香港理工學院的高級會計文憑。畢業後的 27年中先後就職於畢馬威

會計師事務所和《讀者文摘》亞洲總部，並於 1997 年升任《讀者文摘》亞洲總部的區域財務總

監，主管亞洲區事務。從 2004 年起，作為商業財務顧問，陳立信先生開始為國內的融資合作、企

業合併、會計事務和 IPO等方面提供諮詢服務。時間允許的情況下，陳立信先生也曾在國內多

家大學舉行講座，及為香港的會計專業學生提供輔導。陳立信先生是香港會計師公會，以及英

國註冊會計師協會的資深會員。

繼續教育中心處長   徐樹荃 博士

徐樹荃博士擁有工商管理博士及三個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 亦擁有多個專業資格。徐樹荃博士在香

港和加拿大有超過二十年從商 , 投資及教育培訓的經驗，在香港，徐樹荃博士曾任職於兩間香港

上市企業，亦曾受聘於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負責工商管理學及財務學等課程。在商業實踐方

向，他曾為《香港經濟日報》創新設計「香港五十大屋苑叫價及成交價走勢表」，報導香港房地

產價格變化週期，這走勢圖在經濟日報連載約兩年。在加拿大，徐樹荃博士的商業經營範圍包括

健康食品餐廳，電子遊戲娛樂及財務保險等。2010年加入UIC，在未成為繼續教育中心處長之前，

曾擔任UIC 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一職位。



我們的承諾

為保證教學效果和品質，使所有學生都能達到教學目

標，UIC-ACE國際預科證書課程專門配備了一批經驗豐富、

專業負責的教務人員為學生提供周到全面的幫助與支持，力

求學生能夠順利適應國際化大學生活，並在學業上始終邁出

前進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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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情緒管理和個人成長組

我們關注學生的成長，通過提供全方位的學生輔導，極力提

升學生適應國際校園生活的能力，協助他們克服學業及情緒

上遇到的困難，並保證不透露學生隱私和個人信息。

  駐舍舍監

這亦是UIC一貫的學生管理理念，宿舍不只是一個提供住宿

的地方，還是一個實現全人教育的平臺。我們努力營造一種

讓學生有著良好歸屬感的舍堂文化，讓學生們在生活中學

習，在學習中成長。我們在宿舍管理過程中特別安排駐舍舍

監，提升整個宿舍的精神文化格調。

  一對一學術輔導員

我們特為每一位學生分配一位輔導員，定期跟蹤每一位學生

的學業進度，帮助學生們解決在學習和成長中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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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特色

UIC的課程按照香港浸會大學的學術標準设置，香港浸會大學依據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
員會（UGC）所訂立的標準對UIC的教學實行全面監督和定期評估，確保卓越的教學效果

和质量。UIC採用教學成效評估方法，培育學生在「知識、技能、態度和終身學習」四個

方面均得到發展，以保障UIC接軌國際、無異於國外優秀高校的教育品質。

UIC-ACE國際預科證書課程的專業科目大多由UIC在職教師任教，擁有來自世界20個國家

和地區的師資隊伍，教師招聘採用香港浸會大學面向國際招聘教師的標準，擁有逾70%的

境外教師，具有博士以上學歷者佔50%。UIC-ACE國際預科證書課程隸屬UIC繼續教育中

心國際教育项目，是UIC教學單位之一，因此UIC國際預科證書課程確保最能夠理解國外

高校的教學要求和對學生的培養要求，實現與國外本科教育無縫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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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C-ACE國際預科
證書課程目的
國際預科證書課程的教學方法和教學重點是以承接UIC創新博雅教

育的核心「全人教育」為目標, 「全人教育」要培養的是「完整的

人」。教育不應僅僅是知識傳授和技能習得，學生除了需要掌握學

術英語、雅思基礎和專業基礎課程內容外，還應在身體、道德、自

信心建立、問題解決、批判性思考、創造性思維、團體精神和溝通

等方面都得到均衡發展。教育不應只是為獲得文憑，更要為終身學

習 (Life Long Learning)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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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注重心智的開啟與拓展、見識的廣博與洞明，

以及人格的健全和養成，而非局限於某一狹窄領域的知識和技術的傳授。



UIC-ACE國際預科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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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名 稱

學術英語
Academic English 1 & 2

雅思強化課程
IELTS Preparation

全人教育課程
Whole Person Education

學術技能
Academic Skills 1 & 2

數學與統計學
Maths & Statistics

課 程 描 述

外籍教師和資深雅思教官聯合授課，聽說讀寫全方位強化訓練。

啟用UIC 英語語言中心的外籍教師，通過國際化教學模式和雄厚的師資力量，全方位提

升學生聽說讀寫技能，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學習的能力，同時增強其思辨能力。

通過模考瞭解到每個學生的雅思水準，針對雅思水準不一樣的學生做不同程度雅思考

前輔導，定期的模考讓學生逐漸適應和熟悉雅思的考試模式，強化雅思考試技巧，提高

學生的考試信心。

通過情緒智慧，體驗拓展，義工服務，藝術體驗和體育文化等綜合性課程，使學生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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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發展。旨在幫助

學生塑造性格、廣泛學習社會知識及技能，養成獨立思考能力和解決個人問題的能力、

形成崇高的道德意識和社會意識。（全人教育課程是UIC 教學特色課程之一）

讓學員掌握基礎數學知識，引用和特色；瞭解函數的概念、特性和應用；

學習統計學的基本理論，概念和應用方法。增強學員在學習上的興趣；將數學和統

計學套用在學術和生活實際情況上。

綜合經濟
Integrated Economics

透過學習經濟學上的主要學術原理，概念與模型來解釋國家和社會上人類經濟活動

和交易的行為和價值取向。課程結合了微觀和宏觀經濟學的學習，讓學員更有效地

學習兩者之間互動的影響和結果。將實用和理論結合，套用在生活和實際情況上。

國際商業與一帶一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One Belt One Road

認識國際商業運作及模式，瞭解不同國際商業活動的策略發展考慮及因素。內容包

含：跨文化管理／市場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供應鏈／國際商貿／電子

商貿／一帶一路國策及其特色和影響等等。

通過學習及掌握學術上的基本知識，概念和技能，瞭解作為一名大學生的必要準備和

學習任務，為其在海外的順利學習提供基本學術技能與知識。

學習內容, 包括以下單元：　 

·圖書館資源的應用 

·撰寫研究提案　 

·抄襲行為的嚴重性

·寫作技巧，文法和結構應用  

·文獻搜尋 

·學術研究方法論

·論文寫作及引用技巧 

·資訊技術及檢索

·團隊溝通與演說技能

·電子媒體學習輔助工具（如手機程式學習：panotop和etherpad)



學生在UIC進行一年的國際預科課程學習，學習成績優異並且英語成績達到國外院校錄取標準

的學生，由中國留學服務中心（嘉華世達）協助學生申請以下國外大學。學生赴國外大學學習成

績合格後，可獲國外大學頒發的學士學位證書。

推薦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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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雙錄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英國

邁阿密牛津及Regionals

馬凱特大學

德拉瓦大學

內布拉斯加林肯大學

奧克拉荷馬大學

辛辛那提大學

肯特州立大學

曼尼托巴大學

維多利亞大學

卡爾頓大學

布魯克大學

溫莎大學

勞裡埃大學

勞倫森大學

湖首大學

新南威爾士大學

阿德萊德大學預科或國際大一

莫納什大學預科或國際大一

西澳大學預科或國際大一

澳國立大學預科或國際大一

悉尼大學預科

墨爾本大學預科

昆士蘭大學預科

倫敦大學學院

愛丁堡大學

巴斯大學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南安普頓大學

巴斯斯巴大學

普利茅斯大學

           可嘗試本科直錄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英國

斯坦福大學

康奈爾大學

西北大學

加州大學

肯特州立大學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邁阿密牛津及Regionals

佩斯大學

達爾豪斯大學

薩斯喀彻温大學

曼尼托巴大學

湖首大學

卡爾頓大學

布魯克大學

勞裡埃大學

悉尼大學

澳國立大學

昆士蘭大學

莫納什大學

新南威爾士大學

西澳大學

阿德萊德大學

墨爾本大學

牛津大學

倫敦帝國學院

華威大學

蘭卡斯特大學

利物浦大學

紐卡斯爾大學

亞伯丁大學

鄧迪大學



學制

UIC 1年+國外大學3-4年

招生計畫

計劃招生 80 人 （25-30人/班）

證書及學位

完成UIC-ACE國際預科證書課程，獲得UIC-ACE國

際預科課程結業證書；

完成國外大學學業，獲得國外大學學士學位證書，

中國留學服務中心認證，中國教育部認可。

（一）招生對象

1）品德端正/學習刻苦/身體健康；

2）中六畢業生或完成中五學業並能夠順利取得中學畢業證的學生

（二）錄取條件

· 中學畢業

· 香港中學文憑試五科總分 12分或以上，或可提供 IB/IGCSE/AP 成績

· 通過 UIC-ACE 國際預科證書課程的入學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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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口試

1） HKDSE 英文科達三級或以上；或

報考須知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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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雅思 5.0 或以上；或

3） IGCSE 英文科達 Grade C 或以上

二 . 入學考試

未達到免筆試錄取標準者，須參加UIC-ACE 國際預科證書課程

入學測試，並提供雅思或託福成績（如有）。

（三）報名材料

1) 報名表1份；

2) 身份證影印本5份；

3) 中學成績單原件及影印本1份；

4) 中學畢業證或同等學歷證明原件及影印本2份；

5) 近期2吋白底免冠彩照8張；

6) 雅思或託福成績單原件及影印本1份.

（四）收費標準

報名費： 港幣 600 元（不退）

學費： 人民幣 80,000 元

住宿費用： 人民幣 6,800 元（3至4人間,不含水電雜費）

（五）報名方法

報讀UIC-ACE國際預科證書課程的學生

需繳報名費用港幣600元，

無論該生錄取與否，報名費用將不予退還。

1）官方網站報名：

UIC官方-ACE-Application

 (項目名稱：UIC-AC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Certificate Programme 2017)

網址： http://web.uic.edu.hk/en/ace/application

2）熱線電話

（852）3411-2128

3）報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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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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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流 程

報名申請

↓

申請材料審核

↓

入學考試

↓

3個工作日後

↓

發放錄取通知書

↓

繳納學費、住宿費

↓

報到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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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鳳路28號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UIC）舊文化小鎮1棟1樓繼續教育中心辦公室 （如來校參觀或報名，請提前電話預約）

UIC香港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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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852）3411-2128        電郵：uichk@hkbu.edu.hk

UIC-ACE官方網站：http://uic.edu.hk/cn/ace

*關於UIC-ACE國際預科證書課程的最終解釋權歸UIC-ACE所有

ACE微信公眾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