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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預備課程
為國際學生打造的基礎課程
2019年度入學
www.ucl.ac.uk/upc

Traditional Chinese

歡迎來到倫敦大學學院: 位於倫敦的國際性大學
倫敦大學學院是世界領先的跨學科綜合大學，全球排名前十位*，以提供高素質的科研
和教學品質而享譽國際。
位於全球最受學生喜愛的城市**，倫敦大學學院坐落於倫敦市中心的布魯姆斯伯裡大都會學區的。主校區擁有豐富的學術、生活及文化資源，
也鄰近許多運動或娛樂設施，提供學生多樣的生活與學習體驗。

2019年QS世界大學排名

關於倫敦大學學院

11
60

11個學院、60個
科系

科研實力在最新 (2014) 「
卓越研究架構」榮獲全英
第一

18間分類圖書館，超過
2m萬本藏書

29名諾貝爾獎得主

師生比1：10

41,000 名學生來自
150個國家

41% 的國際學生

倫大學院學生會提供超
過250 個社團

排名

學校

國家

1

麻省理工學院

美國

2

史丹福大學

美國

3

哈佛大學

美國

4

加州理工學院

美國

5

牛津大學

英國

6

劍橋大學

英國

7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

瑞士

8

帝國理工學院

英國

9

芝加哥大學

美國

10

倫敦大學學院

英國

倫敦大學學院主要圖書館
* 2019年QS世界大學排名
** 2018年QS最佳留學城市排名

倫敦大學學院大學部預備課程（UPC）

學生觀點

我非常喜歡倫敦大學學院

總覽

預備課程的教學方式，教授們期望

倫敦大學學院的大學預備課程（UPC）密集
且具備挑戰性，是專門為了因國家學制不同，
而無法直接進入就讀英國大學學士課程的國際

倫敦大學學院大學預備課程分為兩組：

我們能夠真正了解所學，而非僅僅

• 大學預備課程科學與工程組（UPCSE）

是通過考試。教授們對於自己的教
學領域都有非常充足的熱誠。

學生們。

• 大學預備課程人文組（UPCH）

大學預備課程提供基本的學術知識和語言技

此課程將在為期一年的時間內為學生密集強

能，幫助學生提高自信心，並順利升學進入倫

化學術準備，迎接英國頂級大學院校課程的

敦大學學院及其他英國頂尖大學院校。

挑戰。

學生姓名：Arkadiy Serezhkin
國籍：俄羅斯
就讀：大學預備課程科學與工程組(2017)
成功進入倫敦大學學院工程學士課程(機
械與商務金融)

為什麼要讀倫敦大學學院的大學預備課程？
獨一無二：

學術品質與豐富資源：

見聞習染：

倫敦大學學院是世界前1 0名（根據 2019 QS

由倫敦大學院校優異的老師授課，每一位教師

學生將從英國教育制度獲得寶貴經驗，快速了

世界排名）的頂尖大學中，唯一一所提供大學

都具備輔導國際學生成功銜接大學學位課程的

解與發展適用於倫敦大學學院的學習態度，包

預備課程的英國學校，讓學生有機會在全球名

專業知識與經驗。除了提供個人化一對一的輔

括批判性思維與研究方法等。除了學術準備

校攻讀學位。

導機會，學生也享有豐富多元的學術資源。

外，也提供活躍的社交活動節目，增添課外生
活的樂趣。

關於大學預備課程

2017學年度升學資訊彙整
www.ucl.ac.uk/upc/progression

2

128
大學預備課程的學生只
要預測成績符合大學入
學標準，學校保證提供
128 個倫敦大學學院學
士課讓學生做選擇，並
且成功取得入學許可。

80%

98%

每年提供兩個名額的升學
獎學金給兩位成績最優異
且計畫繼續就讀倫敦大學
學院大學部的學生。

80%的學生成功升學進
入羅素集團大學*

98%的學生獲得倫敦
大學學院或羅素集團
大學*學士課程的入學
許可

28

91%

2017學年度入學就讀
大學預備課程的國際
學生來自28個不同的
國籍。

91%的大學預備課
程學生獲得倫敦大學
學院學士課程的入學
許可

54%
54% 的學生直接升學
進入倫敦大學學院學士
課程

課程起迄：2019年9月至2020年6月
詳細課程起迄日請見：www.ucl.ac.uk/upc
課程開
始

牛津與劍橋大學
學士課程UCAS
申請開放
：10月15日

完成所有UCAS
學士課程申請

從UCAS收到來
自UCL及其他大
學的申請結果

考試及課程
結束

公佈大
學預備
課程修
業成果

大學預備課程科學與工程組（UPCSE）
進入UCL或其他英國大
學就讀學士課程

大學預備課程人文組（UPCH）

9月

10月

11月

*羅素集團由英國24所頂尖大學組成

12月

1月

www.russellgroup.ac.uk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2020年9月

倫敦大學學院大學預備課程（UPC）
課程資訊

必修科目

學生須完成四門科目：

學生須修習兩門必修科目：

• 兩門必修科目

• 學術技能與研究方法

• 兩門選修科目

• 學術英文

學生姓名: Angie Farfan Garcia

為快速加強學生對學科的了解，課程提供密集

如果學生的英語能力達到母語水準，可以選擇

國籍: 厄瓜多

的主題式教學。除了能發展批判性思考與分析

修讀學術英文或一門現代歐洲語言課 (詳見下

就讀:大學預備課程人文組 (2015)

能力，學生也能將這些基礎能力運用在大學的

方介紹)。

成功進入倫敦大學學院人類學學士課
程(附一年海外留學)

學科上。

學生觀點

大學預備課程提供大班課程、小組討論課及輔
導班教學，每週23小時*的課程，其中包括：
• 實用學術技能

學術技能與研究方法課程
這門課程能建立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與研究
技巧。
大學預備課程科學與工程組的學生須修讀「科

• 批判性思維技能

學與社會」: 探討科學對於倫理、社會、環境及

• 學術英文

技術方面的影響等與科學相關的議題。

• 研究技巧與研究專案

大學預備課程人文組的學生須修讀「學術研

班上有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
同學，以及總是做足課前準
備的老師和教學助理，這是
我很喜歡的學習環境。

• 實驗與實務技巧 (科學與工程組)

究：途徑＆方法」: 探討取得不同學術領域識

我非常推薦大學預備課程給
其他想在英國深造的學生，
這絕對是一個值得挑戰的課
程！

• 戶外教學與個人發展機會

大學預備課程讓國際學生在
適應全新環境的同時，也提
升了學術知識。

• 全英法學院入學考 (法律類) 與數學單科考試
(數學類) 的考前準備課程 (如有必要)
• 作品集設計課 (大學預備課程建築專業)

課程評量方式包括定期作業、研究專案與練
習，以及期末考。
* 倫敦大學學院每堂課為50分鐘。

的基礎方法，找出不同領域的研究方法論如何
相互關聯、 影響，並且該如何應用在個人研究
上。
個人研究：學生將就感興趣並覺得有啟發性的
領域進行個人專題研究。建立學生在研究與呈
現想法上的信心和獨立性。

學術英文課程
課程目的在於提升學術英文水準。課程內容包
括：
• 短篇論文寫作
• 課程的理解力與筆記技巧
• 學術閱讀
• 口語能力 (小組討論與報告)
或者

現代外語課程
如果條件適合，學生可以選擇以學習阿拉伯
文、荷蘭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日文、
中文、葡萄牙文或者西班牙文來代替學術英
語。最低門檻為UKVI 雅思(學術組)7.5分或同等
英語水準。

選修科目
除必修科目外，學生還須選擇兩門選修科目。

數學： 針對欲就讀經濟學和統計學等數學相

這兩門選修課程應根據學生欲就讀的大學課程

關學位課程的學生，建立嚴謹的計量分析基

作選擇。實際內容請參照選修科目指南。

礎。

www.ucl.ac.uk/upc/modules

UPC 申請人若希望能同時選修人文組及科學與
工程組課程，應事先諮詢課程負責人。

現代歐洲文化 : 深入分析現代的藝術品、電
影和文學作品，提升學生們對歐洲文化中歷
史、社會、政治等面向的了解。
現代歐洲歷史與政治：以西方民主歷史、政

大學預備課程科學與工程組

治、政府與國際關係為中心，探索國家主

生物學：包含生物化學、遺傳學和微生物學，

義、 全球化及國家主權等概念。

透過實務的實驗室操作課程來建立科學研究方
法的認知。
化學：包含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和物理化學。
課程著重實務操作，為晉升大學打下堅固的基

大學預備課程建築專業

礎。

計畫攻讀本校建築學士學位的學生須就讀大學

數學：提供嚴謹的計量分析基礎課程，適合預

預備課程建築專業。除了兩門選修科目和學術

計就讀數學相關課程，尤其是工程及物理科學
的學生，。
物理：以微積分為基礎，透過嚴謹的數學方法
學習古典及現代物理。課程著重實驗操作及科

英文外， 所有建築組大學預備課程的學生都
要修讀「建築視覺研究」以及「學術研究：途
徑＆方法」這兩門課。
學生們會在本校巴特雷建築學院修讀「建築視

研寫作技巧。

覺研究」課程，讓預備課程的學生們體驗建築

大學預備課程人文組

校巴特雷建築學院及其他英國頂尖建築學院攻

古典文明：文學、哲學與政治：學習範疇囊括

讀學士學位，巴特雷學院的指導老師會輔導學

古希臘羅馬時期最重要且最具影響力的戲劇、

生製作並優化作品集。

哲學、詩歌及歷史事件，並探索古代與現代之

學士課程的學習環境。為協助學生申請進入本

www.ucl.ac.uk/upc/architecture

間的關聯。
經濟學：利用傳統的個體與總體經濟學原理來
探究現代經濟活動。
地理與建築環境：深入思考全球化、人口遷
移、以及都市化等如何改變與塑造當代人類文
化、 社會與經濟。

學生觀點
倫敦大學學院的預備課程被評選為英國最棒的預
備課程之一，因此我認為有很高的可能性可以藉
此進入英國的頂尖大學。對於想申請牛津或劍橋大學的我來說，
這是非常重要的。
倫敦大學學院的預備課程也提供我許多申請學校的資訊，甚至在
申請過程中也幫助良多。

姓名: Yijie Yin
國籍: 中國
就讀:大學預備課程科學與工程組(2017)
成功進 入劍橋大學心理與行為科學學士課程

入學要求及申請需知
我符合資格嗎？
學生須：
• 在大學預備課程開始時年滿16歲
• 完成12年教育並具備優異的在校成績，且學制
不符合可直接申請大學的高中生
www.ucl.ac.uk/prospectus

若在開學時未滿18歲，請在遞交申請前參考倫敦
大學學院為18歲以下申請者提供的資訊。
www.ucl.ac.uk/upc/under-18

入學要求有哪些?
學歷要求：學生須具備優異的在校成績
請參見網頁中所列各個國家的學生在申請大學預
備課程時所需的學歷及最低分數。

• 填妥的申請表，含讀書計畫
• 一封教師推薦信
• 在校成績單

www.ucl.ac.uk/upc/applications

英語能力要求：學生須持有UKVI雅思（學術組）
成績
課程

我須準備哪些文件？

• UKVI雅思（學術組）成績單。請見英語能
力最低分要求。
• 申請費

雅思總分
最低分

雅思單項
最低分

大學預備課程科學與工程
組（UPCSE）

5.5

5.5

大學預備課程人文組
（UPCH）

6.0

大學預備課程選修現代歐
洲語言 (UPCMFL)

7.5

• 作品集（僅適用於欲申請建築專業的學
生），須附上最少六份作品，包括寫生及
其他媒材的作品，如繪畫、拼貼畫、3D 及
攝影作品等。

6.0

提交申請並繳交申請費後，本校將安排符合各
項要求的申請者參加大學預備課程入學測驗。

7.5

我該甚麼時候申請？
倫敦大學學院大學預備課程的申請競爭相當激
烈。2019年入學申請將於2018年11月開放，請
儘早遞交申請。請至官網查詢申請截止日期及
相關資訊。
我要如何申請？

學費
學費
2019入學

大學預備課程科學與工
程組：20,550 英鎊

大學預備課程人文
組：19,750英鎊

大學預備課程科學與
工程組（建築專業）
：21,550英鎊

大學預備課程人文組
（建築專業）
：20,750英鎊

與課程相關的費用訊息，如生活費、戶外教學費
用等，請上課程官網查詢。
www.ucl.ac.uk/upc

住宿資訊
www.ucl.ac.uk/accommodation

凡接受入學許可並於2019年5月31日前申請宿
甚麼是入學測驗？

舍的學生，將保證有宿舍可入住。

符合各項要求的申請者必須參加入學測試，測

住宿費依個人需求、宿舍地點及設施差異而有

試通過後即可參加面試。

所不同。倫敦大學學院大部分的學生宿舍僅需

大學預備課程科學與工程組：請選擇2門預計

步行10至30分鐘即可到達主校區。

選修的科目：生物、化學、數學、物理。

下方表格提供學生2018/19學年度各級宿舍每週

大學預備課程人文組：批判性思考（選擇數學

年春季訂定。

的申請者，須加上數學）

價位資訊。2019/20學年度的住宿費將於2019

自炊式: 倫敦大學學院學生宿舍

直接遞交申請至倫敦大學學院語言暨國際教育

在申請前應先熟悉相關測試的模擬試題，線

雙人房：每週98-149英鎊

中心，採線上申請方式，網址為：

上練習網址：

單人房：每週138-284英鎊

www.ucl.ac.uk/upc

www.ucl.ac.uk/upc/tests

包餐式: 倫敦大學學院學生公寓
雙人房：每週149-162英鎊
單人房：每週181-236英鎊

免責聲明

詳細資訊請參考學

以上訊息僅限參考，不應詮釋為法律意見或作為法律上的憑據，亦不構成任何法律合約。

校的官方網站，或

若想了解更多倫敦大學學院大學預備課程的資訊，請參考學校的官方網站：

掃描 QR Code：

www.ucl.ac.uk/upc

Undergraduate Preparatory Certificates
UCL Centre for Languages
&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6 Bedford Way
London WC1H 0AP

+44 (0)20 7679 8664
upc@ucl.ac.uk
www.ucl.ac.uk/upc
@uclcl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