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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海洋城市

普利茅斯 

在2019年被評為英國最友善的城市

在2018年被評為英國五大安全城市之一

Britain’s Ocean City

Plymouth



如何到普利茅斯



高中 普利茅斯城市學院 英國大學



科目 國際預科課程 預科皇家課程 臺英雙軌升學計畫

經濟學 √ √ √

瞭解商學 √ √ √

會計與金融 √ √ √

數學 √ √ √

學術英語 √ √ √

學術技能 √ √ √

資訊及通訊科技 √ √ √

科目 國際預科課程 預科皇家課程 臺英雙軌升學計畫

生物
擇一

√ √

物理 √ √

化學 √ √ √

數學 √ √ √

高等數學 √ √ √

學術英語 √ √ √

學術技能 √ √ √

資訊及通訊科技 √ √ √

課程內容





台北市立
南湖高中

台北市立
大同高中

台北市立
百齡高中

台北市立
麗山高中

台北市私立
達人女中

台北市私立
靜修女中

新北市立
中和高中

新北市立
光復高中

新北市立
三民高中

新北市立
三重高中

台中市立
台中二中

台中市立
龍津高中

台中市立
后綜高中

台中市私立
葳格高中

台南市私立
光華高中

台南市私立
興國高中

高雄市國立
鳳新高中

高雄市立
新莊高中

新北市立
北大高中

台中市立
惠文高中



邁向學士學位第一年
大學入學

所有大學入學申請將交由學院的升學顧問負責處理，並透過英國大學及學院統一申請機構（UCAS）進行申請程序。大學申

請程序將在每年4月份的第1周開始，升學顧問將在復活節假期期間，與學生進行一對一升學輔導與落點分析，並協助學生

申請大學。

歷年學生升學紀錄 *羅素大學集團

學生 學士學位課程 就讀大學 大學排名

Sherilyn Esabel Chin Yining 營養學 倫敦國王學院* 7
Tay Pei Yee 藥劑學 倫敦國王學院* 7
Chan Wee Chiat 機械工程 雪菲爾大學* 13
Low Qiao Rou 市場營銷與商務管理 伯明罕大學* 14
Mohamad Farhan Chin 化學工程 伯明罕大學* 14
Chin Qi Hui 國際商務與交流 伯明罕大學* 14
Ho Ming Wei 化學工程 諾丁漢大學 15
Eric Tangi 航空航天工程學 里茲大學* 16
Joseph Guang Zhong Kiu 土木工程學 里茲大學* 16
Claudia Tan Zhi Shyuen 音樂 南安普敦大學* 17
Celine Lim Shu Wen 數學與精算學 南安普敦大學* 17
Cindy 商業創業 南安普敦大學* 17
Mel Johnson Min Juan Lek 經濟學 南安普敦大學* 17
Daphne Wong Ai Jia 會計與金融 紐卡索大學* 22
Chan Sin Min 生物化學 紐卡索大學* 22
Sylvester Sia 土木工程 紐卡索大學* 22
Anson Wong Keat Zhung 土木工程 卡地夫大學* 23
Tu Wen Jing 法律 利物浦大學* 24
Huang Tsuhan 會計與金融 艾希特大學* 25
Li Chun Yau 機械工程 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 28
Jimmy Cheng 法律 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 28
Soravit Limpanitiwat 商業管理 薩塞克斯大學 32
Tantawat Nardwattanawong 生物科學 東安格利亞大學 36
Shania Susanto 心理學 東安格利亞大學 36
Adem Firdaus 政治與心理學 杜迪大學 37
Yong Sheng Wei 精算學 倫敦大學 42
Ronnie Rodrigues 法律 艾塞克斯大學 43
Nuttapom Norakim 金融數學 肯特大學 43
Dixon Chu Sin Khong 軟體工程 亞伯立斯威大學 49
Yaw Yi Xie 商業與人力資源管理 考文垂大學 52
Chin Kien Lip 品質監控 普利茅斯大學 56
Mathilda Bitin 建築學 普利茅斯大學 56
Lai Tsun Hung 酒店管理 伯恩茅斯大學 61
Aimi Athirah binti Suhaimi 會計與金融 布萊頓大學 66

*上述大學排名根據2019年QS英國大學排名。
**上述列表並非完整的學生升學紀錄，隨時可能出現更動。可向升學顧問詢問最新資料。



分數 等級

40-54% 及格Pass

55-69% 優異Merit

70%以上 卓越Distinction

成績等級

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Assessment）的及格分數如下：

成績評量方式

此課程著重在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即透過反

饋過程，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培養自信，成為英國高等教育環

境中的獨立學習者。

此課程也將進行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Assessment），即透過

考試、作文、測驗以及研究項目的個人與組別講演進行評量。

評量制度將顯示學生的學習與認知技能的進展，包括從有能力

明白並簡單解釋的概念，到能夠綜合運用所學知識。

整體成績

在英國大學預備課程方面，整體成績視各個科目的加權而定。

國際商科大一課程的學生將根據英國商業與技術教育委員會

BTEC和普利茅斯大學PU測驗，獲得重考機會。升學顧問會對學

生未來的升學途徑提供建議。



國際商科大一課程（PIY1）

升學路線
商業管理路線

課程介紹
國際商科大一課程是一個結合了英國大學國際預科課程(商學

路線)及英國大學一年級學士學位課程(商學院相關科系)的升

學計畫，計畫乃是希望讓高水準的國際學生能在一學年的時

間就把兩學年的課程修完。學生在完成此密集且高要求的課

程後，將具備相關的學術知識與英語技能，並得直接進入我

們的英國夥伴大學修讀商務相關科系學士學位二年級課程。

另外我們的夥伴大學有各自的入學要求，學生須符合大學的

最低入學要求始得進入就讀。

*A Level 及國際預科課程為英國國家資歷架構（NQF）第3級，英國學士學位一

年級則為第4級。

★ 重要資訊

英國國家資歷架構（NQF）級別：

第4級（學士學位一年級）

課堂人數

約15-20人一班

上課時間

每週至少21個小時

課程時長

41週

學生成績要求

高中學期成績至少達到5C，包含英文與數學。欲知詳情請翻

至第25頁。

英語能力要求

英國雅思UKVI成績達5.0以上或其他相同資格。

英國雅思UKVI考試成績達 5.5以上可直接申請就讀。



科目名稱 課程等級 學分數

探索商學 3 9

商業資源 3 9

商業團隊合作 3 9

組織行為 4 20

商業經濟環境 4 20

商業金融 4 20

管理知識與資訊 4 20

行銷學 4 20

學術英語（雅思訓練） 4 20

銜接課程L5 4 20

第三級課程學分數 27*

第四級課程學分數 120**



住宿環境



           請注意

18歲以下的學生將被安置與寄宿家庭同住，

除非父母簽署同意書允許孩子在學生宿舍獨

居。若在您申請期間，已沒有寄宿家庭的住

宿選擇，我們將安排您入住學生宿舍。您所

選擇的住宿並非一定有空位，請在申請前務

必向升學顧問詢問。

住宿期間遇到任何困難，請先向寄宿家庭或

宿舍管理員提出。若問題無法妥善解決，或

需要進一步幫助，可向顧問尋求協助。

所有標準套房皆為單人房，房內備有枕頭、棉被及家俱，每

個房間都備有獨立衛浴及學習空間，另設有公共廚房供學

生使用，並備有鍋碗瓢盆。標準套房為男女混合形式，多數

房間為普利茅斯城市學院的國際學生所使用。另有專屬女

生樓層可供申請，請提早向您的顧問提出申請。

標準套房
Single Ensuite

所有高級套房皆為單人房，且房內備有枕頭、棉被

及家俱，除了擁有獨立衛浴及學習空間外還擁有自

己的廚房設施，並備有鍋碗瓢盆。高級套房的好處

是學生能擁有足夠的私人空間，無需與其他人共

享，空間甚至比標準套房還寬敞。高級套房為男女

混合形式，多數房間為普利茅斯大學與城市學院之

國際學生所使用，包含英國本地學生。

高級套房
Studio

學生宿舍



每年活動

Activities





聽聽他們怎麼說...

目前就讀劍橋大學碩士班

Cambridge University
畢業於南安普頓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高 靜 怡 
BSC (HONS) MOLECULAR GENETICS 

陳 建 宇 
MASTER OF PHILOSOPHY IN ECONOMICS



我們的校友

NUTTAPORN NORAKIM 
預科皇家課程 － 科學路線 

新加坡尚育中學

VALERYAN ALEXANDER FRANSCESCO 
印尼交換生計畫 － 商學路線 

雅加達聖彼特學校



簽證、學費與申請所需文件



現在就開始你的英國留學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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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方案

課程 地區 週數 住宿時間 可選方案

單人房 雙人房 標準套房 高級套房

臺英雙軌升學計畫 台灣 19 2021年2月19日-2021年7月2日 √ √ √ √

預科皇家課程 所有國家 19 2021年2月19日-2021年7月2日 √ √ √ √

國際預科課程 所有國家 24 2021年1月15日-2021年7月2日 √ √ √ √

國際商科大一課程 所有國家 41 2020年9月11日-2021年5月21日 √ √

學期前英語課程 

* 適用於國際商科大一課程
所有國家 3 2020年8月14日-2020年9月4日 不適用 √ 不適用 不適用

開學日期
課程 地區 週期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分期付款截止日 申請截止日期

國際預科課程 所有國家 24 2021年1月18日 2021年7月2日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0月15日

預科皇家課程 所有國家 19 2021年2月22日 2021年7月2日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1月15日

臺英雙軌升學計畫 台灣 19 2021年2月22日 2021年7月2日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1月15日

國際商科大一課程 所有國家
3

2020年8月17日 

（學期前英語課程）

2020年9月4日 

（學期前英語課程） 2020年5月30日 2020年6月15日

41 2020年9月14日 2021年5月21日



課程 國家 學生成績要求 英語能力要求

國際預科課程 所有國家

高一至高三其中一學期成績至少五個科目各

科達60以上，包括英文和數學 

或其他同等資格

整體雅思考試獲得至少5.0，每個部分不於4.5 

或通過普利茅斯城市學院的內部英語筆試和

面試

預科皇家課程

馬來西亞 
（僅適用於獨中統考生）

獨中 – SM2考試獲得至少5C，包括英文和

數學 

或其他同等資格

整體雅思考試獲得至少5.0，每個部分不少

於4.5 

或其他同等資格

泰國
高中– M5考試獲得至少5C，包括英文和數學

或其他同等資格

通過普利茅斯城市學院的內部英語筆試和

面試

台灣

高一至高三其中一學期成績至少五個科目各

科達60以上，包括英文和數學 

或其他同等資格

通過普利茅斯城市學院的內部英語筆試和

面試

中國

高中 – 11和12年級學期成績獲得至少5C，

包括英文和數學 

或其他同等資格

通過普利茅斯城市學院的內部英語筆試和

面試

臺英雙軌升學計畫 台灣

高一至高三其中一學期成績至少五個科目各

科達60以上，包括英文和數學 

或其他同等資格

通過普利茅斯城市學院的內部英語筆試和

面試

國際商科大一課程

馬來西亞

高中 – SPM/SM2/IGCSE考試獲得至少5C，包

括英文和數學 

或其他同等資格

整體英國簽證雅思考試獲得至少5.5，每個部

分不少於5.5，能直接進入國際商科大一課程

整體英國簽證雅思考試獲得至少5.0的學生需

要在國際商科大一課程前，參與為期3週的學

期前英語課程

印尼

高中– SMA2/SMA3/IGCSE考試、11和12年級

學期獲得至少5C，包括英文和數學 

或其他同等資格

泰國

高中 – M5/M6、IGCSE考試或11和12年級學

期成績獲得至少5C，包括英文和數學 

或其他同等資格

台灣

高一至高三其中一學期成績至少五個科目各

科達60以上，包括英文和數學 

或其他同等資格

中國

高中 – 11和12年級學期成績獲得至少5C，

包括英文和數學 

或其他同等資格

學生成績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