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國外大學資訊彙整 
 

注意事項：本資訊由輔導室彙整，僅供參考。 

詳細招生日期或相關條件規定請以該大學官網公告為主。 

中山女高輔導室 

 



京都大學 
日
本 

京都 

http://www.kyoto-u.ac.jp/zh-tw/ 

 一、特色 

 1.共18名教授及校友榮獲諾貝爾獎、2位菲爾茲獎得主。 

 2.日本大學排名第一、亞洲學術排名第四。 

 3.學院選擇多元，入學前半年安排預備課程，協助學生生活 與學習
適應(免付費)。 

二、申請時程 

2019/11/1-2019/12/10線上申請 https://admission.iup.kyoto-u.ac.jp/ 

2020/2/14初審結果，在2020/2/27-3/13面試。2020/4/10放榜 

三、本科生學費與獎學金 

1.入學費282,000日圓，一年學費535,800日圓 

2.視學生成績或綜合表現情形提供半額或全額獎學金(12萬日圓/每月)。 

3.提供國際學生宿舍，每月大約38,200日圓 

學院：教育學部、文學部、法學部、理學部、藥學部、工學部、農學部、經濟學部等。  

 四、應備資料 

申請表 

身分證明文件(護照) 

高中英文版在校成績單 

高中畢業證書或預定畢業證書 

英文能力檢定：TOEFL(iBT)90以上或
TOEFL(PBT)580以上；IELS6.5分以上；
Cambridge English Scale 180 

英文檢定必須在2017/11/1之後取得 

指定考試成績：ACT、EJU、IB、SAT、學測成
績等(報名時請註明，詢問成績公佈再後補) 

600字英文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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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大學 
日
本 

名古屋 
申請管道：請在申請期間內自行線上報名、寄件。 http://www.nagoya-u.ac.jp/ 

 一、特色 

 1.與370多所全球大學合作交換生計畫。 

 2.來自97個國家的學生，多元文化學習與交流，採英文教學。 

 3.亞洲大學排名第26名、全球大學排名第115名。 

 二、學費及獎學金 

 1.註冊費(僅第一年繳交)282,000日圓 

 2.一年學費535,800日圓，其他支出(含住宿)約86,500-106,500日圓 

 3.提供獎學金，最高一年50萬日圓，各項獎學金申請成功率50-100% 

 三、申請時程 

 詳細請見：http://admissions.g30.nagoya-
u.ac.jp/apply/ 

 第一階段全科線上申請：2019/11/15-12/12 

 https://internationaladmissions-nagoya-u.jp/t-
cens_nagoya/new_user.php 

 第二階段線上申請；2020/1/15-2/5(生物科
學計劃（理學院），社會科學計劃和日本在
亞洲文化研究計劃將沒有第二輪) 

四、其他資訊 
G30國際學程：http://admissions.g30.nagoya-u.ac.jp/undergraduate/ 
各科介紹：http://admissions.g30.nagoya-u.ac.jp/upload/d_news/files/Progra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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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田大學 

二、住宿 

學校有多棟宿舍，近
則騎腳踏車10分鐘可
抵達，最遠的可搭電
車上下學。 

每月大約1.5-2萬台幣。 

日
本 

一、特色 

1.每年招收約400名台灣學生，國際學生約7,476人。 

2.採用英文授課，同時選修/必修日語中心的日語課，畢業前可取得日語檢定N1級。 

3.校內文化交流活動興盛，有550個校方公認社團。 

4.日本企業最愛用畢業生第2名。畢業後在日本直接就業機會高。 

東京 
學院：政治經濟學部、社會科學部、國際教養部、文化構想部、基幹理工部、創造理工學部、先進理工部 

三、學費 

一年學費、生活費、
住宿費等全數加總
大約100萬台幣。 

四、獎學金 

政治經濟學部：成績優秀者每年1百萬日圓，可補助四年。 

理工學部：成績優秀者每年50萬日圓，可補助2年。 

所有學部：成績優秀者，學費減免50%，補助1年。 

所有學部：成績優秀者，每月4萬8千日圓，補助半年。 

 

早稻田大學(台北辦公室)：https://www.waseda.jp/inst/taiwan-office/ 

https://www.waseda.jp/inst/taiwan-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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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田大學 申請資訊 
日
本 

AO方式  學校推薦  2019/2/26-3/6報名、面試4/11-19、放榜(國際教養部3/16、其他學部5/8) 

• 申請文件：志願理由書
(英語)、預定畢業證明
書、成績證明書、推薦
函(國際教養部跟文化構
想學部不需要提出。 

• 英語能力證明(兩年內成
績有效)或學科能力測驗
英語成績。 

• 報名流程：線上報名→
繳交報名費→寄送報名
文件到日本→參加面試。 

• 申請資訊：
https://www.waseda.jp/fpse/pse/e
n/applicants/admissions/ 

• 申請文件：申請書、志願理由書(英語) 、高中預定畢業證明書、高中成績證明書
(高三上以前)、學生個人成績暨分數百分比一覽表、英語能力證明(*須為2018/2/1
以後應試者有效，兩年內成績有效) 、推薦函。 

• 申請條件(英語能力) 
 國際教養部：TOEFL(iBT)79分以上、TOEFL(PBT)550分以上、TOEIC750以上、

IELTS(Academic)6.5分以上、GEPT高級(複試)以上。 
 政治經濟學部：TOEFL(iBT)86分以上、IELTS(Academic)6.5分以上、GEPT高級(複試)以

上。 
 社會科學部：TOEFL(iBT)79分以上、IELTS(Academic)6.5分以上、GEPT高級(複試)以上。 
 理工學術院：TOEFL(iBT)79分以上、TOEIC750以上、IELTS(Academic)6.5分以上、GEPT

高級(複試)以上。 

• 申請條件(學業成績) 
 國際教養部、政治經濟學部、社會科學部：總平均百分比佔全體40%以內、英文的百分

比佔全體30%以內。 
 理工學術院：總平均百分比佔全體50%以內、數學、物理、化學各科平均的百分比佔全

體40%以內。 

東京 申請管道：AO方式(請自行線上報名)、學校推薦(請留意11-12月輔導室公告)。 

https://www.waseda.jp/fpse/pse/en/applicants/ad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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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應義塾大學 

 一、特色 

 1.提供科學研究獎學金。 

 2.日本大學中最多女性教授的大學。 

 3.考取會計師及律師人數優越。 

 4.百名任職於東京證券交易所的CEO校友。 

二、申請時程 

GIGA：2019/12/9-2020/2/6線上申請， 

在2020/1/21-2/12寄達相關資料，3/19放榜。 

PEARL：4月前提出申請，請上官網查詢。 

獎學金申請須在申請時一同提出。 

聯絡信箱：sfc-global@sfc.keio.ac.jp 

 

日
本 

三、Program 

• GIGA Progra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with 

integration of latest technologies and social 

sciences   ※跨學科學習(文理結合)，訓練溝通技巧、
問題解決策略、探討社會議題、提升領導能力。
http://ic.sfc.keio.ac.jp/ 

• PEARL Program: Economics Studies   ※經濟學程  

http://pearl.keio.ac.jp/ 

四、申請資料 

• 19 GIGA申請相關資料下載：
https://www.sfc.keio.ac.jp/en/admissions/undergraduate/adm

issions_for_overseas.html 

• 2019 PEARL申請相關資料下載：
https://www.keio.ac.jp/en/admissions/undergraduate/pearl/#a

nchor03 

申請管道：請在申請期間內自行線上報名、寄件。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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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大學 
日
本 

仙台 

三、學費與獎學金 

 1.學費一年大約535,800日圓、入學費282,000日
圓(僅入學時繳交)。 

 2.獎學金來自日本政府提供、總統獎學金、私人
機構獎學金，待入學後申請，細節請至官網查詢。 

 3.學生宿舍8人一戶，一人一間，每月大約1.9萬
日圓，但大三起得自行外宿租屋。 

 

  

 一、特色 

 1.屬於研究綜合型大學，每年國際學生約2,200名，共
有10個學部(文學部、教育學部、法學部、經濟學部、
醫學部、齒學部、藥學部、工學部、農學部)。在日本
大學排名僅次於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 

 2.FGL Program是採用英文授課，專業為分子化學、機
械、航太工程與海洋生物學。 

 二、入學管道與條件 

 1.自費外國學生留學：可申請所有的學部，但具EJU、
TOEFL(iBT)兩項成績，適合已有日文基礎的同學。 

 2.FGL(Future Global Leadership)方案：僅AMC、
IMAC-U、AMB等三個學部適用，申請條件在IB、SAT、
GCE(A-Level)、學測、EJU等考試中須有數學或自然成
績。另外，英文能力證明：TOEFL(iBT)79上或
TOEFL(PBT)550以上；IELS6.0分以上 

四、申請時程 

本科生開學為4月，在1月提出申請，2月底將獲通知到位
在仙台的東北大學考試(筆試或面試)，3月放榜。 

FGL有兩個申請時段，第一批線上申請在12/2-12/7、第
二批線上申請在3/9-3/13，皆在10月開學。詳細日期請
上官網查詢。 

https://applicant.insc.tohoku.ac.jp/t-cens_tohoku/login.php 

http://www.insc.tohoku.ac.jp/english/degree/undergraduate-english/ 申請管道：請在申請期間內自行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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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APU) 

 一、特色 

 1.50%國際學生、50%日本籍學生、50%外籍老師，充滿國際化的環境 

 2.有國際經營學院(APM)、亞洲太平洋研究學院(APS)，鼓勵學生多
元學習不同領域，在確認主修之後再加強相關科目的學習。 

 3.依據學生語言能力，每門課程皆可自選日文授課或英文授課。 

 二、申請時程 

 2019/9/2~2020/3/24，分階段招生及放榜。越早申請，獲得獎學金
申請的機率越高。 

 三、學費及獎學金 

 一年學費約37萬台幣，依據學生英文能力、面試、在校成績等表現，
提供30%、50%、65%、80%等不同比例學費減免獎學金，適用四年。 

日
本 

申請管道：請在申請期間內自行線上報名、寄件。 
九州 

https://admissions.apu.ac.jp/apply_online/ 

 四、應備資料 

線上填申請表 

語言能力證明(英文或日文) 
中級以上日文 

TOEFL(iBT)61上或TOEFL(PBT)500
以上；IELS5.5分以上；TOEIC700
分以上 

高中在校成績單 

推薦信(以英文或日文書寫) 

身分證明文件(護照) 

學費減免申請表 

課外活動證明 

https://admissions.apu.ac.jp/apply_online/


松本齒科大學 

 一、特色 

 1.在日本獲得的學歷可在台灣認證。 

 2.在日本大四見習、大五及大六實習與考執照，可在日
本就業。或者返台再考取牙醫師執照。 

 3.目前每年約100名國外學生，佔1/5為台灣學生。 

 二、申請時程（2020年4月入學） 

 →適合已取得高中畢業證書、有學測成績者 

日
本 

申請管道：請在自行報名招生考試(在台灣舉辦)。 
長野 

松本齒科大學齒學部 https://goo.gl/EG2Ww6 

三、學費及獎學金 
1.一年大約110萬台幣(第一年4,690,000日圓、第二年

起約4,560,000日圓)，就讀六年大約6百多萬。 
2.入學後成績優秀，得申請學費減免，第一年可減
免47萬台幣，第二年起(排名能維持前五名)每年可
再減免29萬台幣。(第一年減免1,710,000日圓、第二年
起約1,060,000日圓) 

四、住宿概況 

1.一律居住單人房，需提前申請。 

2.大一月租4萬日圓、大二至大六月租6.5萬日圓。 

https://www.mdu.ac.jp/tw/upload/taiwan2020.pdf 

https://goo.gl/EG2W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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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 

 四、入學條件 (此為去年資訊) 

港
澳 

 二、申請時程 

 2019/9/23開始報名至2019/11/22直接至招生網頁進行線上申請 
https://ug.hku.hk/hku-applicant/hku/index/login.xhtml。 

學測成績公布時，盡快上傳成績單。 

右邊入學條件為舊制僅供參考，每個學院要求的條件不同，請上網查詢 

  

 

申請管道：請在申請期間內自行線上報名。 

三、獎學金 
1.入學獎學金免申請，獎學金結果將在
錄取通知時一併公告。 

https://www.hku.hk/c_index.html 

 一、特色 

 1.培養社會傑出的人士。 

 2.在QS綜合排名在亞洲三甲之列。 

 3.港大牙醫學院與港大教育學院2017年為亞洲第一。 

https://ug.hku.hk/hku-applicant/hku/index/login.xhtml
https://ug.hku.hk/hku-applicant/hku/index/login.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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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三、入學條件 

 (1)下列成績條件擇一符合： 

學測成績採計四科，考生的前13%。英文必須
頂標，其餘科目不同學系會有不同要求，具體
情況將在10月底在官網上公布。 

(2)英文能力檢定：IELTS 6分以上；TOEFL(iBT) 
80以上。 

  

港
澳 

 二、申請時程 

 採線上申請，申請截止日如下： 

 Advance Offer Deadline: November 2019 

 Regular Round Deadline: 6 January 2020 

 https://nweb.adm.cuhk.edu.hk/adm_online/public/account/SA
C00001.aspx  先報名，學測成績公佈後再後補 

 

申請管道：請在申請期間內自行線上報名。 

 一、特色 

 1.亞洲區最具創新力大學排名第一。 

 2.全港最大綠化校園第一。 

 3.本科主修校系約70個，分屬於8個領域，如文學院、工商
管理學院、教育學院、工程學院、法律學院、醫學院、理
學院、社會科學院。*經濟系有單獨寄來學系資料，可至輔導室翻閱。 

http://admission.cuhk.edu.hk/inter
national/application-details.html 

四、學費及住宿 
1.一年大約4.21萬港幣，住宿費一年約1.2萬港幣，
額外加其他生活開銷，一年共計8.91萬港幣。 
2.獎學金資訊
http://admission.cuhk.edu.hk/tc/scholarships
/admiss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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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dmission.cuhk.edu.hk/international/application-details.html
http://admission.cuhk.edu.hk/international/application-details.html
http://admission.cuhk.edu.hk/international/application-details.html
http://admission.cuhk.edu.hk/international/application-details.html
http://admission.cuhk.edu.hk/tc/scholarships/admiss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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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 

 一、特色 

 1.共8個學院，提供40多個本科課程。 

 2.提供與安排豐富的國際交流與實習機會。 

 3.畢業生就業率及繼續進修達95.1%。 

 二、入學條件 

 1.學測成績，四科綜合成績達前15%的水平。 

 2.學測成績「英文」達頂標分數。如學測英文未
達頂標，可以採托福80分以上，或雅思6.0分以上
成績。 

港
澳 

 三、申請時程 

 2019/9開始接受報名， 

 提前批次2019/11/29截止 

 常規批次2020/2/28截止 

 直接至招生網頁進行線上申請 
www.polyu.hk/study。 

 四、學費與獎學金 

 1.獎學金於提出申請時一同進行申請。 

 2.每年學費14萬港幣、住宿與膳食費4萬港幣。 

 3.大一、大二提供學生宿舍。 

  

 

申請管道：請在申請期間內自行線上報名。 https://www.polyu.edu.hk/web/tc/home/ 

http://www.polyu.hk/study
https://www.polyu.edu.hk/web/tc/home/


港
澳 香港城市大學 

三、學費與獎學金 

 1.獎學金在面試結束確定錄取後會通知。全
額獎學金最高18萬港幣。另有學費全免(14萬/
每年)及半免(7萬/每年)。 

 2.每年開銷大約18萬港幣。 

 3.大一、大二提供學生宿舍。 

  

 一、特色 

 1.共9個學院，特色學院(賽馬動物醫學及生命科
學院、創意媒體學院、能源及環境學院、法律學院)。 

 2.雙聯學士學位課程，與加拿大UBC、德國倫
法那呂納堡大學、臺灣大學。 

 二、入學條件 

 1.學測成績，取四科綜合成績。 

 2.學測成績「英文」達頂標分數。如學測英文
未達頂標，可以採托福筆試550分以上/IBT79分
以上，或雅思6.5分以上成績。 

四、申請時程 

9/25-1/2線上申請。
http://www.admo.cityu.edu.hk/apply/ 

預計2-3月辦理英文面試，5月協助入
學手續辦理，8月入宿。 

https://www.cityu.edu.hk/cityu/index-tc.htm 申請管道：請在申請期間內自行線上報名。 

http://www.admo.cityu.edu.hk/apply/
http://www.admo.cityu.edu.hk/apply/
http://www.admo.cityu.edu.hk/apply/
https://www.cityu.edu.hk/cityu/index-tc.htm
https://www.cityu.edu.hk/cityu/index-tc.htm
https://www.cityu.edu.hk/cityu/index-tc.htm


港
澳 香港科技大學 

 https://www.ust.hk/zh-hant/ 

三、學費與獎學金 

 1.學費一年大概14萬港幣、住宿費一年大概
13,468~22,436港幣、生活費一個月大約5,100港幣。 

 2.有學術獎學金、非學術獎學金(與報名一同提出申請)。 

 一、特色 

 1.共4個學院(科學學院、工程學院、商業與經
濟學院、人類及社會學院)、跨學科課程。 

 2.世界年輕大學排名第1、EMBA專業排名第1、
世界頂尖大學QS排名第37。 

 3.重視學生創新、自主發展，提供多項競賽與
經費，供學生開創計畫，同時具有250個國家以
上交換生計畫。 

 二、入學條件 

 1.學測成績，取四科綜合成績。不同學院採計
的科目略有不同。 

 2.學測英文成績頂標，或者英文檢定採托福
IBT80分以上，或雅思6分以上成績。 

四、申請時程 

即日起線上申請。https://join.ust.hk/apply/ 

提早申請截止日2019/11/15 

主要申請截止日2020/1 

申請管道：請在申請期間內自行線上報名。 

https://www.ust.hk/zh-hant/
https://www.ust.hk/zh-hant/
https://www.ust.hk/zh-hant/
https://www.ust.hk/zh-hant/


港
澳 香港浸會大學 

 http://admissions.hkbu.edu.hk/en/ 

三、學費與獎學金 

 1.學費每年12萬港幣，再加額外支出、住宿費，每年
大約17萬港幣~18萬港幣。 

 2.全額獎學金17萬港幣、半額獎學金8.5萬港幣。 

 

  

 一、特色 

 1.共7個學院(藝術學院、商學院、中醫學院、傳
播學院、理學院、社會科學學院、視覺藝術學院)，
有40個學系的主修。 

 2.每年大約550位以上國際學生，採用英文教學，
另有豐富交換生機會，拓展40個國家。 

 二、入學條件 

 1.學測成績四科，或SAT、IB、GCE等 

 2.英文能力檢定，需符合托福筆試550分以上
/IBT79分以上，或雅思6.0分以上成績。 

 *校內推薦學生：僅須先提交申請書、校長推薦書、
在校成績單、相關補充文件(英檢通過證明)、學
測成績公告後再後補。 

四、申請時程(一般入學管道) 

2019/9/20 開始線上報名 

主輪申請2020/11/29-2020/1/2 

最後截止日2020/5/20 

接受校內推薦2名：須在11/29前線上完成報名與提交資料，請留意11月輔導室公告。 

http://admissions.hkbu.edu.hk/en/
http://admissions.hkbu.edu.hk/en/


新
加
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TU) 

三、學費與獎學金 

 1.學費每年大約17,550新幣，除了部分專業每年學費不
同，如每年學費20,100新幣(會計、商業、計算機工程
等)、每年學費73,200新幣(醫科)。 

 2.雜費依據有無實驗室課程酌收不同費用。實驗室課程
每年413新幣。非實驗室課程每年378.70新幣。 

 3.每月花費總計約900-1555新幣。住宿費大概每月280-
615新幣。 

 

  

 一、特色 

 1.NTU在2019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南大名列全球第12名，亞洲第2
名。連續四年榮登年輕大學榜首。 

 2.在科學與工程領域享譽國際，提供全方位教育。 

 二、入學條件 

 1.學測成績，取四科綜合成績至少54級分已上。(2019規定，新的要
查) 

 成績公佈後三天內須上傳成績單。 

 2.英文能力檢定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a)托福PBT600分以上/IBT90分以上 

 b)雅思6分以上 

 c)SAT總分至少1900(在2017年3月前考取)或1250分(2017年後考取) 

 d)PTE總分至少55分 

 e)ACT總分至少30分 

 托福與雅思必須是在2018/1/15~2020/1/15內所考取。 

四、申請時程 

2019/10/15~2020/1/15線上報名 

2019/1/20線上上傳相關證明文件截止 

2019/3月下旬完成初審，通知與進行面試 

2019/4月下旬至5月初公佈錄取結果 

 

 

http://www.ntu.edu.sg/chinese/Pages/default.aspx 
申請管道：請在申請期間內自行線上報名，資料準備等資訊請至升學平台下載。 

http://www.ntu.edu.sg/chinese/Pages/default.aspx


新
加
坡 新加坡管理學院(SIM) 

三、學費與獎學金 

 1.大專文憑獎學金：具備SIM國際學生資格皆可申請。 

 2.本科學位獎學金：大學學位課程被錄取的學生可申
請。適合學習成績優異或在體育、藝術方面表現突出
的學生。 

 3.查詢www.simge.edu.sg/ge/scholarship 

 

  

 一、特色 

 1.SIM GE全球教育是新加坡管理學院的分支機構，
與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及歐洲各校合作，提供
海外課程。 

 2.合作的大學有倫敦大學、伯明翰大學、華威大
學、曼徹斯特大學、斯特林大學、布法羅紐約州
立大學、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伍倫貢大學、樂
卓博大學、格勒諾布爾管理學院等。 

 二、入學條件 

 1.TOEFL筆試550分(寫作4.0)，或TOEFL(iBT)79分。
IELTS5.5分、SAT不低於550分，或培生學術英語
考試不得低於42/100分。 

 2.各個學科的申請其在校成績表現略有不同。 

四、連絡方式 SIM Global Education 

www.simge.edu.sg/ge/enews/intl 

Youtube.simge.edu.sg 

Facebook.simge.edu.sg 

申請管道：請在申請期間內自行線上報名。 http://www.simge.edu.sg/ge/home 

http://www.simge.edu.sg/ge/scholarship
http://www.simge.edu.sg/ge/enews/intl
Youtube.simge.edu.sg
Facebook.simge.edu.sg
http://www.simge.edu.sg/ge/home


英荷八校聯招(杜倫大學等) 

 

應備資料 

申請表  

高一至高二英文版成績單(總平均需佔70分以上) 

有效護照影本 

英文自傳(300~500字左右) 

校內教師推薦函一封 

IELT for UKVI成績單(雅思UKVI學術組) 

※各大學的入學要求(在校成績、IELTS有小差異)，請見招生手冊 

請自行聯繫ISC國際學生中心 

 

歐
美 

招生承辦單位：ISC國際學生中心 
https://www.isc-edu.com/copy-of-ielts-ukvi 

https://www.isc-edu.com/copy-of-ielts-ukvi
https://www.isc-edu.com/copy-of-ielts-ukvi
https://www.isc-edu.com/copy-of-ielts-ukvi
https://www.isc-edu.com/copy-of-ielts-ukvi
https://www.isc-edu.com/copy-of-ielts-ukvi
https://www.isc-edu.com/copy-of-ielts-ukvi
https://www.isc-edu.com/copy-of-ielts-ukvi
https://www.isc-edu.com/copy-of-ielts-ukvi
https://www.isc-edu.com/copy-of-ielts-ukvi
https://www.isc-edu.com/copy-of-ielts-ukvi
https://www.isc-edu.com/copy-of-ielts-ukvi


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 
歐
美 

申請管道：請在申請期間內自行線上報名。 

 一、特色 

 1.加拿大排名前三的大學、全球公立大學排名前25名 

 2.擁有廣大的校園與優良學習環境與設備。 

 3.豐富的校園文化陶冶與多元活動。 

 二、申請時程 

 即日起線上申請至2020/1/15。
https://you.ubc.ca/applying-ubc/how-to-apply/application 

 

 三、學費及獎學金 

 1.一年學費約28665美元 

 2.住宿費11750美元 

 3.其他支出2430美元 

 四、應備資料 

線上填申請表 

英文能力證明 
 IELS  6.5分以上(Section Score Minimums 6.0) 

 TOFEL 90/120分以上 
 Speaking & writing 21 

 Reading & Listening 22 

高中在校成績單 

五、其他參考資料 
1. UBC Virtual tour:  https://you.ubc.ca/tours-info-

sessions/virtual-tour/  
2. UBC viewbook:    e-version of our viewbook  
3. UBC Online info sessions:  Online Info Session  

https://www.ubc.ca/ 

https://you.ubc.ca/applying-ubc/how-to-apply/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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