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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提示
UC 申請開放：8 月 1 日
申請提交期：11 月 1 日至 30 日
UCI 申請網址：apply.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2022 年秋季一年級學生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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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第 2 的州內 一
年級和轉學申請總數— 「美國新聞與

世界報導」

美國公立 大學。

排名第 8 的

排名第 1 的
—「福布斯」

排名第 1 的選擇，對於 
UC 第一代申請人
— 2021、2020、2019 年秋季

— SIERRA 雜誌

— 2021 年秋季



一年級基本情況

便利條件： 根據要求，本出版物將以其他格式提供給殘障人士。聯繫 UCI 殘疾服務中心，電話 949-824-7494，TTY 949-824-6272。
校園安全： UCI 和 UCI 健康 Clery 法案年度安全報告和年度消防安全報告可在 police.uci.edu/clery 在線獲取
不歧視政策：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致力於提升包容性美德，並根據所有適用的聯邦和州法律，在項目和活動的招生、參與和待遇方面提供平等機會。如需更多資訊，請撥打 949-824-5594。

2021-2022 年本科生 預算 （截至 2021 年 6 月）

居住安排
校內* $15,902  $20,564  $36,466
校外  $15,902  $19,296  $35,198
住在家中  $15,902  $12,264  $28,166
校內（非居民） $45,656  $20,564  $66,220

**生活費用包括書籍和用品、食宿、個人開支和交通費用；每個學生可能會有所不同。
預計的費用和雜費可能會有所變化。如需瞭解最新資訊，請造訪 ofas.uci.edu  和  reg.uci.edu/fees。
*Vista del Campo、Vista del Campo Norte、Camino del Sol 和 Puerta del Sol 住房被視為校內住宿。

@uciadmissions

個人見解問題
個人見解問題讓您有機會向我們介紹您自己。在以下網址查看有關一年級招生的「如何申請」部分： 
apply.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以查看問題並獲得寫作技巧。

專業選擇
如果一年級學生申請將以下所列專業作爲第一選擇，我們鼓勵他們在 UC 申請中也註明備選專業。 

 首選專業：
 工商管理 
 護理學
 機械工程
 資訊與計算機科學
 認知學

建議的備選專業：
商業經濟學
公共衛生學
材料科學工程
本科/未申報
心理學學士

學習課程
提供 80 多個專業課程。造訪以下網址，瞭解所有課程  admissions.uci.edu/majors。

住宿
每年通常有大約 80% 的一年級學生選擇住在校園裡，以利
用優良設施、便利條件 、主題生活和學習社區 ，並體會各
種食蟻獸精神。在  housing.uci.edu 上查看許多可用的居
住選擇。

• 歷史（必修 2 年）
• 英語（必修 4 年）
• 數學（必修 3 年，推薦 4 年）
• 科學（必修 2 年， 推薦 3 年）

• 英語以外的語言（必修 2 年，推薦 3 年）
• 視覺和表演藝術（必修 1 年）
• 大學預科選修課（必修 1 年）

A-G 政策資源指南提供有關「A-G」要求和 UC 資格的其他資訊。加州高中學生可以查看其學校的 UC 認證課程清單，其中
包括將被視為榮譽的課程。請造訪  hs-articulation.ucop.edu/guide。 非加州居民：加州以外的學校沒有預先批准的課程
清單，但是，州外申請人應在整個高中期間完成各種具有挑戰性的課程。

A-G 課程要求

GPA 要求
加州居民 GPA 最低為 3.0； 
非居民 GPA 最低為 3.4。

2021 年 UCI 一年級概況
申請人數：107,957
錄取人數：31,269
錄取率：28.96%

平均 GPA（加權）： 4.15
平均 GPA（未加權）： 3.91

學雜費  生活費** 預計總費用

2021 年 7 月





最佳選擇
在 UCI，我們熱情地接納大膽、獨立和特別的思想。那些人看事情和做事情的方式都不一樣。我們鼓勵勇敢的
思想，來培養您的獨特優勢，我們傑出的教師是著名的創新者，他們相信激發您的想法會對現實世界產生影
響。我們將帶您走出課堂，看到其他人認為不可能的機會。 admissions.uci.edu/discover



同等級別的佼佼者 - 和您一樣
UCI 是一所享譽世界的著名大學，享有卓越的聲譽。 我們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排名前 10 的公立
大學；被「華爾街日報」和「泰晤士高等教育」評為排名第 2 的擁有多元化學習環境的大學；被「福布斯」評為排名
第 1 的最具價值公立大學；被 Sierra 評為全國排名第 1 的可持續發展「酷學校」。 
admissions.uci.edu/rankings

排名前 10 的
公立
大學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排名第 1 的 
海灘愛好者大學

Money

150+
主修課程和輔修課程

連續
15 年
同規模城市中
最安全的
城市
（加州爾灣）

FBI 

200,000
食蟻獸
校友

73%
班級學生的人數	
少於 40 人

學生參與本科研究
73%

排名
第 2 的

全國多元化大學
「華爾街日報」和「泰晤士高等教育」

排名
第  2  的

社會流動性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排名第  
1 的
最具價值
公立大學 「福布斯」

盡最大努力實現
美國夢的大學

「紐約時報」

排名
第 1 的



爾灣
您的下一個目的地
爾灣坐落在奧蘭治縣連綿起伏的沿海山麓，距離原始海灘五英里，這里有許多全球公司，一個國家機場(SNA)

、還有世界級表演藝術場所和購物中心，附近還有大聯盟運動隊。爾灣市是美國最大的規劃社區之一，連續15
年被評為美國最安全的城市。 admissions.uci.edu/location



南加州
在 UCI 充分享受南加州的生活方式。
學生幾乎全年都能享受陽光和溫暖的
天氣。校園靠近美麗的海灘，有數百英
里的自行車道和徒步旅行路線，以及迪
士尼樂園，洛杉磯和聖地牙哥等著名景
點。山區滑雪板和滑雪勝地也只有很短
的車程。 
admissions.uci.edu/socal



校園
互聯社區
儘管 UCI 是一所充滿活力的大型研究型大學，但它擁有一個緊密聯繫的學習社區。幾乎每所本科學院都圍繞
著 Aldrich 公園，這是我們佔地 16 英畝的公園，仿照紐約市的中央公園。UCI 獨特的圓形佈局使學生可以輕鬆
出行，並營造出協作和跨學科的學習環境。 admissions.uci.edu/aldrichpark



您需要的支持
UCI 很自豪能為所有學生提供支持和培養的環境。任何學術、個人、社交或職業興趣都可以得到幫助。跨文化
中心； 退伍軍人服務中心； LGBT 資源中心； 殘疾服務中心； 拉丁資源中心； 黑人文化、資源和研究中心；以
及許多其他機構都旨在幫助學生 成功過渡到大學，並在家庭之外提供另一個家。 
admissions.uci.edu/studentservices



學術
實踐研究
教師指導的研究和實踐創造性活動已成為 UCI 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在大學一年級，學生就可以與世
界知名教師進行一對一的互動，將研究方法應用於保護地球和解決大規模社會問題等實際應用，同時發展
技能和知識，從而走向成功的職業生涯。 每個學科、跨學科項目和學院都可以進行研究。 
admissions.uci.edu/research



充實的機會
不僅要茁壯成長，還要蓬勃發展。從榮譽和出國留學到輔導和諮詢，UCI 將推動您走得更遠，擴展您的潛能。
展示您的研究並發表論文，與具有相似學術和職業興趣且具有遠大理想的學生交往，申請享有盛譽的獎學
金和實習機會，探索一個新的國家，並學習一門新的語言。在 UCI，有無數種方法可以放大您的學術體驗。 
admisisons.uci.edu/academic-resources

變得與眾不同
從第一年開始，第一代學生 Kimberly 就沉浸在大學生活

中，從攻讀政治學和西班牙語雙學位到參與本科生研究
機會計劃，以及在奧蘭治和洛杉磯縣的各種無家可歸

和糧食不安全社區服務專案中擔任志願者。 
她說，「回饋社會很重要，我有空間和能力幫助那些
面臨挑戰的人。」她熱衷於改變世界，計劃為一家非
營利組織工作，並獲得公共政策碩士學位。 



專業



藝術
藝術
藝術史
舞蹈
戲劇
電影和媒體研究
音樂

生物學/醫療保健/ 
醫學
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
生物科學
生物學/教育
發育與細胞生物學
生態學與進化生物學
運動科學
遺傳學
人類生物學
微生物學和免疫學
神經生物學
護理學
藥學
公共衛生政策
公共衛生學

商業
工商管理
商業經濟學
商業資訊管理
經濟學
數量經濟學

教育
生物學/教育
教育學

工程
航空航天工程
生物醫學工程
生物醫學工程：醫學預科
化學工程
土木工程
計算機工程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
電氣工程
工程
環境工程
材料科學與工程
機械工程

人文學
比較文學
性別與性行為研究
歷史
文學新聞
哲學
宗教研究

資訊與計算機科學
商業資訊管理
計算機科學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
數據科學
遊戲設計與互動媒體 
資訊學
軟件工程

語言/文化
非裔美國人研究
亞裔美國人研究
奇卡諾人/拉丁裔研究 
中國研究
古典文學
東亞文化
英語
歐洲研究
法語
德國研究
全球文化
全球中東研究
日本語言與文學
韓國文學與文化
西班牙語

數學與物理科學
應用物理
化學
地球系統科學
環境科學與政策
數學
物理

社會生態學/ 
社會科學
人類學
認知學
犯罪學、法律與社會
國際研究
語言學
政治學
心理學
心理科學 
社會生態學
社會政策與公共服務
社會學
城市研究

admissions.uci.edu/majors



住宿
校內社區
每年通常有超過 80% 的一年級學生選擇住在校園裡，以利用優良設施和便利條件。UCI 提供各種住宅社區，
它們安全可靠、維護良好且價格合理，包括宿舍樓、校內公寓、主題住宅和家庭住房。如需瞭解最新的住宿資訊
和政策，請造訪 admissions.uci.edu/housing。



餐飲
我們的校內餐飲服務以其在學生中的高滿意
度和在食品可持續性方面的領先地位而聞
名。我們的兩個無限量供應餐廳包括素食和
純素食選擇，以及提供針對宗教或醫療飲食
限制的適當調整。此外，學生還可以選擇位於
校園內的 20 家餐館和咖啡館，如 Starbucks 
和 Wahoo's Fish Tacos，以及幾家受歡迎的
餐館和超市，從學生宿舍步行皆可到達。 
admissions.uci.edu/dining



食蟻獸
體育運動
作為美国国家大学体育协会 (NCAA)第一級別學校，UCI 的田徑項目設有 18 項運動：男子棒球、籃球、越
野、高爾夫球、足球、網球、田徑、排球和水球； 以及女子籃球、越野、高爾夫球、室內田徑、足球、網球、田
徑、排球和水球。 UCI 獲得 28 個團體全國冠軍以及 64 個個人全國冠軍。 
admissions.uci.edu/athletics



校園娛樂
保持活躍，加入團隊，嘗試新事物，並在校園裡與
其他學生愉快相處。UCI 學生可以利用數十個俱
樂部和校內運動以及食蟻獸娛樂中心 (ARC) 提
供的無數計劃和活動，食蟻獸娛樂中心擁有佔地 
110,000 平方英尺的室內設施以及 25 英畝的戶外
綜合設施。 或者，進入電子競技場，這是公立大學
中開設的第一個此類競技場。從攀岩到舞蹈，甚至
是帆船運動，UCI 能滿足每個人的需求。
admissions.uci.edu/campusrec



學生生活
俱樂部和組織
校園內有 600 多個學生俱樂部和組織，無論是在同齡人中、在當地社區還是在國際環境中，您都可以輕鬆
參與其中，結識新朋友，磨練自己的才能並有所作為。從志願者團體到多元文化組織，再到希臘兄弟會和
姐妹會，您有無數機會擔任領導角色或只是與同學們分享大學經歷。admissions.uci.edu/orgs



活動和事件
您在 UCI 的經歷不僅僅是關於學術。全年都
有音樂會、節日、電影放映、喜劇之夜和許多其
他特別活動。一年一度的校園活動，如返校節
和夏日樂園，將食蟻獸精神帶入生活。玩樂
是 UCI 學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快樂就是一切！ 
admissions.uci.edu/studentlife

UCI 學生在歡迎週期間打破了最大的躲避球遊戲吉尼
斯世界紀錄。

UCI 保持四項學生活動的世界紀錄。



學生概況
我們在尋找什麽
UCI 錄取的學生在他們的大學預科課程中表現出色，通常在高中高年級時成績排在前十。這些學術成就
是大多數食蟻獸的標誌性特徵。但請記住，我們也重視個性。我們想知道您的故事。 

向我們介紹您自己、您看重的事情、您的抱負和生活經歷。 
admissions.uci.edu/apply



學生概況

在您的日曆上做好標記
8 月 1 日：UC 申請開放

11 月 1 日至 30 日：申請提交時間

3 月 2 日：FAFSA 或 CA Dream Act 申請的優先截止
日期以及 Cal Grant 考慮的 GPA 驗證表

3 月：發布一年級決定

4 月：發布轉學決定

admissions.uci.edu/dates



一年級學生入學
申請
在 11 月 1 日至 30 日申請期間，透過 apply.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線上提交秋季入學 UC 申請，並支付 70 美
元的申請費（如果您是國際申請人，則為 80 美元）。您需要在您的申請中指定一個專業。如果您尚未決定專業，您
可以申請未申報專業。學生最早可以在 8 月 1 日獲取該申請開始準備。 
如需瞭解最新的入學要求，請造訪 admissions.uci.edu/first-year



一年級學生入學

要求
為了有資格進入 UCI ，您必須獲得 3.0 的 
GPA（非加州居民為 3.4）。一旦您符合資格，
我們還將根據您的情況和經歷來查看所展
示的學術成就、活動、才能和技能。如需瞭解
更多資訊和詳細要求清單，請造訪 
admissions.uci.edu/first-year



轉學生入學
申請
在 11 月 1 日至 30 日申請期間，透過 apply.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線上提交秋季入學 UC 申請，並支付 70 
美元的申請費。加州社區學院的轉學生，只要符合資格要求並在 9 月 1 日至 30 日之間提交線上轉學入學保
證 (TAG) 申請，則可以透過 TAG 計劃來確保被大多數專業錄取。admissions.uci.edu/transfer



轉學生入學

要求
轉學生必須在春季學期結束前完成 60 個學期或 90 個學季的 
UC 可轉學分課程，然後才能進入預期的秋季學期。 UCI 的所有
專業都具有選擇性，並且有自己的 GPA 要求。鼓勵申請人獲得
盡可能高的 GPA。學生還必須在一組特定領域完成七門 UC 可
轉課程，每門課程的成績為 C 或更高。 
除了轉學申請人的一般入學要求外，每個 UCI 學術單位都有額
外的要求，具體取決於您選擇的專業。在以下網址查找您選擇專
業的具體入學要求： admissions.uci.edu/transfer



可負擔
費用
加州居民的預計學費（包括雜費）為 15,902 美元，非加州居民為 45,656 美元。生活費用，包括書籍和用品、校
內食宿、個人開支和交通費用，預計總額為 20,564 美元，但每個學生都會有所不同。 對於住在校外或家中的
學生來說，這些費用可能會更少。預估費用截至 2021 年 6 月，並可能隨時更改。如需瞭解最新資訊，請造訪 
admissions.uci.edu/afford



經濟援助
證明需要經濟援助的學生可能有資格獲得獎學
金、助學金、貸款和/或勤工儉學。要獲得經濟援
助，您必須在適當的截止日期前提交 FAFSA 或 
CA Dream Act 申請。透過申請 UCI，您將自動申
請獎學金，但是，其他獎學金機會可能需要您提
交額外的文件資料。 
admissions.uci.edu/financialaid



參觀
體驗食蟻獸精神
充滿活力的校風。視覺上令人歎為觀止的校園。創意和機會。參與將塑造全球未來的活動。這些是學生
表示他們在仔細觀察 UCI 時發現的一些事情。自己瞭解 UCI。透過 admissions.uci.edu/virtualtour 

進行互動虛擬導覽，全方位欣賞整個校園



連接
您具備成為食蟻獸所需的條件嗎？ 

透過註冊我們的郵件清單或加入我們在 
admissions.uci.edu 上的虛擬活動來
開始這個過程
 

關注我們
@uciadmissions



便利條件：根據要求，本出版物將以其他格式提供給殘障人士。聯繫 UCI 殘疾服務中心，電話 949-824-7494。
 
校園安全： UCI 和 UCI 健康 Clery 法案年度安全報告和年度消防安全報告可在 police.uci.edu/clery 在線獲取。 如需紙質副本，請致電 949-824-1885 聯絡 UCI 警察局或
前往 UCI 校園內的 100 Public Services Building。

不歧視政策：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致力於提升包容性美德，並根據所有適用的聯邦和州法律，在項目和活動的招生、參與和待遇方面提供平等機會。如需更多資訊，請撥打 
949-824-5594。 
2021 年 7 月印刷。

admissions.uci.ed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本科招生辦公室



歡迎來到
 南加州



您的下一個目的地 ：UCI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UCI) 位列世界頂尖大學之列。卓越的學術成就，無與倫比的沿海位置以
及獨特的協作學生群體使 UCI 成為學習和娛樂的首選。

我們位於重要科技和商業中心爾灣市，這裡擁有多元化的社區、高學歷的居民，並且能夠獲得
久負盛名的實習和就業機會。爾灣一直被評為全美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我們的校園提供方便的文化活動、衝浪和帆船運動、數百公里的自行車和徒步旅行路線，沙漠
露營，以及山區滑雪板和滑雪勝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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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主張培養學生與生俱來的多變才能，讓
他們充滿無限好奇心，勇於去思考，並以不
同的眼光看待事物。

UCI 成立於 1965 年，因其卓越的學術和研
究而享譽全球。我們汲取開拓性的教職員工
和學生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他們帶著夢想來
到校園，我們以此來激發變革並產生新的想
法。我們相信，當不同的觀點彙集在一起，促
進我們對周圍世界的理解時，就會取得真正
的進步。 

世界一流的教職員工支持我們的學生實現
他們的教育目標並幫助他們在生活方面做
好準備。UCI 獨特地融合了充滿活力的大型
研究型大學的優勢和小型學院的友好氛圍。 

選擇 UCI。我們將幫助您做好準備，以非凡的
方式塑造未來。 

UCI 簡介

UCI 文化的核心是我們
的吉祥物食蟻獸 Peter。

獨特的指導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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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研究機會計劃 (UROP)
教師指導的研究和創造性活動已成為 UCI 
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在大學一年級，
學生就可以與世界知名教師進行一對一的
互動，將研究方法應用於實際應用，並發展
技能和知識，從而走向成功的職業生涯。 如
需瞭解更多資訊， 請造訪 urop.uci.edu。 

獨特的指導機會
UCI BEALL 應用創新
發展您的創業技能，並做好準備在您的商業冒
險中取得成功！該中心提供免費指導以及綜合
學習機會、提供幫助學生擴展業務的資源以及
幫助與更大的爾灣創業網絡取得聯繫。 
請造訪 antrepreneur.uci.edu 和 
innovation.uci.edu。

「創業大賽使我的大學經歷更加豐富。它為我提供了一個平臺，讓我追求自己的創業抱負，結識
鼓舞人心和有才華的人，並最終在 UCI 留下我的印記。」

– Keene Do， UCI 2018 年工商管理學士，2018 年第一名 NVC 獲獎者：社會企業獎

UCI 創業大賽 (New Venture Competition) 為您提供了組建團
隊，啟動初創公司並可能為商業理念提供資金的機會 – 所有這些都
在七個月內完成。大賽對所有 UCI 學生、工作人員和研究人員以及社
區成員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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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公立大學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排名

第 9 的

UCI 一覽

學生和教師 
比例

18:1

98% 
指導教師 
具有博士 

學位或其他 
最終學位 環境可持續性發展方面的

「酷學校」
Sierra 雜誌

排名第 2 的

田徑隊獲得 28  個全國冠軍； 
64 只食蟻獸贏得了個人全國冠軍； 

56 名 UCI 運動員參加了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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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佳大學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排名第 

1 的

UCI 一覽
連續 15 年同規模
城市中最安全的

城市（加州爾灣）。
聯邦調查局

排名第 1 的

諾貝爾獎
化學四項、物理一項

5 

UCI 高年級學生都參與研究。73%

開設超過 85 門本科學位課程；超過  
70 門碩士和博士課程；以及醫學博 
士、教育學博士和法學博士課程

73%
班級學生的人數少

於 40 人

招生 
（2020 年秋季）

本科生：29,638
研究生：

6,665
總數：36,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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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RE TREVOR 藝術學院
www.arts.uci.edu

藝術
舞蹈
戲劇
音樂

生物科學學院
bio.uci.edu

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
生物科學

生物學/教育
發育與細胞生物學

生態學與進化生物學
運動科學

遺傳學
人類生物學

微生物學和免疫學
神經生物學

學習領域
PAUL MERAGE 

商學院
merage.uci.edu

工商管理
商業資訊管理*

HENRY SAMUELI 
工程學院

engineering.uci.edu
航空航天工程
生物醫學工程

生物醫學工程：醫學預科
化學工程
土木工程

計算機工程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

電氣工程
環境工程

材料科學與工程
機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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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域

* 表示跨學科研究專業

人文學院
humanities.uci.edu/SOH

非裔美國人研究
藝術史

亞裔美國人研究
中國研究
古典文學
比較文學
東亞文化

英語
歐洲研究

電影和媒體研究
法語

性別與性行為研究
德國研究
全球文化

全球中東研究
歷史

日本語言與文學
韓國文學與文化

文學新聞
哲學

宗教研究
西班牙語

教育學院
education.uci.edu

教育學

DONALD BREN 資訊與計算機科學學院
ics.uci.edu

商業資訊管理*
遊戲設計與互動媒體

計算機科學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

數據科學
資訊學

軟件工程

SUE & BILL GROSS 護理學院 
nursing.uci.edu

護理學

藥學系
pharmsci.uci.edu

藥學

物理科學學院
ps.uci.edu

應用物理
化學

地球系統科學
環境科學與政策*

數學
物理

社會生態學院
socialecology.uci.edu

犯罪學、法律與社會
環境科學與政策* 

心理科學
社會生態學

城市研究

公共衛生計劃
publichealth.uci.edu

公共衛生政策
公共衛生學

社會科學學院
socsci.uci.edu

人類學
商業經濟學

奇卡諾人/拉丁裔研究
認知學
經濟學

國際研究
語言學
政治學
心理學

數量經濟學
社會政策與公共服務

社會學

本科教育部
uu.uci.edu
本科/未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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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WIDE 
HONORS COLLEGIUM

「Campuswide Honors Collegium 的美妙之處在於，該計劃的各要素（學生、教師、課程、諮詢、
住宿）共同打造了一個完美的生活學習社區。」 – 主任 Charles E. (Ted) Wright

Campuswide Honors Collegium 為有才華的學生提供理想的學習體驗。Campuswide Honors 
的一個特點是個性化關注，確保您隨時擁有廣泛的資源和個人指導。Honors 顧問幫助學生規
劃本科學習及以後的道路。Campuswide Honors 學生還享有額外的教育福利，例如激勵性榮譽
課程、選擇性小組課程、指導研究以及與教師的大量互動。

Campuswide Honors 致力於促進高水平的學術卓越成就和個人
成長，將文科院校的品質與主要研究型大學提供的獨特機會結合
起來。UCI 的支持性榮譽社區幫助計劃參與者盡力提高他們的本科教育成就並實現遠大的目
標。造訪 honors.uc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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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I 對各種優秀的計劃、活動和中心感到自豪，這些計劃、活動和中心可以幫助學生發展任何
學術、個性化、社交或職業興趣。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admissions.uci.edu/studentservices。

第一年卓越計劃
uu.uci.edu/programs/first-year-excellence-program

新生研討會計劃
freshmanseminar.uci.edu

跨文化中心
ccc.uci.edu

學生生活與領導力
studentlife.uci.edu

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 
跨性別資源中心
lgbtrc.uci.edu

學生健康中心
shc.uci.edu

學生健康與保健促進中心
studentwellness.uci.edu

為學生提供的服務

國際中心
ic.uci.edu

國際學生卓越計劃
isep.due.uci.edu

職業發展道路部
探索實習、職業、求職策略、行業資源等！
career.uci.edu/international-students

殘疾服務中心
disability.uci.edu

學術資源
admissions.uci.edu/academicresources

新生活動 (Freshman Edge)
summer.uci.edu/programs/freshman

本科生研究機會計劃
urop.uc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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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I 的國際中心推進並促進 UCI 的國際參
與度，以增強國際社區的學術和個人體驗。
國際中心透過建議、移民服務、規劃、宣傳
和外聯為學生提供服務。  
ic.uci.edu

 

服務和計劃
• 文化聯繫社交聚會
• 移民服務
• 國際學者社團
• 國際咖啡時間
• 實習、學生助理 
 和志願者機會
• 美國生活系列
• 抵達前有關您在 UCI 期間的 
 建議、指導和幫助
• 稅務資訊講座
• 歡迎野餐 

國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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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 UCI 學生成功計劃的一部分，國際學生卓越計劃 (ISEP) 致力於在我們的本科國際學生群
體中提升包容性美德。ISEP 滿足了國際學生的一系列特定需求，並提供安全和包容的空間，以
確保學生獲得類似家庭的支持系統。 isep.due.uci.edu 

朋輩指導
ISEP 的支持系統包括兩個朋輩指導計劃 – 國際朋輩小組 (IPG) 學者計劃和全球領導者  
(GL) 計劃。

個性化建議
ISEP 為參與者提供學術監督和個性化的學術諮詢

存取校園資源。
參加 ISEP 的學生可以參加專業和領導力發展培訓和研討會，有機會與教師和校友互動，以及
獲得寶貴的校園資源（例如全年開放的學習和學術資源中心）。 

國際中心 國際學生卓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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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職業準備就緒
「奧蘭治縣通常被稱為南加州矽谷，這是因為在 UCI 校園方圓 5 

英里範圍內，有 Google、Microsoft、SpaceX 和 Blizzard 等科技巨
頭。就我個人而言，我利用了職業中心的幾次招聘會和交流機會，
同時這些公司也來到校園主動招聘。利用這些資源，我第二年就在 
Google 獲得了一份銷售和營銷方面的兼職工作。」

– Carol，商業經濟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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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職業準備就緒

UCI 本科生一直在各個行業追求職業發展。
從醫學、科學和法律，到非營利組織、創意藝
術和商業，我們的學生畢業時已為他們的未
來做好了準備。

無論您是計劃在畢業後開始職業生涯還是攻
讀更高學位，UCI 的職業道路部門從第一天
起就向您開放，以幫助您實現目標。與職業顧
問進行一對一的會面，利用網路和專業技能
培養研討會，並發掘新的職業道路。如需瞭解
更多資訊， 請造訪 career.uci.edu

全年舉辦四場招聘會：

 • 秋季招聘會
 • STEM 招聘會
 • 實習和招聘會
 • 春季招聘會

UC 學位獲得者在畢業後的 2 
到 10 年內工資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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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和校 園生活

住宿
每年通常有超過 14,000 名學生選擇住在校
園裡，以利用優良設施，享受便利條件，並體
會各種食蟻獸精神！ 

大學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在新環境中
與同學相處。UCI 提供各種住宅社區，它們
安全可靠、維護良好且價格合理。住宿選
擇包括宿舍樓， 例如新的 Middle Earth 和 

Mesa Court 社區、校內公寓、主題住宅和家庭住房。
造訪 housing.uci.edu。

最新！Middle Earth 住房擴建

由於 COVID-19 的限制，住房供應和保證可能會發生變化。有關最新
資訊，包括安全預防措施，請造訪 housing.uc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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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
應有盡有！校園餐飲提供多種選擇，包括新鮮
水果和沙拉、素食、純素食、無麩質、清真、猶
太潔食等！校園附近的國際餐飲場所包括中
國、印度、中東、韓國、日本、泰國和土耳其。  
此外，擁有各種雜貨的超市都在學生宿舍的
步行距離之內。 
請瀏覽 admissions.uci.edu/dining。

校園組織
UCI 擁有 600 多個俱樂部和組織，是一個能源中心。無論您的興趣是學術、環境、多元文化、 
娛樂、社交、體育還是其他 — 您都有很多機會參與其中！請瀏覽  
admissions.uci.edu/studentlife。

校園交通
雖然我們的圓形佈局使我們成為全國公認的自行車友好型校園，但學生還可以使用 
Anteater Express、UCI 的免費校園班車服務，
以及全國首個全電動大學巴士車隊快速輕鬆
地出行。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即可到達當地的海灘、地標、
機場等。

住宿和校 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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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
作為美國國家大學體育協會 (NCAA) 第一級
別學校，UCI 的田徑項目設有 18 個運動隊 

（九個男子隊和九個女子隊）。 

UCI 獲得 28 個團體全國冠軍，64 名 UCI 運
動員獲得個人全國冠軍；56 名 UCI 運動員
參加了奧運會；以及 4,000 名學生被授予 大
西部會議學者運動員（Big West Conference 
Scholar-Athletes） 稱號。

UCI 擁有 500 多名全美選手。本大學還是
太平洋山地體育聯合會 (Mountain Pacific 
Sports Federation) 女子室內田徑的成員。

請造訪 admissions.uci.edu/athletics。

男子運動：
棒球
籃球
越野
高爾夫球
足球
網球
田徑
排球
水球

女子運動：
籃球
越野
高爾夫球
室內田徑
足球
網球
田徑
排球
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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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娛樂
UCI 令人印象深刻的食蟻獸娛樂中心包括
籃球場和排球場、舉重室、游泳池、跑道、
岩牆、瑜伽、交叉健身、武術課程和演示烹
飪廚房。UCI 在附近的紐波特比奇還擁有
一個全新的帆船中心和賽艇中心。請瀏覽 
admissions.uci.edu/campusrec。

電子競技 
UCI 是第一所創建官方電子競技項目的公立大學，被認為
是世界上最佳、綜合性最強的大學之一。UCI 處於遊戲相
關教育和研究的最前沿，並且是美國一些最大的遊戲俱樂
部的所在地，擁有非常強大的社區。我們讓學生有機會結
識遊戲和電子競技行業的公司並獲得相關工作。請瀏覽 
esports.uci.edu。 

俱樂部運動
射箭
羽毛球
棒球
拳擊 
攀岩
板球
龍舟
擊劍

花樣滑冰
武術
帆船
足球
壘球
游泳 
網球
排球
...還有更多！

UCI 的電子競技隊，2018 年英雄聯盟
大學錦標賽的獲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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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 Angeles
Huntington Beach

SAN FRANCISCO

SACRAMENTO

NEWPORT BEACH

LAGUNA BEACH

SAN DIEGo

IRVINE

Big Sur

找到 UCI

充滿活力的校風。視覺上令人歎為觀止的校園。 參與將塑造全球未來的活動。這些是學生說
他們在校園參觀期間看到和感受到的一些事情。透過 admissions.uci.edu/tour 進行線上
互動虛擬導覽。 

距洛杉磯 45分鐘
距聖地亞哥 90分鐘 
距迪士尼樂園 25 分鐘
距紐波特比奇 10 分鐘

UCI 校園位於洛杉磯以南約 68 公里處，聖地亞
哥以北約 137 公里處。如需更多地瞭解我們的理
想位置，請造訪 uci.edu/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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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一個安全的社區
爾灣市連續 15 年被聯邦調查局評為美國最
安全的城市。

爾灣是美國最大的規劃城市社區之一，面積
超過 168 平方公里，居民在奧蘭治縣中心享
受著地中海氣候，這里環境非常乾淨、並且以
家庭為中心。

奧蘭治縣提供野生動物保護區、生態保護區、
附近的沙漠和山區度假勝地，以及 60 多公里
的海岸線供您盡情享受！

爾灣是數千家美國和全球企業的所在地。

人口（2020 年）：

281,707
開放空間保護區：

65
平方公里

街外自行車道：

100
公里

每年大約

281 個
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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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一年級學生
申請 UCI

申請前 
A) 最低 GPA 

• 大學預備課程或外部考試成績為 3.4 或更高

B) 高中必修課程（完成成績必須為 C 或更高）
• 歷史：必修 2 年
• 英語：必修 4 年
• 數學：必修 3 年； 推薦 4 年
• 科學：必修 2 年； 推薦 3 年
• 英語以外的語言：必修 2 年； 推薦 3 年
• 視覺和表演藝術：必修 1 年
• 大學預科選修課：必修 1 年 

按國家/地區查看其他入學要求，請造訪 
admissions.uci.edu/international

C) 英語語言能力要求
• 詳情請參閱本手冊第 24 頁

如何申請
• 首先，造訪 admiss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 線上申請將於 8 月 1 日在以下網址開放 apply.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 申請提交時間為 11 月 1 日至 30 日； 一定要選擇 UCI
• 申請費為 80 美元（不退還）
• 請勿發送推薦信
•   僅在招生辦公室要求下或被錄取後才發送您的正式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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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轉學生
申請 UCI

申請前 
A) 最低 GPA 

•  走讀轉學生必須在 UC 可轉大學課程中的累積 GPA 為 2.8

B) 必修學院/大學課程
 •  60 個學期或 90 個學季 UC 可轉學分課程。UCI 的所有專業都具有選擇性，並鼓勵申請人獲

得盡可能高的 GPA。
•  所有 60 個學期或 90 個學季的 UC 可轉學分課程必須在春季學期結束前完成，這樣才能在

秋季入學
•  完成以下七門可轉學的大學課程（每門課程的成績為 C 或更高）：

- 兩門 UC 可轉的英語寫作課程
-  一門 UC 可轉的數學概念和定量推理大學課程
-  四門 UC 可轉大學課程，涉及以下至少兩個學科領域：藝術與人文科學、社會與行為科學，

或物理與生物科學
•  有些專業有額外的特定課程先決條件和更高的 GPA 要求；詳情請查看  

admissions.uci.edu/transfer

C) 英語語言能力要求
• 詳情請參閱本手冊第 24 頁

如何申請
• 首先，造訪 admiss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 線上申請將於 8 月 1 日在以下網址開放 apply.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  申請提交時間為 11 月 1 日至 30 日； 一定要選擇 UCI
• 申請費為 80 美元（不退還）
•  請勿發送推薦信
•  僅在招生辦公室要求下或被錄取後 

才發送您的正式成績單

食蟻獸學習館報告廳。 23



英語語言能力
所有國際申請人

一年級
如果一年級申請人的中學/高中是在英語不是教學語言的國家/地區完成的，或者如果申請人在
美國的英語教學少於三年，則需要證明其英語水平。

各種考試和分數可用於證明英語水平：
•  英語作為外語 (TOEFL) 考試：網考 (iBT) 或 iBT 家庭版：最低 80 分或更高 紙筆考試： 

60 分或更高
•  英語語言和寫作或英語文學和寫作的 AP 考試成績爲 3 分、4 分或 5 分
• 在 IB 高級英語考試中成績爲 5 分、6 分或 7 分（僅限語言 A）
• 在 IB 標準水平英語考試中成績爲 6 分或 7 分（僅限語言 A）
• 國際英語語言測試系統 (IELTS) 中成績爲 6.5 分或更高
• IELTS Indicator 成績為 6.5 分或更高（僅限 2022 年秋季）
• ACT 英語語言藝術 (ELA) 成績爲 24 分或更高
• SAT 寫作和語言成績為 31 分或更高
• 一年級申請人可以完成一門 UC-E 批准的英語寫作課程
• 多鄰國英語測試 (DET)：最低 115 分（僅限 2022 年秋季）

轉學
轉學申請人必須完成兩門 UC-E 批准的英語寫作課程，成績為 C 或更高。

造訪 admiss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瞭解更多資訊。

24



關鍵日期和截止日期

一年級申請人

8 月 1 日
•  UC 秋季入學的申請開放網址為  

apply.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11 月 1 日至 30 日
•  UC 秋季入學申請的提交時間 

•  申請必須在 11 月 30 日之前提交。在以下網
址申請 apply.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轉學申請人
8 月 1 日
•  UC 秋季入學的申請開放網址為  

apply.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9 月 1 日至 30 日
•  TAG 秋季入學申請提交時間 
•  在以下網址申請  

uctap.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3 月 1 日至 31 日
•  UCI 通知一年級申請人其錄取狀態

11 月 1 日至 30 日
•  UC 秋季入學申請的提交時間 
•  申請必須在 11 月 30 日之前提交。在以下網

址申請 apply.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4 月 1 日至 30 日
•  UCI 通知轉學申請人其錄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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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大學費用似乎讓人覺得是一筆不小的開銷。當您想到 UCI 提供的非凡學術體驗、就讀一
流研究型大學帶來的聲譽、與世界知名教師進行研究的機會以及獲得寶貴的實習機會時，就
讀的費用並沒有那麼昂貴。

* 預算包括走讀生學雜費。費用可能會發生變化。 
 如需瞭解最新資訊，請造訪 reg.uci.edu 和 www.ofas.uci.edu。

居住安排

校內

校外

學雜費

$ 45,491

$ 45,491

生活費

$ 20,564

$ 19,296

預計總費用

$ 65,055

$ 64,787

本科生預算*
（截至 2021 年 9 月）

「 UCI 最棒的地方是這裡的人員！所有的
教職員工都非常出色並樂於助人。每當您
需要幫助、建議或任何事情時，他們總能為
您提供您所需要的東西！」

– Suthima，2018 屆

參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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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印刷

便利條件：根據要求，本出版物將以其他格式提供給殘障人士。聯繫 UCI 殘疾服務中心，電話 949-824-7494。
校園安全：UCI 和 UCI 健康 Clery 法案年度安全報告和年度消防安全報告可在 admissions.uci.edu/policies/clery.php 在線獲取。 
不歧視政策：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致力於提升包容性美德，並根據所有適用的聯邦和州法律，在項目和活動的招生、參與和待遇方面提
供平等機會。如需更多資訊，請撥打 949-824-5594。

請造訪我們的網站： admissions.uci.edu

本科生招生辦公室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Irvine, CA 92697-1075

聯絡我們
週一至週五（太平洋標準時間上午 8 點至下
午 5 點）線上實時聊天：admissions.uci.edu 
電話：949-824-6703

是的，我想保持聯繫。 ❏✔

成為食蟻獸

請將您的資訊發送給我們：admissions.uci.edu/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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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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