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如何支持贵校的EPQ项目 我们的EPQ英国牛剑教学团队
已帮助众多学生高分拿下EPQ

每月滚动开班

EPQ是一项等同于A Level课程的研究性学
习认证项目，其成绩最高可在UCAS系统
中转换成28分。EPQ要求学生完成一篇研
究论文或一项原创作品，如一个设计类、
艺术类、音乐类或编程类作品，再加一篇

所有英国大学都看重EPQ，很多大学还为
获得EPQ认证的学生降低一档A  Level成绩

支持考试局

Extended 
Project
Quali�cation

UK

♦ 为数不多的大学官方推荐项目之一，可帮助

学生提升学术背景

唯一可让学生享受降分录取待遇的方法

国际学生更需要向大学展示自己除了成绩以

外的能力以求脱颖而出

♦
♦

EPQ项目注重英式研究方法、项目管理、学术

写作和公众展示，学校需配备能指导各个专业

方向的导师，而这对于英国本土之外的学校来

说具有挑战性

我们的EPQ教学团队可与贵校考试中心合作，

也可提供英国所有主要考试局的考试中心支持

在我们的EPQ学术协调官指导过的学生中，

超过95%的人拿到A*或A的成绩

根据每位学生选择的研究方向，我们将为其

配备一位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牛剑导师指导

学生的研究

    

♦

♦

♦

♦

   英国大学考量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
而不仅仅是A Level成绩

牛剑导师团队

几乎所有英国排名前30的寄宿学校都在为学生提供EPQ

录取。

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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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EPQ证书的ISC学生数量在2010-2019年
中不断增加。

英国私立学校协会（ISC）汇聚了七大私立学校联盟，

拥有海内外成员学校超过1,300家。成员学校均为世界

名列前茅的私立学校，而他们的学生更是冲击英国和

英联邦国家顶级名校的强劲人选。

南安普敦大学学生获得一等荣誉或二等一级荣誉学位的

百分比。

参加项目资格认证的学生在大学表现更优
秀。

抢占名校录取先机

数据来源：EPQ总报名人数来自英国资格认证联合委员会

年份

ISC学生人数

▲
▲

“研究表明，完成EPQ的学生在大学里表现更好，越来越多的
大学为拥有EPQ资格认证的学生降低一档A Level成绩录取。”
           ——彻腾姆女子学院

以下学校均为英国排名前30的寄宿学校

顶尖学校对EPQ的看法

“已经完成EPQ的学生表示，该项目资格认真非常有用，是收
获大学录取的一个促成因素。”
                    ——艾普森学院

“总共有933名惠灵顿的学生从事独立研究，我们探索了项目式
学习的价值，以及……随之而来的是创造性和学术人才的爆炸
性增长。”
         ——惠灵顿公学

“顶尖大学一致支持项目资格认证。”
          ——康德学院

“EPQ能帮助你脱颖而出。”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EPQ让很多学生的面试准备更加出色。”
          ——拉格比学校

ISC学生数据来自英国私立学校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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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开展你的研究项目：让学生为在罗素集团大学取得成功做好准备”，
           Emma Thompson 博士，2018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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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官方认可，提升录取几率

EPQ让所有学生探索任何其感兴趣的领域EPQ对国际学生的必要性

经验丰富的教学团队、高效的学习方法
和额外的学术资源助力EPQ成功

顶级名校推荐  如今，很多学生都能达到大
学的A Level成绩要求，因此，个人陈述、面
试、奖项和EPQ的分数在申请时变得越来越
重要。英国大学在录取学生时会更倾向于考
虑参加过EPQ的学生，且学生所参与的EPQ
项目也经常是他们面试中的话题之一。

降低A Level成绩要求  罗素大学集团的24
所大学中，有超过50%的学校明确表示会对
持有EPQ认证的学生降低A Level分数要求。
因此，EPQ可为学生降低名校门槛。可查阅
尾页里的大学名单。

UCAS加分  在UCAS系统中，EPQ成绩最高
可转换成28分，让学生在申请大学时更容易
达到目标大学的分数要求，而IPQ项目无
UCAS加分。

02

04
英国学生通过获取EPQ认证向大学展现自己
的独立学习和研究能力。所以，国际学生在
申请大学时，除了需要满足成绩要求外，更
应凸显出自己的分析能力、独立学习能力以
及对所申请专业的个人兴趣，才能在申请者
中脱颖而出。

获取EPQ高分  在我们英国EPQ学术协调官指导
过的学生中，超过95%的人已拿到A*或A的成绩
。而毕业于牛剑的导师们自身也均在EPQ中取得
了A*的优秀成绩。

个性化  每位学生自行选择研究主题，我们的导
师将提供一对一指导并给出及时反馈。

灵活性  若学生在做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指导和帮
助，还可随时就所遇到的问题与导师发信息进行
沟通。

额外资源  学生可使用JSTOR、ScienceDirect和其
他顶尖数字图书馆查阅研究主题所需资料，这类
资源难以直接从互联网和当地图书馆获取。

国际学生为什么应该参加EPQ项目？

EPQ多重优势 

学生除了可选择完成一篇传统的研究论文外，还
可选择完成一项原创作品。原创作品的选择面广
泛，可以是一项设计、艺术创作、电脑编程、机
器人设计、音乐创作、视频创作、舞蹈创作或时
尚创作等。



支持培生Edexcel或其他考试局

EPQ要求深入了解英国考试局的研究过程、学术写作和评估标准。我们的学生将得到来自英国的EPQ学术协调官和牛剑导师的支持，他们拥有
多年的EPQ教学经验。

在学术协调官主导的课程中，学生将了解EPQ的要求和研究过程。当学生决定了研究主题，我们将为其匹配一位在学生的EPQ研究方向上擅长
且相关专业知识丰富的牛剑导师。这些导师将一对一指导学生，并监督整个EPQ学习过程。

尽管大多数学生会选择写论文，但他们也可准备表演或制作手工作品等。选择论文需要完成5,000-6,000字，而选择其他类型只需1,500-3,000字
的短论文。

评估标准

确定、设计、计划和实施项目研究，运用一系列
技能、策略和方法实现目标

研究、选择、组织和分析信息，并选择和使用一
系列资源 

选择并使用一系列技能，做出决策并实现计划结果

评估并展示项目的所有方面

管理

使用资源  

开发和实现

审查

我们可为学生提供培生Edexcel考试中心一站式服务，

也可与学校的考试中心合作，无论其隶属于哪个考试局，

从而更好地利用学校自身资源。

随后，学生的论文和相关材料将提交至英国各考试局进

行评估。

EPQ学习过程
教学指导

J. Daley
EPQ 学术协调官

以上为培生 Edexcel EPQ的要求，但其他主流考试局的要求基本相似。

学生需完成以下任务：

♦ 选择感兴趣的主题进行深入研究

♦ 确定并草拟研究目标

♦ 为研究制定计划

♦ 使用适当的技术进行研究

♦ 开展研究并使研究达到预期结果

♦ 分享项目成果

除了研究论文以外，学生还需完成两个文件：

♦ 获得导师批准的项目提案表

♦ 记录项目进度的活动日志

Daley老师是我们其中一位学术
协调官，也是英国一所顶尖
Sixth Form学校的EPQ课程负责
人。她所指导过的EPQ学生中，
超过95%的人拿到了A*或A，其
中包括亚洲学生。Daley老师拥
有24年教学经验，曾担任学校
英语部教学主管。自2002年起，她所教授的A Level班级的学生全部取得
了A*或A的成绩。Daley老师拥有教育管理学硕士学位，英语与比较文学
双学位，以及英语教育学研究生证书（PGCE）。

Daley老师坚信，学生在完成EPQ项目过程中所获取的技能极其宝贵，
不仅能够让学生学会主动学习，还能为以后的大学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EPQ教学流程

单元1  
EPQ前期准备与组织规划

  批判性思维与解决问题
  开发兴趣，确定研究主题
  项目管理能力
  EPQ流程与研究日志

单元2  
EPQ研究技巧 

  研究方法
  获取电子和非电子资源
  评估与审查资源
     避免抄袭

单元3  
学术写作 

  论文结构
     主题句与有效写作
     参考与引用
     创建参考文献目录

单元4  
审查与答辩 

  制作PPT
  公众展示技巧

EPQ基础课程

学生将首先学习EPQ的整体规划和成功完成EPQ的
所需技能。此阶段的课程均由我们来自英国的EPQ
学术协调官线上直播亲授，互动性强。

牛剑导师一对一指导

每位学生将匹配一位在学术研究和学生EPQ研究方
向上擅长且相关专业知识丰富的牛剑导师。在完成
单元1课程的学习后，学生将与自己的导师开始项
目研究。牛剑导师将在学生的整个EPQ研究过程中
进行教学、指导、监督以及支持。

牛剑导师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学生提供支持：

英国名师双轨制教学 高效助力EPQ高分

18小时

一对一直播课

学生可自行与导师确定上课时间，每次
直播课时长约60分钟，从研究项目开始
到结束，为学生提供专业指导。

灵活问答时间

学生如在研究过程中碰到任何问题或是
想与导师进行讨论，可随时通过Canvas
与导师沟通。导师将在12小时内尽快回
复。

学术写作辅导

导师将审查、点评并辅助学生完成研究
报告，确保最终报告结构严谨，语法正
确，充分展示个人风格且达到英国考试
局的标准和期望。

12小时

♦
♦
♦
♦

♦
♦
♦
♦

♦
♦

♦
♦

♦

♦ 双语管理员全程跟踪

从EPQ项目开始，每位学生将会有一名专属双语管
理员跟踪全程。双语管理员将监督学生研究进度，
促进学生与导师之间的沟通，并为学生解答相关问
题。

学生的EPQ学习以Canvas学习管理系统为中枢主导，该系统集成了Zoom直播课程、学习资料、作业、日程安排以及交流对话等。
Canvas是目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学习管理系统，全球有超过3,000家学术机构使用。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线上教学机构，

美国的八大常春藤萌校、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将Canvas作为主要的学习管理系统。



商科

生物 经济

计算机科学

数学

物理

生物化学

工程

心理学

牛津大学
基督教堂学院

数学和计算机科学
理学士学位

George A.

Georgia B.

牛津大学
圣埃德蒙学堂

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
文学士学位

Ana L.

剑桥大学
基督圣体学院
化学理学士学位

剑桥大学
卡莱尔学院

医学和外科学硕士学位

Jesse A.

牛津大学
基督教堂学院
数学理学士学位

Tommy W.

Reece O.Jonathan N.

George M.

牛津大学
基督教堂学院
物理学硕士学位

环境学

               牛剑导师团队

每位学生都将匹配一位在其EPQ研究方向上擅长且相关专业知识丰富的牛剑导师。如果学生的研究项目是跨学科

的，我们将安排不止一位导师为其提供指导。牛剑导师将采用一对一形式支持学生的学习。

我们与数百名不同专业但拥有相似背景的牛剑导师合作。实际匹配将取决于导师的时间安排。

Tereza M.

牛津大学
林肯学院

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
文学士学位

Nathan  L.

牛津大学
基布尔学院

工程学理学士学位

牛津大学
奥里尔学院

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
文学士学位

牛津大学
耶稣学院

地理文学士学位

艺术与设计

牛津大学
新学院

艺术学士学位
 

Hugh N.

牛津大学
基布尔学院
化学博士学位

Justin H.

化学



过往的EPQ主题

艺术
  光和颜色的运用是印象派艺术时代的唯
  一特征，还是其兴起有更重要的原因？

音乐
 我可以重做60年代被低估的歌曲，并创
 作出听起来像数字时代音乐的作品吗？
 如何通过大提琴向听众传达各种情感？

舞蹈
 嘻哈舞蹈从起源起演变到了何种程度？

科技与机器人
  温度如何影响电池容量？
  在何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认为人工智能实
  际上是在独立思考？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会在多大程度
  上影响行业内的创新、创造力和发展速
  度？

生物/医学
 神经生物学疗法能否在不久的将来替代
 心理疗法？
 为什么癌症成为非洲最大的杀手之一？
 流行病模型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效地预防

流行病？ 

行星科学/物理学
  使用MEMS陀螺仪估算地球的旋转速度
  可否仅使用太阳能为火星供电？

心理学
  人类的记忆如何受到情感的影响？
  社交媒体对年轻人的生活有何影响？

历史
 建筑对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过渡有何

影响？
 美国内战爆发的原因是什么？

文学/语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日语和汉语对韩语的影响

环境与经济
 电动汽车对环境和全球经济有何影响？
  
体育与数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级方程式赛车

的安全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如何改
善了这项运动？

  

作品例子

媒体/电影
 冲突摄影

 制作短片《煎熬》
 《蝙蝠侠》的电影改编是否改变了社会

对角色的认知？

创意写作
 一本关于时尚史的书: 探讨19世纪时尚变

化的主要原因 

 阿拉伯诗歌如何表达爱情？

机器人/编程
  我可以创建网站来推广业务吗？
  操作自动驾驶汽车的挑战 

产品设计
  建造风力涡轮机为手机充电
  现代化的学校设施：为现有的建筑简介
  创建新的设计方案 

服装设计
  莎士比亚服装  

论文例子

经济
  股票市场上投资组合增长最成功的投资
  策略是什么？
  谁将是中美贸易战的最终赢家和输家？
  加密货币的未来是短暂还是长远的？
  人口趋势将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

国际关系与数学
  博弈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在多大程度
  上可以算作正当的分析工具？

环境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
  足当前的能源需求？
 全球塑料废料危机：处理商业塑料废料
 最有效方法是什么？

政治学
 民粹主义的兴起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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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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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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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ll Academic Programs

※ 罗素大学集团的24所大学
§   
◊    
†   

适用于除医学和牙科学的所有专业
适用于部分专业

适用于所有或大多数专业

英国排名前50大学的EPQ政策

剑桥大学 ※
牛津大学 ※
圣安德鲁斯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
帝国理工学院 ※
拉夫堡大学
杜伦大学 ※

#1 
#2 
#3 
#4 
#5 
#6 
#7 
#10 伦敦大学学院 ※
#11 华威大学 ※
#12 埃克塞特大学 ※
#15 爱丁堡大学 ※
#19 格拉斯哥大学 ※
#20 伦敦国王学院 ※
#23 纽卡斯尔大学 ※
#26 阿伯丁大学
#29 赫瑞瓦特大学
#31 邓迪大学
#35 思克莱德大学
#37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41 哈珀亚当斯大学
#44 创意艺术大学
#45 斯特灵大学
#47 肯特大学
#48 伯恩茅斯艺术大学
#50 林肯大学

官方推荐EPQ的顶尖学府

兰卡斯特大学 §
巴斯大学 §

对持有EPQ认证的学生降低一档A Level成绩
录取的英国名校

#8 
#9 
#13 伯明翰大学 ※◊
#14 布里斯托大学 ※†
#16 利兹大学 ※†
#17 曼彻斯特大学 ※†
#17 南安普敦大学 ※†
#20 诺丁汉大学 ※†
#22 约克大学 ※§
#24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
#25 东英吉利大学 §
#27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
#28 谢菲尔德大学 ※†
#30 卡迪夫大学 ※◊
#32 斯旺西大学 §
#33 利物浦大学 ※†
#34 萨里大学 §
#35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
#38 莱斯特大学 §
#39 雷丁大学 §
#40 萨塞克斯大学 †
#41 埃塞克斯大学 †
#43 阿斯顿大学 †
#46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
#48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

排名来源：《完全大学指南》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