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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简介

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 (SQA) 是苏格兰管理资格
证书的国家机构。
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是苏格兰全球教育和培训
的领导者。同时为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向苏格兰政
府负责，而且我们还在全球范围内与各国政府开
展教育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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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
英国高等教育文凭？
SQA HND是一个高等教育资格证书项
目。HND是国家英国高等教育文凭的缩
写。HND是就业所需的资格证书，是进
入一些职业的主要渠道。该项目注重实践
的学习方式，包括项目和任务学习，团队
工作及课题研究。它为学生的就业打好基
础，也可用于学生继续攻读学士学位及更
高学位，如硕士。

HND项目专为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而设
计。HND 项目由 SQA 和其合作的学院、
大学及用人单位共同开发。
由于HND 项目学生的能力为用人单位及
大学所承认。因此，获得 HND 文凭可有
助于学生进入大学学习。如一些英国或其
它英语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的大学。

HNDs 采用实践的学习方法，包括项目和
任务学习，团队合作，演讲，案例学习和 对那些想找到一个好工作及想从事一个有
商务操作研究。其宗旨是在于培养发展就 发展前途职业的人而言，获得 HND文凭
业和学位学习所需的高水准的灵活应变能 为实现梦想的最好方式之一。
力和学术知识。
自 2003 年起，SQA 就与中国留学服务中
心(CSCSE)合作开展 HND 项目。

苏格兰为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联合王国的四
个地区之一，其它三
个分别为英格兰、北
爱尔兰和威尔士。苏
格兰的人口为 510 万。
它的主要城市包括：
阿伯丁、邓迪、爱 丁
堡 、 格拉斯哥、伊佛
利斯和斯特灵。

SQA HND项目 学生 陈翔龙和 吕品品 在最近一次访问苏格兰时在苏格兰议会大厦
外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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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 英国高等教育文凭（HND）项目

英国高等教育文凭由30 个学分课程构成。 HND项目如何考核
每个课程包括40个教学学时和40个自导自
学学时。这些课程一般在两个学年里修 HND项目的考核可能和学生以往的考核
不同，但它可为学生去他国如英国攻读学
完，但是这个时间框架是灵活的。
位打好基础。在所有的30个学分中，学生
必须学习两门必修附加单元：“职场交际 必须完成27个学分的课程，这些课程会被
英语”和“研究技能”。
评估为”及格”或”不及格”。依据科目
通常而言，学生在一学期内需要完成六至 的不同，考核的方式各有不同，例如，可
八个课程。一个课程可能有1-3个学分。 通过项目，课题研究或实践工作等方式考
学生只有完成全部课程后才能获得HND 核。
文凭。
此外，根据其所学专业，HND项目会有
学生两年专业课的课程成绩将决定他们是 2-3个综合课程。这些课程会考核HND项
否具备赴英国或其他国家继续学习学位课 目所有课程的知识和技能。HND项目专
业课第一年会有1个综合课程，在专业课
程的能力。
第二年会有1-2个综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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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可学习的英国高等教育文凭专业
• 行政与信息技术

• 市场营销

• 国际理财

• 国际商务管理

• 计算机：网络技术

• 国际贸易与商务

• 商务会计

• 计算机：软件开发

• 国际酒店管理

• 人力资源管理

• 计算机：技术支持

• 物流管理

• 商务信息技术

• 电子工程

• 观光旅游

综合课程的考核形式可为考试、案例学习、调查或实践
作业（依据 HND 不同科目会有所不同）。考核结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或不通过，考核结果按右表所示登记。
等级 C 为每个综合课程合格要求的最低等级。

等级

分数

A
B
C

70%+
60% - 70%
50% - 60%
不通过 < 50%

优秀案例：陈翔龙
陈翔龙在武汉理工大学修完
国际理财专业 HND 后，继
续赴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直
接进入国际商务经济荣誉学
士学位的最后一年学习。
他之所以选择攻读 HND项
目，是因为他希望获得一个
受全球认可的文凭，然后再
赴英国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陈翔龙的父亲又说，“我们
对儿子感到非常自豪。我
们看到 了HND项目 是如何
给他注入动力，使他实现自
己的目标。在整个学习过程
中，我们已看到，不管是独
立工作还是与他人合作，他
都变得越来越成熟和自信。
我们坚信，从现在开始，他
可以去实现自己人生所有的
“英国高等教育文凭项目不 目标了。”
仅仅要求跟随老师或课本学
习知识，”他解释道，“我
参加了许多项目、辩论、真
实案例学习及角色扮演。这
需要运用许多不同的技能，
例如研究能力、表达技巧
及团队合作实现目标的能
力。”

SQA HND 项目学生 陈翔龙被授予 SQA 奖
项。这是他获奖时与父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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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进入大学的通行证
当前，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在中国完成 继续攻读学位
HND项目 学业后远赴英国、美国、爱尔兰、
完成 HND项目 学业的学生可申请进入大学本科学
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大学攻读学位。
在SQA认证的中国大学里完成SQA HND项目
学业的学生可以申请上述国家的大学。SQA
的中国官方网站已经列出接受SQA HND文凭
的国外大学名单。http://cn.sqa.org.uk/FAQs/
Universities/index.

士学位第二年或第三年的学习。是否能进入大学攻
读学士学位取决于学生是否能取得 27 个 HND 课程
的学分及获得综合课程要求的成绩（也叫做“综合
课程成绩”）。综合课程成绩的要求由大学决定，
而非 SQA。截至目前，多数攻读荣誉学士学位的中
国 SQA HND 项目学生都在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此外，大学也需要学生提供英语能力证明。根据选
择攻读的学位不同，无论在中国或是在英国，学生
可能需要攻读一些过渡课程。

中国境内提供 HND 项目的大学名单
No 合作院校名单

No 合作院校名单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7

宁夏大学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8

厦门大学

3

北京交通大学

19

上海财经大学

4

北京理工大学

20

上海金融学院

5

北京师范大学

21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6

北京邮电大学

22

首都师范大学

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3

四川大学

8

福建江夏学院

24

武汉理工大学

9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25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10

广东财经大学

26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11

广东金融学院

27

新疆农业大学

12

贵州师范大学

28

中国海洋大学

13

华东师范大学

29

中国人民大学

1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30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5

内蒙古师范大学

3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6

宁波大学

32

中央财经大学

查询最新的大学名单，请登陆SQA中国网站：http://cn.sqa.org.uk/FAQs/Cen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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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学生毕业证的信息
顺利完成SAQ HND项目学业的学生将被授予
HND文凭，该文凭包括以下信息：
• 注明SQA HND专业名称的文凭
• 记录所有已通过的课程名称的附件页，
• 也包括综合课程的名称和成绩

为找工作做好准备
学生在 SQA HND 项目课程中将学习一些重
要的技能，这些技能在毕业找工作时非常有
用。这些重要的技能包括与他人协作的能
力、解决问题能力、沟通技巧及使用信息技
术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通过的课程才会记录在
证书上，没有通过的课程不会出现在证书上。

优秀案例：吕品品
吕品品的职业梦想是在国
家性或国际性金融企业工
作。她热切希望拓宽她的
视野及提高她的英语语言
能力。因此，当吕品品的
母亲了解到 SQA 与中国留
学服务中心 (CSCSE) 的合
作之后，HND项目成了她
的理想选择。

“在 S Q A H N D 项目课
堂上，我要完成许多项
目，”吕品品说到，“我
要开展课题研究，自己学
会归纳总结，学会表达自
己的想法。此外，我还
要参与许多团队工作，并
要求能与他人分享我的
想法。”她希望在中国
吕品品有些朋友已完成了 完 成 英 国 高 等 教 育 文 凭
SQA HND项目 学业并已就 ( SQA HND )项目学业后，
读于英国的大学，这些事 能赴英国大学直接进入学
实也给了她鼓舞。现在， 士学位最后一年的学习。
她已经是首都师范大学
SQA HND 国际理财专业的
二年级学生。

SQA HND 学生吕品品正在接受文化
及外交事务部内阁大臣 Fiona Hyslop
颁发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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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联系我们
想要获取更多信息吗？
有关中国项目合作大学当前可提供的 SQA HND 项
目信息可查阅“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 (SQA)英国
高等教育文凭(SQA HND)项目中国指南 ”。其
次，还可登录SQA 中国官方网站：cn.sqa.org.uk
若您想了解更多有关如何就读SQA HND课程的信
息，请登陆中国留学服务中心 (CSCSE)网站:

www.cscse.edu.cn
在微博www.weibo.com搜索SQA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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