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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资格证书在全球
范围内均受认可，剑
桥学子也被众多热门
留学国家广泛接受。

事实证明，剑桥课程
和资格证书使学生为
大学学业、就业乃至
整个人生做好了充分
准备，因而声名远扬。

 我很欣赏剑桥课程，因为通过这类预备课程的毕业生在我校学习
期间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事实上，不管这些学生来自哪里，他们都
是有备而来的，我们很喜欢这一点。
John Barnhill，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招生助理副校长

关于我们

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是全球最大的面向 5 到 19 岁儿童及青少年的国际教育课程和资格证书提
供商。全球 160 多个国家超过 1 万所学校都是剑桥学习社区的成员。

我们隶属于剑桥考试院。剑桥考试院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也是剑桥大学的一个部门。与剑桥
大学一道，我们秉承提供卓越教育的使命。

全球认可

选择学习哪门课程，这是每名学子都将作出的最重要的

决定之一。确认相应资格证书被普遍接受并受到高等教

育学院、大学和用人单位重视，这一点至关重要。剑桥

资格证书在全球范围内均受认可。

剑桥学子也被众多热门留学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澳大

利亚，以及南非和德国等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广泛接受。

我们致力于确保世界各地的大学招生办公室、院校、用

人单位和专业机构了解剑桥资格证的含金量。

作出正确选择

剑桥国际教育课程和资格证书课程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

设计理念，它们是您在基础教育、大学学习和职场等领

域迈向成功的通行证。课程内容涵盖多元文化，科目种

类选择众多，其中包括很多具有国别特色的课程。

我们的全球学习社区由众多剑桥学校、教师和学生组成，

令大家更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分享最佳实践和理念并致

力于推动卓越教育。我们与学校携手合作，旨在培养乐

观自信、认真负责、勤学善问、勇于创新以及积极主动

的剑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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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国际 IGCSE 高中基础学历课程

剑桥国际 IGCSE 高中基础学历课程是全球最受欢迎的

面向 14 到 16 岁青少年的国际课程。剑桥国际 IGCSE
高中基础学历课程倡导以学生为中心以及基于探究式的

学习方法。该课程还培养学生在创造性思维、学习探究

和问题解决方面的技能，让学生为学习诸如剑桥国际

A Level 高中高级学历课程 、美国大学先修考试 (AP) 和
国际文凭组织的 IBDP 等更高级别的课程做好充好准备。

学校可以任意进行科目组合。每门科目都颁发单独的证

书。有超过 70 门科目可供选择，其中包括 30 多种语言

课程，适合各种不同能力层次的学生。

剑桥 IGCSE 资格证书等同于对应级别的英国 GCSE 资

格证书。剑桥 IGCSE 的及格成绩为 A* 至 G，其中 A*
为最高等级。“U”是未评级。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和所开设的剑桥国际 IGCSE 高中基础

学历课程科目列表，请访问：www.cie.org.uk/igcse

剑桥开设哪些课程？

剑桥课程举世闻名。我们为 5 到 19 岁儿童及青少年提供丰富的整体学校课程。以下为适合 
14 到 19 岁年龄段学生的课程信息，因为通过这些考评后，学生将具备入读很多国家的大学的
资格。

 在获取大学录取方面，剑桥
可为学生提供无与比拟的优势。
它拓宽了学生的技能，增进了
他们的知识和理解力以及批判
性思考技能。
南非剑桥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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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国际 A Level 高中高级学历课程 

剑桥国际 A Level 资格证书已有 50 多年历史，被普遍视

为高等教育的入学凭证。优异的剑桥国际 A Level 高中

高级学历课程成绩犹如一把钥匙，可以为您开启世界各

地英语国家重点学府的大门。

剑桥国际 A Level 高中高级学历课程包括剑桥国际高级

附属水准（剑桥国际 AS Level）和剑桥国际高级水准（剑

桥国际 A Level）。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学制一般为两

年，课程设置灵活。该课程有 50 多门科目可供选择，学

校可从丰富的科目中任意选择开设的课程组合。

剑桥国际 AS Level 课程具有相应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

一半的内容，并且可在一年内完成。学校可以将剑桥国

际 AS Level 课程作为单独的资格证书课程提供给学生，

也可以将其作为获得完整剑桥国际 A Level 资格证书的

一个阶段。学生可以与其他剑桥国际 A Level 科目一起

学习剑桥国际 AS Level，以增加所学课程的广度，从而

增进知识和理解力。

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受 UCAS 和众多英国及国际大

学院校的认可，其效力等同于与英国对应级别的 AS 和

A Level 资格证书。剑桥国际 A Level 的及格成绩为 A*
至 E，其中 A* 为最高等级。剑桥国际 AS Level 的成绩

中没有 A*级。在这两种资格证书中，U均表示“未评级”。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和所开设的剑桥国际 A Level 高中高

级学历课程 科目列表，请访问：www.cie.org.uk/alevel

 剑桥国际 A Level 是‘金牌
标准’的资格证书。剑桥课程学
术标准严谨，报读这些课程的学
生能力参差不齐，但不论能力高
低，都能让学生们得到最大限度
的发展。
Mark Vella，新西兰奥克兰文法中学教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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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地大学对剑桥资格证书的认可情况

剑桥资格证书得到全球众多高等学府的认可。很多大学都给我们发来了官方声明，并以此和
我们确认他们的招生入学政策，在以下页面可以看到剑桥学子被一些最受留学生追捧的国家
成功录取的例子。如需了解这些官方声明的具体信息，请在以下网址查看我们的认可数据库：
www.cie.org.uk/recognitionsearch

除了数据库中所列大学之外，在您递交申请时，还有很

多大学也愿意接受剑桥资格证书并将之作为您学术能力

的证明。但是，在向任何一所大学递交申请前，请务必

在相关大学网站上查看您所选课程的录取要求。如果您

之后还有任何疑问，请咨询大学招生办公室。除了学业

方面的录取标准外，您还需要知悉任何语言要求。

此外，还需切记大学入学竞争总是非常激烈，所以达到

最低录取要求并不表示一定会被录取；成绩越高、申请

文件越有实力，您被录取入读所选课程的几率就越高。

英国和欧洲

剑桥资格证书深受英国及欧洲大学青睐，被视为具有学

术严谨性的资格证书课程，可使学生掌握在大学阶段乃

至今后人生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

剑桥国际 AS Level 和 A Level 被众多英国及欧洲高等

教育机构视为等同于英国本土的普通教育证书 AS 和

A Level。

无数持有剑桥资格证书的学生获得了入读英国和欧洲大

学的名额。我们的认可数据库内有欧洲许多国家（包括

英国）的大学发来的声明。

英国

在英国，所有学生必须通过 UCAS（大学院校招生服务

中心）申请入读本科课程，而非直接向各所大学申请。在

UCAS 资格证书手册中，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资格

证书被描述为：“A* 至 E 等级可取代对应科目和对应等

级的英国 GCE A Level 和 AS 资格证书。”

作为英国最负盛名的大学集团，英国罗素大学集团（包

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对剑桥具有学术严谨性的线性考

评方法、术业有专攻的培养方向和为奖励学生所获成绩

而采取的精细化评分标准表示欢迎。

丹麦

关于凭借 AS & A Level 资格证书入读高等教育课程，丹

麦高等教育与科学部下属部门丹麦高等教育机构给出了如

下建议。

在一般情况下，入读丹麦的高等学府需要至少共有九门

科目达到 (i) GCSE、AS 和 A Level 水准。申请者必须至 
少通过六门不同科目；其中有三门科目必须为 A Level 水
准。请注意：一门 A Level 科目可以用两门 AS 科目代替；

但是至少有一门科目必须是完整的 A Level 科目。此外，

申请者还必须满足其所选学位课程针对具体科目设定的

具体要求。

《里斯本公约》

《里斯本公约》是一份国际协定，旨在促进外国资格证书的认可，从而提升签约国之间的学术流动性。该公约

的签订方共有 5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其中包括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和新西兰。

在高等教育机构的入学方面，《里斯本公约》保证，持有高中学历、可在本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有权申请其

他签约国的大学院校并被录取：http://conventions.coe.int/Treaty/en/Treaties/Html/165.htm

该公约的价值在于剑桥资格证书持有者可以申请原籍国以外国家的大学院校并被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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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通过丹麦初中考试 (folkeskolens afgangsprøve) 和
AS & A Level 资格证书考试的申请者，入学要求如下：

通过初中考试，外加两门 AS Level 科目及三门 A Level
科目（共五门不同的 AS & A Level 科目）。请注意：一门

A Level 科目可以用两门 AS 科目代替；但是至少有一门

科目必须是的 A Level 科目。此外，申请者还必须满足其

所选学位课程针对具体科目设定的具体要求。

A Level 科目最多可以代替两门剑桥 Pre-U 基本科目。

关于丹麦大学院校录取要求的进一步信息，可在丹麦高等

教育与科学部的官网上查阅：http://ufm.dk/

德国

德国国际教育中央办公室 (ZAB) 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联邦州教育与文化事务部长常务会议，就剑桥国际

A Level 高中高级学历课程和本科学位课程入学要求颁

布了下列决议。以下信息是对一般入学要求的概述；同

时针对具体科目还有一些具体要求，这些要求因所选

课程的不同而不同。关于这些要求的进一步信息可在

ZAB 数据库查阅：anabin（外国学历认证与鉴定）网
站 www.anabin.de；或者我们在以下网址的数据库：

www.cie.org.uk/recognitionsearch。在递交申请之前，

学生应仔细查看所有一般入学要求和具有科目针对性的

入学要求。此外，也可在大学的官网查阅有关入学要求

的详细信息。

对于持有剑桥国际 AS & A Levels 资格证书的申请者，

一般入学要求为：一共通过四门剑桥国际 A Level 高中

高级学历课程科目，且其中三门必须为完整的 A Level
标准科目。

例如：

• 三门剑桥国际 A Level 科目

另加

• 一门剑桥国际 AS Level 科目

所选四门科目必须包括 :

• 最低为 AS Level 的一门语言科目招收具有德国国籍、

母语为德语并持有德语AS或A Level资格证格的申请者，

但前提是这些申请者应满足其在特定大学选择的课程的

其他录取标准。请注意：对于学士学位课程的申请者而言，

至少通过一门 AS Level 语言科目是一项一般性的入学要

求；不得以 AS 或 A Level 文学科目代替。

除此之外，一些大学可能还会有具体的语言能力要求（如，

德语），这些要求依据申请者所选专业课程而定。如果学

生对语言要求有任何疑问，应向其选择的大学咨询，以

确保掌握最新信息。

• 数学或诸如生物学、化学或物理学之类的自然科学。

请注意：职业教育科目不能作为大学申请科目。

荷兰

荷兰教育国际化专业知识及服务中心 (EP-Nuffic) 就
GCSE、AS & A Level 资格证书与入读荷兰高等学府给

出了如下建议：

研究型大学本科学位课程（荷兰语：wetenschappelijk 
onderwijs，简称“WO”）的录取要求是：持有荷兰大

学预科课程 (VWO) 文凭或同等文凭。在荷兰，以 C 级

或以上成绩通过三门 GCSE 科目，并且以 E 级或以上成

绩通过三门 GCE 高级水准 (A Level) 科目（共六门不同 
科目）被视为大学预科课程文凭的同等文凭。

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荷兰语：hoger beroepsonderwijs，
简称“HBO”）的录取要求是：至少具有高中 (HAVO) 文
凭或同等文凭：在荷兰，以 C 级或以上成绩通过四门

GCSE 科目，并且以 E 级或以上成绩通过两门 GCE 高级

附属水准 (AS Level) 科目（共六门不同科目）被视为高

中文凭的同等文凭。

一些课程可能还会有更高的录取要求，因此建议学生向

其所选大学咨询，以确保掌握最新信息。

GCSE和 A Level受认可状况的完整详情可参阅 EP-Nuffic
网站：

https://www.nuffic.nl/en/diploma-recognition/
foreign-education-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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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目前，加拿大有 40 多所大学接受剑桥国际资格证书，这

一数目仍在不断增长，例如，多伦多大学就曾表示：

多伦多大学在录取新生时将接受剑桥国际 A Level 和基

本科目（3 门基本科目）组合证书。

学术方向的基本科目和全球视野与研究可获得转换学分；

而应用科学与工程学系科不授予任何学分。

阿根廷

认可剑桥国际资格证书的高等院校有 10 多所，其中包

括圣安德列斯大学。剑桥国际 A Level 数学科目成绩为

“D”、或剑桥国际 AS Level 数学科目成绩为“C”的学

生可以不参加圣安德列斯大学的数学入学考试。

美洲

在一些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大学课程常常设有学分

或免修学分。如果能在精心挑选的剑桥国际 A Level 科
目上取得好成绩，则最高可免修四年制学位课程中一年

的学分。

美国

美国大学对剑桥资格证书的认可正与日俱增。美国常春

藤联盟的所有成员学校均认可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资
格证书。其中包括：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

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

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

在美国和加拿大，如果学生在精心挑选的剑桥国际

A Level 科目上取得好成绩，则最高可免修四年制大学

学位课程中一年的学分。

例如：

杜克大学：为具备相应资格和获得杜克大学国际先修课

程学分 (IPC)，学生必须取得 A 级或 B 级成绩（或同等

成绩）。

杜克大学欢迎已修完剑桥新课程“全球视野与研究报

告”(GPR) 的学生报读。GPR 重视对学生多项技能的培

养，这些技能是为学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所必需的技能。

我们特别看重 GPR 所培养的独立思考、批判性思考以及

研究与探索方面的技能。尽管我校目前并未为该课程分

配学分或先修学分，但是我们相信该课程是一门为所学

课程锦上添花的、很有前景的课程，它使学生为接受中

学之后的教育做好了充分准备，因此我们认为这门课程

是严谨而富挑战性课程的恰当组成部分。

 我认为攻读剑桥课程能带来
数不胜数的好处。它是经过实践
证明的国际性课程，可为成功入
读高等教育学府打下基础；据我
们所知，就读该课程的许多学生
在全球各地都取得了成功。
Jerry Lucido，美国南加州大学招生政策及实践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在我们看来，学习过剑桥国
际 A Level 高中高级学历课程的
学生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他们真
正深入掌握了所学习的科目内容，
并且真正融入其中。在进入大学
之后，此类特点对于学生的成功
非常有帮助。
Stuart Schmill，MIT（麻省理工学院）招生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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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对剑桥资格证书的认可正在快速增加。在有越

来越多大学跻身世界排行榜前列的这样一个地区，剑桥

学生有众多机会入读顶级学位课程并取得出色成绩。此

页列出了一些例子。

澳大利亚
全澳大利亚的大学均欢迎剑桥学生的申请。剑桥国际
A Level 资格证书普遍得到认可，可直接入读本科学位
课程，例如：

墨尔本大学：申请者至少有三门 A Level 科目成绩必须

分别为 B、B、C。录取要求各不相同，有些课程要求的成

绩则高得多。如果学生取得特定的成绩，则一定会被录

取。墨尔本大学还将接受满足录取要求的 GCE A Level
组合资格证书。

所有高等教育录取中心也制定有接受剑桥学生的政策。

这些中心受理所在州的大学入读申请，尤其侧重于受理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学生的申请。例如，负责新南威尔士

和澳大利亚首都行政区的大学录取中心 (UAC) 同时认可

剑桥国际 A Level 资格证书：

所有加入 UAC 的大学均认为 GCE 高级水准资格证书（或
同等资格证书）相当于澳大利亚的 12 年级学历。

香港

香港所有大学均认可剑桥国际 A Level 资格证书。有时，

还可以用先修学分来抵大学课程学分。例如：

香港大学录取条件：三门 GCE 高级水准科目成绩为“E”，
不包括任何英语 / 汉语语言科目；或者，如果申请者仅

学完了 AS Level 资格证书课程，则三门 GCE 高级附属

水准科目成绩为“B”，不包括任何英语 / 汉语语言科目。

新西兰

新西兰所有大学在录取新生时均接受剑桥国际 A Level
资格证书，新西兰大学协会 (Te Pokai Tara) 代表了新西

兰所有大学，并且已针对最低录取要求达成一致意见。

新西兰境内学生的最低录取要求：学生的最低 UCAS 分

数必须达到 120，且至少必须通过相当于已核准科目列

表中科目（不包括“思考技能”）的三门科目，且每门成
绩至少为“D”。AS Level 英语科目成绩为“E”或以上†

且 IGCSE 数学科目成绩为“D”或以上的学生将被视为

已满足大学入学标准的读写能力及数学要求。

新西兰境外学生的最低录取要求：学生必须通过三门

A Level 科目，且至少有一门成绩为“C”或以上。基于

这三门科目提出申请时，通识教育科目的成绩不可纳入

其中。
†  自 2016 年起，奥克兰大学还将要求新西兰国内学生

AS 或 A Level 英语科目的成绩至少为“D”，以满足学

术英语语言方面的要求。

新加坡

剑桥国际 A Level 资格证书在新加坡极受认可。例如：

新加坡国立大学：录取时接受 A Level 资格证书。必须

一次通过至少三门 A Level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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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

剑桥资格证书在南亚可谓家喻户晓。在该地区，各国的

大学录取流程和入学考试之间差别非常大，并且有些国

家州与州之间的这种差别也非常大。在工程和医学课程

的入学方面，该地区的有些大学举行普通入学考试。在

向心仪的大学递交课程入读申请之前，学生务必尽早核

实该大学的录取要求 / 流程。

印度

长久以来，剑桥国际 AS & A Level、剑桥 IGCSE 资格

证书一直备受印度大学协会 (AIU) 认可，认可信息可在

AIU 公布的“国外学位对等关系”中查阅。印度的大学

院校虽然都拥有自主权，但是总体上仍遵从 AIU 的建议。

如需获得本科学位课程入读资格，须达到如下要求：

• 通过五门 IGCSE科目（包括英语），成绩为“C”或以上；

之后再通过两门或三门 GCE A Level 科目。

• 有意入读医学或工程学课程的学生则必须：除通过

五门 IGCSE 科目外，还需通过 A Level 物理学、化

学、生物学 / 数学和英语 (AS Level) 科目。

巴基斯坦

教育部主席委员会内务会 (IBCC) 决定在外国资格证书和

对应的巴基斯坦资格证书之间建立对等关系。

对于剑桥资格证书，他们声明对等关系如下：剑桥

IGCSE 和国际 A Level 及学校 12/13 年级被视为与高中

学历（HSSC/ 中级）相当，但需符合以下四组不同科目

的规定要求：医学预科科目、工程学预科科目、普通科

学科目或人文学科科目。

中东

随着剑桥资格证书在中东地区的普及，该地区的大学对

剑桥资格证书的认可程度在稳步提高。以下是我们的认

可数据库目前持有的一些认可政策的例证。

埃及

由高等教育部主管的大学最高委员会负责为下列成员学

校制定入学要求：开罗大学、亚历山大大学、艾因夏姆

斯大学、艾斯尤特大学、坦塔大学、曼苏尔大学、扎加

齐克大学、哈勒旺大学、米尼亚大学、姆努菲亚大学、

苏伊士运河大学、南河谷大学、本哈大学、法尤姆大学、

班尼苏维夫大学、谢赫村大学、苏哈贾大学。

埃及大学录取要求为：除通过阿拉伯语、宗教学和社会

学之外，还须通过八门 IGCSE 科目，成绩为“C”或以上。

这些科目的考试由教育部根据相关法规进行组织。

根据大学最高委员会颁布的法令，如有意入读医学、牙

医学、药学、理疗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学等

系科，除八门 IGCSE 科目成绩必须为“C”或以上之外，

还需至少通过一门 A Level 科目。这些系科可能还针对

具体科目制定有具体录取要求；建议学生在递交申请前

先咨询相关大学。

科威特

科威特教育部制定了如下大学入学要求：

1. 为取得科威特中学毕业证书 Shahadat-al-thanawia-
al-a’ama 的同等学历，申请者必须通过六门 IGCSE 科目，

且成绩为“D”或以上。

2. 得到认可的基本科目如下：伊斯兰研究（教育部科目）；

阿拉伯语（教育部科目）或 IGCSE 阿拉伯语或阿拉伯语

作为第一语言；会计学；生物学；商业研究；化学；计算机；

经济学；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或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英国

文学；法语；地理学；历史；信息技术；数学；物理学；

心理学；科学（双证书）；社会学。

3. 对于来自国际学校的学生，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的

最终分数按如下方式进行计算：教育部科目考试占 75%，

课堂活动占 25%。及格分数为 50%，与学习科威特国

内课程的学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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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想要获得科威特中学毕业证书（科学方向）的同等学

历，申请者必须通过以下四门科目：O Level/IGCSE物理、

数学、生物学和化学科目。

5. 申请者只需要提供已完成高中阶段学习的证明。

6. 申请者在申请同等学历认证时不得小于 16 岁。

7. 在要求通过的六门 IGCSE 科目中，在录取时只考虑

以下列表中一门科目的成绩：体育研究 / 教育、音乐、艺

术与设计、图形设计、媒体研究、设计与技术、环境研究、

戏剧、古兰经及营养学。该科目成绩必须为“D”或以上。

8. AS 或 A Level 科目也可以被计入要求的六门科目中。

要求成绩至少为“D”。

阿联酋

阿联酋教育部

阿联酋教育部制定了如下大学入学要求：

1. 为了获得阿联酋高等学府的录取资格，所有申请者必

须已完成 12 年的学校教育。

2. 已学完 IGCSE 和 GCE 高级附属水准 (AS) 科目的学

生将具有录取资格，但前提是他们至少有五门 IGCSE 科

目和两门 GCE AS Level 科目的成绩为“C”或以上。某

些课程的具体科目可能还设有具体要求；建议学生在递

交申请前先咨询相关大学。

请注意：这些都是最低入学要求，很多学校可能会自行

决定制定更高的标准。

申请入读阿联酋大学、扎耶德大学和高等技术学院 (HCT)
学士学位课程以及 HCT 高等文凭课程时，学生在作为普

通教育水平评估 (CEPA) 组成部分的英语科目上必须至少

取得 150 分。学生还必须完成 CEPA 的数学科目，这样

大学才能将学生安排到适当层次的班级。

沙特阿拉伯

教育部——高等教育

沙特阿拉伯教育部制定了如下大学入学要求：

按照以下方案，英国的 G.C.S.E. 证书相当于沙特阿拉伯

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 八门 GCSE 科目

或者

• 五门 GCSE 科目 + 一门 A Level 科目

或者

• 五门 GCSE 科目 + 两门 AS Level 科目

申请者的每门 GCSE 科目都必须取得“C”或以上的成

绩，并且每门 AS 和 / 或 A Level 科目都必须取得“D”
或以上的成绩。

在所有上述情况下，学生必须在中等教育机构正常上课，

而不是仅仅通过函授方式；学生必须已完成与 7 年级相

当的学业，即完成 12 年的中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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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剑桥资格证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得到了普遍认可和

接受。

肯尼亚

内罗毕大学制定了以下入学要求：

A-Level 考生必须通过两门相关基本科目。

马拉维

马拉维大学制定了以下入学要求：

持有A Level资格证书、至少通过三门A Level基本科目、

在前两年中的某一年至少共获得九分的申请者将有资格

被马拉维大学录取。考生可入读大学一年级。在录取时，

等级换算关系如下：A = 5、B = 4、C = 3、D = 2、E = 1。

对于 2010 年、2011 年或 2012 年取得 A Level 资格证

书的考生，与其申请课程相关的三门科目应至少取得“C”
或与之相当的成绩。

南非

未按南非学制系统中正规中学途径接受教育的考生需要

具备获取全部或有条件免考的证明的资格。南非高等教

育协会 (HESA) 代表了南非的 23 所公立大学，将负责向

满足以下任一标准的剑桥资格证书持有者发放入学考试

免考证明：

• 通过两门 A Level 科目，且三门剑桥国际 IGCSE 高

中基础学历课程科目成绩为“C”；

或者

• 通过三门 A Level 科目，且一门剑桥国际 IGCSE 高

中基础学历课程科目成绩为“C”；

或者

• 四门 AS Level 科目（包括英语）成绩为“D”或以

上，且一门剑桥国际 IGCSE 高中基础学历课程科目

成绩为“C”。

有条件免考证明的发放与否由 HESA 自行斟酌决定。

考生还需满足其他科目组合的要求，详情可向剑桥或

HESA 索取。HESA 认可剑桥资格证书即代表南非所有

大学均认可剑桥资格证书。

证明您的英语水平

剑桥 IGCSE 和剑桥 O Level 英语资格证书的
受认可状况

全球众多大学认可剑桥 IGCSE 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剑桥

IGCSE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资格证书，将之视为满

足英语语言能力要求的证明。建议您在递交申请前先核

实自己有意申请的各所大学的英语语言要求。

如果学生的母语不是英语，很多大学可能还会要求他们

参加其他专门的英语语言水平测试，如托福和雅思。但

是，如果您在最近至少四年接受过以英语为授课语言的

教育，也有一些大学会为此而免除这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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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数据库

通过使用我们的认可数据库，您可以搜索特定国家和资格证书的认可状况以及不同的认可形式。
例如，您可能会想知道某所大学是否会根据剑桥国际 A Level 高中高级学历课程考试成绩来授
予课程学分。

如需访问认可数据库，请前往以下 
网站：

www.cie.org.uk/recognitionsearch

您只需说明您希望搜索的内容。例

如，一名巴基斯坦的学生刚开始学习

剑桥国际 A Level 资格课程，这名

学生想去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具体来

说他希望去纽约。他会直接从下拉菜

单中选择“美国”，勾选“大学院校”

前面的方框，选择“纽约”，接着再

选择他持有的资格证书。然后点击页

面底部的“搜索”。

也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自己心仪大学

的名称。

“认可状况搜索”页面外观如下：

搜索结果显示如下：



12 剑桥资格证书可助您叩开哪些高等学府的大门？

点击加号 (+)后便显示出纽约州的 56所大学的详情，显示结果可以打印出来。

如果想要获得某所大学（如纽约大学）的详细联系方式，直接点击“详情”

后将显示如下信息。该页面也可打印，这样您将可以持续关注该大学。

如果我们的认可数据库中没有您心仪的大学，请通过第 13 页的详细联系方

式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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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前往以下网站：www.cie.org.uk/help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info@cie.org.uk
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团队电话：+44 (0)1223 553554。

剑桥提供的支持

更多信息

如需进一步了解剑桥课程和资格证书，请前往以下网站：

www.cie.org.uk

认可状况搜索

查看哪些教育机构认可剑桥资格证书。使用我们网站上

的认可数据库查看各国和各种资格证书的认可详情，网

址为：www.cie.org.uk/recognitionsearch

在线帮助

您可以在以下网站查看对剑桥校长、教师、学生、家长、

考官和其他客户提出的常见问题的解答：www.cie.org.
uk/help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您的问题，也可以利用页面左侧

的主题列表菜单进行浏览。如果您愿意致电或发送电子

邮件，可访问“联系我们”页面，了解我们的联络方式。

 华盛顿大学对不仅善于学习而且热爱学习的
学生特别感兴趣，这些学生乐于接受挑战，乐
于钻研新事物，并且常常能够将他们学到的知
识融会贯通。正是因为剑桥独特的教学方式，
才培养了这些学生、这样的学习态度和这些累
累硕果。
Philip Ballinger，华盛顿大学入学招生部助理副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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