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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教育部不予认证的七种国外学历。

CFP

供图

根据统计，

2010

年港澳台认证办共受理

香港特区学历学位认证申请

2115

份， 澳门特

区学历学位认证申请

824

份， 台湾地区学历

学位认证申请

478

份 。 较之

2003

年的数据 ，

香港

50

份， 澳门

11

份， 台湾

15

份， 认证申请

数量增幅明显。

《报告》 分析， 港澳回归之初， 港澳台

认证办提供认证服务的对象多数为港澳居

民， 随着与内地交流的不断深化和中央政府

以及港澳特区政府的政策支持， 越来越多的

内地居民选择赴两地高校学习， 上述人员毕

业后多数返回内地就业或升学， 使得认证受

理数量增幅加快。

统计显示， 香港特区高校着力吸引高层

次人才进行学术及科学研究， 因而招收的内

地学生多集中在硕士及以上层次。 澳门特区

高校采取开放招生的政策， 招收的内地学生

多集中在学士层次。 台湾地区学历学位认证

申请均由台湾居民提出， 尚无大陆居民赴台

高校学习获得学历学位证书的认证申请记

录。 台湾地区居民申请学历学位认证的原因

多为报考内地各类资格考试， 学士层次文凭

的认证申请较为集中， 占总数量的

72%

。

《报告》 指出， 随着海峡两岸和香港 、

澳门的进一步协同发展， 人员的流动 ， 特

别是求学人数预计会保持增长势头 ， 参与

交流的人员结构也将随各地政策调整和需

求变化日趋多样化， 对学历学位认证的要

求也必然会同步提高。

港澳台认证办自开展认证服务以来， 已

与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 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等机构建立良

好的信息沟通机制。 台湾地区已宣布拟每年

接收约

2000

名大陆学生赴台就读， 并且正式

承认大陆

41

所 “

985

” 工程高等院校学历学

位。 台湾地区开放大陆学生赴台就读、 承认

大陆学历学位的举措只待落实。 随着两岸关

系的进一步发展， 大陆学生赴台学习带来了

对认证的实际需求， 港澳台认证办需要与台

湾地区相关部门和高校建立直接沟通渠道，

为获台湾地区学历学位的人员提供专业化的

高效服务。

与港澳台交流深入带动认证数量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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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20年

■

本报记者 万玉凤

中国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就业的实

际需求。当时，由于国内用人单位对国外的高等教育和学位制度缺乏了解，难以判断外国

高等教育机构所颁发证书的学历层次和真伪， 致使一些留学人员回国后迟迟不能落实工

作单位，或者虽已就职，但在工资待遇、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等方面遇到诸多困难。

从

1991

年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始接受用人单位或招生院校的国外学历学位认

证咨询。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背景下，国（境）外学历认证进入

了高速发展期。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从

2000

年开始，

开展了对国（境）外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的认证服务，负责为出国留学、留学回国、来

华留学、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提供由中国政府授权的服务。

《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1991-2010

）》（以下简称《报告》）指出，

20

年来，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已经为近

26

万人次提供了国（境）外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证书的认证服务，涉

及五大洲的

113

个国家（地区）的高等院校。其中，国外学历认证书

212056

份，港澳台地区

学历学位认证书

12293

份，中外合作办学颁发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

34209

份。从

2001

年开始，每年的认证量以

30%

左右的幅度增长。

2010

年度，国外学历认证数量继续保持快

速增长的势头。

作为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手段， 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自

1991

年开展以来， 至今已走过了

20

个年头。 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工

作开展得如何， 呈现出哪些特点和趋势？ 当前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日前，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 《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

1991-2010

）》， 对以上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应。

特别观察

趋势一

荩荩荩

认证申请涉及主要国

家保持不变

尽管涉及部分国家的认证申请数量

由小幅波动， 但英国、 澳大利亚、 美国、

日本、 韩国、 法国、 俄罗斯、 德国、 加

拿大、 新西兰这

10

个国家依然是认证申请

涉及最多的国家。 近年来， 来自欧洲国

家的学历学位认证申请始终占居着最大

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欧洲国家学

历学位认证总数仍然最大， 但其在所有

国家中所占的比例却有明显下降， 由

2009

年的

52%

下降为

2010

年的

40%

。

与此相对 ， 来自美国 、 澳大利亚 、

韩国等国的认证申请却呈上升趋势， 其

中，

2010

年来自美国的学历学位认证申请

数量比

2009

年增长了

31%

。 这个统计数字

表明， 近两年正有越来越多的在美、 澳、

韩等国家完成学业的留学人员回国寻求

就业与继续深造的机会。

趋势二

荩荩荩

专业分布更多元且证

书类型多样化

2010

年的认证统计显示， 申请认证的

留学回国人员在国外所学专业最为集中

的是管理和经济类学科， 工程、 人文社

会科学和法学等专业学科紧随其后。 这

种对学习专业的选择趋势与其他国家学

生出国留学的选择趋势高度趋同。 根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 经济和管理

是国际学生出国留学选择专业的首选 ，

其次是理学、 工程、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

学及法学。

另从

2010

年受理的高等教育学历学位

证书类型来看， 已不再局限于国外高校

颁发的学士、 硕士、 博士

3

级学位证书，

还包括介于

3

级学位中间的阶段性文凭证

书， 以及欧洲部分国家所特有的、 独立

于其他国家学历框架体系之外的各种艺

术类文凭 、 医学领域中的专业性文凭 。

证书颁发院校也不再拘泥于某一所大学，

同一国家几所院校， 甚至不同国家几所

院校互授、 联授学位证书也已成为常见

现象。

趋势三

荩荩荩

发展中国家的学历学

位认证申请增多

越南、 印度、 马来西亚等中国周边

国家的学历认证申请呈现出稳步增长趋

势。 这与近些年中国—东盟贸易区的正

式启动， 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人才流动与

教育交流的密切往来现象全面吻合。 这

表明， 在经济全球化及跨境学生流动日

趋频繁的大背景下， 一些已进入经济发

展快车道的亚洲国家， 正努力改变其教

育进口国地位 ， 努力吸引外国留学生 ，

并通过多种渠道进入中国留学市场。

相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学历学

位认证申请中，学士学位及以下层次的文

凭证书所占比例较大。 统计显示，

2010

年，

超过

70%

的认证申请者获有硕士或博士学

位，学历层次较高。其中，获硕士学位的申

请者占到了认证总量的

63%

。美国、日本等

国的博士学位认证申请数量远远高于欧

洲各国的博士学位认证数，并且这种状况

在最近

5

年均无明显变化。

趋势四

荩荩荩

绝大部分申请者通过

学历学位认证评估

“暂不认证通知单” 与 “学历学位认

证书” 同样是经过认证评估程序后， 由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向申请者出具的正

式认证结果。 《报告》 指出， 造成 “暂

不认证” 的原因复杂多样， 包括发现申

请者提供了虚假或不真实材料及信息 、

申请案例暂不符合认证评估标准、 文凭

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等。 对于提供信息

不完整的申请， 在一定时限内仍不能提

供补充信息， 也是暂不认证的原因之一。

当申请者对于认证结果有异议 ， 或

能够继续补充相应信息， 复议程序为申

请者提供了再次申请的渠道。

2010

年认证

数据显示， 在完成评估的

47786

份国外学

历认证申请案例中， 一共有

1342

份被出具

“暂不认证通知单”， 其中已有

110

份通过

复议程序重新获得了认证结果。 因不符

合认证标准未通过认证评估的申请案例

占受理申请总数的

2.58%

。

中外合作办学学历学位认证申请数量统计图

认证范围 认证内容

1.

在外国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攻读正规课

程所获相应学历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

1.

鉴别国 （境） 外学历学位

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颁发机构的

合法性；

2.

在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 （项目） 学习所获国 （境 ） 外学历学位证

书， 在经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 并

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高等专科教育、 非学

历高等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项目） 学习所获

国 （境） 外高等教育文凭；

2.

甄别国 （境） 外大学或其

他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历学位

证书， 或具有学位效用的高等教

育文凭的真实性；

3.

据中国法律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有关文件

精神，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大学或其他高

等教育机构攻读正规课程所获相应学历学位证书或

高等教育文凭。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或其他高等

教育机构攻读正规课程所获学士以上 （含学士） 层

次的学历学位证书。

3.

对国 （境） 外学历学位与

我国学历学位的对应关系提出认

证咨询意见；

4.

为通过认证评估的国 （境）

外学历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

出具书面认证证明。

国外学历学位认证呈现四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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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一

荩荩荩

认证申请者的前置学历复杂化

由于很多国家的高校在录取外国学生的

标准上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各校录取标准差

异颇大。 例如， 对于同一个学位课程的申

请， 申请者的前置学历可能是属于中国国民

教育系列的学历证书， 也可能是非国民教育

系列的毕业或结业证书， 或者是一段正规高

等教育学历经历或工作经历， 也可能是在海

外某高校学习获得的文凭证书， 也可能是通

过在中国的合作办学及其他跨境高等教育途

径获颁的学历文凭。 此外， 就读国外职业教

育培训课程并获得的国外职业资格证书， 同

样可能成为申请同一学位课程的前置学历。

《报告》 指出， 这一现象与大多数教育

发达国家的职业培训领域和高等教育领域本

身就具有统一的学历框架的现状有关， 不同

领域之间的培训与学习经历可以相互认可、

衔接。 但是， 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建立涵盖职

业培训、 职业教育、 专业教育以及学术教育

领域的国家学历资格框架， 针对纷繁复杂的

前置学历， 如何准确把握中、 外高等教育体

制差异， 客观而公正地评价申请者学习经历

的衔接性、 连贯性以及真实性， 同时避免极

少数人利用这种差异持假造假， 成为学历认

证需要面对的课题。

挑战二

荩荩荩

接受跨境高等教育的形式多样化

与上个世纪所有中国学生都选择在某一

国完成学业的情况相比， 目前可供中国学生

选择的跨境教育形式越来越多， 以非传统留

学方式获得证书的认证案例逐渐增多。 《报

告》 指出， 所谓的非传统留学， 是相对于过

去学生直接前往目的地国院校， 且全程都在

该国通过全日制、 面授方式完成所有课程及

研究的学习方式而言的。

非传统留学的情况很多， 例如， 认证申

请者在境外停留很短时间进行学习或研究便

获得学位证书， 或者在国内与国外均有学习

经历， 而国内的学习经历一般为非学历培训

性质。 还有， 一些国家的高校在其他国家举

办分校， 外国学生只须在分校注册学习即可

获颁母校学历学位证书， 此类学习过程被称

为在第二国学习获颁第三国文凭。 此外， 还

有一些在职人员没有出国， 只是通过远程学

习方式获得国外文凭证书。

《报告》 指出， 鉴于中国已经签署的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 “关于亚太地区成人高等教

育学历、 文凭与学位的地区公约” 无相关条

款规定， 中国与

35

个国家 （地区） 所签订的

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双边协议 （备忘录）

也未涉及此类问题， 加之国内目前没有明确

的国家法规和政策依据， 国际上又没有相关

的质量监测标准， 因此， 对于以非传统学习

方式获得国外学历学位证书， 目前还不在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的范围内。

挑战三

荩荩荩

假造文凭证书案例日趋复杂隐秘

虽然国外的公、 私立综合性大学为中国

留学生的首选， 但各类由某大学认证或授权

的私立学院、综合性大学在海外开办的分校，

甚至无资质院校或所谓的“文凭制造工厂”也

招收了一些中国学生。 由于各国高等教育体

制、学历学位体系、院校成立的法律程序、质

量监管系统等各不相同， 加之近几年许多外

国私立高校经历了重组、合并或者破产，要想

准确确认海外院校是否合法和正规， 需要进

行极为全面、 谨慎和细致的调研。

《报告》 指出， 不法分子或机构所伪造

的材料已经不仅是国外学历学位证书、 成绩

单、 中国驻外大使馆开具的 《留学回国人员

证明 》 等 ， 更有甚者 ， 开始直接伪造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攻击国外学历学

位认证网上系统信息。 为了保持认证工作的

社会公信力， 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中心

坚持对每一份认证申请进行比对或核查， 保

证认证结果的公正性。

国外学历学位认证面临三大挑战

4

《报告》 指出， 自

2000

年开展中外合作

办学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以来 ，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共受理合作办学机构和

项目颁发国 （境 ） 外学历学位认证申请

34209

份 （含内地与港澳地区合作办学机构

和项目）。

467

个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

目的地域分布多数集中在大城市和东部沿海

省份， 如北京 （

106

个）、 上海 （

65

个）、 辽

宁 （

41

个）、 江苏 （

30

个）、 湖北 （

19

个）、

广东 （

18

个） 等地。 而在中西部地区， 高等

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起步相对较晚 ， 数量较

少。

467

个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

目的外方合作伙伴多为科技发达、 经济力量

雄厚的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 如澳大利亚

（

126

个）、 英国 （

74

个）、 美国 （

66

个）、 香

港特区 （

29

个）。

统计数据显示， 认证中心

2009

年共受理

中外合作办学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

5875

份， 比

2008

年同比减少近

10%

；

2010

年受理

中外合作办学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

6884

份， 与

2009

年同比呈现了近

17%

的增幅。

《报告》 分析， 上述认证数量的增减与

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规范进程密不可分。 由

于一些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未

能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通过复核或补办

批准书而暂停招生，

2005

年秋季招生数量有

所下降， 因此，

2009

年秋季毕业生数量有所

下降。

2006

年， 部分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和项目陆续通过复核， 一些新举办的合作

机构和项目也获得批准， 教育主管部门陆续

公布了经审批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和项目名单及相关信息。 在上述政策措施的

推动下， 中外合作办学院校逐步提高了办学

水平和质量，

2006

年秋季招生数量有所上升。

认证评估程序

学历认证申请需登录 中国留学网

(www.cscse.edu.cn)

国外学历学位认证系统

或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系统进行网

上申请；中外合作办学所颁发的国（境）外

学历学位证书及高等教育文凭认证可在

中国留学网上下载申请表格。申请材料原

件和复印件可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或

其在中国境内各地的验证点交验并提交。

申请者向认证机构提出学历认证申

请， 并在认证申请表上签字， 即视为申

请者同意认证机构对其相关信息向有关

机构进行查核。对于在两个（含）以上国家

（地区）经过一个学习过程，同时或先后获

得两个（含）以上同一层次学历学位证书

或高等教育文凭的认证申请，认证机构一

般只受理其中一个证书的认证申请。 同

一证书的认证申请， 如未有实质性重大

改变， 认证机构只能受理一次。

申请者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后可收到

认证机构或认证机构授权验证点的受理

通知单。 通知单上写明查询认证进度和

认证结果领取方式等。 一般来说， 学历

认证评估时间为

15

到

20

个工作日。 当申请

者提交申请材料后， 验证点 （包括设立

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验证点） 将其

移交至认证机构进行初审， 自初审通过

之日开始计算评估时间。

因向颁发学历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

文凭院校核查和其他原因等 （如： 申请

者未能按要求提交补充材料）， 认证评估

时间可能会延长。 认证机构可通过电子

邮件、 信函、 电话、 传真和移动电话短

信等多种方式通知申请者认证评估时间

延长的原因。

认证增减紧贴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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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国（境）外学位学历认证打击学历造假。

CFP

供图

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范围和认证内容

统计数据来源：《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1991-20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