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班或假期班

FPQ和HPQ是英国项目资格认证系列的一
部分，也是进行EPQ项目的基础。学生可
以探索他们感兴趣的主题并体验学术研究
的过程——同时获得更容易的GCSE级别的

适合七年级及以上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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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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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学生提供研究主题和阅读材料 
♦ 500 - 1,500字的论文 

♦ 评分为A* - B

学生为什么要学习FPQ/HPQ？

♦ 学生选择自己的研究主题

♦ 750 - 2,500字的论文 

♦ 评分为A* - C

♦ 更轻松快捷的学术研究体验，专为年龄较低

的学生设计 

♦ 无需考试，完成项目研究便可收获认可的资

格认证 
♦ 有效准备A Level EPQ或IB extended essay 
♦ 对中国学生展示自己的探索学术兴趣和从事

独立研究工作的能力很重要

♦ 大学也会考虑GCSE级别的资格认证并看重

FPQ/HPQ的特点是什么？

FPQ | Level 1

HPQ | Level 2 GCSE

与EPQ学习流程一样，只是更简单

资格认证。

研究类项目



获得EPQ认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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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式学习
是大学准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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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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媒体
♦ 社交媒体有多危险？ 
♦ 在教育领域，数字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比传统方式更

有效？

环境
♦ 极端天气事件对英国气候变化的影响有多大？
♦ 自2000年以来，英国的动物保护工作在多大程度

上帮助了非洲和亚洲的犀牛？
♦ 塑料——20世纪的特色还是21世纪的灾难？

科学
♦ 健忘症在多大程度上告诉我们记忆是如何工作的？
♦ 人体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长期太空旅行？
♦ 更好地了解个人的遗传学是如何引导更成功的癌症

治疗方法的？

社会科学
♦ 聋人社区是如何发明英国手语的？
♦ 为什么英国没有消除儿童贫困?
♦ 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女孩在 GCSE 后从事科学职业？
♦ 美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公民权利？
♦ 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偏向外向者？
♦ 伦敦交通多年来是如何发展的？是什么促使了这些变
化？（手工作品+论文）

经济学
♦ 社会是否应该使用“推动”来实现经济繁荣？

历史
♦ 阿基坦的埃莉诺最著名的描绘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与她
的真实个性和生活方式相吻合？

过往的HPQ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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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EPQ总报名人数来自英国资格认证联合委员会
          ISC学生数据来自英国私立学校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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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Q/HPQ的要求是什么？
学生完成该项目预计需要60个小时的指导学习时长，其中大约20个小时为导师的课堂教学。导师除了教授课程和提供指
导，也将对学生的表现进行内部评估。

在Level 1 FPQ的学习中，学生将获得主题指导、阅读清单和有关如何收集信息的建议。Level 2 HPQ的学生将选择自己

的主题，并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更独立的研究。学生可以选择完成一项原创作品，例如手工作品、设计、艺术创作等，并

提交短论文。

对学生的评估标准如下，FPQ的评分为A* - B，HPQ的评分为A* - C。

评估标准

管理

使用资源

开发和实现

选择、规划和执行项目 确定、规划和执行项目

获取、选择和使用信息，
选择和使用资源

使用一系列技能，包括在
适当的情况下使用新技术

来实现计划的目标

确定并考虑项目成果以及
自己的学习和表现

研究、选择、组织和使用信息，
并选择和使用一系列资源。 

解读数据并应用结果

使用一系列技能，包括在
适当的情况下使用新技术

来实现计划的目标

评估项目成果以及
自己的学习和表现

Level 1 FPQ Level 2 HPQ 

审查

在以上两个项目中，学生将在导师的支持下完成以下任务：

选择一个合适的主题
确定作为研究重点的问题

制定研究计划
使用适当的技巧进行研究

使用所学的工具和技巧获得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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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Q/HPQ课程

Brown老师凭借其在项目资格认证方面的丰富经验，领导高威的FPQ和HPQ项目。他目前是英国一所顶尖中学
EPQ项目的负责人，其职业生涯始于教授语言，后逐渐在学校、教育机构和政府机构担任各种领导职务。

Brown老师与英国各考试局密切合作，担任从咨询到审核以及为Pearson Edexcel项目资格认证撰文的各
类角色。他拥有法语和俄语学士（荣誉）以及PGCE学位。

FPQ/HPQ通常为5到6天的课程，并在课程开始前几周举行周末学术会。学术会结束后，学生将开始与他们研究主题相关的阅
读，以便学生达到该资格认证指导学习时长的要求。

项目期间，学生需进行阅读和研究，阐述他们的假设，审视自己的表现，并撰写论文。学生每天将参加导师教学课程，并在
约定的时间，由导师和双语老师一对一指导相关研究。导师将对学生整个项目期间的表现进行评估。

学生还可参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个人发展活动及游戏。

为了成功获得资格认证，课程结束时，我们的学术协调官还将审查学生的论文，给出额外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如有。最后，
论文及相关材料可通过我们的考试中心提交至Edexcel考试局。

第二天 | 分析  第三天 | 写作   第一天 | 研究   第四天 | 改进论文 第五天 | 审查

9:00 – 9:50
评估资源来源

及论点
数据及信息分析 说服性写作 论文的格式 自我评估及审查

9:50 – 10:00 课间休息

10:00 – 10:50 重新检验假设 分析及评估论点
从同学的论文

中学习
完成论文

课间休息 & 点心

调研 调研 调研及写作 调研及写作 完成论文

制定假设 组织论文结构 调研及写作    校对 完成论文

午餐 & 午休

课间休息

调研

个人发展活动 & 点心

完成项目提案

引文、参考文献

和参考书目
图表及示意图

写作工作坊

调研及写作

调研及写作

导师审查

导师审查

课程回顾

10:50 – 11:00

11:00 – 11:50

11:50 – 13:30

13:30 – 14:20

14:20 – 14:30

14:30 – 15:20

15:20 – 15:50

15:50 – 16:40 调研

课程开始前3周 | 项目前学术会

介绍FPQ/HPQ及其过程和活动日志，以及研究主题

时间

备注：每班人数约为15人，师生比例约为1：8

项目管理及
活动日志

N. Brown
学术协调官



“HPQ结束时没有考试，但它确实能计入UCAS分
数，被顶尖大学视为有价值的资格认证。”

—— Jack Robertson
 伊丽莎白女王学校哲学、宗教及社会学系主任

“项目式学习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掌控
自己的学习，并探索在课程之外他们真正好奇和感
兴趣的领域。”

—— Emma Thompson博士

 南安普顿大学提升部门主管

“FPQ/HPQ将帮助学生为IB extended  essay和
Sixth Form EPQ做准备，这受到大学的高度重视，
并让他们能够提前获得极具大学风格的独立学习
体验。”

—— 英国菲尔斯特德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