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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中国）与萨斯喀彻温大学（加拿大） 

关于社会学本科双学士学位项目介绍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和萨斯喀彻温大学正致力于发展一种富有成效

的大学院校间的合作。为使两校合作更加深入，华中农业大学和萨斯喀

彻温大学同意实施社会学本科双学士学位项目。 

 

本协议专注于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四年制社会学/社会工作本科学位

项目与萨斯喀彻温大学文理学院四年制社会学本科学位项目。在两校入

学要求的基础上，两校可以推荐一定数量的合格学生申请双学士学位项

目。 

 

根据本协议，已注册为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生并

在文法学院顺利完成该专业头两年学习，具有资格申请转入读萨斯喀彻

温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项目学习。学生一经萨斯喀彻温大学录取，可以

免修学分转入萨斯喀彻温大学继续在社会学专业进行第三、四年的学

习。 

 

萨斯喀彻温大学将承认本项目学生在华中农业大学第一、二学年修习指

定课程所获得的同等数量的学分，并允许将该学分转换成萨斯喀彻温大

学文理学院社会学专业本科学位课程学分。华中农业大学将承认本项目

学生在萨斯喀彻温大学第三、四学年所获得的同等数量的课程学分，并

允许将该学分转换成华中农业大学相关学位课程学分。如果学生都符合

后文所附学分衔接协议中两所大学规定的学位授予要求，那么该生就能

分别获得两校的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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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学士学位项目学生一经萨斯喀彻温大学录取，就与萨斯喀彻温大学其

他学生享有同等待遇，享有全部权利与责任。具体来说，要求学生符合

学术项目的要求和遵循除本协议所陈述的具体条款之外该大学所有的

学术政策。 

 

本协议适用于在华中农业大学完成前两年专业学习并在萨斯喀彻温大

学完成后两年专业学习的本科生，同时也期望有一个平行协议，使在萨

斯喀彻温大学注册并在文理学院顺利完成前两年全日制学习的社会学

本科生有资格申请入读华中农业大学、免修学分转入华中农业大学社会

学本科学位项目学习，从而可以在两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由于华中农业大学学生可能对其他专业感兴趣，本协议不排除华中农业

大学文法学院和萨斯喀彻温大学文理学院就其他专业双学士学位项目

商谈另外的学分衔接协议。 

 

 

附录 A. 学分转换衔接 

 

在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社会工作本科项目成功完成前两年课程学习，

符合萨斯喀彻温大学下列课程要求，可转换学分（最多 60 学分）： 

 

荣誉学位，文科学士，社会学 

学分要求 已完成课程（学分转换） 萨斯喀彻温大学需完成学分 

1. 社会科学 12 学

分   

SOC111.3 (社会学概论 A-118) 

SOC112.3 (社会工作概论 A-470 

or 社会工作概论 B-979) 

XSS SR.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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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2) 

 

 

2. 人文学 6 学分 

XHUM SR.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004)     

 

人文学 3 学分 

 

3. 自然科学 6 学

分 

XSC JR.3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046) +大学计算机基础-040)  

   

XSC JR.3 高等数学-007)   

  

 

4. 语言 6 学分  语言 6 学分 

5. 非社会科学 6

学分 

XSC JR.3 + XHUM JR.3 (基于项

目的部分要求选择可行的学分成

块转换) 

 

6. 专业高级课程 

 

 

SOC232.3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A-101)   

SOC233.3 (西方社会学理论-478) 

     

SOC225.3 (社会统计学-472) 

 

SOC SR.9 (社会心理学 A-142+质

性研究方法-113 +社会保障概论

-469 +SPSS 应用-464)    

 

 SOC 303.6  社会学史 

 SOC 325.3 

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 

 SOC 332.6 

 研究设计原理 

  

 18学分高级社会学，其中9

学分必须是400-水平

的课程 

7. 选修课 

荣誉学士学位或

四年制学位所要

求的 120 学分中

一个学科最多允

许选 60 学分，至

少 66 学分是高年

 XAR.SR.12 (整块转换)  

备注：学生必须完成至少 12 学分

本协议未指定的选修课 

 

XSS JR.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01     

18 学分文科与自然科学课

程，其中 9 学分必须是高级课

程（200-400） 

 

http://www.usask.ca/programs/course.php?csubj_code=SOC&cnum=303
http://www.usask.ca/programs/course.php?csubj_code=SOC&cnum=325
http://www.usask.ca/programs/course.php?csubj_code=SOC&cnum=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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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课程  

 

 

毕业学分要求： 

1. 2/3 的专业学科领域= 33/51 萨斯喀彻温大学课程 

2. 2/3 高级课程学分= 42/66 萨斯喀彻温大学课程 

3. 50 % 学位课程= 60/120 萨斯喀彻温大学课程 

备注：本协议下最多可承认 60学分。 

 

 

 

说明 

Cu = 学分单位 

XSS = 非指定的社会科学 

XHUM = 非指定的人文学 

XSC = 非指定的自然科学 

JR = 初级学分—100 水平的课程 

SR = 高级学分—200，300，400 水平的课程 

 

四年制, 文科学士, 社会学 

 

学分要求 已完成课程（学分转换） 萨斯喀彻温大学需完成学分 

1.  社会科学 12

学分   

SOC111.3 (社会学概论 A-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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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112.3 (社会工作概论 A-470 

or 社会工作概论 B-979) 

 

XSS SR.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2) 

 

2. 人文学 6 学分 XHUM SR.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004)     

 

人文学科 3 学分 

3.  科学 6 学分 XSC JR.3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046 +大学计算机基础-040)  

   

XSC JR.3 (高等数学-007)  

   

 

4.  语言 6 学分  语言 6 学分 

5. 非社会科学 6

学分 

XSC JR.3 + XHUM JR.3 (基于项

目的部分要求选择可行的学分成

块转换) 

 

 

6. 专业高级课程 

 

SOC232.3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A-101)   

SOC233.3 (西方社会学理论-478) 

     

SOC225.3 (社会统计学-472) 

 

SOC SR.9 (社会心理学 A-142+质

性研究方法-113 +社会保障概论

-469 +SPSS 应用-464)    

    

 

 SOC 325.3 

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 

 

9学分200-400水平高级社会学 

12学分300-400水平高级社会学 

 

7. 选修课   

http://www.usask.ca/programs/course.php?csubj_code=SOC&cnum=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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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学士学位或

四年制学位所要

求的 120 学分中

一个学科最多允

许选 60 学分，至

少 66 学分是高年

级课程 

 XAR.SR.12 (整块转换)  

备注：学生必须完成至少 12 学分

本协议未指定的选修课 

 

XSS JR.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01     

 

27 学分艺术与科学课程，其中

18 学分必须为高级课程

（200-400） 

 

 

 

毕业学分要求： 

1. 2/3 的专业学科领域= 33/51 萨斯克彻温大学课程 

2. 2/3 高级课程学分= 42/66 萨斯克彻温大学课程 

3. 50 % 学位课程= 60/120 萨斯克彻温大学课程 

备注：本协议下最多可承认 60学分。 

 

说明 

Cu = 学分单位 

XSS = 非指定的社会科学 

XHUM = 非指定的人文学 

XSC = 非指定的自然科学 

JR = 初级学分—100 水平的课程 

SR = 高级学分—200，300，400 水平的课程 

 

附录 B.  一般建议提示 

1. 萨斯喀彻温大学招生办公室具有对所有学生批准入学的最终权力。

请注意入学英语水平要求：萨斯喀彻温大学的教学语言是英语。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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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英语的申请人必须出具英语熟练程度的证明。请参考以下网站：

http://explore.usask.ca/admission/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2. 申请入读文理学院的基础是在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完

成两年全日制学习。 

3. 要求学生课程注册之前咨询文理学院本科生办公室的顾问人员。 

4. 在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全日制学习两年等同于附录 A

中所列出的萨斯喀彻温大学文理学院整块转换课程学分。 

5. 学生必须在萨斯喀彻温大学完成所有剩余学分以达到文理学院的毕

业学分要求，包括学位要求的 1/2 学分，高级课程要求的 2/3 学分和

专业要求的 2/3学分。 

6. 四年制和荣誉学位要求的 120 学分中，至少 66 学分必须是高年级水

平课程（200，300和 400）。 

7. 在萨斯喀彻温大学，学生如果希望转换到其他学院或专业必须符合该

学院要求的学院或专业转换条件。 

8. 基于本协议分配转换的学分仅保证符合本协议列出的所有标准、且在

萨斯喀彻温大学的文理学院完成社会学四年制或荣誉文科学士学位的

学生。 

 

http://explore.usask.ca/admi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