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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英国葡萄酒与烈酒教育基金会 

(简称“WSET”)品酒师培训机构！

英国葡萄酒与烈酒教育基金会专注于向葡萄酒与烈酒业内人士与爱好者推

广、提供和拓展高品质的品酒教育课程及资质认证。

WSET负责设计葡萄酒与烈酒教育课程，制作授课及学习材料，并拟定资质

认证考题。我们在全球范围拥有庞大的第三方特许授权培训结构或人员 

(简称“APP”)网络。您可选择教室现场或网络远程两种课程教授方式。

本册中列出了课程及考试细节。我们在全球拥有五百多家得到特许授权的

APPs，为学员们提供各类课程。但是请谨记并非所有的APPs都能获准提供

WSET的全套课程。欲知您所在地区APP的详情，请访问WSET网页上有关 

“开课地点”的内容。

去年，来自于58个国家的四万三千多名学员接受了WSET课程的培训。所

以，您一定能在身边找到一个WSET特许授权的培训场所，在迷人的葡萄

酒和烈酒世界中提升您的专业知识，同时获得广受认可的

WSET资格认证*。在此领域里，我们引领专业教学已四十

余年！

无论您对WSET的期望是什么，我希望您很快就能参与到

WSET品酒师的课程培训中来！您只需联系WSET的伦敦团

队或找到离您最近的特许授权培训机构或人员（APP）。

 
伊恩•哈瑞斯 

总执行官

* WSET资格认证是英国认证及信托体系的一部分，因此教学课程中获得的WSET资格认证对学员而言是极具价值的信息 
来源，有助于提升在葡萄酒及烈酒方面的知识。WSET资格认证并不承诺保证就业或升迁，目前也与英国以外其它规范 
的资格认证体系无关。将WSET资格认证纳入国际市场上其它认证体系中的工作尚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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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级葡萄酒认证

适合人群 
WSET第一级葡萄酒认证最初是为酒店及酒类零售行业中的一线

人员而设立。它为入门级的酒业新人及葡萄酒爱好者提供了基本

的产品知识，因而在全球广受欢迎。

课程目的 
WSET第一级葡萄酒认证课程将向您介绍一些基本的葡萄酒知识以及一些简单的 

食品与葡萄酒的搭配方式。

课程大纲
•	 葡萄酒的主要风格

•	 WSET一级葡萄酒系统品酒方法®

•	 常用酿酒葡萄品种及特点

•	 葡萄酒的侍酒服务

•	 葡萄酒健康、安全及法律问题

•	 食品与葡萄酒的搭配

•	 顺利通过30道选择题的考试， 

方可获得WSET第一级葡萄酒认证

第一级侍酒服务认证

适合人群 
WSET初级葡萄酒侍酒师认证课程将向一线从业人员介绍基本的葡

萄酒侍酒技能。它是获得侍酒服务基本技巧的捷径。如果您正为第

一份侍酒工作做准备，或是希望转行从事葡萄酒侍酒服务，那么这

个课程将是您的理想选择。请注意学员必须同时通过一级或二级，

甚至三级葡萄酒及烈酒认证，才能获得此级别资格认证。

课程目的 
课程将向您介绍如何发现与满足客户的需求，并为您提供很有价值的侍酒师职业成

长理念。

课程大纲

•	侍酒师的职责介绍

•	提升客户服务的关键

•	正确维护与应用葡萄酒侍酒的器材

•	如何侍酒

•	如何保存葡萄酒

•	学员通过葡萄酒侍酒场景下的实际

角色扮演评审，方可获得本级资格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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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级烈酒认证

适合人群 
WSET一级烈酒认证课程将提供基础烈酒知识及侍酒服务技能， 

为您在酒店餐饮或烈酒行业的第一份工作做足准备。这门课程 

也同样适合烈酒兴趣爱好者。

课程目的 
WSET一级烈酒认证课程旨在帮助您了解烈酒入门知识，包括如何进行烈酒销售及侍

酒服务的基本常识。

课程大纲
•	烈酒的主要类别

•	蒸馏过程

•	影响烈酒风味的因素

•	WSET一级烈酒系统品烈酒方法®

•	健康、安全和法律问题

•	烈酒的侍酒服务和销售

•	顺利通过30道选择题的考试， 

方可获得WSET第一级烈酒认证

第二级葡萄酒与烈酒认证

适合人群 
WSET二级葡萄酒及烈酒认证课程深受葡萄酒及烈酒从业人员喜

爱，因为它为学员提供了全方位的产品知识。本级课程也同样适合

葡萄酒兴趣爱好者。

课程目的 
本级课程侧重于介绍世界上主要的葡萄品种和产区，以及主要的烈酒种类。

课程大纲
•	如何酿造葡萄酒以及影响葡萄酒风

格的其他因素

•	主要白葡萄品种

•	主要红葡萄品种

•	世界葡萄酒产区

•	起泡葡萄酒

•	甜葡萄酒和加烈葡萄酒

•	烈酒和利口酒

•	酒标术语

•	食品与葡萄酒的搭配

•	WSET二级葡萄酒系统品酒方法®

•	顺利通过50道选择题的考试，方可

获得WSET二级葡萄酒与烈酒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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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级烈酒认证

适合人群 
此专业烈酒课程专门针对烈酒行业各个领域所需的技能：客户服

务、酒店餐饮、零售及批发。此课程也适合不在酒水行业工作但 

希望系统性地扩大知识面的学员。

课程目的 
WSET二级烈酒认证课程旨在提供烈酒与利口酒的全面知识指导，其中涵盖了主 

要烈酒与利口酒的历史、酿造及风格特点，此课程获得了世界各大烈酒公司的 

一致认可。

课程大纲
•	烈酒市场

•	烈酒的生产

•	白兰地

•	苏格兰威士忌

•	威士忌

•	朗姆酒

•	伏特加

•	龙舌兰

•	金酒和其他调味烈酒

•	利口酒和果酒

•	烈酒的销售和侍酒

•	WSET二级烈酒系统品烈酒方法®

•	顺利通过50道选择题的考试， 

方可获得WSET二级烈酒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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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级葡萄酒与烈酒认证

适合人群 
您需要通过WSET二级葡萄酒及烈酒认证，或出具同等知识水平证

明，方能参加此高级品酒课程的培训。我们强烈建议您在完成二级

认证后再继续本课程进阶学习。

课程目的 
此证书课程对世界主要葡萄酒及烈酒进行了详细分析。学员也将有机会进行深入的

品饮，并从中学会如何辩识产品的风格和质量。

课程大纲
单元一：世界各地的葡萄酒及烈酒

•	葡萄酒的生产（地点、葡萄栽培、

葡萄酒酿造、熟成及装瓶、 

酒标规定）

•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

德国、中欧和东南欧、南非、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北美、 

南美和中美洲

•	起泡葡萄酒

•	加烈(利口)葡萄酒

•	烈酒和利口酒

•	给客户和员工的信息和建议

•	顺利通过50道选择题及一份简短的书

面试卷考评，方可获得WSET三级葡

萄酒烈酒认证

单元二：品评世界各地的葡萄酒

•	WSET三级葡萄酒系统品酒方法®： 

如何品鉴葡萄酒的品质、风格及价位

•	此单元通过两款葡萄酒盲品的方式

进行考核。

WSET 国际葡萄酒及烈酒高级认证

适合人群 
本级认证适合于母语非英语的学员或无法以其母语进行葡萄酒烈酒

三级课程学习的学员。科目与葡萄酒烈酒三级课程一致，但考核方

式有所不同，学员无需书面答卷或提交盲品笔记。学员在通过国际

葡萄酒及烈酒高级认证后，如果希望进阶WSET文凭认证的学习，还

必须完成文凭认证入学资格考试。

课程目的 
此证书课程将在三级的基础上提供世界主要葡萄酒及烈酒的详细分析。唯一的区别在

于考核。学员必须顺利通过50道选择题及一款盲品葡萄酒勾选格方式的考评，方可获

得WSET国际葡萄酒烈酒高级认证



8 www.WSET-China.com

第四级葡萄酒与烈酒文凭认证

适合人群 
此课程适合希望进阶担任诸如食品和饮料管理人员、负责产品范围

的营销团队成员、葡萄酒采购员、销售专员或其他专业职务的葡萄

酒及烈酒行业从业人员。此证书课程也适合热切希望巩固第三级所

学知识、进一步获取品鉴技能的葡萄酒爱好者。

课程目的 
这是WSET的旗舰证书课程，旨在帮助需要担任葡萄酒及烈酒行业高级职务的学员 

们做好专业准备。该课程不仅会为您把专业知识提高到专家水准，更会教给您终 

生受用的职业技能。本课程由熟知葡萄酒及烈酒业内最新行情的行业专家进行指 

导授课。

课程大纲
WSET第四级文凭认证课程分为六大必

修单元。通常先学习第一、二单元，

其它部分将根据每个APP的授课情况进

行不同顺序的教学安排。

•	 单元一：酒精饮料的全球业务 
本单元成绩将根据学员每年十一月

或四月上交的一份课程论文及一个

案例分析形式的闭卷考试来评估。

论文字数要求在2500至3000字， 

论题由WSET颁证部拟定。

•	 单元二：葡萄酒的生产 
本单元通过100道选择题进行考核。

•	 单元三：世界各地的葡萄酒 
本单元的考评包括一个闭卷理论考

（共五个题目）以及运用WSET四级

系统品酒方法®实际盲品测试。盲品

考卷分成两部分，每部分涵盖12款

葡萄酒，中间会提供短暂休息。

•	 单元四：世界各地的烈酒 
本单元实际盲品测试含三款烈酒， 

要求考生运用WSET四级系统品烈酒

方法®提供一份详细的书面品鉴分

析，并完成相关产品知识的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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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元五：世界各地的起泡葡萄酒 
本单元实际盲品测试含三款起泡

酒，要求考生运用WSET四级系统品

酒方法®提供一份详细的书面品鉴分

析，并完成相关产品知识的考题。

•	 单元六：世界各地的加烈酒及利口酒 
本单元实际盲品测试含三款利口酒，

要求考生运用WSET四级系统品酒方

法®提供一份详细的书面品鉴分析，

并完成相关产品知识的考题。

顺利通过文凭认证的毕业生受邀参加每年一月在伦敦市政厅举行的WSET颁奖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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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级补充荣誉文凭认证

适合人群 
已顺利通过WSET第四级葡萄酒与烈酒文凭认证或希望进一步深 

入研究专项课题的学员均可参加此级别荣誉品酒师认证的学习。

文凭认证课程的毕业生中如果因业务需要进行研究工作并就某一

主题提交报告，这也可作为学术研究，使其获得荣誉品酒师认证。

此认证课程适合希望进一步获得更高级别品酒师资格认证（如葡萄酒大师）或其它

教育资格证的学员。

课程目的 
WSET第五级补充荣誉文凭认证课程着重培养学员研究、评估及分析的技能。课程

在读期间，学员们将会获得开展课题项目的相关辅导性支持。然而，学员应独立学

习，设定个人课题完成期限、提交研究计划书申请，并管理课题的研究、执行及提

交流程。

课程大纲
学员须提交一份4000至5000字的研究

报告，以证明其进行深入广泛研究工

作的能力。

•	选择恰当的课题进行深入广泛的 

研究

•	提交项目建议书纲要，接受评审

•	针对研究领域进行文献综述

•	计划与调研

•	以恰当的形式陈述获取的研究信息

•	实现时间上的自我管理，并达到 

目标



BS EN ISO 9001:2008 
WSET颁证部运用质量管理系统，符合BS EN ISO 9001:2008认证及考试中在酒精饮料
的产品知识及品鉴能力的证书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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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好评

休•约翰逊 

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 

作家、广播评论员

迈克尔•布罗德本特 

葡萄酒大师 

作家、广播评论员

杰西斯•罗宾逊 

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葡萄酒大师 
WSET名誉会长、作家、广播评论员 

www.jancisrobinson.com

BS EN ISO 9001:2008
FS 66504

“葡萄酒教育如今已成为一项重要的产业，WSET的辉

煌成就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点，令我惊讶而兴奋。

我完全相信WSET的成功源自于它精彩出色的课程安 

排，兢兢业业的教学指导。全世界的葡萄酒烈酒爱

好者们都知道在哪里才能最好地了解这个复杂、迷

人并且永远有点神秘的领域。

除了WSET，还能是哪里？”

“WSET的核心价值和前进动力就是提供全世界

最高标准的葡萄酒及烈酒教育，并成为行业

持续成长的中心。”

“WSET让我接受的葡萄酒教育以一种奇迹般系统性

的方式开始。我在1976至1978年间学习了WSET的课

程，这为我今后徜徉美妙的葡萄世界，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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