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点联系方式及考试形式 

（1）国内考点 

①居家网考 

序号 省份 考点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1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58802984/18611750395 shizijidi@bnu.edu.cn 

2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010-82303195 zskspx@126.com 

3 福建 厦门大学 0592-2186211 pengdan@xmu.edu.cn 

4 甘肃 兰州交通大学 0931-
4956304/13309367427 1078352791@qq.com 

5 广东 广州凤凰国际中文教育中心 020-85210039/85210567 3625290993@qq.com 



6 贵州 《国际中文教师证书》贵州考

点 0851-86727224 373336527@qq.com 

7 海南 海南大学 0898-66286672 tro-sie@hainanu.edu.cn 

8 河北 石家庄市通用职业培训学校 15830659708 3172317588@qq.com 

9 河南 河南省教育与国际中文推广基

地 13613801689 499618356@qq.com 

10 黑龙江 哈尔滨师范大学 15303660537 3528891884@qq.com 

11 湖北 武汉大学 027-68752501 617067078@qq.com 

12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 0431-85098897 huangx714@nenu.edu.cn 

13 江苏 南京嘉书教育 18051034685 2495707965@qq.com 

14 辽宁 大连外国语大学 0411-86115271/86114438 songwen1987@foxmail.com 

15 宁夏 智慧宫国际文化传播集团 13519296427 yangjuan@zhg.cc 

16 山东 青岛大学（中语国际） 0532-85951547/18660290336 535614030@qq.com 



 

 

②线下考试 

17 陕西 西安外国语大学 15319728333 1172245942@qq.com 

18 上海 HSK 中文学习测试（上海）中

心 13482582025 / 

19 四川 西南财经大学 15319728333 jly0159@swufe.edu.cn 

20 天津 南开大学 022-23508706/23494670 hylsy@nankai.edu.cn 

21 云南 云南大学 0871-65033155 hsk_ctcsol_ynu@163.com 

22 浙江 浙江省孔院师资中心-杭州 0571-81959603 112283107@qq.com 

23 香港 
香港 GAPSK 语文推广委员会

（仅限在中国港澳台的考生报

名） 
852 3977 1532 / 

24 中国本土版专场（仅限非中国籍考生报

名） 86-10-59307656 jszx@chinesetest.cn 



序号 省份 考点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1 北京 北京大学 010-62751916 hyxy@pku.edu.cn 

2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010-82303195 zskspx@126.com 

3 北京 北京市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010-68901908 zwzhengshu@163.com 

4 广东 华南师范大学 020-85215312 20221112@m.scnu.edu.cn 

5 广东 广州凤凰国际中文教育中心 020-85210039/85210567 3625290993@qq.com 

6 河南 河南省教育与国际中文推广基

地 13613801689 499618356@qq.com 

7 湖北 武汉大学 027-68752501 617067078@qq.com 

8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 0431-85098897 huangx714@nenu.edu.cn 

9 江苏 南京嘉书教育 18051034685 2495707965@qq.com 



 

 

 

（2）国外考点 

①居家网考 

序号 洲 国家 考点名称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1 亚洲 菲律宾 菲律宾亚典耀大学孔子学院 / 115640195@qq.com 

10 山东 青岛大学（中语国际） 0532-85951547/18660290336 535614030@qq.com 

11 陕西 西安外国语大学 15319728333 1172245942@qq.com 

12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021-62609783 ctcsol_ecnu@163.com 

13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022-23341435 / 

http://115640195@qq.com


2 亚洲 马来西亚 
科思达汉语水平考试中心（马

来西亚） 
0065-68589609/12 hsk@crestar.com.sg 

3 亚洲 泰国 泰国清迈大学孔子学院 0813532838 qmkzxy@hotmail.com 

4 亚洲 泰国 
泰国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孔子学

院 
+66918207083 kzxypj@gmail.com 

5 亚洲 泰国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 66-2-218-4915 CICUHSK@gmail.com 

6 亚洲 印度尼西

亚 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 +622164717788 lupeng115@qq.com 

7 欧洲 俄罗斯 

俄罗斯圣彼得堡私立补充教育

“孔子”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孔子

课堂 

+79811562535 marylove19880502@163.com 

8 欧洲 法国 法国诺欧商学院商务孔子学院 0033 2 76 00 06 27 
yameng.corget@neoma-bs.fr；

confucius@neoma-bs.fr 

9 欧洲 瑞典 
瑞典斯德哥尔摩中文学习测试

中心 
0046 8 6860669 teacher@secn.se 

10 欧洲 西班牙 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学院 0034 93 768 89 27 ctcsol@confuciobarcelona.es 

http://hsk@crestar.com.sg
http://qmkzxy@hotmail.com
http://kzxypj@gmail.com
http://CICUHSK@gmail.com
http://lupeng115@qq.com
http://marylove19880502@163.com
https://docs.qq.com/sheet/DTm5zZ0xVQ0hHUVlx


11 欧洲 西班牙 西班牙汉语考试委员会 
0034-917299155, 

0034-913575941 
info@clecspain.org 

12 欧洲 英国 英国汉语考试委员会 0044 20 7388 8818 teachercertificate@hanbanuk.org 

13 大洋

洲 新西兰 新西兰奥克兰孔子学院 +64 9 923 9955 
exam@ci.ac.nz / 

https://ci.ac.nz/exams/ctcsol/ 

14 北美

洲 加拿大 加拿大高贵林孔子学院 604-716-5118 cicoquitlam@gmail.com 

15 北美

洲 加拿大 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孔子学院 
（+1） 902-496-

8255 
confucius.institute@smu.ca 

16 北美

洲 美国 
美国大迈阿密亚裔商务联盟考

试中心 
305-890-0185 gmabctestcenter@gmail.com 

②线下考试 

序号 洲 国家 考点名称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1 亚洲 韩国 
韩国彩虹孔子学院韩国《国际汉语

教师证书》认证考试中心 
82-2-829-0426 zhong19891120@qq.com 

http://info@clecspain.org
https://docs.qq.com/sheet/DTm5zZ0xVQ0hHUVlx
http://cicoquitlam@gmail.com
http://gmabctestcenter@gmail.com


2 亚洲 柬埔寨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 85585207138 
sopheakna_vuth@rocketmail.co

m 

3 亚洲 蒙古国 蒙古国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00976-

99862472/95890278 
zhujunli@sdu.edu.cn 

4 亚洲 日本 日本青少年育成协会 0081-3-3268-6601 hsk@jyda.jp 

5 亚洲 新加坡 新加坡科思达汉语水平考试中心 0065-68589609/12 hsk@crestar.com.sg 

6 亚洲 越南 越南河内大学孔子学院 0084-8696512828 vandt@hanu.edu.vn 

7 欧洲 德国 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 
0211 41628540, 

0211 41628541 

pruefungen@konfuzius-

duessledorf.de, xie@konfuzius-

duesseldorf.de 

8 欧洲 德国 德国海德堡大学孔子学院 (+49) 6221-5419385 
x.dang@konfuzius-institut-

heidelberg.de 

http://sopheakna_vuth@rocketmail.com
http://sopheakna_vuth@rocketmail.com


9 欧洲 希腊 希腊雅典商务孔子学院 +30 2108226735 / 

10 非洲 埃及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01226009986 228588147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