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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洋洲 萨摩亚 瓦伊泰利-犹塔小学 小学 12 非学分 2020/12至2022/12 本科（含以上） 中文 英语 1

2 大洋洲 瓦努阿图
Lycee Loiu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
中学 20 选修课 2020/9至2022/9 硕士（含以上） 中文 英语 1

3 大洋洲 瓦努阿图 Malapoa College 中学 20 选修课 2020/9至2022/9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4 大洋洲 新西兰 坏卡托理工学院 大学 22 非学分 2020/9至2022/9 本科（含以上） 中文 英语 1

5 非洲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第二大学 大学 15 必修、选修 2020/9至2022/9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6 非洲 埃及 卢克索大学 大学 20 必修+兴趣班 2020/8至2022/8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阿语 2

7 非洲 刚果（布） 中文国际学校 中小学 20 必修+兴趣班 2020/10至2022/7 本科（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2

8 非洲 加纳 恩克鲁玛科技大学 大学 14 选修课 2020/9至2022/7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2

9 非洲 加纳 库马西理工大学 大学 12 必修、选修 2020/9至2022/9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2

10 非洲 加纳 威斯康辛大学 大学 14 必修+选修 2020/9至2022/7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11 非洲 马达加斯加 孔子学校 中小学 16 必修+选修 2020/10至2022/7 本科（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3

12 非洲 毛里塔尼亚 努瓦克肖特大学 大学 18 必修课 2020/10至2022/10 硕士（含以上） 跨文化交际 英语 3

13 非洲 尼日利亚 艾哈迈杜·洛贝大学 大学 15 学分，非学分 2020/9至2022/8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14 非洲 尼日利亚 巴耶罗大学 大学 20 学分，非学分 2021/1至2023/1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15 非洲 尼日利亚 卡巴拉尔大学 大学 20 学分，非学分 2020/9至2022/9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16 非洲 坦桑尼亚 中国文化中心 中心 18 非学分、兴趣班 2020/10至2022/10 本科（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17 非洲 坦桑尼亚 中学汉语教学项目 中学 16 必修+选修 2020/12至2022/12 本科（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0

18 美洲 巴巴多斯 西印度大学凯夫希尔分校 大学 12 学分 2021/1至2023/1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19 美洲 多米尼加 圣多明各理工学院 大学 20 非学分 2020/10至2022/10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西班牙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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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美洲 厄瓜多尔 科多帕希技术大学 大学 20 学分课 2020/9至2022/9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西班牙语 1

21 美洲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 大学 16 非学分 2021/1至2023/1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西班牙语 2

22 美洲 古巴 FRUCTUOSO RODRIQUEZ初中 中学 12 学分、非学分 2020/10至2022/10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西班牙语 1

23 美洲 加拿大 魁北克大学 大学 12 学分 2020/9至2022/9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法语 1

24 美洲 加拿大 玛格丽特-布瓦尔教育局 中学 10 非学分 2020/9至2022/9 本科（含以上） 中文 英语、法语 1

25 美洲 美国 南伊利诺伊大学 大学 12 非学分、兴趣班 2020/8至2022/6 硕士（含以上） 英语专业 英语 1

26 美洲 美国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 大学 15 非学分、兴趣班 2020/8至2022/6 硕士（含以上） 英语专业 英语 1

27 美洲 苏里南 苏里南广义堂中文学校 中学 20 非学分 2020/12至2022/12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荷语或英语 2

28 美洲
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
西印度大学圣奥古斯丁分校 大学 12 学分、非学分 2020/8至2022/6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29 欧洲 保加利亚 索非亚大学 大学 12 有学分，必修课 2020/10至2022/10 硕士（含以上） 汉语专业 汉语、英语 1

30 欧洲 比利时 鲁汶大学 大学 15 学分 2021/1至2023/1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31 欧洲 波黑 东萨拉热窝大学 大学 20 零起点/学分 2020/9至2022/6 硕士（含以上） 文学、历史 英语 1

32 欧洲 波黑 多博伊圣萨瓦小学 小学 20 零起点/学分 2021/1至2023/1 本科（含以上） 中文 英语 1

33 欧洲 波黑 福查高中 中学 20 零起点/学分 2021/9至2023/6 本科（含以上） 中文 英语 1

34 欧洲 波黑 莫斯塔尔大学 大学 20 零起点/学分 2020/7至2022/7 硕士（含以上） 中文 英语 1

35 欧洲 波兰 华沙大学 大学 20 零起点/学分 2020/9至2022/6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36 欧洲 波兰 罗兹大学 大学 20 零起点/学分 2020/9至2022/6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37 欧洲 德国 法兰克福大学 大学 12 学分 2020/10至2022/8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德语、英语 1

38 欧洲 德国 哈勒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大学 大学 20 学分 2020/10至2022/8 本科（含以上） 中文、英语、法律 英语 1

39 欧洲 德国 黑森州吉森市赫尔德文理中学 中学 14 学分 2020/10至2021/6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德语、英语 1

40 欧洲 俄罗斯 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工艺管理大学 大学 20 必修课、选修课 2020/9至2021/8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俄语、英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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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欧洲 俄罗斯 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经法学院 大学 20 必修课 2020/9至2022/9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俄语、英语 1

42 欧洲 俄罗斯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 大学 26 必修课 2020/8至2022/6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俄语、英语 2

43 欧洲 俄罗斯 俄罗斯莫尔多瓦国立大学 大学 16
必修、选修、学分

、非学分
2020/9至2022/7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俄语、英语 1

44 欧洲 俄罗斯 俄罗斯莫斯科1329学校 中学 13 必修、兴趣班 2020/9至2022/6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俄语 1

45 欧洲 俄罗斯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 大学 16 必修课 2020/8至2022/6 硕士（含以上） 中文、外语 俄语、英语 1

46 欧洲 俄罗斯 俄罗斯莫斯科州国立社会人文大学 大学 16 必修课 2020/9至2022/8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俄语、英语 1

47 欧洲 俄罗斯 俄罗斯萨拉托夫语言文化中心 大学 20 选修、兴趣班 2020/9至2022/5 本科（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俄语 1

48 欧洲 俄罗斯 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 大学 18 必修课 2020/9至2022/7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俄语、英语 1

49 欧洲 法国 巴黎大学（原巴黎狄德罗大学） 大学 16-20 必修 2020/9至2022/6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法语 1

50 欧洲 法国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大学 16 必修 2020/9至2022/8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法语、英语 1

51 欧洲 法国 法国中文国际班 中学 16-20 学分、非学分 2020/9至2022/8 硕士（含以上）
法语、对外汉语（12
人）、数学（4人）

法语 16

52 欧洲 芬兰 拉普兰大学 大学 20 零起点/学分 2020/9至2022/6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53 欧洲 克罗地亚 普拉大学 大学 16 有学分，选修课 2020/10至2022/6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英语 1

54 欧洲 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大学 大学 12 有学分，选修课 2020/10至2022/7 硕士（含以上） 中文 汉语/英语 1

55 欧洲 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大学 大学 14 学分 2020/10至2022/10 本科（含以上） 汉语专业 汉语 1

56 欧洲 葡萄牙 葡萄牙中学 中学 16-20 学分、非学分 2020/9至2022/8 硕士（含以上） 葡语、汉语国际教育 葡语、英语 2

57 欧洲 瑞士 苏黎世大学 大学 13 必修课 2020/9至2022/8 硕士（含以上） 汉语语言文学 汉语/英语 1

58 欧洲 斯洛伐克 考门斯基大学 大学 16 必修学分 2020/9至2022/6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59 欧洲 乌克兰
乌克兰国立敖德萨大学中国文化中

心
大学 20 学分、必修课 2020/9至2022/8 本科（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俄语 俄语、英语 2

60 欧洲 西班牙 萨拉曼卡大学 大学 12 选修课 2020/10至2022/8 硕士（含以上） 汉语专业 汉语/英语 1

61 欧洲 希腊 派迪昂大学 大学 20 零起点/学分 2020/9至2022/6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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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欧洲 希腊 西阿提卡大学 大学 20 零起点/学分 2020/9至2022/6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63 欧洲 希腊 雅典大学 大学 20 零起点/学分 2020/9至2022/6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64 欧洲 意大利 米兰国立大学 大学 12 学分 2020/10至2022/8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意大利语、英语 1

65 欧洲 意大利 萨伦托大学 大学 16 学分 2020/10至2022/8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意大利语、英语 1

66 欧洲 英国 根西岛教育部 中学 18
选修、学分、兴趣

班
2020/9至2022/8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67 欧洲 英国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大学 16 必修、选修 2020/9至2022/6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68 亚洲 阿塞拜疆 巴库国立大学 大学 18 初级汉语 2020/9至2022/7 硕士（含以上） 中文专业 英语 3

69 亚洲 阿塞拜疆 总统直属国家行政管理学院 大学 20 高级汉语 2020/9至2022/7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70 亚洲 朝鲜 平壤外国语大学 大学 12 汉语类 2020/8至2022/8 本科（含以上） 中文 英语 2

71 亚洲 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第69中学 中学 20 零起点 2020/9至2022/7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72 亚洲 柬埔寨 金边皇家大学中文系 大学 20
现代汉语/现代汉

语专题
2020/9至2022/8 硕士（含以上） 中文，国际汉语教育 英语 2

73 亚洲 老挝 老挝国立大学 大学 20 必修课 2020/9至2022/7 博士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或老挝语 1

74 亚洲 黎巴嫩 贝鲁特美国大学 大学 10 学分，非学分 2020/9至2022/9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75 亚洲 孟加拉 Brac大学 大学 18 必修课 2020/8至2022/7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76 亚洲 缅甸 仰光外国语大学 大学 10 学分课 2020/6至2022/6 本科（含以上） 中文 英语 1

77 亚洲 缅甸 云华师范学院 大学 10 学分课 2020/9至2022/9 本科（含以上） 中文 英语 1

78 亚洲 尼泊尔 特里布文大学 大学 18-20 必修课 2020/8至2022/6 本科（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3

79 亚洲 沙特阿拉伯 苏欧德国王大学 大学 12 学分，非学分 2020/7至2022/7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阿拉伯语 2

80 亚洲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班达拉耐克国际研究中心 机构 14
必修课，初、中、

高、级
2020/8至2022/7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81 亚洲 泰国 朱拉隆功大学 大学 15 必修课 2020/8至2022/6 博士 中文 英语 1

82 亚洲 乌兹别克斯坦 国家近卫军军事技术学院 大学 20 初级汉语 2020/9至2022/7 本科（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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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亚洲 亚美尼亚 亚中友谊学校 中学 20 零起点 2020/8至2022/7 本科（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2

84 亚洲 伊拉克 埃尔比勒萨拉赫丁大学 大学 20 学分，非学分 2020/10至2022/10 硕士（含以上） 中文 英语、阿语 2

85 亚洲 伊朗 阿拉梅·塔巴塔巴伊大学 大学 12 学分，非学分 2020/7至2022/7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86 亚洲 以色列 布劳德工程学院 大学 14 学分，非学分 2020/9至2022/9 硕士（含以上）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1

87 亚洲 印度尼西亚 亚洲国际友好学院 大学 10 学分课 2020/8至2022/8 本科（含以上） 中文 英语 1

88 亚洲 约旦 安曼中国文化中心
其他（文化中

心）
24 非学分 2020/9至2022/9 本科（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阿拉伯语 2

89 亚洲 约旦 伊斯兰教育学院 中学 14 选修 2020/8至2022/8 本科（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阿拉伯语 1

90 亚洲 约旦 约旦大学 大学 14 学分，非学分 2020/9至2022/9 硕士（含以上） 中文、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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