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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语水平考试HSK       
“演义”

二、新汉语水平考试

新HSK



一、汉语水平考试HSK “演义”

北京语言大学 老HSK

国家汉办 新HSK

争端



汉语水平考试（HSK=Hanyu Shuiping Kaoshi）
是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国内少数民族人员）

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
俗称“汉语托福”或“汉语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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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HSK的 “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育部直属高校
）“北语”是中国唯一一所以汉语国际教育和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中
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国际型大学，素有“小联合国”之称。

1950年7月，清华大学开始筹备“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第一学年共招东欧留
学生23人。

1952年，中国进行高等院校调整时，“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调入北京大学改名
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

1952年3月，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成立留苏预备部，定名为“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第二部”

1955年“俄专二部”改名为“留苏预备部”。

1959年2月，北京俄语学院并入北京外国语学院。

1960年9月北京外国语学院“非洲留学生办公室”设立.

1960年底，“留苏预备部”改名为"出国人员培训部"，简称"出国部"。

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语言大学



1961年7月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除有小部分教师暂时留守
外，其余调进北京外国语学院，与非洲“留学生办公室”合并，改名为“外
国留学生办公室”。

1962年6月，教育部决定将原属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外国留学生办公室”、“
出国人员培训部”从该校分离出来，单独建校，定名为"外国留学生高等预
备学校"，直属教育部领导.

1965年1月，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正式更名为北京语言学院，毛泽东亲
笔为该校题写校名。

北京语言学院于1973年复校， 1975年试办、1978年正式开设了外国留学生的
汉语本科教学。

1996年，国家教委批准北京语言学院改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2002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将名称简化为“北京语言大学”。



新HSK的东家——“国家汉办”
（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为司局级单位 ）

1987年7月24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国务院下属临
时协调机构），由教育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后改为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新闻出版署、国家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八个部门和北京语言学院的领导组成，由教育部归口管理。
此后国家教委发出“关于设立‘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通知”，

“通知”说这个办公室设在北京语言学院，“汉办”主任由北京语言学院院长
吕必松担任。

“汉办”成立时，其人员编制是15人，全部是北语的教师或干部。中国国家对
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是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
的常设办事机构。



1996年，国家教委成立了一个事业单位，“国家教委对外汉语教学发
展中心”（后改为“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也即逐渐成
为“合法”的“新汉办”。所谓“合法”，是指这个名称在民政部登
记、获得组织机构代码、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原来设在北语的“汉办
”不是独立法人）。

国家教委发文称，“发展中心”可用‘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
公室’的名义”。原属北语的“汉办”工作人员中的一部分调入“发
展中心”。实际上“国家汉办”挂靠在“发展中心”。“发展中心”
向北语提出要求：要把 HSK 拿走，遭到北语拒绝。

1998年，领导小组新增加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部三个部门，北京语言学院领导不再参加领导小组。至此，国
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由国务院11个部门领导组成。



2002年8月，国家汉办举办首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此后，每年
举办一次。
2004年4月15日，教育部正式启动“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选拔培
训合格的志愿者教师分赴海外从事全职汉语教学工作，以图解决全球汉语教师
紧缺问题。
2004年5月，以推动世界汉语教学为目的的“汉语桥”工程启动。
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海外设立的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
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在韩国汉城建成。2005年2月18日，欧洲
首个孔子学院——北欧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挂牌成立
。2005年3月7日，美国的第一所孔子学院——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挂牌成立。

2005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世界汉语大会是对外汉语教
学的转折点 ,它标志着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向“汉语国
际推广”的转变。汉语国际推广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一
项战略。
会后，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了专
门的批示，“希望随着汉语走向世界的中华优秀文化为世
界和平、建设和谐世界 ,做出中国的贡献。”



2006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根据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以
许嘉璐为主席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汉
语国际推广的提案》改为“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并且增加了
“国务院办公厅”作为第12个成员。国务院任命了陈至立国务委员为国
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组长,财政部经费支持力度加大。

工作的重心转到实施六大转变：一是发展战略从对外汉语教学向全方位
的汉语国际推广转变 ;二是工作重心从将外国人“请进来 ”学汉语向汉
语加快“走出去 ”转变 ;三是推广理念从专业汉语教学向大众化、普及
型、应用型转变 ;四是推广机制从教育系统内推进向系统内外、政府民
间、国内国外共同推进转变 ; 五是推广模式从政府行政主导为主向政府
推动的市场运作转变 ; 六是教学方法从纸制教材面授为主向充分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多媒体网络教学为主转变。

2007年4月9日，“孔子学院总部”成立，
2007年7月，“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在民政部重新登记为“教
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孔子学院总部）”
2007年12月，“孔子学院总部”第一届理事会成立。孔子学院总部和国
家汉办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国家汉办（国家汉语对外推广领导小组办
公室）与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和孔子学院总部合署办公，是教
育部直属单位。



2008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议事协调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08〕13
号）”，撤销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工作由教育部承担。

讨论？？？

2006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 更名为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

2008年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 撤销
那么，理论上说，其前身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也随之消失了，领
导小组之“皮”不存在了，办公室焉“附”？理论上说，国家汉办也随之撤
销了。

但是，“2012年3月29日，教育部宣布许琳同志为国家汉办（孔子学院
总部）主任（总干事）（副部长级）”

岂不矛盾？



2007年7月在民政部重新登记，“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
变为“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孔子学院总部）”

2011年7月的官方通知中为此称谓



2012年3月的官方通知中变称“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



现在，教育部网站所列直属单位（主要社团）

没有“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

只有“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经了解、考证，2007年7月在民政部重新登记的

“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孔子学院总部）

”就成为如今意义上的“国家汉办”了。



经上述了解、考证，“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

已经成为当今的“国家汉办”了。

但是，似乎没有任何相关的说明和文件，于是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称谓
混乱：



到2013年，复旦大学官方新闻仍然称为

“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国家汉办）
”

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一套人马，三块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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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HSK” 的历史
崔希亮《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的回顾与展望》

1984年，原北京语言学院受当时国家教委的委托，成立了“汉语水
平考试设计小组”，开始研制汉语水平考试（初、中等）。

1989年10月，开始了高等汉语水平考试的研制，成立“汉语水平考试中心”
。

1986年12月，HSK列入国家教委1986年度文科博士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

1992年9月2日，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了李铁映主任 签署的第21号令，汉
语水平考试正式升级为国家级考试－－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

1990年2月20日，汉语水平考试（初、中等）通过了国家教委组织的专家鉴定。

1993年7月28日，HSK（高等）通过了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组织的专家审定

1990年，汉语水平考试（初、中等）开始在国内推广。

1991年，汉语水平考试（初、中等）开始在国外推广。



老HSK由低到高的基础、初中等、高级较为完整的系统形成。

1997年11月24日，HSK（基础）通过了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
会组织的专家鉴定。

1995年9月又开始了基础汉语水平考试的研究。

1995年12月26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教外来 ［1995］668号文，颁布了
《关于外国留学生凭〈汉语水平证书〉注册入学的规定》

1997年8月27日，根据国家教委关于成立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的决定，
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1997年8月27日，根据国家教委关于成立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的决定，
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老HSK在国内的27个城市设立了40个考点，在亚、欧、美洲和大洋洲
的24个国家设立了55个考点。截止到2001年7月底，已有来自120多个国

家的35万人次参加了HSK考试。收益颇丰！

注：2006年，又开发了HSK（入门级),以适合汉语初学者。5月28日在北京、天津
、上海、大连四个城市首次成功举行。实为迫于汉办的压力而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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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汉办 VS 北京语言大学 HSK主导权的争斗、演变过程

1996年，“国家教委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后改为“教育部对外汉语教
学发展中心”,即新“汉办” ）成立之初即向北语提出要求：要把 HSK 拿
走，遭到北语拒绝。

背景：到1996年，HSK国内外考生已累计4.7万，连续两三年赢利，2006年HSK年收入
已达到两千多万元。无论从科研成果还是HSK其自身运营资产而言，“HSK的价值不会
低于一亿”。
1997年，北语和“汉办”达成协议，HSK国内归北语，国外归汉办。
背景：时任北语副校长崔永华称，北语考虑到海外考试“没多大收益”，同意了该方
案，但所有考点试卷全由北语制作。

2002年10月，“汉办”向与对外汉语教学有关的18个院校发出“关于旅游汉
语水平考试[HSK(旅游)]设计方案招标的通知事”和“关于商务汉语水平考
试[HSK(商务)]设计方案招标的通知事”的招标通知。HSK实际上仍为北语所
主导。后来又招标了少儿汉语和文秘汉语项目。

结果北京大学负责HSK（商务），上海师范大学负责HSK（旅游），南京师范
大学负责HSK(少儿)，首都师范大学负责HSK（文秘）

北京语言大学虽然也投标，但被排除在外。



HSK（商务）
2003年国家汉办委托北京大学研发
2005年5月28日，商务汉语考试通过专家鉴定
2006年10月BCT在新加坡正式开考。
2007年在中国国内及韩国、美国开考。
此后在在世界其他国家陆续开考。

HSK(旅游) 
2002年，国家汉办委托上海师范大学研发HSK（少儿）项目
2004年2月25日，（HSK旅游）”进行首轮专家认证。
汉语水平考试（旅游）鉴定会2005年6月18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
开考？考点？

HSK(少儿)2002年8月，国家汉办委托南京师范大学研发HSK（少儿）项目

2004年8月21日 ， [HSK（少儿）]，后称YCT (Youth Chinese Test)，成果鉴定会”在
南京师范大学举行。

YCT考试已在全球考点开考！

HSK(文秘)
2002年，国家汉办委托首都师范大学研发HSK（文秘）项目
2005年9月3日，HSK(文秘)成果鉴定会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
开考？考点？



2003年，“教育部汉语水平考试（HSK）考务中心管理办法”和“HSK研
发中心管理办法”，实际上是拆分北语汉考中心。
2004年，汉办抢注了“HSK”的商标
2005年，“汉办” 要求“HSK降低学术难度”

2006年3月19日 ， “汉办” 在韩国首次使用自主命制的HSK试题（外观
与北语同，但内容完全不同）

“两种HSK” 并存局面开始出现，矛盾升级！
背景：北语教授认为，“汉办可以搞汉语水平考试，但不能叫HSK。这是
盗版和侵权。”当年，北语向国家商标局申请，发现早在2004年，汉办
就将HSK的“教育、培训类”商标注册。

2006年6月、10月、12月,北语连续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新的考试品种
和新的服务项目。比如5月开考的HSK（入门级）适应初学者需要；10月
发布的“C.TEST，“实用汉语水平认定考试(Test of Practical 
Chinese)”实际就是来对抗HSK（商务）和HSK（旅游）的。

2007年12月，汉办借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之际，发布发布《国际汉语能
力标准》和《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为海外汉语学习推出学与教标准,之后
又推出了《国际汉语教学大纲》，抢夺 “行业标准制定权”

2009年，汉办推出“新HSK”考试，维系国外考点的同时，还在国内开发
考点。两个HSK竞争更加激烈。



不断有北语考点所在的学校宣布与北语解约，转而与汉办合作新HSK。2011年
的考点名单中，汉办在国内考点数量已超过北语。

2010年4月14日，国家汉办组织并通过了专家”新HSK考试”的鉴定。

口水仗：北语版HSK太难 汉办版HSK太草率、未公布“信度、效度研究数据
”

转折点——两个“汉语托福” 并存！
2010年6月28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外国留学生可凭《新汉语水平考试
（HSK）成绩报告》注册入学”的通知。规定外国留学生凭《汉语水平证书》
和《新汉语水平考试（HSK）成绩报告》均可注册入本科专业学习。学校自行
决定本校外国留学生参加新HSK或HSK。
影响挺大，广大汉语学习者（考生）非常迷惑！

最终结果
2010年12月24日，北语教代会最终表决，北语与汉办合作，成立股份制公司

，合作新HSK。



北语校长崔希亮证实，北语汉考中心将被取消，HSK可能不再使用，北语将与汉
办合作新HSK。

画外音：崔希亮说，过去只站在北语角度考虑，“现在回想有些太狭隘了。”
北语自己办（HSK）只能使得考生规模大大萎缩，北语和汉办合作更利于汉语教
学推广，与其相争不如合作，“闹起来没有赢家，受损失的只能是国家”。

他转述教师代表的讨论意见说，“这不是一个感情的决定，是一个理性的
决定”。北语教代会对合作一事的投票结果为：96人同意，4人弃权，10人反对
。
同时，崔希亮也坦言，北语的商标争议并不被商标局支持，教育部对此事协调
时，也希望北语和汉办合作，而能否选择合作“不是北语反对，就能反对得了
的。”

崔希亮称，新HSK研发时间短，“从科学性角度存在很多问题，受到了一些批评
”。北语将对新HSK投入研发力量，使得新HSK更加完善，“新的（新HSK）考不
准的话，不光浪费，还丢人。”

汉办负责人胡志平称，这么多年没有拿走HSK，是因“政府行政权力之外，
还掺杂了人的因素”。否则，无论通过行政权力，还是市场，都可以拿走，“
没有这么做，也是考虑到老教授对HSK的感情。”

2010年开始，全面实施新汉语水平考试和新中小学汉语考试，取消原HSK和原YCT



二、新汉语水平考试

新HSK考试体系

新HSK考试详情与用途

新HSK与老HSK对比

中国国家汉办组织中外汉语教学、语言学、心理学和教育测量学
等领域的专家，在充分调查、了解海外实际汉语教学情况的基础
上，吸收原有HSK 的优点，借鉴近年来国际语言测试研究最新成
果，推出新汉语水平考试（HSK）。

新HSK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重点考查汉语非第一语
言的考生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新汉语水平考试有哪些？

HSK（一级~六级）

HSKK(初级、中级、高级)

HSK（少儿）

HSK（商务）

HSK（文秘）

HSK（旅游）

认证海外汉语考试

可以全面满足世界范围内对汉语测评的需求。

主干考试

分支考试
职业汉语
水平考试

15岁以下的少儿汉语学习者

旨在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推进汉语考试

韩国HNK

Hanzi Nengli Kaoshi

(汉字能力考试) 

汉语口语水平考试 (香港 )

OCT Plus – Oral Chinese Test Plus



http://www.chinesetesting.cn

留学中国的通行证
Pass for Coming to Study in China

申请奖学金、夏令营的必备
Must-Have Qualification for Applying

Scholarship and Summer Camp

竞争职场的优势
Plus for Career Buliding

检测汉语能力的助手
Way for Testing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新HSK考试详情与用途

考试大纲、样题：http://www.chinesetest.cn/godownload.do
在线模拟考试：http://mnks.chinesebridge.com.cn/Mnk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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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重点考查汉语非第一语言的考
生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新HSK 分笔试和
口试两部分，笔试和口试是相互独立的。笔试包括HSK（一级）、
HSK（二级）、HSK（三级）、HSK（四级）、HSK（五级）和HSK
（六级）；口试包括HSK（初级）、HSK（中级）和HSK（高级），
口试采用录音形式。

HSK is a standardized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for non-native Chinese speakers on purposes of academic 
pursuit, daily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Chinese application. The 
new HSK consists of two independent parts: written test and oral 
test. The written test comprises of six levels from HSK-Level 1 to 
HSK-Level 6; while the oral test can be divide into three levels of 
HSK (Basic), HSK (Elementary-Intermediate) and HSK (Advanced), 
and the candidates’ on-site performance will be recorded.



新HSK

考试结构

• 笔试和口
试，相互
独立

• 口试采用
录音形式

考试等级

• 笔试6个
级别

• 口试3个
级别

• 《国际汉
语能力标
准》《欧
洲语言框
架》

考试原则

• 考教结合，
以考促教、
以考促学

• 重视发展
考生汉语
应用能力

考试用途

• 为各大院
校、用人
机构、汉
语学习者、
教学单位
及培训机
构提供参
考依据

成绩报告

• 考后一个
月提供成
绩查询

• 成绩长期
有效

• 作为进入
中国院校
学习的证
明，有效
期为2年



新HSK等级与试题结构

HSK1-6级考试等级与试题结构

类型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结构

题数

听力 20 35 40 45 45 50

阅读 20 25 30 40 45 50

书写 --- --- 10 15 10 1

考试时间 40 55 90 105 125 140

合 格 线 120 120 180 180 180 180





等级说明
HSK Levels

通过HSK（一级）的考生可以理解并使用一些非常简单的汉语词语和句子，满足具体的交
际需求，具备进一步学习汉语的能力。
HSK- Level 1
Examination candidates who reach HSK-Level 1 can understand and use simple 
words and sentences to fulfill specific communication needs and have a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Chinese.

通过HSK（二级）的考生可以用汉语就熟悉的日常话题进行简单而直接的交流，达到初级
汉语优等水平。
HSK- Level 2
Examination candidates who reach HSK-Level 2 can communicate simply and 
directly on daily topics they are familiar with. Level 2 have reached the 
advanced stage of beginner level.



等级说明
HSK Levels

通过HSK（三级）的考生可以用汉语完成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的基本交际活动任务，
在中国旅游时，可应对遇到的大部分交际任务。

HSK- Level 3 Examination candidates who reach HSK-Level 3 can complete basic 
communication tasks in daily life, study and work. If traveling in China, 
Level 3 can handle most communication tasks they encounter.

通过HSK（四级）的考生可以用汉语就较广泛领域的话题进行谈论，比较流利地与汉语为
母语者进行交流。
HSK- Level 4 Examination candidates who reach HSK-Level 4 can discuss a 
relatively wide range of topics in Chinese and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native speakers.



等级说明
HSK Levels

通过HSK（五级）的考生可以阅读汉语报刊杂志，欣赏汉语影视节目，用汉语进行较为完
整的演讲。

HSK- Level 5 Examination candidates who reach HSK-Level 5 can read Chines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ppreciate Chinese films and television, and are 
able to write and deliver

通过HSK（六级）的考生可以轻松地理解听到或读到的汉语信息，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用
汉语流利地表达自己的见解。

HSK- Level 6 Examination candidates who reach HSK-Level 6 can easily 
understand what they read and listen and express themselves fluently in 
written and oral Chinese



HSK 口试（初级）Speaking Test (Beginner Level) 

HSK 口试（中级）Speaking Test (Intermediate Level)

HSK 口试（高级） Speaking Test (Advanced Level)



HSKK等级与试题结构

HSK口语考试等级与试题结构

类型 级别 初级 中级 高级

结构

题数

听后重复 15 10 ---

听后复述 --- --- 3

听后回答 10 --- ---

看图说话 --- 2 ---

朗读 --- --- 1

回答问题 2 2 2

考试时间 17 21 24

合 格 线 60 60 60



商务汉语考试是测试第一语言非汉语者从事商务活动所应具有的
汉语水平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商务汉语考试由“商务汉语考试（听•
读）”和“商务汉语考试（说•写）”两种独立的考试组成。考生可以
单独参加其中的一种考试，也可以同时参加两种考试。

BCT考试对应试者的年龄、学历或学习汉语的时间没有任何限制。
国家汉办全权领导商务汉语考试，并颁发《商务汉语考试证书》。

Business Chinese Test (BCT)
BCT is a standardized test for non-native Chinese speakers to 
measure their Chinese proficiency in business activities. There are 
two independent tests in the BCT: BCT (Listening &Reading) and 
BCT (Speaking &Writing). Examination candidates can opt for one 
of the two tests, or both.



一、考试对象
商务汉语考试的考试对象为第一语言非汉语者。任何一个第一语言
非汉语者，从能用汉语进行最基本的交流到能用汉语进行熟练交流
的人都适合参加BCT考试。BCT考试对应试者的年龄、学历或学习汉
语的时间没有任何限制。

二、考试用途
商务汉语考试面向全球，服务于需要评估有关人员的商务汉语水平
的各类机构及个人。其主要用途包括：
1．为用人单位在人员招聘、选拔、安置、晋级等决策过程中评价相
关人员的商务汉语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2．帮助相关教学、培训机构在招生、入学分班等决策过程中认定学
生的商务汉语水平；
3．评价相关教学单位、培训机构的教学、培训的成效；
4．为那些求职、应聘、或希望提升职位的人士提供商务汉语水平的
证明；
5．帮助汉语学习者了解、发展自己的商务汉语水平。



三、考试的组成及形式
BCT考试由BCT（听•读）和BCT（说•写）两种相对独立的考试组成。可以
单独参加其中一种考试，也可以同时参加两种考试。
BCT考试目前有纸笔考试（Paper-based Test）和机考（Computer-based 
Test）两种考试形式供你选择。
BCT机考现只在新加坡举办。

BCT考试内容主要包括商务活动及与商务有关的日常生活及社会交往活动
。具体项目参看《商务汉语考试大纲•商务汉语交际功能项目》。《大纲
》是备考的指导用书，书中有商务汉语考试介绍、等级标准、评分标准
、样题、交际功能项目、常用词语表，并配有听力考试样题的光盘。



四、考试成绩描述及证书

BCT听、读、说、写各单项成绩的分数范围是0－500分，每级100分。
BCT（听•读）总分为听、读单项分之和
BCT（说•写）总分为说、写单项分之和

两种考试的总分范围都是0－1000分，每级200分（不设1级证书）。

考生按考试要求参加听读或说写考试，均可得到相应的成绩单。

考试成绩，从考试当日算起，有效期为两年。

国家汉办颁发《商务汉语考试证书（听•读）》（2级~5级）
《商务汉语考试证书（说•写）》（2级~5级）





五、BCT等级说明

商务汉语考试用五个等级描述应试者的商务汉语水平，这五个等级是：

1级 尚未具备在商务活动中运用汉语进行交流的能力。
2级 在商务活动中可以运用汉语进行基本的交流。
3级 在商务活动中可以比较有效地运用汉语进行交流。
4级 在商务活动中可以比较熟练地运用汉语进行交流。
5级 在商务活动中可以自如、得体地运用汉语进行交流。

六、BCT时间及考点
BCT考试每年定期在中国内地和海外举行。
除此之外，BCT考试还可以根据有关企业或组织的特殊需要单独提供考试服务。
BCT考试日期及考点信息请登录BCT官方网站www.hanban.org、www.bcthome.cn
查询及汉语考试服务网www.chinesetesting.cn查询。



职 业 与 商 务 汉 语 考 试（简称“新BCT”）
Vocational and Business Chinese Test

2012年9月25日，汉考国际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发布“关于举办职业与商务汉语考
试（BCT）试考的通知 ”

“职业与商务汉语考试 Vocational and Business Chinese Test（以下简称“新BCT”）
将于2013年正式实施。 并于2012年11月11日和12月2日举办新BCT试考”。

职业与商务汉语考试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重点考查汉语非第
一语言考生在真实商务或一般工作情境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并对其能够
完成的语言任务进行评价。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并对其能够完成的语言任务进
行评价。遵循以用为本、听说导向、能力为重、定位职场的原则，力求贴合职场
实际情况，以实用性强的语言交际内容为载体考查考生应用汉语应对工作环境需
要的能力。





一、考试结构

职业与商务汉语考试（新BCT）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分别独立实
施。笔试试卷共70题，分听力、阅读、书写三部分。



二、职业与商务汉语考试（BCT）能力描述及内容举例
职业与商务汉语考试（BCT）重视考查考生在实际汉语应用环境中的交际能
力，能力描述及内容举例如下表所示：





三、参考词汇
职业与商务汉语考试（BCT）以语言能力和能做量表为主要依据，在此基础上，
根据多项权威汉语语料库的词频情况和国际汉语教学的实际情况设定了考试的参
考词汇，共600词。《职业与商务汉语考试（BCT）600词》

四、分数体系
职业与商务汉语考试（BCT）成绩报告，为考生提供分测验成绩和总成绩，不设
合格分数；成绩报告同时对不同分数段考生进行能力描述。
职业与商务汉语考试（BCT）全卷包含听力、阅读、书写三个分测验，全卷满分
300分。



五、考试原则

以考促学：激励汉语学习者的兴趣和信心，针对广大海外商务汉语学习者、一
般工作情境中汉语使用者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扩大考试适用范围。

以考促教：为教师和自学者提供分级别的商务汉语任务教学资源和建议，便于
教学和培训有计划、有成效地提高商务学习者、使用者在真实商务或一般工作
情境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积极反馈：通过典型商务语言任务的考查，对考生完成语言任务的能力进行评
价，并为考生下一步学习提供积极反馈。



六、考试用途

1.为企业评价母语非汉语员工（候选人），运用汉语进行日常工作的能力
提供标准；考试成绩可作为选拔、录用和晋升的参考依据。

2.为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招收商务类相关专业学生，及分班和学分授予等
教育教学环节，提供学生商务汉语能力的参考。

3.为商务汉语学习者自我学习、自我评价商务汉语能力提供参考。



新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 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考查
汉语非第一语言的中小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运用汉语的能力。新
YCT 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和口试是相互独立的。笔试包括YCT
（一级）、 YCT（二级）、YCT（三级）和YCT（四级）；口试包括
YCT（初级）和YCT（中级）。

Youth Chinese Test (YCT)

YCT is a standardized international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which 
is directed at examining non-nativ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bility to apply Chinese language in their studies and daily 
lives. It consists of two independent parts: written test and oral test. 
The written test is made up of four levels from YCT-Level 1 to YCT-
Level 4. The oral test includes YCT (Elementary) and YCT 
(Intermediate).



一级 YCT-Level 1

二级 YCT-Level 2

三级 YCT-Level 3

四级 YCT-Level 4

YCT口试（初级）Speaking Test (Elementary) 

YCT口试（中级）Speaking Test (Intermediate)



孔子学院奖学金 Confucius Institute Scholarship
http://cis.chinese.cn/index.html

申请流程 Application Process



孔子学院奖学金 Confucius Institute Scholarship
http://cis.chinese.cn/index.html

夏令营 Summer Camp 冬令营 Winter Camp

为激发海外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鼓励其踊跃参加汉语考
试，国家汉办从2008年起设立“汉语考试夏令营”、“汉语
考试冬令营”

To encourage the positivity of overseas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and take part in Chinese test, HANBAN 
sets up a project Chinese Test Summer Camp/Winter 
Camp from 2008.



新HSK与老HSK
关于新、旧HSK分数对应关系的说明

根据教育部教外厅[2010]2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外国留学生可凭《新汉语
水平考试（HSK）成绩报告》注册入学的通知，外国留学生凭《新汉语水平 考
试（HSK）成绩报告》可注册入本科专业学习，新HSK四级的及格线180分，作
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理学、工学、农学、医学（西医）、经济学、法学、管理
学、教育学等学科专业的高校入学的最低汉语能力标准。

新汉语水平考试（HSK）是基于从结构主义到交际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新发
展和交际语言测试理论的新成果，以“考教结合”作为考试设计新理念，填补
旧HSK低端空白、延续旧HSK高端考试，自成体系、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形势不断
发展的新汉语考试。

尽管新HSK考试自成体系，设计理念也与旧HSK完全不同，但为保持汉语水
平考试和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延续性，为了方便考生报考新HSK，也为了给
来华留学生入院、系学习提供依据。根据对新、旧HSK考试和新旧HSK共同组测
试结果进行的统计分析和研究，可得到新旧HSK分数的对应关系如下表。





新旧HSK差异要点

对新汉语水平考试（HSK）的新思考，张晋军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e7c11d0100zugj.html

新汉语水平考试（HSK）刍议 周高宇

http://www.shihan.org.cn/seminar_achievements/101204



9、旧HSK以结构主义理论为指导，主要针对在中国国内学习汉语的考生

新HSK以交际主义理论及相应测试理论为指导，针对全球各类汉语学习者，适应海外需求。

10、旧HSK主要考查考生的“听”“读”能力，而新HSK增加了“说”“写”能力考核；评估考
生运用汉语进行实际交际的能力。没有书写；新HSK增加了书写部分（从三级开始）

书
写

口
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