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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查詢學歷認證機構一覽表
國家/地區

機構

地址

電話/傳真

(T) 86-10-8233-8424
中國內地 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咨詢 （郵編：100191）
與就業指導中心(教育部學 北 京 市 海 淀 區 北 四 環 中 路 (F) 86-10-8233-8426
歷認證中心)
238 號柏彥大廈 1205 室
（認證處）

網址/電郵
網址：http://www.chsi.com.cn/xlrz/
電郵：xuelirenzheng@eyou.com

天津市大中專畢業生就業指 （郵編：300381）
(T) 86-22-2301-8723～
導中心
天津市南開區賓水西道 2 號
27 轉 201 或 202
(F) 86-22-2301-8722
（楓林園三樓）
河北省大中專院校學生信息 （郵編：050051）
指導中心
石家莊市中山西路 449 號
山西省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 （郵編：030006）
中心
山西省太原市學府街 25 號

(T) 86-311-6600-5710
(T) 86-351-2241-231
(F) 86-351-2241-698

網址：http://www.sxbys.com.cn/

(T) 86-471-6204-159
內蒙古自治區高校畢業生就 （郵編：010010）
業指導中心
呼和浩特市新城區昭烏達路 (F) 86-471-6204-171
27 號
(T) 86-24-2690-1808
遼寧省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 （郵編：110032）
指導中心
遼寧省瀋陽市皇姑區泰山路 (F) 86-24-2690-1806
19 號
(T) 86-431-8461-7840 電郵：jleugc@public.cc.jl.cn
吉林省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 （郵編：130031）
中心
長春市經濟技術開發區金川 (F) 86-431-8461-7840
街 151 號
(T) 86-451-8233-2055
黑龍江省大中專學校學生信 （郵編：150090）
息諮詢與就業指導中心
哈爾濱市香坊區贛水路 12-8 (F) 86-451-8233-2055
號
(T) 86-25-8333-5114
江蘇省高校招生就業指導服 （郵編：210024）
(F) 86-25-8333-5763
務中心
南京市上海路 203 號
(T) 86-571-8800-8653
浙江省教育發展中心
（郵編：310012）
(F) 86-571-8800-8653
杭州市華星路 203 號
福建省教育人才服務中心

廈門市人才服務中心

(T) 86-591-8783-9705
（郵編：350003）
福州鼓屏路 192 號山海大廈 (F) 86-591-8780-0210
七層南廳
(T) 86-592-5396-656
（郵編：361012）
(F) 86-592-5396-637
廈門市湖濱東路 319 號

江西省高等教育評估所

(T) 86-791-8609-844
（郵編：330006）
南昌市八一大道 567 號教育 (F) 86-791-8627-613
大廈 403 室
(T) 86-371-6579-6015
河南省大中專學生就業服務 （郵編：450008）
中心
鄭州市農業路 28 號河南日報 (F) 86-371-6579-6015
報業大廈 23 樓 2304 室
(T) 86-27-8767-7743
湖北省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 （郵編：430070）
指導服務中心
湖北省武漢市洪山區石牌嶺 (F) 86-27-8767-7743
東一路 15 號
(T) 86-731-8440-2928
湖南省高等教育評估所
（郵編：410005）
長沙市蔡鍔北路教育街 11 號 (F) 86-731-8440-2928
湖南省教育科學研究院高教
所十樓 1004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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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區

機構

地址

電話/傳真

網址/電郵

(T) 86-20-3762-6800
廣東省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 （郵編：510080）
(F) 86-20-3762-7290
中心
廣州市農林下路 72 號
中國內地 東莞市人才管理辦公室
(T) 86-769-2242-6440
（郵編：523087）
東莞市南城區宏遠路 1 號宏 (F)86-769-2202-1666-612
遠大廈一樓（宏遠酒店）
(T) 86-755-8212-2347
深圳市人才交流服務中心
（郵編：518023）
深圳市羅湖區寶安北路深圳 (F) 86-755-8212-2400
市人才大市場
(T) 86-756-3337-999
珠海市人力資源開發管理服 （郵編：519070）
務中心（廣東賢才科教服務 珠海市香洲區金雞路 122 號 (F) 86-756-3337-999
中心珠海辦事處）
珠海人力資源大廈
廣西大學生就業服務中心

（郵編：530022）
廣西南寧市教育路 3 號

(T) 86-771-3839-583
(F) 86-771-5320-994

(T) 86-23-6387-4710
重慶市大中專畢業生就業指 （郵編：400020）
導服務中心
重慶市江北區董家溪鵝石堡 (F) 86-23-6387-7396
山 26 號
(T) 86-28-8612-2680
四川省普通高等學校學生信 （郵編：610041）
(F) 86-28-8611-9607
息諮詢與就業指導服務中心 成都市陝西街 26 號
雲南省大中專畢業生就業指 （郵編：650223）
導中心
雲南省昆明市學府路 2 號

(T) 86-871-5156-862
(F) 86-871-5144-557

（雲南省教育廳就業指導中心）

甘肅省人才市場

(T) 86-931-8720-599
（郵編：730000）
甘肅省蘭州市城關區東崗西 (F) 86-931-8720-599
路 695 號甘肅省人才市場
(T) 86-971-6131-787
青海省人才交流中心
（郵編：810008）
青海省西寧市西關大街 66 號 (F) 86-971-6131-787
青海省人才交流中心
(T) 86-951-6982-720
寧夏回族自治區大中專畢業 （郵編：750004）
生就業指導服務中心
寧夏銀川市新華東街 67 號寧
夏教育廳學生處
(T) 82-2-554-2688
首爾孔子學院
（郵編：135-080）
韓 國 首 爾 市 江 南 區 驛 三 洞 (F) 82-2-3452-9775
649-8 民碩大廈 2 層
(T) 61-3-9655-4800
澳大利亞職業教育和培訓評 Level 4, 478 Albert Street,
(F) 61-3-9654 2773
East
Melbourne,
VIC,（3002）
估中心（VETASSESS）
Australia
中國台灣 台灣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T) 886-2-7736-5927
（郵編：10051）
台灣省台北市中山南路 5 號

網址：http://www.edu.tw
電郵：mail@mail.moe.gov.tw

香港特區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歷評審局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康 (T) 852-3658-0000
(F) 852-2845-9910
橋大廈 10 樓

網址：http://www.hkcaa.edu.hk
電郵：info@hkcaavq.edu.hk

日本

網址：http://www.mext.go.jp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在香港日本國總領事館

(T) 81-(0)3-5253-4111
3-2-2 Kasumigaseki,
Chiyoda-ku,
Tokyo 100-8959,
Japan
香港中環康樂廣場 8 號交易 (T) 852-2522-1184
(F) 852-2868-0156
廣場第一座 46 樓及 47 樓

網址：
http://www.hk.emb-japan.go.jp
電郵：infojp@cgoj.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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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區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機構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地址

電話/傳真
(T) 44-020-7215-5000

Castle View House
East Lane
Runcorn
WA7 2GJ
U.K.

http://www.bis.gov.uk/contact-us

(T) 852-2901-3000
香港法院道 1 號 或
郵寄地址：香港郵箱 528 號 (F) 852-2901-3008

網址：
http://ukinhongkong.fco.gov.uk

英國文化協會

香港金鐘法院道三號三樓

網址：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hong
kong

(T) 852-2913-5100
(F) 852-2913-5102

電郵：
enquiries@britishcouncil.org.hk
網址：http://www.ed.gov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400 Maryland Avenue, SW,
Washington, D.C. 20202
U.S.A.

(T) 1-800-872-5327
(F) 1-800-437-0833

美國駐香港總領事館

香港花園道 26 號

(T) 852-2523-9011
(F) 852-2845-1598

網址：
http://hongkong.usconsulate.gov/
電郵：
information_resource_center_hk@
yahoo.com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

95 St. Clair Avenue West,
Suite 1106
Toronto, Ontario
M4V 1N6
Canada
地址同上

(T) 1-416-962-8100
(F) 1-416-962-2800

網址: http://www.cmec.ca
電郵：information@cmec.ca

(T) 1-416-962-9725
(F) 1-416-962-2800

網址：http://www.cicic.ca
電郵：webmaster@cicic.ca

(T) 852-3719-4700
(F) 852-2810-6736

網址
http://www.canadainternational.gc.
ca/hong_kong/
電郵：hkong@international.gc.ca

Consulate General of Canada 12th to 14th Floor, One
in Hong Kong
Exchange Square Central
Hong Kong SAR

新西蘭

網址：
http://www.dcsf.gov.uk/recognised
ukdegrees
查詢：

英國駐香港總領事館

The Canadian Informatio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redentials (CICIC)

澳洲

網址/電郵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
Secretariat

16-18 Mort St
(T) 61-1300-363-079
CANBERRA ACT 2600
(F) 61-1800-554-609
Australia
Level 3, 11 Waymouth Street (T) 61-8-8226-2775
Adelaide SA 5001
Australia

澳洲駐香港總領事館

香港灣仔港灣道 25 號海港中 (T) 852-2827-5475
(F) 852-2827-1765
心 24 樓

Ministry of Education

新西蘭駐香港總領事館

45-47 Pipitea Street
PO Box 1666
Thorndon
Wellington 6011
New Zealand
香港灣仔港灣道 18 號
中環廣場 65 樓 6501 室

(T) 64-4-463-8000
(F) 64-4-463-8001

網址：http://www.deewr.gov.au
電郵：feedback@deewr.gov.au
網址：http://www.aqf.edu.au/
電郵：aqfc@sa.gov.au
網址：
http://www.hongkong.china.embassy.g
ov.au

電郵：info.hongkong@aei.gov.au
網址：http://www.minedu.govt.nz
電郵：
enquiries.national@minedu.govt.nz

(T) 852-2525-5044
(F) 852-2845-2915

網址：
http://www.nzembassy.com/hongkong

電郵：nzcghkg@biznetvig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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