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大洲 国家 人数 岗位类型 岗位要求 任教时间 语种
艰苦
地区
类别

报名基本要求

1 亚洲 泰国 250
中小学、幼
儿、大学及

其他

派出前基本掌握赴任国教学和生活用
语。

2018.5-
2019.3

泰语
英语

2 亚洲 韩国 10 中小学

会韩语者优先；已获学位证书的本科
毕业生或研究生专业为韩语、汉语国
际教育、对外汉语、汉语言文学；赴
任前须已获得学士（或以上）学位证
书（办理签证必备条件之一）。

2018.2-
2019.1

韩语
英语

3 亚洲 菲律宾 30 中小学
派出前熟练运用英语，能够基本掌握
赴任国教学、生活用语。

2018.6-
2019.3

英语
菲律宾语

4 亚洲 尼泊尔 20
中小学、大
学及其他

派出前基本掌握赴任国教学、生活用
语。

2018.4-
2019.3

尼泊尔语
英语

二类

5 亚洲 缅甸 15 中小学
派出前基本掌握赴任国教学、生活用
语，需为硕士在读或应届硕士毕业
生，不接收本科应届毕业生。

2018.4-
2019.3

英语 二类

6 亚洲 孟加拉 20 大中小学
派出前基本掌握赴任国教学、生活用
语。

2018.4-
2019.3

英语 二类

7 亚洲 巴基斯坦 20 大中小学
派出前基本掌握赴任国教学、生活用
语。

2018.4-
2019.3

英语 一类

8 亚洲 巴勒斯坦 3 大学 有中华才艺特长。
2018.5-
2019.5

英语

2018年上半年赴泰国等20国志愿者岗位信息表
（按洲别顺序亚、非、欧、美洲排列）

1.2018年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生，在读研究
生，在职教师，回国志愿者。掌握赴任国语
言、专业为汉语国际教育、具有教学经验、
有《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级成绩者和品学
兼优的学生干部优先；
2.具备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热爱祖国，
志愿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工作，具有奉献精
神，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团队协作精神，
品行端正, 无犯罪记录；
3.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
力；
4.掌握汉语、中华文化、当代中国国情和教
学理论基本知识，具备熟练的外语沟通能力
和较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汉语教学实践能
力，具有中华才艺特长；
5.普通话达到二级甲等水平，赴亚非拉志愿
者英语达到大学英语四级425分或相当水
平，赴欧美志愿者英语达到大学英语六级
425分或相当水平，或者熟练掌握赴任国语
言；
6.年龄原则上在22-50周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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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亚洲 印度尼西亚 50 中小学
27周岁（含）以上，中文专业，有5
年教学或助教经验（全职或兼职）；
签证周期3-6个月。

2018.8-
2019.8

印尼语
英语

一类

10 亚洲 印度尼西亚 8
丹戎布拉大
学孔子学院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
学位：学士,硕士；专业：中文相关,
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
语种）,音乐,美术,体育；语种：英
语,印尼语；特长：武术,舞蹈,声乐,
书法,绘画。

2018/9至
2019/7

印尼语
英语

一类

11 亚洲 印度尼西亚 2
玛拉拿达基
督教大学孔
子学院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学位：学
士；专业：中文相关,对外汉语,汉语
国际教育；语种：英语,印尼语；特
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
法,绘画；其他要求：能提供5年工作
经历证明。

2018/1至
2018/12

印尼语
英语

一类

12 亚洲 印度尼西亚 16
玛琅国立大
学孔子学院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
学位：学士,硕士,博士；专业：对外
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
种）,音乐,美术；语种：英语,印尼
语,马来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
乐器,书法,绘画；其他要求：如有其
它孔院工作经历者为佳。

2018/8至
2019/7

印尼语
英语

一类

13 亚洲 印度尼西亚 1
泗水国立大
学孔子学院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
硕士；专业：中文相关,对外汉语,汉
语国际教育,音乐,美术,体育,旅游；
语种：英语,印尼语；特长：武术,舞
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摄影,新闻
编辑。

2018/8至
2019/8

印尼语
英语

一类

1.2018年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生，在读研究
生，在职教师，回国志愿者。掌握赴任国语
言、专业为汉语国际教育、具有教学经验、
有《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级成绩者和品学
兼优的学生干部优先；
2.具备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热爱祖国，
志愿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工作，具有奉献精
神，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团队协作精神，
品行端正, 无犯罪记录；
3.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
力；
4.掌握汉语、中华文化、当代中国国情和教
学理论基本知识，具备熟练的外语沟通能力
和较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汉语教学实践能
力，具有中华才艺特长；
5.普通话达到二级甲等水平，赴亚非拉志愿
者英语达到大学英语四级425分或相当水
平，赴欧美志愿者英语达到大学英语六级
425分或相当水平，或者熟练掌握赴任国语
言；
6.年龄原则上在22-50周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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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非洲 赞比亚 10
赞比亚大学
孔子学院

男女不限，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优先，武术特长者优先

2018.5-
2019.4

英语 一类

15 非洲 乌干达 8
麦克雷雷大
学孔子学院

男女不限，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优先，武术特长者优先

2018.1-
2019.1

英语 二类

16 非洲 坦桑尼亚 20
多多马大学
孔子学院

男女不限，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优先，武术特长者优先

2018.3-
2019.3

英语 二类

17 欧洲 波兰 1
弗罗茨瓦夫
大学孔子学

院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
学士,硕士,博士；专业：中文相关,
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
语种）；语种：英语,波兰语；特
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西洋乐器,
声乐,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
辑,其他文化活动组织与文艺节目编
排；其他要求：有初步的国际关系知
识和国际礼仪知识。

2018/3至
2019/2

英语

18 欧洲 罗马尼亚 1
布加勒斯特
大学孔子学

院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
硕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
育；语种：英语，罗马尼亚语；特
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
画,主持,摄影；其他要求：教学态度
认真,性格开朗,工作中能独当一面,
并且具有较好的团体合作能力。

2018/3至
2019/1

英语

1.2018年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生，在读研究
生，在职教师，回国志愿者。掌握赴任国语
言、专业为汉语国际教育、具有教学经验、
有《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级成绩者和品学
兼优的学生干部优先；
2.具备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热爱祖国，
志愿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工作，具有奉献精
神，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团队协作精神，
品行端正, 无犯罪记录；
3.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
力；
4.掌握汉语、中华文化、当代中国国情和教
学理论基本知识，具备熟练的外语沟通能力
和较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汉语教学实践能
力，具有中华才艺特长；
5.普通话达到二级甲等水平，赴亚非拉志愿
者英语达到大学英语四级425分或相当水
平，赴欧美志愿者英语达到大学英语六级
425分或相当水平，或者熟练掌握赴任国语
言；
6.年龄原则上在22-50周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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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洲 美国 100
大学理事会

项目
（中小学）

需有2年以上（含2年）全职教学经验
（截至2018年3月）；持有英语水平
证书（TOEFL:500；TOEFL(ibt):61；
TOEIC:605；TEM4：60；CET4:425；
IELTS:5.5）、中国教师资格证,具有
硕士或学士学位；中文、对外汉语、
汉语国际教育、英文、外语教学、课
程开发、师范教育、语言教学法、语
言文字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教
育学、双语教学专业；申请签证时须
为中国在职中小学教师或即将于2018
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的在读研究生。
心理抗压能力较强，跨文化交际能力
和英语交际能力强，能承担高强度的
教学工作，能长期远离家人和孩子。
其中中文沉浸式岗位专业可以是数学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能够用中
文教授相应学科，且具备较高英语水
平。该项目由美方学校提供部分工
资，志愿者总收入（汉办津贴+美方
工资）相当于同等条件的美国本土教
师，工作量也与美国教师相同，周教
学工作量30-35小时。有驾照者优先
。

2018.7-
2019.6

英语

20 美洲 玻利维亚 1
中小学及语
言机构

本科及以上学历；要求：西班牙语专
业或者西班牙语流利。

2018.3-
2018.12

西班牙语
五类

1.2018年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生，在读研究
生，在职教师，回国志愿者。掌握赴任国语
言、专业为汉语国际教育、具有教学经验、
有《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级成绩者和品学
兼优的学生干部优先；
2.具备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热爱祖国，
志愿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工作，具有奉献精
神，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团队协作精神，
品行端正, 无犯罪记录；
3.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
力；
4.掌握汉语、中华文化、当代中国国情和教
学理论基本知识，具备熟练的外语沟通能力
和较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汉语教学实践能
力，具有中华才艺特长；
5.普通话达到二级甲等水平，赴亚非拉志愿
者英语达到大学英语四级425分或相当水
平，赴欧美志愿者英语达到大学英语六级
425分或相当水平，或者熟练掌握赴任国语
言；
6.年龄原则上在22-50周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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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美洲 秘鲁 3
中小学及语
言机构

西班牙语、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要求男生；西
班牙语专业、获得西班牙语相关水平
语言证书和通悉武术者优先考虑。

2018.3-
2018.12

西班牙语
一类

22 美洲 哥斯达黎加 5
中小学及语
言机构

本科及以上学历；要求：西班牙语专
业或者西班牙语流利。

2018.3-
2018.12

西班牙语

23 美洲 哥伦比亚 7
中小学及语
言机构

本科及以上学历；要求：西班牙语专
业或者西班牙语流利。

2018.3-
2018.12

西班牙语
三类

24 美洲 智利 5
中小学、大
学及语言机

构

西班牙语、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及以上学历；西班牙语专业、获
得西班牙语相关水平语言证书者优先
考虑。

2018.3-
2018.12

西班牙语
英语

注：实际岗位需求以vct.hanban.org网站上公布的为准。 

1.2018年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生，在读研究
生，在职教师，回国志愿者。掌握赴任国语
言、专业为汉语国际教育、具有教学经验、
有《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级成绩者和品学
兼优的学生干部优先；
2.具备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热爱祖国，
志愿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工作，具有奉献精
神，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团队协作精神，
品行端正, 无犯罪记录；
3.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
力；
4.掌握汉语、中华文化、当代中国国情和教
学理论基本知识，具备熟练的外语沟通能力
和较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汉语教学实践能
力，具有中华才艺特长；
5.普通话达到二级甲等水平，赴亚非拉志愿
者英语达到大学英语四级425分或相当水
平，赴欧美志愿者英语达到大学英语六级
425分或相当水平，或者熟练掌握赴任国语
言；
6.年龄原则上在22-50周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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