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承办海外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岗位需求

总计需求：53 人

1.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需求 1 人

岗位名称：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1 人

工作内容：汉语教学，行政管理，文化活动。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硕士

专业要求：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外语（德语）

语种要求：德语

特长 ：书法,新闻编辑

其他要求：至少有 2 年对外汉语教学经验。

2. 比利时布鲁塞尔孔子学院：需求 1 人

岗位名称：布鲁塞尔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1 人

工作内容：
初、中、高级汉语教学，参与文化活动的组织、沟通、联络工作，

掌握 1 至 2 种中国文化技能，如剪纸、民乐等等。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硕士

专业要求：中文 汉语国际教育

语种要求：法语或英语

特长 ：民乐，新闻编辑

其他要求：

3. 比利时列日孔子学院：需求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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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名称：列日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1 人

工作内容：大学商务汉语课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硕士

专业要求：中文相关

语种要求：法语或英语

特长 ：民族乐器,新闻编辑

其他要求：有汉语教学经验，特别是商务汉语教学经历

岗位名称：列日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1 人

工作内容：面向社会的汉语培训和中学教学点汉语教学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硕士

专业要求：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外语（含小语种）

语种要求：法语或英语

特长 ：民族乐器,新闻编辑

其他要求：要有汉语教学经验

4. 保加利亚索非亚孔子学院：需求 7 人

岗位名称：索非亚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6 人

工作内容：
大学汉语专业必修课、文化课以及非汉语专业选修课，中小学汉语

教学中国文化课。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本科（熟练使用保加利亚语）,研究生

学位要求：学士（熟练使用保加利亚语）,硕士,博士

专业要求：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外语（含小语种）

语种要求：保加利亚语或英语

特长 ：书法,其他具备中华才艺特长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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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 希望教师具有文艺专长（最好与中国文化相关），教师的男女比例

相对协调，有海外教学经验者优先。

岗位名称：索非亚大学

招聘人数：1 人

工作内容：承担大学中国学专业、东亚专业相关课程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博士

专业要求：中文相关,外语（含小语种）

语种要求：保加利亚语或英语

特长 ：其他无要求

其他要求：有至少 5 年教学经验、有学习保加利亚语（最基础保语）的意愿

5. 捷克帕拉斯基大学孔子学院：需求 2 人

岗位名称：帕拉斯基大学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1 人

工作内容：
在大学和中学各层次的汉语教学、能作为学科骨干为该校的“汉语

商务管理本科专业”设计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等。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博士

专业要求：中文相关,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

语种要求：英语

特长 ：书法,绘画

其他要求：

岗位名称：帕拉斯基大学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1 人

工作内容：汉语教学、教学管理、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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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要求：中文相关,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

语种要求：英语

特长 ：民族乐器,书法

其他要求：

6. 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需求 3 人

岗位名称：杜塞尔多夫大学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3 人

工作内容：汉语教学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硕士,博士

专业要求：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外语（含小语种）

语种要求：德语或英语

特长 ：书法,新闻编辑

其他要求：有至少 2 年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

7. 德国慕尼黑孔子学院 ：需求 3 人

岗位名称：慕尼黑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3 人

工作内容：汉语教学，文化推广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本科,研究生

学位要求：学士,硕士

专业要求：中文相关,外语（含小语种）

语种要求：德语或英语

特长 ：书法,新闻编辑

其他要求：无

8. 德国纽伦堡-爱尔兰根孔子学院：需求 1 人

岗位名称：纽伦堡-爱尔兰根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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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人数：1 人

工作内容：
授课（各年龄层，纽伦堡、埃尔兰根两地不同教学点）、文化活动、

项目助理工作等。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硕士

专业要求：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外语（含小语种）

语种要求：德语

特长 ：舞蹈,书法

其他要求：至少两年汉语教学经验

9. 匈牙利罗兰大学孔子学院：需求 11 人

岗位名称：罗兰大学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11 人

工作内容：教学、组织 HSK 考试、文化活动等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硕士

专业要求：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外语（含小语种）

语种要求：英语

特长 ：舞蹈,书法

其他要求：

10. 意大利罗马大学孔子学院：需求 4 人

岗位名称：罗马大学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4 人

工作内容：汉语及中国文化课程教学、开展文化活动、行政及科研等。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硕士

专业要求：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外语（含小语种）

语种要求：意大利语或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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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长 ：民族乐器,书法

其他要求：1、有独立的海外班级教学经验（至少一年，不含“一对一”辅导

和助教）； 2、教师年龄在 25-40 岁优先； 3、具有较强的团队合

作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主动工作能力及主动学习能力。

11. 马来亚大学孔子汉语学院：需求 3 人

岗位名称：马来亚大学孔子汉语学院

招聘人数：3 人

工作内容：汉语教学，文化活动等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本科，研究生

学位要求：学士，硕士

专业要求：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中文相关。

语种要求：马来语或英语

特长 ：武术，舞蹈，书法，绘画，主持，民族乐器，新闻编辑

其他要求：未婚者优先

12. 波兰克拉科夫孔子学院：无需求

13. 韩国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需求 1 人

岗位名称：韩国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1 人

工作内容：汉语教学、文化活动、行政及科研等；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硕士，博士

专业要求：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外语（含小语种）

语种要求：韩国（朝鲜）语或英语

特长 ：民族乐器，书法

其他要求：有丰富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能用英语或韩国（朝鲜）语）讲授中

国文化基础知识等；有团队合作意识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14.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需求 2 人

岗位名称：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2 人

工作内容：汉语教学，行政管理，文化活动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硕士、博士

专业要求：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俄语

语种要求：俄语

特长 ：新闻编辑，书法、围棋或者民族器乐

其他要求：俄语专业毕业，能用俄语与学生交流、授课

15. 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学院：需求 1 人

岗位名称：巴塞罗那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1 人

工作内容：汉语教学、文化活动、行政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硕士

专业要求：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外语（含小语种）

语种要求：西班牙语

特长 ：书法,新闻编辑

其他要求：考虑到西班牙国情，该老师必须能够熟练用西班牙语沟通及工作，

有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经验，将更适合在巴塞罗那从事中文教学及文

化推广工作。

16. 阿联酋扎耶德大学孔子学院：需求 3 人

岗位名称：阿联酋扎耶德大学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3 人

工作内容：教汉语，一部分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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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硕士

专业要求：英语，汉语，相关专业

语种要求：英语

特长 ：计算机技术，国画

17. 英国伦敦孔子学院：需求 2 人

岗位名称：伦敦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2 人

工作内容：
承担孔子学院本部以及下设教学点的汉语教学工作，以及孔子学院

日常行政、文化活动、学术活动等其他孔院相关工作。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硕士

专业要求：中文相关,外语（含小语种）

语种要求：英语

特长 ：书法,主持

其他要求：硕士以上学历，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有教学经验以及学术背

景，能独立组织学术会议或学术活动。

18. 美国夏威夷大学孔子学院：需求 3 人

岗位名称：夏威夷（玛诺亚）大学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2 人

工作内容：担任主讲教师的教学助手，完成与沉浸式中文教学相关的任务。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本科或研究生

学位要求：学士或硕士

专业要求：
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其他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如应用语言学、

美国研究等方向）

语种要求：英语

特长 ：民族乐器,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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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善于与人交往，有开放的心态，愿意尝试、学习新事物。有在英语

国家小学低年级或学前阶段从事沉浸式中文教学经历者优先。

岗位名称：夏威夷（玛诺亚）大学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1 人

工作内容：
负责开设两门学分课 CHNS 198/101 与 CHNS 100，根据要求设

计、实施教学与教学管理。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硕士

专业要求：
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其他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语言学等相关

专业

语种要求：英语

特长 ：武术,民族乐器

其他要求：既富于开拓精神又善于配合工作，且有很强的责任心。 有丰富的大

学教学经验，熟悉中国文化里商务礼仪和语言，能够用英文讲授中

国书法、音乐、武术、艺术、历史等基础内容，熟悉适合美国大学

课堂的教学法，熟悉各种教学软件的使用。

19.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孔子学院：无需求

20. 德国哥廷根大学孔子学院：需求 2 人

岗位名称：哥廷根大学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2 人

工作内容：
在大学的东亚所教授汉语课程，并协助本土汉语教师改进教材及教

学大纲。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本科,研究生

学位要求：学士,硕士

专业要求：中文相关,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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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要求：德语或英语

特长 ：书法,新闻编辑

其他要求：汉语作为外语专业或中文专业或语言学专业硕士以上的汉语教师，

并有五年以上教学经验。

21.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孔子学院：需求 1 人

岗位名称：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孔子学院

招聘人数：1 人

工作内容：

加强孔院和中小学的联系，帮助本地的中小学建立／发展汉语课程，

该教师需要能够跟学校有效沟通，融入当地教师团队，能够设计中

小学进阶式课程和文化宣传推广活动。同时在孔院需要的时候，能

够比较灵活，可以支持一部分大学成人课程教授。

性别：不限

学历要求：研究生

学位要求：硕士

专业要求：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

语种要求：英语

特长 ：舞蹈,民族乐器

其他要求：希望老师最好之前有在英国中小学教学的经验

22. 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孔子学院：无需求

23. 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孔子学院：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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