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中方承办机构 洲别 国家 海外教育机构名称
需求岗
位人数

教师类型
(中文/艺
术/武术/
中医等

赴任时间
任期

（学年）
备注（对岗位如有特殊要求请注明）

美洲 智利 圣托马斯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西语/对外汉语专业等

欧洲 白俄罗斯 布列斯特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俄语/英语

欧洲 乌克兰 哈尔科夫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乐器/新闻编辑

亚洲 阿塞拜疆 巴库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英语/俄语；新闻编辑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中文硕士，5年教学以上

1 体育 2021年8月 2学年 武术、硕士

3 北京城市学院 欧洲 圣马力诺 圣马力诺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非洲 埃及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5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以上

欧洲 德国 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及以上，汉语教学经验、德语/英语

欧洲 俄罗斯 莫斯科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欧洲 西班牙 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汉语国际教育和西语

欧洲 英国 UCL教育学院孔子学院 1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中文/英文专业

亚洲 泰国 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国际汉语教育/中文专业，硕士及以上，英
语流利

非洲 摩洛哥 穆罕默德五世大学孔子学院 6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英语/法语/阿语；40岁以下，有较强的适
应能力

美洲 巴拿马 巴拿马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7月 2学年
西班牙语优先；能适应热带气候；年龄不
超过45岁

美洲 墨西哥 奇瓦瓦自治大学孔院 2 中文 2021年7月 2学年

附件1：2021年中方承办院校申报资助外派教师岗位需求汇总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

5

安徽大学

扎波罗热国立大学孔子课堂安徽师范大学 欧洲 乌克兰

1

2

4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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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葡萄牙 科英布拉大学孔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葡萄牙语优先

欧洲 英国 兰开夏中央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50岁（含）以下，有教师资格证书

6 北京工业大学 欧洲 波兰 奥波莱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7
北京国际汉语研修

学院
亚洲 尼泊尔 L.R.I.国际学校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8 北京化工大学 欧洲 匈牙利 米什科尔茨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美洲 巴西 坎皮纳斯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2年2月 2学年

欧洲 比利时 鲁汶大学GROUP-T-Academy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欧洲 波兰 华沙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10 北京教育学院 欧洲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12月 1学年

11 北京科技大薛 欧洲 英国 德蒙福特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12 北京理工大学 非洲 尼日利亚 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13 北京联合大学 欧洲 英国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1 艺术 2021年9月 2学年 书法专长；有2年以上国外中文教学经验

1 中文 2021年9月 1学年

欧洲 阿尔巴尼亚 地拉那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欧洲 奥地利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主要中文教学，参与部分教务、行政工作

欧洲 保加利亚 索非亚孔子学院 6 中文 2021年7月 2学年 保加利亚语/英语/俄语，多才多艺

欧洲 波兰 克拉科夫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需协助文化活动组织，年龄40岁以下

欧洲 德国 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德语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

5

15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欧洲 意大利

北京交通大学

马切拉塔大学孔子学院

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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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德国 哥廷根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10月 2学年
硕士以上，有5年教学经验，英语或德语熟
练

欧洲 德国 慕尼黑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英语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学历须为硕士及硕士以上

1 武术 2021年8月 2学年 体育专业、有武术特长优先

欧洲 俄罗斯 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俄语、舞蹈、主持、唱歌、新闻编辑、书
法等

欧洲 法国 ESCP商务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学历须为硕士及以上，需要协助行政工作
、文化活动等。

欧洲 捷克 帕拉茨基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2年2月 2学年 国际中文教育硕士

欧洲 西班牙 巴塞罗那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西班牙语/法语/加泰罗尼亚语

欧洲 匈牙利 匈牙利罗兰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以上/海外教授中文2年以上的本科

欧洲 意大利 罗马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有意大利语基础优先

欧洲 英国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2年9月 2学年

亚洲 阿联酋 扎耶德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学历为硕士以上

亚洲 韩国 韩国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1学年
学历须为硕士以上；有国际汉教证书者优
先

亚洲 马来西亚 马来亚大学孔子学院 5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考试考务、组织文化活动等其他工作

亚洲 斯里兰卡 科伦坡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需要协助行政、文化活动或其他重要工作

16 北京五十七中 欧洲 意大利
戈里齐亚但丁国立高中独立孔子课
堂

1 中文 2022年2月 2学年

6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2 舞蹈 2021年9月 2学年 舞蹈

15

17 北京舞蹈学院 欧洲 英国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孔子学院舞蹈与

表演孔子学院

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欧洲 德国

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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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术 2021年9月 2学年 武术

2 音乐 2021年9月 2学年 二胡、古琴、古筝等专业

大洋洲 斐济 南太平洋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大洋洲 库克群岛 南太平洋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11月 2学年  

欧洲 英国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非洲 埃及 尼罗河电视孔子课堂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阿拉伯语专业

8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1 武术 2021年8月 2学年

美洲 古巴 哈瓦那大学孔院 5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欧洲 法国 拉罗谢尔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欧洲 罗马尼亚 康斯坦察奥维第乌斯大学孔子课堂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欧洲 罗马尼亚 锡比乌孔院 5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至少3位学历须为博士

欧洲 意大利 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亚洲 巴基斯坦 伊斯兰堡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亚洲 韩国 启明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海外工作经历

亚洲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奥坎大学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学历须为博士

20
北京语言大学

南京大学
欧洲 英国 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21 渤海大学 非洲 布隆迪 布隆迪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22 常州大学 美洲 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12月 2学年 西语优先

18

17 北京舞蹈学院 欧洲 英国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孔子学院舞蹈与

表演孔子学院

19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非洲 埃及 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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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常州大学 欧洲 西班牙 安达卢西亚大区孔子课堂 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学位，有中小学课堂管理经验，西语
、有艺术或太极特长优先

非洲 科摩罗 科摩罗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有舞蹈、民族乐器
特长优先

非洲 塞舌尔 塞舌尔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英语流利，武术、民族乐器特长优先；

24 大连理工大学 欧洲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共和国汉学孔子学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讲师、硕士、有舞蹈，民族乐器和3年教学
经验优先

美洲 巴西 巴西利亚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2年2月 2学年

美洲 哥伦比亚 麦德林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7月 2学年

美洲 圭亚那 圭亚那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7月 2学年

欧洲 俄罗斯 新西伯利亚国立技术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俄语，在俄罗斯工作2年以上

亚洲 韩国 仁川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10月 2学年

亚洲 日本 冈山商科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10月 2学年

亚洲 亚美尼亚
埃里温布留索夫国立语言与社会科
学大学孔子学院

5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有新闻编辑特长

26 暂无 美洲 厄瓜多尔 思源中国语学校孔子课堂 4 中文 2021年7月 2学年 有武术、书法特长优先

27 暂无 欧洲 德国 汉华中文学校孔子课堂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28 电子科技大学 欧洲 法国 蒙彼利埃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具备法语基础，中国传统艺术才艺优先

欧洲 荷兰 南方应用科技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欧洲 斯洛伐克 马杰伊贝尔大学商务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3年以上教学经验，会乐器，舞蹈优先

30 东北大学 欧洲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科技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2年7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23

25

29

大连外国语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大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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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加拿大 圣力嘉学院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7月 2学年

欧洲 西班牙 瓦伦西亚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1学年

亚洲 蒙古国 蒙古国立教育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32 东华大学 非洲 肯尼亚 莫伊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33 东南大学 欧洲 白俄罗斯 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俄语流利者优先

大洋洲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大学商务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非洲 马拉维 马拉维大学孔子学院 5 中文 2022年2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美洲 巴西 巴西FAAP 商务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美洲 墨西哥 墨西哥新莱昂州自治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12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欧洲 俄罗斯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欧洲 希腊 希腊雅典商务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欧洲 英国 利兹大学商务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亚洲 韩国 济州大学商务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35 福建农林大学 非洲 南非 德班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7月 2学年

亚洲 菲律宾 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国际中文教育或英语教育专业硕士、博士

亚洲 印度尼西亚 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含）学位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10月 2学年  

大洋洲 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欧洲 德国 法兰克福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英语或德语

31

34

36

37

东北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对外经贸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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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卢森堡 卢森堡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欧洲 英国 爱丁堡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欧洲 英国 诺丁汉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4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1 武术 2021年9月 2学年

非洲 埃及 艾因夏姆斯大学孔子课堂 10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非洲 佛得角 佛得角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欧洲 俄罗斯 乌拉尔联邦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亚洲 日本 札幌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2年3月 1学年 硕士学位

40 广西大学 亚洲 泰国 川登喜大学素攀孔子学院 8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亚洲 老挝 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学位；小语种老挝语优先。

亚洲 印度尼西亚 印尼丹戎布拉大学孔子学院 5 中文/艺术 2021年8月 2学年
中级及以上职称；硕士学位；小语种印尼
语优先

亚洲 泰国 宋卡王子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亚洲 印度尼西亚 玛琅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亚洲 越南 河内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欧洲 意大利 帕多瓦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亚洲 伊朗 马赞德兰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44 贵州大学 非洲 冈比亚 冈比亚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4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亚洲 柬埔寨 国立马德望大学孔子学院 10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3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41

42

复旦大学

非洲赣南师范大学 塞拉利昂大学孔子学院塞拉利昂38

39

43 广州大学



序号 中方承办机构 洲别 国家 海外教育机构名称
需求岗
位人数

教师类型
(中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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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哈尔滨工程大学 欧洲 乌克兰 乌克兰南方师范大学孔子学院 8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欧洲 俄罗斯 阿穆尔国立人文师范大学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2
酒店管理/
计算机

2021年8月 2学年

1 艺术 2021年8月 2学年

60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3 中医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学位及以上

49
海南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学位；有中小学教师资格证优先

50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

学院
美洲 玻利维亚 圣西蒙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中级/讲师以上职称

非洲 赞比亚 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 13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学位及以上

亚洲 尼泊尔 加德满都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学历须为或博士

美洲 巴西 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孔子课堂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有教师资格证，会葡语者优先

美洲 秘鲁 里卡多帕尔玛大学孔子学院 6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有海外孔院任教经历

亚洲 印度尼西亚 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8月 1学年 26周岁以上，硕士及以上学历

53 河海大学 欧洲 法国 阿尔萨斯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需法语、书法特长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1人要求法语专业

1 武术 2021年9月 2学年

55 黑河学院 欧洲 俄罗斯 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孔子学 5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学历、50岁以下

56 黑龙江大学 美洲 多米尼加 圣多明各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英语，有书法、绘画等特长优先

52

54

51

明满学校孔子课堂泰国亚洲

伦敦中医孔子学院英国欧洲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冈波·奥利卢-革命中学孔子课堂
 


刚果（布）非洲河南省实验中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48

47

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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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黑龙江大学 欧洲 俄罗斯 远东联邦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最好懂俄语

57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亚洲 泰国 暖武里河王中学孔子课堂 1 中文 2021年8月 1学年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58 红河学院 亚洲 孟加拉国 山度•玛利亚姆-红河孔子课堂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非洲
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大学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会葡萄牙语者优先

美洲 巴西 圣保罗州立大学 4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会葡萄牙语者优先

欧洲 波兰 雅盖隆学院 1 中文 2021年7月 2学年

60 湖北师范大学 欧洲 英国 奥斯特大学孔子学院 23 中文/艺术 2021年8月 2学年

61 湖南城市 非洲 加纳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7月 2学年 硕士以上学位

62 湖南省浏阳一中 欧洲 英国 马恩岛巴拉克明中学孔子课堂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本科及以上，有英语学科背景

亚洲 韩国 圆光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中文，中医药相关专业者优先

欧洲 俄罗斯 喀山联邦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学历需为硕士及以上

64 湖州师范学院 亚洲 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语言大学孔子学院 5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学历须硕士以上

65 华北理工大学 欧洲 匈牙利 佩奇大学中医孔子学院 1 中医 2021年9月 2学年

66 华东理工大学 欧洲 英国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科技创新孔子学
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学历须为硕士或博士

欧洲 意大利 都灵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欧洲 立陶宛 维尔纽斯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欧洲 德国 奥迪英戈尔施塔特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欧洲 英国 兰卡斯特大学孔子学院 7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舞蹈、民族乐器；须39岁以下，无家属随
任

69 华南师范大学 美洲 加拿大 高贵林市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12月 2学年 民族乐器、绘画特长

68

59

湖南师范大学63

湖北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67

华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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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法国 留尼旺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民族乐器、绘画特长

欧洲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12月 2学年 硕士及以上学位

欧洲 奥地利 维也纳中文学校孔子课堂 1 中文 2021年10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亚洲 泰国 普吉中学孔子课堂 1 中文 2021年11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大洋洲 新西兰 坎特伯雷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12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美洲 巴西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孔院 2 中文 2021年7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72 黄冈师范学院 亚洲 斯里兰卡 萨伯勒格穆沃大学孔子课堂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中华才艺者优先。

美洲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欧洲 俄罗斯 国立职业师范大学孔子课堂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欧洲 乌克兰 基辅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亚洲 韩国 汉阳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2 中文/外语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及以上学历

1 艺术 2021年9月 2学年 书法专业优先；硕士及以上学历。

非洲 南非 罗德斯大学 4 中文 2021年12月 2学年

2 中文 2021年12月 2学年

1 武术 2021年12月 2学年

76 江苏大学 欧洲 奥地利 格拉茨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本科或硕士，有2年以上教学经验，能够用
德语教学者优先

77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非洲 摩洛哥
阿卜杜·马立克·阿萨德大学孔子
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78 江西师范大学 非洲 马达加斯加 塔那那利佛大学孔子学院 7 中文 2021年11月 2学年

科尔多瓦国立大学阿根廷美洲
75

70

71

73

74

暨南大学

吉林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华侨大学

马利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济南大学

69 华南师范大学

非洲 刚果（布）



序号 中方承办机构 洲别 国家 海外教育机构名称
需求岗
位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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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墨西哥 墨西哥城孔子学院 8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亚洲 巴勒斯坦 圣城大学孔子学院 5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23 中文/外语 2021年9月 2学年  

1 艺术 2021年9月 2学年  

1 武术 2021年9月 2学年  

亚洲 格鲁吉亚 第比利斯开放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外语 2021年9月 1学年 擅长新闻写作、会民族乐器者优先

亚洲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国立民族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中文相关、外语（含小语种）等专业，掌
握俄语

6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3
武术/舞蹈

/中医
2021年9月 2学年  

81 兰州理工大学 欧洲 乌克兰 文尼察国立技术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3 中文 2021年10月 2学年 学历须为硕士

1 武术 2022年1月 2学年 学历须为硕士

欧洲 俄罗斯 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10月 2学年 学历须为硕士

83 辽宁师范大学 欧洲 意大利 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84 临沂大学 非洲 几内亚 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 6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1 武术 2021年9月 2学年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86 南昌大学 欧洲 法国 普瓦提埃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及以上学历，法语达到B2及以上

78 江西师范大学

达喀尔大学孔子学院

白俄罗斯国立体育大学孔子学院

非洲 塞内加尔

塔什干国立东方大学孔子学院

岭南师范学院

辽宁大学

兰州大学

白俄罗斯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孔子学院九江学院 柬埔寨

乌兹别克斯坦

亚洲

85 欧洲

79

80

亚洲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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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人数

教师类型
(中文/艺
术/武术/
中医等

赴任时间
任期

（学年）
备注（对岗位如有特殊要求请注明）

87
南昌大学

南昌师范学院
欧洲 西班牙 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西班牙语须达到B2及以上；

亚洲 印度尼西亚 哈山努丁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及以上学历

亚洲 印度尼西亚 乌达雅纳大学旅游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10月 2学年 硕士及以上学历

88 南京财经大学 非洲 南非
中国文化和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孔子
课堂

2 中文/英文 2022年1月 2学年  

美洲 智利 智利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西班牙语或英语流利

欧洲 德国 弗莱堡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非洲 南非 约翰内斯堡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7月 2学年 有武术、舞蹈、乐器、书法等特长者优先

欧洲 西班牙 萨拉戈萨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民族

音乐
2022年3月 2学年 古筝等相关民族乐器演奏优先

91 南京农业大学 非洲 肯尼亚 埃格顿大学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士

92 南京师范大学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昆士兰科技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7月 2学年
男性；学历须为硕士；具书法和新闻编辑
特长优先

9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美洲 巴哈马 巴哈马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歌舞、音乐、书法、武术或其他才艺，有
国内驾照者优先

94 南京中医药大学 欧洲 爱尔兰 高威大学中医与再生医学孔子学院 1 中文/中医 2021年11月 2学年 最好有中医学习背景

欧洲 法国 诺欧商务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欧洲 葡萄牙 米尼奥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欧洲 英国 格拉斯哥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亚洲 韩国 济州汉拿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亚洲 土耳其 晔迪特派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96 内蒙古大学 欧洲 俄罗斯 卡尔梅克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可使用俄语或英语进行简单交流

87
南昌大学

南昌师范学院

南京工业大学

95

89

南开大学

南京大学

90



序号 中方承办机构 洲别 国家 海外教育机构名称
需求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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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内蒙古师范大学 欧洲 俄罗斯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斯塔菲耶夫国立 2 中文/艺术 2021年9月 1学年 学历须为硕士

98
内蒙古师范大学二
连浩特国际学院

亚洲 蒙古国
蒙古国扎门乌德市第二综合学校孔
子课堂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

99 宁波工程大学 美洲 格林纳达 玛丽秀社区大学孔子课堂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有一定的中国文化才艺

100 宁夏大学 亚洲 阿联酋 迪拜大学孔子学院 1 音乐/舞蹈 2021年9月 2学年 合唱

大洋洲 澳大利亚 蒙特克里尔中学孔子课堂 2 中文 2021年10月 2学年 希望有古筝、二胡、武术特长

美洲 乌拉圭 共和国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西班

牙语
2022年1月 2学年

亚洲 韩国 世翰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7月 2学年 外语小语种（韩语）

102 清华大学 欧洲 英国 伦敦商务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103 曲阜师范大学 美洲 加拿大 新布伦瑞克省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须有海外汉语教学经历

非洲 南非 斯坦陵布什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6月 2学年
1名男性、会开车、新闻采编、武术/太极
拳/书法，须有中小学教师资格证

非洲 尼日利亚 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11月 2学年 硕士

欧洲 波兰 弗罗茨瓦夫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欧洲 德国 特里尔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英语、德语，武术、书法优先

欧洲 马耳他 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欧洲 英国 卡迪夫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欧洲 英国 南安普顿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生及以上且最好有教师资格证书优先

欧洲 英国 纽卡斯尔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有教学经验或海外孔院工作经历者
优先录用

青岛大学101

104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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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厦门大学 欧洲 英国 纽卡斯尔大学孔子学院 1 音乐/舞蹈 2021年8月 2学年
音乐或舞蹈专业学士、硕士皆可，有教学
经验或海外孔院工作经历者优先录用

亚洲 菲律宾 菲律宾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研究生

亚洲 泰国 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

亚洲 土耳其 中东技术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有驾照

大洋洲 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亚洲 韩国 东西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2年2月 2学年 学历为博士或硕士以上

亚洲 蒙古国 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懂蒙古语者优先考虑

非洲 肯尼亚 肯雅塔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

美洲 巴西 帕拉州立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2位女老师

美洲 加拿大 埃德蒙顿孔子学院 9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IT及办公软件熟练，中小学教师资格证和
教学经验优先

欧洲 俄罗斯 圣彼得堡私立补充教育“孔子”东方 1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俄语授课，40岁以下，有资格证书优先

亚洲 韩国 又石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擅长视频编辑

107 上海财经大学 欧洲 爱沙尼亚 塔林大学孔子学院 6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会俄语优先

欧洲 爱尔兰 科克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亚洲 巴林 巴林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亚洲 泰国 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亚洲 土耳其 海峡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109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欧洲 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旅游/

跨文化沟通
2021年8月 2学年 旅游专业优先

104 厦门大学

108 上海大学

105 山东大学

106 山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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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任时间
任期

（学年）
备注（对岗位如有特殊要求请注明）

欧洲 斯洛伐克 考门斯基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中小学资深教师，能讲授语文课、作文课
和数学课

欧洲 斯洛文尼亚 卢布尔雅那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110 上海交通大学 欧洲 德国 海德堡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111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

学院
欧洲 丹麦 丹麦国际商学院商务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非洲 博茨瓦纳 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3名学士或硕士，1名骨干专业教师（2022
年6月赴任）

亚洲 日本 福山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2年4月 2学年

非洲 摩洛哥 哈桑二世大学孔子学院 5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美洲 秘鲁 秘鲁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会西班牙语者优先

欧洲 西班牙 马德里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或博士，3年对外汉语或西语教学经
验，有才艺优先

欧洲 希腊 亚里士多德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及以上，男教师优先

欧洲 匈牙利 赛格德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8月
/2022年2月

2学年 2年海外国际汉语志愿者经历

欧洲 意大利 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海外任教汉语教学的经验，会意大利语者
优先

亚洲 日本 大阪产业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亚洲 乌兹别克斯坦 撒马尔罕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具备行政能力，熟练掌握英语或俄语，熟
悉多媒体技术

114 上海政法学院 亚洲 印度
印度金德尔全球大学汉语言培训与
研究中心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中级及以上职称，硕士及以上学位，由行
政组织工作

115 沈阳建筑大学 欧洲 罗马尼亚
布拉索夫特来西瓦尼亚大学孔子学
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博士，熟练使用英文/罗文，擅长书法/绘
画/音乐等优先

112 上海师范大学

113 上海外国语大学

109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序号 中方承办机构 洲别 国家 海外教育机构名称
需求岗
位人数

教师类型
(中文/艺
术/武术/
中医等

赴任时间
任期

（学年）
备注（对岗位如有特殊要求请注明）

116 沈阳理工大学 欧洲 俄罗斯 托木斯克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117 沈阳师范大学 亚洲 黎巴嫩 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117 沈阳师范大学 亚洲 约旦 安曼TAG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118 石河子大学 亚洲 哈萨克斯坦 卡拉干达技术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非洲 埃及 卢克索大学孔子课堂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美洲 秘鲁 皮乌拉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2年3月 2学年 有文艺特长优先

欧洲 匈牙利 匈中双语学校孔子课堂 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中小学教师或志愿者转公派教师

欧洲 意大利 威尼斯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1学年  会意大利语者优先

120 四川大学 亚洲 韩国 又松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2年2月 1学年  硕士学位、年龄35岁以下

亚洲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7
中文/艺术

/武术
2021年9月 2学年 艺术类型需舞蹈、音乐、武术等专业

亚洲 巴基斯坦 佩特罗中学孔子课堂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亚洲 韩国 延世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非洲 多哥 洛美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艺术 2021年10月 2学年
中文专业教师，博士，法语、民乐歌唱特
长优先

欧洲 俄罗斯 下诺夫哥罗德语言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美洲 牙买加
牙买加西印度大学莫纳分校孔子学
院

3 中文 2021年7月 2学年 本科或硕士，舞蹈特长优先

亚洲 阿富汗 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中文系） 4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有海外教学经历、擅长书法、民族
乐器优先

124 天津工业大学 非洲 布基纳法索 博博迪乌拉索工业大学 2 中文 2021年7月 2学年

125 天津科技大学 亚洲 泰国 易三仓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7月

/2021年10月
2学年 硕士学位，男教师优先

119 首都师范大学

121 四川师范大学

122 四川外国语大学

123 太原理工大学



序号 中方承办机构 洲别 国家 海外教育机构名称
需求岗
位人数

教师类型
(中文/艺
术/武术/
中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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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天津理工大学 非洲 科特迪瓦 博瓦尼大学 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专业教师，对外汉语教学专业，英语或法
语熟练，有海外教学经验者优先

127 天津师范大学 欧洲 英国 赫尔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讲师；硕士；有音乐、书法、绘画等特长
优先

亚洲 泰国 海上丝路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泰语专业、新闻专业优先

亚洲 泰国
曼松德昭帕亚皇家师范大学孔子学
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128 天津市崇化中学 亚洲 泰国 易三仓商业学院孔子课堂 1 中文 2021年10月 2学年 管理经验

129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欧洲 英国 苏格兰中小学孔子学院 1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非洲 加蓬 邦戈大学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法语

欧洲 葡萄牙 里斯本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具有教学管理经验，书法特长优先

欧洲 匈牙利 德布勒森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亚洲 韩国 顺天乡大学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亚洲 日本 武藏野大学 1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须为副教授职称

131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

属外国语学校
非洲 南非 威斯福中学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非洲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孔子学院 7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学历，女性优先，具备一定管理经验
者优先

非洲 埃塞俄比亚 职业教育孔子学院 7 中文 2021年7月 2学年
自动化、电子、汽车、机械、计算机等相
关专业，舞蹈或新闻编辑特长优先

欧洲 波黑 巴尼亚卢卡大学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及以上、年龄50周岁以下、武术及书
法特长

欧洲 德国 汉诺威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及以上学位

欧洲 意大利 佛罗伦萨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及以上学位

130 天津外国语大学

132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127 天津师范大学

133 同济大学



序号 中方承办机构 洲别 国家 海外教育机构名称
需求岗
位人数

教师类型
(中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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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韩国 庆熙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及以上学位，可以自行解决韩国签证

亚洲 日本 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2年4月 2学年 硕士及以上学位

134 温州医科大学 亚洲 泰国 东方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中医专业教师优先

欧洲 德国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鲁尔都市孔子
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博士

欧洲 英国 阿伯丁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博士

13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美洲 多米尼克 多米尼克国立大学孔子课堂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有舞蹈或者民族乐器特长优先，1人学历须
为博士

欧洲 英国 利物浦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

亚洲 日本 山梨学院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以上

美洲 阿根廷 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懂西班牙语或英语

欧洲 法国 波城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法语专业、学历须为研究生

亚洲 哈萨克斯坦 欧亚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11月
2学年

13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欧洲 白俄罗斯 巴拉诺维奇国立大学孔子课堂 2 中文 2022年2月 2学年

非洲 苏丹 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 9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欧洲 波黑 萨拉热窝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11月 2学年

欧洲 摩尔多瓦 自由国际大学孔子学院 6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学位，至少有1位学历为博士

141 西华大学 亚洲 印度尼西亚 三一一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2年7月 1学年 硕士学位

142 西南财经大学 欧洲 北马其顿 圣基里尔麦托迪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音乐 2021年8月 2学年 大学或中小学教师资格证

亚洲 哈萨克斯坦 阿布莱汗国际关系与外国语大学孔子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及以上学历

亚洲 泰国 合艾国光中学孔子课堂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有中华才艺或会泰语者优先

135 武汉大学

143 西南大学

137 西安交通大学

133 同济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138 西安外国语大学

140



序号 中方承办机构 洲别 国家 海外教育机构名称
需求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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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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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西南大学 亚洲 泰国 孔敬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具有在泰孔院三年以上的工作经历优先

美洲 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武术 2022年8月 2学年 会西语者优先，1名武术专业

非洲 马里 阿斯基亚中学孔子课堂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144 西南科技大学 非洲 马里 巴马科人文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非洲 乌干达 麦克雷雷大学孔子学院 16 中文/艺术
2021年8月
/2022年2月

2学年

欧洲 西班牙 莱昂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有商科专业相关背景优先

146 新疆财经大学 亚洲 哈萨克斯坦 朱巴诺夫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学历

欧洲 俄罗斯 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学历

亚洲 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1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中小学教师2人、大学教师2人，太极、武
术、舞蹈特长优先

亚洲 吉尔吉斯斯坦 贾拉拉巴德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148 新疆农业大学 亚洲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农业大学孔子
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特长为武术、乐器、舞蹈优先

亚洲 吉尔吉斯斯坦 奥什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9 中文
2021年8月
/2022年8月

2学年

亚洲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亚洲 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孔子学院 12 中文
2021年8月
/2022年1月

2学年  特长为武术、乐器、舞蹈优先

150 新疆医科大学 亚洲 格鲁吉亚 塔库伊西大学孔子课堂 3 中文 2021年9月 1学年

151 延边大学 亚洲 韩国 忠北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韩国语流利，具有3年及以上海外教学经验
者优先

亚洲 孟加拉国 达卡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有3年以上（含）教龄，会书法、绘
画

亚洲 孟加拉国 南北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学位

亚洲 缅甸 曼德勒福庆孔子课堂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学位，会乐器、书法、武术优先

145 湘潭大学

147 新疆大学

149 新疆师范大学

152 云南大学

144 西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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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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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云南大学 亚洲 伊朗 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 5 中文/中医 2022年3月 2学年 硕士研究生

亚洲 缅甸 东方语言与商业中心孔子课堂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有舞蹈、唱歌或乐器、新闻特长优先

亚洲 泰国 清迈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154 长安大学 亚洲 马尔代夫 维拉学院汉语中心 1 中文 2021年6月 2学年 有新闻编辑特长

155 长春师范大学 欧洲 西班牙 拉斯帕尔马斯大学孔子学院 7
中文/艺术

/舞蹈
2021年8月 2学年  

156 长春实验中学 非洲 莱索托 马驰本学院国际学校孔子课堂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非洲 利比里亚 利比里亚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学历；有舞蹈、唱歌或乐器特长优先

亚洲 马来西亚 沙巴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有海外孔院工作经历

欧洲 黑山 黑山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有团结合作精神、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158 浙江工商大学 欧洲 比利时 西弗兰德应用科技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

159 浙江工业大学 非洲 加纳 加纳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讲师

欧洲 德国 埃尔福特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2年9月 2学年

欧洲 罗马尼亚 克卢日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非洲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2年10月 2学年 硕士学历

美洲 苏里南 苏里南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10月 2学年 硕士学历

162 浙江农林大学 欧洲 塞尔维亚 诺维萨德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非洲 喀麦隆 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非洲 莫桑比克 蒙德拉内大学孔子学院 5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非洲 南非 西开普大学中医孔子学院 2 中文/中医 2021年8月 2学年 有驾照，不能带未成年子女

157 长沙理工大学

160 浙江科技学院

161 浙江理工大学

163 浙江师范大学

153 云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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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坦桑尼亚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 5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非洲 坦桑尼亚 桑给巴尔广播孔子课堂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164 浙江外国语学院 非洲 赤道几内亚 赤道几内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10月 2学年

164 浙江外国语学院 美洲
安提瓜和巴布

达
安提瓜和巴布达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165 郑州大学 亚洲 格鲁吉亚 第比利斯自由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166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
非洲 坦桑尼亚 多多马大学孔子学院 8

中文/武术
/艺术

2021年7月 2学年 硕士以上学位，1名武术特长

美洲 巴西 巴西南大河洲联邦大学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美洲 智利 边境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欧洲 荷兰 格罗宁根孔子学院 7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具备中国书画、民族音乐或武术太极拳、
新闻能力优先

168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非洲 纳米比亚 纳米比亚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169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欧洲 保加利亚 大特尔诺沃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170 中国计量大学 欧洲 捷克 布拉格金融管理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171 中国农业大学 美洲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印度大学圣奥古斯丁分校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12月
2学年

非洲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具有新闻撰写、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
特长者优先

美洲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有西班牙语证书优先；有舞蹈、音乐特长
者优先

欧洲 爱尔兰 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英语熟练；会讲粤语，有艺术特长者优先

欧洲 德国 莱比锡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德语优先

167 中国传媒大学

163 浙江师范大学

172 中国人民大学



序号 中方承办机构 洲别 国家 海外教育机构名称
需求岗
位人数

教师类型
(中文/艺
术/武术/
中医等

赴任时间
任期

（学年）
备注（对岗位如有特殊要求请注明）

172 中国人民大学 欧洲 意大利 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英语/意大利语；有书法、太极或民族乐器
特长者优先

17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欧洲 波兰 格但斯克大学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174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亚洲 塔吉克斯坦 冶金学院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174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亚洲 塔吉克斯坦 冶金学院孔子学院 2 职业技术 2021年8月 2学年

美洲 巴巴多斯 西印度大学凯夫希尔分校孔子学院 3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能够胜任本土教师培训

欧洲 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有中华才艺者优先

欧洲 英国 班戈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6月/

9月
2学年 乐器，剪纸

非洲 刚果（金） 外交学院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硕士学历，会法语者优先

欧洲 法国 奥尔良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硕士学历、熟练使用法语

非洲 南非 开普敦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硕士及以上学位

美洲 墨西哥 尤卡坦自治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书法、会中国乐器优先

亚洲 菲律宾 亚典耀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博士学位；懂民族乐器及新闻编辑优先

美洲 巴西 伯南布哥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8月 4学年 书法专业或特长

欧洲 希腊 色萨利大学孔子学院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2 音乐 2021年8月 2学年 专业须为二胡、古筝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欧洲 英国 切特姆音乐学校中文音乐教室 1 音乐 2021年8月 2学年 专业须为钢琴

180 重庆大学 欧洲 意大利 比萨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9月
/2022年2月

2学年

乌克兰柴可夫斯基音乐孔子课堂乌克兰欧洲

178 中央财经大学

179 中央音乐学院

175 中国政法大学

176 中南大学

177 中山大学



序号 中方承办机构 洲别 国家 海外教育机构名称
需求岗
位人数

教师类型
(中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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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重庆大学 亚洲 泰国 勿洞市孔子学院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181 重庆交通大学 非洲 贝宁 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孔子学院 4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1 武术 2021年8月 2学年  

卢旺达大学教育学院孔子学院卢旺达非洲182 重庆师范大学



序号 洲别 国家 海外教育机构名称 需求岗位人数
教师类型(中文/艺
术/武术/中医等

拟赴任时间 任期（学年）

1 大洋洲 斐济 斐济逸仙小学 2 中文 2021月9月 2学年

2 大洋洲 瓦努阿图 维拉港中心学校 1 中文 2021月9月 2学年

3 非洲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学 1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4 非洲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军事外语与翻译学院 1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5 非洲 阿尔及利亚 奥兰大学 1 中文 2021月9月 2学年

6 非洲 阿尔及利亚 康斯坦丁大学 1 中文 2021月11月 2学年

7 非洲 埃及 埃及中国大学 2 中文 2021月9月 2学年

8 非洲 吉布提 吉布提共和国外交学院 1 中文 2021月9月 2学年

9 非洲 加纳 威斯康辛国际大学学院 1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10 非洲 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孔子学校 2 中文 2021年6月 2学年

11 非洲 马拉维 卡穆祖学校 2 中文 2021年5月 2学年

12 非洲 马拉维 牧羊人国际学校 2 中文 2021年5月 2学年

13 非洲 尼日利亚 IMOStateUniversity 1 中文 2021年10月 2学年

14 非洲 尼日利亚 艾哈迈杜·洛贝大学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15 非洲 尼日利亚 贝尔中学 1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16 非洲 尼日利亚 卡诺州巴耶罗大学 1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17 非洲 尼日利亚 拉哈玛国际学校学校 1 中文 2021年12月 2学年

18 非洲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大学 1 中文 2021年11月 2学年

19 非洲 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中学汉语项目 10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20 美洲 巴巴多斯 西印度大学凯夫希尔分校 1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21 美洲 格林纳达 玛丽秀社区大学 1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22 美洲 古巴 Fructuoso Rodriguez初中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附件2：2021年国家公派出国教师岗位需求汇总表



序号 洲别 国家 海外教育机构名称 需求岗位人数
教师类型(中文/艺
术/武术/中医等

拟赴任时间 任期（学年）

23 美洲 牙买加 蒙特哥贝社区学院 1 中文 2021年11月 2学年

24 欧洲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中小学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25 欧洲 比利时 根特大学 2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26 欧洲 德国 柏林BVA中学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27 欧洲 德国 波恩大学 1 中文 2021年10月 2学年

28 欧洲 德国 汉堡马琳塔中学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29 欧洲 俄罗斯 雅罗斯拉夫尔国立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化教育中心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30 欧洲 法国 法国中文国际班数学岗位 7 数学 2021年8月 2学年

31 欧洲 法国 法国中文国际班中文岗位 17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32 欧洲 葡萄牙 米尼奥大学 1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33 欧洲 葡萄牙 葡萄牙中学 6 中文 2021年8月 2学年

34 欧洲 希腊 克里特理工大学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35 欧洲 希腊 希腊派迪昂大学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36 欧洲 希腊 希腊西阿提卡大学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37 欧洲 希腊 雅典大学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38 欧洲 匈牙利 罗兰大学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39 欧洲 意大利 那不勒斯东方大学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40 欧洲 英国 爱丁堡大学 1 中文 2022年6月 2学年

41 欧洲 英国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42 欧洲 英国 切斯特大学 1 中文 2022年1月 2学年

43 亚洲 韩国 韩中学术文化交流协会 2 中文 2021月11月 2学年

44 亚洲 韩国 首尔外国人学校 1 中文 2021月9月 2学年

45 亚洲 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第95中学 1 中文 2021/9/1 2学年

46 亚洲 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国立大学 1 中文 2021/9/1 2学年



序号 洲别 国家 海外教育机构名称 需求岗位人数
教师类型(中文/艺
术/武术/中医等

拟赴任时间 任期（学年）

47 亚洲 黎巴嫩 黎巴嫩大学 2 中文 2021年10月 2学年

48 亚洲 蒙古 蒙古财经大学 2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49 亚洲 蒙古 蒙古人文大学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50 亚洲 沙特阿拉伯 沙特苏欧德国王大学 2 中文 2021年12月 2学年

51 亚洲 土耳其 土耳其安卡拉大学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52 亚洲 乌兹别克斯坦 纳沃伊乌兹别克语言大学 1 中文 2021/9/1 2学年

53 亚洲 乌兹别克斯坦 撒马尔罕国立大学 2 中文 2021/9/1 2学年

54 亚洲 乌兹别克斯坦 世界经济与外教大学 1 中文 2021/9/1 2学年

55 亚洲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国立东方大学 2 中文 2021/10/1 2学年

56 亚洲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国立经济大学 1 中文 2021/9/1 2学年

57 亚洲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国立那扎密师范大学附中 1 中文 2021/9/1 2学年

58 亚洲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国立语言大学 3 中文 2021/9/1 2学年

59 亚洲 亚美尼亚 中国-亚美尼亚友谊学校 4 中文 2021/9/1 2学年

60 亚洲 伊朗 阿拉梅•塔巴塔巴伊大学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61 亚洲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 1 中文 2021月11月 2学年

62 亚洲 约旦 安曼中国文化中心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63 亚洲 约旦 约旦大学 1 中文 2021年9月 2学年



省厅或直属院校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时间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

已全（√） 未提交，请注明原因。

推荐材料是否齐全

填表说明：请在标题横线处填写单位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序号

附件3：推荐教师名单汇总表

姓名 性别 国内单位



    附件 4： 

 

孔子学院骨干教师人才库名单备案表 

 

 

 

   学校名称                    填报日期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

日期 

政治

面貌 

职

称 

学

历 
校内所在单位 从事专业 

         

         

         

                                                                 

单位（校级）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中方承办院校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时间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

序号 姓名 性别 拟派出洲别 拟派出国别 拟派出岗位名称

填表说明：请在标题横线处填写单位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5：2021年孔子学院骨干教师拟赴任岗位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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