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 大洋洲 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大
学孔子学院

2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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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
乐,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辑。

2017/1至 2018/1

2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查尔斯·达
尔文大学孔

子学院
2 海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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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种）,
音乐,美术,理工,旅游；语种：英语；特长：武术,
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辑；
其他要求：具有24式太极拳、剪纸、编中国结、画
脸谱等中华才艺特长者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善于
写新闻稿、掌握课件制作、电脑软件安装；至少有

2017/5至 2018/5

3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格里菲斯大
学旅游孔子

学院
2 中国矿业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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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体育,旅游；语种：英
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摄影,
新闻编辑,其他网站管理；其他要求：计算机网络技
术、网站管理技术。

2017/2至 2018/2

4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
孔子学院

4 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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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理工,体育,
旅游；语种：英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
法,绘画,摄影。

2017/2至 2018/2

5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昆士兰科技
大学孔子学

院
2

性别：男；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对外
汉语,汉语国际教育；语种：英语；特长：武术；其
他要求：来自江苏省高校。

2017/2至 2017/12

6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拉筹伯大学
孔子学院

3 重庆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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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语种：英语；特
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主持,摄
影,新闻编辑。

2017/3至 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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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洋洲 澳大利亚
纽卡斯尔大
学孔子学院

4 华中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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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长：武术,舞蹈,书法,绘
画,主持,新闻编辑。

2017/1至 2017/12

8 大洋洲 澳大利亚
西澳大学孔

子学院
15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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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特长：武术,舞
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其他要求：需要2名具有
武术专业或专长的志愿者。
。

2017/1至 2017/12

9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孔

子学院
2 复旦大学

性别：男；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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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
语；特长：其他希望志愿者有体育方面的特长与爱

2017/1至 2018/1

10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
大学孔子学

院
7 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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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种：英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西洋乐器,
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辑。

2017/1至 2018/1

11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
州教育部孔

子学院
12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
种）,音乐,美术,体育,旅游,其他数学；语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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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
teaching experience, IT and good
interpersonal skills。

2017/1至 2017/12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2 大洋洲 斐济
南太平洋大
学孔子学院

4 北京邮电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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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语种：英语；特
长：武术,舞蹈,西洋乐器,声乐,书法,绘画,主持,新
闻编辑；其他要求：1.希望4名志愿者为2女2男，便
于安排住宿。
2.其中2名女教师志愿者和1名男教师志愿者，拟派
往位于斐济首都苏瓦南太大学主校区的南太孔院本
部工作；1名男教师志愿者拟派往南太孔院下设在南
太大学库克校区的孔子课堂工作。

2017/1至 2017/12

13 大洋洲 新西兰
奥克兰孔子

学院
30 复旦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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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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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至 2017/12

14 大洋洲 新西兰
奥克兰孔子

学院
30 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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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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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至 2017/12

15 大洋洲 新西兰
惠灵顿维多
利亚大学孔

子学院
53 厦门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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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体育,旅游；语种：英语；
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主持,新闻
编辑。

2017/1至 2017/12

16 大洋洲 新西兰
坎特伯雷大
学孔子学院

41 华中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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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武术；语种：英语；特长：武术,舞
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摄影,新闻编辑,其他包饺
子，剪纸，手工；其他要求：申请的41名志愿者中
包含一名武术志愿者。

2017/1至 2018/7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7 非洲 埃及
尼罗河电视
孔子课堂

1 北京语言大学

性别：女；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其他播音主持、表演；语种：英语,阿拉
伯语；特长：主持,新闻编辑,其他表演；其他要
求：播音主持专业，形象气质佳，最好有表演才能

2017/1至 2018/1

18 非洲 埃及
尼罗河电视
孔子课堂

1 北京语言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博士；专业：其他导演、编导或电视媒体设计相
关专业；语种：英语,阿拉伯语；特长：书法,绘画,
摄影,新闻编辑,其他计算机应用；其他要求：导演
、编导或电视媒体设计相关专业，能熟练使用计算
机程序软件进行数字音、 视频编辑的后期制作。

2017/1至 2018/1

19 非洲 埃及
尼罗河电视
孔子课堂

1 北京语言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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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阿拉伯语；特长：其他中华才艺；
其他要求：中文、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相关专
业知识扎实，最好能熟练使用音、视频编辑软件。

2017/1至 2018/1

20 非洲 博茨瓦纳
博茨瓦纳大
学孔子学院

3 上海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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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理工,体育,旅游,其他：教育、
历史等等。；语种：英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
乐器,声乐,主持,摄影,新闻编辑,其他：担任教学、
文化活动项目负责人。；其他要求：在读研究生，
已经获得学士或者硕士学位。

2017/5至 2018/5

21 非洲 博茨瓦纳
博茨瓦纳大
学孔子学院

3 上海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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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理工,体育,旅游,其他：教育，
历史等等专业。；语种：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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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担任教学、文化活动项目负责人。；其
他要求：1.在读研究生，已经获得学士或者硕士学
位。
2.新申请的这3个志愿者名额，不包括2016年已经培

2017/2至 2017/12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22 非洲 布隆迪
布隆迪大学
孔子学院

6 渤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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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种）；语
种：英语,法语,斯瓦西里语(东非)；特长：武术,舞
蹈,民族乐器,书法,主持,摄影,新闻编辑；其他要
求：英语专业、艺术类或新闻专业优先。非英语专
业者英语过六级者优先。英语专业过八级者优先。
擅长体育活动，组织比赛管理者优先。男生优先。

2017/3至 2018/3

23 非洲 厄立特里亚

厄立特里亚
高等教育委
员会孔子学

院

2 贵州财经大学

性别：男；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专
业：中文相关,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种）；
语种：英语；特长：民族乐器,声乐,绘画,主持,摄
影,新闻编辑；其他要求：汉语国际教育要求本科，
英语、中文要求研究生及以上，编辑优先。

2017/3至 2018/2

24 非洲 加纳
加纳大学孔

子学院
6 浙江工业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博士；专业：其他不限；语种：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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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茶艺。

2017/2至 2018/2

25 非洲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大
学孔子学院

1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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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
特长：武术,民族乐器,声乐。

2017/1至 2017/12

26 非洲 喀麦隆
雅温得第二
大学孔子学

院
5 浙江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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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语种：英语,法语；特长：舞蹈,民族乐
器,声乐,书法,绘画,摄影。

2017/1至 2018/1

27 非洲 科特迪瓦
博瓦尼大学
孔子学院

3 天津理工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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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理工,体育,其他
历史、经济、艺术；语种：英语,法语；特长：武
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绘画,摄影,新闻编辑。

2017/1至 2018/1

28 非洲 科特迪瓦
博瓦尼大学
孔子学院

1 天津理工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外语（含小语种）；语种：法语；特
长：摄影,新闻编辑；其他要求：交际能力强，踏实
肯干，大公无私，干事创业的有为青年。

2017/1至 2018/1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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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非洲 科特迪瓦
博瓦尼大学
孔子学院

1 天津理工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体
育；语种：英语,法语；特长：武术。

2017/1至 2018/1

30 非洲 马达加斯加
塔那那利佛
大学孔子学

院
10 江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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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语种：英语,法语；特
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
闻编辑；其他要求：会古筝、武术或新闻采写者优

2017/4至 2018/4

31 非洲 马拉维
马拉维大学
孔子学院

3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

性别：男；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音乐,美术,体育；语种：英
语；特长：舞蹈,民族乐器,主持,新闻编辑；其他要
求：学士一人（留任志愿者教师为学士）、硕士二
人，英语要好一些的，否则无法开展工作。

2017/1至 2018/1

32 非洲 马里
阿斯基亚中
学孔子课堂

2 西南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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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法语；特长：舞蹈,书
法,摄影。

2017/2至 2018/2

33 非洲 摩洛哥
哈桑二世大
学孔子学院

1
上海外国语大

学

性别：男；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外语（含小语种）；语种：阿拉伯语；
特长：武术,摄影,新闻编辑。

2017/1至 2018/6

34 非洲 摩洛哥
哈桑二世大
学孔子学院

1
上海外国语大

学
性别：男；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语种：英语；特长：武术。

2017/1至 2018/6

35 非洲 尼日利亚
纳姆迪·阿
齐克韦大学
孔子学院

5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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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特长：武术,舞蹈。

2017/1至 2018/1

36 非洲 塞内加尔
达喀尔大学
孔子学院

4 辽宁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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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
乐器,主持,摄影,新闻编辑。

2017/2至 2017/8

37 非洲 塞舌尔
塞舌尔大学
孔子学院

3 大连大学

性别：女；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对外
汉语,汉语国际教育；语种：英语；特长：舞蹈,声
乐；其他要求：这是为留任志愿者张梦妮申请的岗
位，她现在在任。

2017/3至 2018/3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38 非洲 塞舌尔
塞舌尔大学
孔子学院

3 大连大学
性别：男；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对外
汉语,汉语国际教育；语种：英语；特长：民族乐
器,书法,摄影；其他要求：希望努力工作，任劳任

2017/3至 2018/3

39 非洲 塞舌尔
塞舌尔大学
孔子学院

3 大连大学
性别：男；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对外
汉语,汉语国际教育；语种：英语；特长：声乐,绘
画,主持；其他要求：希望多才多艺，有吃苦耐劳的

2017/3至 2018/3

40 非洲 塞舌尔
塞舌尔大学
孔子学院

3 大连大学

性别：女；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对外
汉语,汉语国际教育；语种：英语；特长：舞蹈,书
法,新闻编辑；其他要求：希望工作勤奋努力，愿意
与学生交往。

2017/3至 2018/3

41 非洲 坦桑尼亚
达累斯萨拉
姆大学孔子

学院
5 浙江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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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语种：英语,斯瓦西里
语(东非)；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
主持,摄影,新闻编辑。

2017/1至 2017/12

42 非洲 坦桑尼亚
多多马大学
孔子学院

10
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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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斯
瓦西里语(东非)；特长：其他无。

2017/1至 2018/1

43 非洲 乌干达
麦克雷雷大
学孔子学院

6 湘潭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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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其他法律、计算
机；语种：英语,斯瓦西里语(东非)；特长：武术,
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

2017/1至 2017/12

44 非洲 赞比亚
赞比亚大学
孔子学院

10 河北经贸大学

性别：男；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中文
相关,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种）,
音乐；语种：英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
法,新闻编辑。

2017/3至 2018/3

45 美洲 巴巴多斯
西印度大学
凯夫希尔分

校
2 中国政法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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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体育,旅游；语种：英语；特长：武
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摄影,新闻编
辑；其他要求：团队精神。

2017/1至 2018/1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46 美洲 巴西
巴西利亚大
学孔子学院

1
大连外国语大

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外语（含小语种）；语种：英语,葡萄牙
语；特长：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其他要求：
葡语专业可以放宽到本科，学士学位。 其它专业要
求必须是研究生，硕士学位 。

2017/2至 2018/2

47 美洲 巴西
里约热内卢
天主教大学
孔子学院

1 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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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葡萄牙语；特长：舞蹈,民族乐
器,书法,新闻编辑；其他要求：由于这是在一个其
他州联邦大学的工作，故需要志愿者心理素质好，
能独立工作，。

2017/2至 2017/12

48 美洲 巴西
里约热内卢
天主教大学
孔子学院

1 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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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葡萄牙语；特长：舞蹈,民族乐
器,新闻编辑；其他要求：因为是在里约外的一个州
的联邦大学单独工作，故需要志愿者心里素质好，
能独立工作。 。

2017/2至 2017/12

49 美洲 巴西
里约热内卢
天主教大学
孔子学院

1 河北大学

性别：男；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体
育；语种：英语,葡萄牙语；特长：武术；其他要
求：希望足球或武术专业，师范院校毕业，有教师
资格证者优先。

2017/2至 2017/12

50 美洲 巴西
里约热内卢
天主教大学
孔子学院

2 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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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种）,音乐,
美术；语种：英语,葡萄牙语；特长：民族乐器,绘
画；其他要求：由于是教葡中双语中学的教师，希
望所选老师是师范院校毕业，学过教育学心理学，
有过中学教育实习经历， 有教师资格证，。

2017/2至 2017/12

51 美洲 巴西
里约热内卢
天主教大学
孔子学院

2 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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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葡萄牙语；特长：舞蹈,书法,主
持,摄影,新闻编辑。

2017/2至 2017/12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52 美洲 巴西
米纳斯.吉拉
斯联邦大学
孔子学院

3 华中科技大学

性别：女；学历：研究生；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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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语种：葡萄牙语；特长：武术,舞蹈,
民族乐器,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辑；其他要
求：责任心强，工作上能独当一面。英语无法使
用，能快速适应葡语工作与生活的环境。

2017/1至 2018/12

53 美洲 巴西
圣保罗州立
大学孔子学

院
2 湖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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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语种：葡萄牙语；特
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主持,新
闻编辑。

2017/2至 2017/12

54 美洲 玻利维亚
圣西蒙大学
孔子学院

2
河北对外经贸

职业学院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西班牙语；特长：舞蹈,民族乐器,声
乐,主持。

2017/1至 2017/12

55 美洲 哥伦比亚
安第斯大学
孔子学院

1 南开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对
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种）；语种：
英语,西班牙语；特长：其他英语好；其他要求：A
graduated teacher is prefer.。

2017/1至 2018/1

56 美洲 哥伦比亚
安第斯大学
孔子学院

4 南开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对
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种）；语种：
英语,西班牙语；特长：书法；其他要求：来校的志
愿者须有较好的英文程度。

2017/1至 2017/11

57 美洲 哥伦比亚

波哥大豪尔
赫·塔德奥
·洛萨诺大
学孔子学院

2
天津外国语大

学

性别：女；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外语（含小语种）；语种：西班牙语；
特长：其他；其他要求：上述才艺会其中一种即可
。

2017/1至 2018/1

58 美洲 哥伦比亚

波哥大豪尔
赫·塔德奥
·洛萨诺大
学孔子学院

2
天津外国语大

学

性别：女；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外语（含小语种）；语种：西班牙语；
特长：其他；其他要求：上述才艺会其中一种即可
。

2017/6至 2018/6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59 美洲 古巴
哈瓦那大学
孔子学院

3 北京语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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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计算机专业（会英语或西
班牙语）；语种：英语,西班牙语；特长：舞蹈,民
族乐器,西洋乐器,声乐,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

2017/1至 2018/1

60 美洲 加拿大
里贾纳大学
孔子学院

1 湖南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学士；专业：
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语种：英语；特长：武
术,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其他要求：武术特
长，舞蹈特长。

2017/3至 2018/8

61 美洲 加拿大
里贾纳大学
孔子学院

1 湖南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学士；专业：
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音乐,美术；语种：英语；
特长：舞蹈,民族乐器,声乐,绘画；其他要求：美术
特长、声乐特长。

2017/3至 2018/8

62 美洲 加拿大
圣玛丽大学
孔子学院

1 厦门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语种：英语；
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新闻编辑；
其他要求：性格开朗、独立、适应性强，具有跨文
化意识与经验‘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

2017/3至 2018/3

63 美洲 美国
阿拉巴马农
工大学孔子

学院
5 南京林业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
法,绘画,新闻编辑。

2017/1至 2018/1

64 美洲 美国

阿拉斯加大
学安克雷奇
分校孔子学

院

1 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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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
乐,书法,绘画；其他要求：性别最好是男生；英语

2017/1至 2017/6

65 美洲 美国
德克萨斯南
方大学孔子

学院
4 北京交通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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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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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有驾照，会开车。

2017/1至 2017/12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66 美洲 美国
俄克拉荷马
大学孔子学

院
12 北京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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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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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北京师范大学推荐
。
优先录取条件：托福成绩在95分以上或雅思成绩在

2017/6至 2018/6

67 美洲 美国
迈阿密达德
学院孔子学

院
2 江苏师范大学

性别：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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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音乐,美术；语种：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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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1.热爱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华文
化对外传播事业；2.有较强的中英双语口头和书面
表达能力，性格开朗，善于沟通交流；3.身体健
康，有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能快速适应新环境，
吃苦耐劳；4.持有驾照，会驾驶；5.有才艺表演能

2017/1至 2018/1

68 美洲 美国
南犹他大学
孔子学院

2 湖南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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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语种：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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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会开车。

2017/1至 2017/12

69 美洲 美国
威廉玛丽大
学孔子学院

1 北京师范大学
性别：女；学历：研究生；学位：硕士；专业：音
乐；语种：英语；特长：民族乐器,书法,绘画,摄
影,新闻编辑。

2017/1至 2017/12

70 美洲 美国
韦伯斯特大
学孔子学院

1 北京语言大学

性别：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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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种：英语；特长：武术,民族乐器,书法,绘画,新闻
编辑；其他要求：英语专业八级TEM-8（Test for
English Major-8）。

2017/1至 2018/8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71 美洲 美国
伟恩州立大
学孔子学院

3 华中科技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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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
乐器,声乐,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辑；其他
要求：本孔院以组织策划文化活动，录制教学视频
为主。要求英语好、大方自然、文案设计编辑好，
有组织策划主持表演等经验优先。 。

2017/1至 2017/12

72 美洲 美国
西弗吉尼亚
大学孔子学

院
1 天津财经大学

性别：女；学历：研究生；学位：学士；专业：其
他不限；语种：英语；特长：其他茶艺、剪纸；其
他要求：大学英语六级及以上水平，口语流利。

2017/1至 2017/12

73 美洲 美国
夏威夷（玛
诺亚）大学
孔子学院

2
北京外国语大

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硕士；专业：
汉语国际教育；语种：英语；特长：武术,舞蹈,民
族乐器,书法,绘画,新闻编辑；其他要求：具有幼教
语言教学经验者优先。

2017/6至 2018/5

74 美洲 美国
长老会学院
孔子学院

1 贵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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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理工,体育,旅游；语种：英语；特长：舞蹈,
民族乐器,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辑；其他要
求：最好能持有驾照并能在美国工作2年；英文水平
高、行政能力强、吃苦耐劳、电脑技术熟练、有很
好的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及活动策划能力；在大学
本部做行政工作，兼任附属中小学中文教师。

2017/6至 2018/6

75 美洲 美国
中田纳西州
立大学孔子

学院
9 杭州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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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
语；特长：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摄影,新闻编
辑；其他要求：必须要能够开车。

2017/2至 2018/2

76 美洲 秘鲁

阿雷基帕圣
玛丽亚天主
教大学孔子

学院

5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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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西班牙语；特长：武术,舞
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主持,摄影,新闻编辑；其
他要求：1. 顾全大局，服从工作安排。
2. 会西语者优先。
3. 急需男生。

2017/3至 2018/2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77 美洲 秘鲁
里卡多帕尔
玛大学孔子

学院
3 河北师范大学

性别：女；学历：研究生；学位：硕士；专业：对
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种）；语种：
英语,西班牙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
书法,绘画；其他要求：有硕士学位；会西语优先。

2017/3至 2018/3

78 美洲 秘鲁
秘鲁天主教
大学孔子学

院
2

上海外国语大
学

性别：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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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西班牙语；特长：舞
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其他要求： 。

2017/3至 2018/3

79 美洲 秘鲁
秘鲁天主教
大学孔子学

院
2

上海外国语大
学

性别：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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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西班牙语；特长：舞
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摄影；其他要求： 。

2017/6至 2018/6

80 美洲 牙买加

牙买加西印
度大学莫纳
分校孔子学

院

3 太原理工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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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长：民族乐器,书法,主持,
摄影,新闻编辑。

2017/6至 2018/6

81 美洲 智利
圣·托马斯
大学孔子学

院
10 安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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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西班牙语；特长：武术,舞
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
辑；其他要求：全部派往教学点，需要西班牙语专
业或西班牙语熟练。

2017/1至 2018/1

82 美洲 智利
智利天主教
大学孔子学

院
2 南京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西班牙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
器,西洋乐器,书法,绘画,摄影,新闻编辑；其他要
求：孔院工作语种为西班牙语，要求西语达专四或
DELE B1水平。对条件好的汉语志愿者西语要求可适
当放宽，但必须通过孔院中外方院长网络面试。

2017/3至 2018/1

83 欧洲 阿尔巴尼亚
地拉那大学
孔子学院

1
北京外国语大

学

性别：男；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中文相关；语种：英语,阿尔巴尼亚语；
特长：武术,书法,摄影。

2017/3至 2018/3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84 欧洲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国
立技术大学
科技孔子学

院

1 东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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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俄语；特长：武术,舞蹈,民
族乐器,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辑。

2017/3至 2018/2

85 欧洲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国
立体育大学
孔子课堂

1 岭南师范学院

性别：男；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俄语；特长：武术,舞蹈,书法,
摄影,新闻编辑。

2017/2至 2018/2

86 欧洲 波兰
奥波莱孔子

学院
2 北京工业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硕士；专业：
外语（含小语种）；语种：英语；特长：武术,舞
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其他要求：必须是英语专

2017/2至 2018/2

87 欧洲 波兰
格但斯克大
学孔子学院

2
中国青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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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种：英语,波兰语；特长：舞蹈,书法,绘画。

2017/2至 2018/2

88 欧洲 波兰
密茨凯维奇
大学孔子学

院
1 天津理工大学

性别：女；学历：研究生；学位：硕士；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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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编辑。

2017/1至 2017/12

89 欧洲 波兰
维斯瓦大学
孔子课堂

3 天津理工大学

性别：女；学历：研究生；学位：硕士；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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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绘
画,摄影；其他要求：会波兰语者优先。

2017/2至 2018/2

90 欧洲 丹麦
奥尔堡大学
“创新学习
”孔子学院

2 北京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学士,硕士；专
业：对外汉语；语种：英语；特长：民族乐器,声
乐,书法。

2017/1至 2017/12

91 欧洲 丹麦
丹麦皇家音
乐学院孔子

学院
5 中央音乐学院

性别：女；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音乐；语种：其他；特长：民族乐器；
其他要求：要求二胡，古琴，扬琴，琵琶，笛子。

2017/1至 2018/1

92 欧洲 德国
奥迪英戈尔
施塔特孔子

学院
1 华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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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德语；特长：书法,绘画,主
持,摄影；其他要求：德语背景，普通话标准。

2017/1至 2017/12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93 欧洲 德国
柏林自由大
学孔子学院

2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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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德语；特长：书法,主持,新闻编

2017/1至 2018/1

94 欧洲 德国
汉堡大学孔

子学院
3 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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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德语；特长：其他；其他要求：其中
一名志愿者最好有幼儿教学的相关经验（可以不会
德语），另外两名最好有成人语言教学的相关经验
（必须会德语）。

2017/1至 2017/12

95 欧洲 德国
帕德博恩大
学孔子学院

1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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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理工,体育,旅游,
其他；语种：德语；特长：民族乐器,书法,摄影,新
闻编辑；其他要求：德语是必要条件，至少要达到

2017/4至 2018/3

96 欧洲 德国

施特拉尔松
德应用科学
大学孔子学

院

2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对
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种）；语种：
德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主
持,新闻编辑。

2017/1至 2018/1

97 欧洲 俄罗斯
莫斯科大学
孔子学院

1 北京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硕士；专业：
中文相关,对外汉语；语种：俄语；特长：武术,舞
蹈,书法,绘画；其他要求：最好有在俄罗斯的汉语
教学经历，有中小学教学经验。特长非必需。

2017/2至 2018/1

98 欧洲 俄罗斯
托木斯克国
立大学孔子

学院
2 沈阳理工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中
文相关,对外汉语,外语（含小语种）；语种：英语,
俄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主持,新闻编
辑；其他要求：志愿者最好为男性，专业为对外汉
语或是中文专业的优先，会民族乐器优先，语种首
选俄语，其次为英语。

2017/2至 2018/1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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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欧洲 俄罗斯
新西伯利亚
国立技术大
学孔子学院

1
大连外国语大

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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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语种：英语,俄语；特长：武
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摄影,新闻编
辑；其他要求：优先录取掌握俄语的志愿者，如不
能满足要求，可以录取精通英语的志愿者。

2017/1至 2018/1

100 欧洲 俄罗斯
远东联邦大
学孔子学院

1 黑龙江大学

性别：女；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俄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
乐,书法,绘画,新闻编辑；其他要求：1.具有对外汉
语教学技能、掌握心理学、教育学理论，能运用俄
语进行交流； 2.至少掌握2种以上中华才艺技能，
其中剪纸和编中国结必须掌握； 3.希望有音乐（最
好是民族乐器）、舞蹈方面的特长； 4.师范专业或

2017/1至 2018/1

101 欧洲 黑山
黑山大学孔

子学院
2 长沙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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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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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至 2018/1

102 欧洲 捷克
帕拉斯基大
学孔子学院

2
北京外国语大

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捷克语；特长：书法,绘画,摄
影,新闻编辑。

2017/1至 2017/12

103 欧洲 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
大学孔子学

院
3 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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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其他；语种：英语,罗马尼亚语；特长：武术,
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摄影,新闻编辑。

2017/2至 2018/2

104 欧洲 罗马尼亚
锡比乌卢辰
布拉卡大学
孔子学院

3 北京语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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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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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编辑。

2017/2至 2018/2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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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欧洲 摩尔多瓦
自由国际大
学孔子学院

1 西北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博士；专业：音乐；语种：英语,俄语,罗马尼亚
语；特长：舞蹈,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声乐。

2017/1至 2018/1

106 欧洲 摩尔多瓦
自由国际大
学孔子学院

1 西北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体育；语种：英语,俄语,罗马尼亚语；
特长：武术,舞蹈；其他要求：无 。

2017/1至 2018/1

107 欧洲 葡萄牙
阿威罗大学
孔子学院

3
大连外国语大

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外语（含小语种）；语种：葡萄牙语；
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摄影；其他
要求：需志愿者配合参与文化活动，具备一定特长

2017/1至 2017/12

108 欧洲 葡萄牙
科英布拉大
学孔子学院

2
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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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葡萄牙语；特长：武术,舞
蹈,声乐,书法,绘画,摄影,新闻编辑；其他要求：葡
萄牙语专业背景优先考虑。勤恳敬业，认真负责。
能够较快地适应国外的工作环境，与中外同事团结
合作，具备良好的团队精神。

2017/2至 2018/2

109 欧洲 瑞士
巴塞尔大学
孔子学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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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理工；语种：德语；特长：摄影,新闻编辑,其
他；其他要求：行政能力和活动组织能力。

2017/2至 2018/1

110 欧洲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大
学孔子学院

1 北京教育学院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对
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音乐,美术,体育；语种：英
语,希腊语；特长：书法,绘画,摄影,新闻编辑。

2017/4至 2018/7

111 欧洲 圣马力诺
圣马力诺大
学孔子学院

2 北京城市学院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中
文相关,对外汉语,外语（含小语种）；语种：英语,
意大利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
绘画,摄影,新闻编辑。

2017/3至 2018/3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12 欧洲 斯洛伐克
考门斯基大
学孔子学院

2
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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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体育,其他；语种：
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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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至 2018/2

113 欧洲 意大利
博洛尼亚大
学孔子学院

1 中国人民大学

性别：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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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其他新闻、社会学、哲学等人文社科转业；语
种：英语,意大利语；特长：武术,民族乐器,声乐,
书法,绘画,摄影,新闻编辑。

2017/2至 2018/2

114 欧洲 意大利
马切拉塔大
学孔子学院

4 北京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学士；专业：
其他专业不限；语种：英语,意大利语0；特长：其
他不限。但希望有会书法的老师。；其他要求：要
求本批志愿者教师参加2016年夏季汉办的培训（就
是说，要参加2016年6月的选拔），为的是能够保证
2017年1月按时到任。

2017/1至 2017/12

115 欧洲 意大利
米兰天主教
圣心大学孔

子学院
3 北京语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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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意大利语；特长：武
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其他茶艺。

2017/3至 2018/2

116 欧洲 意大利
帕多瓦大学
孔子学院

1 广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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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意大利语；特长：武术,民族乐
器,书法,绘画,新闻编辑；其他要求：历史、地理专
业也可以。

2017/1至 2018/1

117 欧洲 英国
班戈大学孔

子学院
1 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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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特长：舞蹈,民
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摄影。

2017/4至 2018/3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18 欧洲 英国
格拉斯哥大
学孔子学院

4 南开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硕士,博士；专
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语种：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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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统一性别人数最好
为双数，比如四男或者四女或者两男两女，方便合
租房子。

2017/1至 2017/12

119 欧洲 英国
赫尔大学孔

子学院
2 天津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学士,硕士；专
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音乐；语种：英语；
特长：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新闻编辑。

2017/1至 2018/1

120 欧洲 英国
考文垂大学
孔子学院

1 江西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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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语种：英语；特长：武术,舞
蹈,书法,绘画,新闻编辑。

2017/3至 2018/2

121 欧洲 英国
兰卡斯特大
学孔子学院

3 华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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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种：英语；特长：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
主持,摄影,新闻编辑；其他要求：希望有在行政经
验或在学生会、院系学生工作处工作的经历。

2017/6至 2018/6

122 欧洲 英国
兰卡斯特大
学孔子学院

5 华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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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种：英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
主持,摄影,新闻编辑；其他要求：有在海外学习、
生活或工作经历者优先。

2017/6至 2018/6

123 欧洲 英国
兰卡斯特大
学孔子学院

1 华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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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音乐,美术；语种：英语；特长：舞蹈,民族乐
器,声乐,书法,绘画,摄影,新闻编辑。

2017/1至 2018/1

124 欧洲 英国
利兹大学商
务孔子学院

3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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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语种：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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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至 2018/7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25 欧洲 英国

伦敦大学金
史密斯舞蹈
与表演孔子

学院

2 北京舞蹈学院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硕士；专
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语种：英语；特长：
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摄影,新闻编
辑,其他汉语教学能力强之外多才多艺者优先；其他
要求：1.	有较强的对外汉语教学能力,中英文双语语
言表达能力强，有对外汉语教学经验者为佳。
2.	有较强的文案翻译和中英双语编辑能力,英语6级
及以上水平。
3.	能熟练运用Word、excel、powerpoint、
photoshop等办公软件，有较强的办公室行政能力。
4.      有团队协作精神和奉献精神，有一定的文
化活动策划和组织能力，能承担多种文化活动任务
。

2017/2至 2018/2

126 欧洲 英国

伦敦大学金
史密斯舞蹈
与表演孔子

学院

1 北京舞蹈学院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其他舞蹈；语种：英语；特长：声乐,书
法,绘画,摄影,新闻编辑；其他要求：其他要求：
Other qualifications：
1.	有较强的对外舞蹈教学和编创表演能力,中英文双
语语言表达能力强。
2.	有较强的文化活动策划和组织能力，具有团队协
作和奉献精神。
3.	能熟练运用Word、excel、powerpoint、
photoshop等办公软件，有一定的办公室行政能力。
。

2017/1至 2018/1

127 欧洲 英国
伦敦商务孔

子学院
3 清华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硕士；专业：
对外汉语,理工；语种：英语；特长：武术,舞蹈,民
族乐器,西洋乐器,书法,绘画,主持。

2017/4至 2018/4

128 欧洲 英国
伦敦商务孔

子学院
1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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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语种：英
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

2017/4至 2018/4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29 欧洲 英国
曼彻斯特大
学孔子学院

7 北京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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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
书法,绘画,其他茶艺等才艺；其他要求：英语表达
能力强；武术、舞蹈、民族乐器较为专业。

2017/2至 2018/8

130 欧洲 英国
纽卡斯尔大
学孔子学院

1 厦门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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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
书法,绘画,摄影；其他要求：英语水平较高，沟通
能力强，有特长。

2017/2至 2018/2

131 欧洲 英国
威尔士三一
圣大卫大学
孔子学院

1 北京联合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硕士；专
业：中文相关,对外汉语；语种：英语；特长：舞
蹈,民族乐器,书法,新闻编辑。

2017/6至 2018/5

132 亚洲 阿富汗
喀布尔大学
孔子学院

（中文系）
2 太原理工大学

性别：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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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其他；语种：英语,波斯
语(伊朗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
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辑,其他有特长者优先。

2017/3至 2018/3

133 亚洲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
孔子学院

2 四川师范大学

性别：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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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体育,旅游；语种：
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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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1. 接
受欢迎国内合办学校四川师范大学和之外的大学本
科生和研究生。
2. 具有很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3. 两个同性别志愿者需合住一个房间，
4. 能够生活自理和自己烹饪。
5. 教学工作外有大量文化宣传活动。

2017/1至 2017/12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34 亚洲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
孔子学院

2 四川师范大学

性别：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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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语种：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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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1. 接受和欢
迎国内合办学校四川师范大学和之外的大学本科生
和研究生。
2. 具有很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3. 两个同性别志愿者需合住一个房间，
4. 能够生活自理和自己烹饪。
5. 教学工作外有大量文化宣传活动。

2017/1至 2018/1

135 亚洲 巴基斯坦
伊斯兰堡孔

子学院
2 北京语言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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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体育；语种：英
语；特长：武术,民族乐器,书法。

2017/2至 2018/2

136 亚洲 巴林
巴林大学孔

子学院
1 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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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阿
拉伯语；特长：武术,民族乐器,书法,绘画,新闻编

2017/2至 2018/2

137 亚洲 菲律宾
菲律宾红溪
礼示大学孔

子学院
57 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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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特长：武术,舞蹈,民
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辑；其
他要求：菲律宾各教学点新学年开学时间存在差
异，部分志愿者派出时间略晚。大部分志愿者申请
于6月-7月派出，5人于8月中旬派出，3人于9月初派

2017/6至 2018/3

138 亚洲 菲律宾
雅典耀大学
孔子学院

3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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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特长：舞蹈,民族乐器,书法,主
持,摄影,新闻编辑；其他要求：古筝；新闻传播相
关专业；有学术研究经验
要求男生2名，其中留任已有1名男生，再新选1名男
生即可。

2017/4至 2018/4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39 亚洲 菲律宾
雅典耀大学
孔子学院

39 中山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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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长：舞蹈,民族乐器,声乐,
书法；其他要求：要求男生2名，其中留任已有1名
男生，再新选1名男生即可。

2017/5至 2018/4

140 亚洲 菲律宾
菲律宾大学
孔子学院

10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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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
宾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绘
画；其他要求：最好能够每10人当中搭配至少1名男

2017/2至 2018/1

141 亚洲 格鲁吉亚
第比利斯自
由大学孔子

学院
15 兰州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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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体育；语种：英语,俄语；特长：武
术,舞蹈,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声乐,书法,绘画,主

2017/1至 2018/1

142 亚洲 哈萨克斯坦

阿克托别州
朱巴诺夫国
立大学孔子

学院

4 新疆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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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俄语,其他哈萨克语；
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

2017/1至 2017/12

143 亚洲 韩国
大真大学孔

子学院
2

哈尔滨师范大
学

性别：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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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种：韩国(朝鲜)语；特长：舞蹈,民族乐器；其他要
求：*硕士在学生 除外（拒收理由：任期短）
*优先考虑任期两年以上者           。

2017/4至 2018/4

144 亚洲 韩国
大真大学孔

子学院
1

哈尔滨师范大
学

性别：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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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种：韩国(朝鲜)语；特长：民族乐器,书法,绘画；
其他要求：没有。

2017/3至 2018/3

145 亚洲 韩国
大真大学孔

子学院
1

哈尔滨师范大
学

性别：女；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语种：韩国
(朝鲜)语；特长：民族乐器,西洋乐器,书法；其他
要求：没有。

2017/1至 2018/1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46 亚洲 韩国
大真大学孔

子学院
1

哈尔滨师范大
学

性别：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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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种：韩国(朝鲜)语；特长：民族乐器,书法。

2017/3至 2018/3

147 亚洲 韩国
东西大学孔

子学院
5 山东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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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朝鲜)
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
主持,摄影,新闻编辑。

2017/2至 2018/2

148 亚洲 韩国
国立安东大
学孔子学院

4 曲阜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外语（含小语种）；语种：韩
国(朝鲜)语；特长：舞蹈,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其他
写作；其他要求：有教学经验者及学生会主要成员
担任者优先。

2017/3至 2018/3

149 亚洲 韩国
汉阳大学孔

子学院
2 吉林大学

性别：女；学历：研究生；学位：硕士,博士；专
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语种：英语,韩国(朝
鲜)语；特长：民族乐器,新闻编辑。

2017/3至 2018/2

150 亚洲 韩国
湖南大学孔

子学院
3 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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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韩国(朝鲜)语；特长：武术,舞
蹈,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声乐,书法。

2017/5至 2018/5

151 亚洲 韩国
湖南大学孔

子学院
5 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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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韩国(朝鲜)语；特长：武术,舞
蹈,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声乐,书法。

2017/6至 2018/6

152 亚洲 韩国
华山中学孔

子课堂
1

吉林市第一中
学

性别：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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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音乐；语种：韩国(朝鲜)语；特长：武术,舞
蹈,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声乐,书法,绘画；其他要
求：孔子课堂教学任务和文化活动相对紧张忙碌，
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出行交通略有不便，要求申请
志愿者能够做到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充分发扬志
愿者奉献精神。志愿者要严格遵守外方学校和孔子
课堂的相关管理规定，按时出勤，认真负责完成各

2017/3至 2017/12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53 亚洲 韩国
济州大学孔

子学院
1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

性别：女；学历：研究生；学位：硕士；专业：外
语（含小语种）；语种：英语,韩国(朝鲜)语；特
长：新闻编辑。

2017/2至 2018/2

154 亚洲 韩国
济州汉拿大
学孔子学院

3 南开大学

性别：女；学历：研究生；学位：硕士；专业：对
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种）；语种：
韩国(朝鲜)语；特长：舞蹈,新闻编辑,其他互联网
新媒体；其他要求：从南开大学（合作大学）优先

2017/2至 2018/2

155 亚洲 韩国
江原大学孔

子学院
0 北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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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韩国(朝鲜)语；特长：书法,主
持；其他要求：韩语水平较高，能准确得体地运用
韩语进行汉语教学和文化推广工作，具有较高韩语
口译笔译能力者优先录用。 。

2017/1至 2018/1

156 亚洲 韩国
江原大学孔

子学院
0 北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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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韩国(朝鲜)语；特长：书法,主
持,摄影；其他要求：韩语水平较高，即能准确得体
地运用韩语进行汉语教学和文化推广工作，具有较
高韩语口译笔译能力者优先录用。 。

2017/1至 2018/1

157 亚洲 韩国
仁川大学孔

子学院
5

大连外国语大
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学士,硕士；专
业：外语（含小语种）；语种：韩国(朝鲜)语；特
长：武术,民族乐器,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
辑。

2017/3至 2018/3

158 亚洲 韩国
世瀚孔子学

院
6 青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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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朝鲜)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
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辑。

2017/3至 2018/3

159 亚洲 韩国
顺天乡大学
孔子学院

2
天津外国语大

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硕士,博士；专
业：外语（含小语种）；语种：韩国(朝鲜)语；特
长：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主持；其他要求：
两任均为硕士毕业或为提交论文阶段。

2017/3至 2018/3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60 亚洲 韩国
顺天乡大学
孔子学院

1
天津外国语大

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硕士,博士；专
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语种：英语,韩国(朝
鲜)语；特长：民族乐器,书法,绘画,主持；其他要
求：硕士在读,懂韩国语或有过韩国留学、任教经历
者优先考虑。

2017/3至 2018/3

161 亚洲 韩国
泰成中高等
学校孔子课

堂
5

石家庄市第42
中学

性别：女；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韩国(朝鲜)语；特长：民族乐
器,书法,绘画,摄影,新闻编辑；其他要求：均要女
生，要求精通韩国语。

2017/3至 2018/3

162 亚洲 韩国
延世大学孔

子学院
6 四川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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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韩国(朝
鲜)语；特长：民族乐器,主持。

2017/1至 2017/12

163 亚洲 韩国
又石大学孔

子学院
3 山东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韩国(朝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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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韩国语专业者优先；本科阶段是
韩国语专业，硕士阶段是对外汉语专业者优先；有
特长者优先；性格开朗，有教学经验者优先。

2017/2至 2018/2

164 亚洲 韩国
又松大学孔

子学院
6 四川大学

性别：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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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韩国
(朝鲜)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
主持,其他具有硕士学历及以上。

2017/2至 2018/2

165 亚洲 韩国
圆光大学孔

子学院
2

湖南中医药大
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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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韩国(朝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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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至 2018/2

166 亚洲 韩国
忠北大学孔

子学院
3 延边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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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韩国(朝鲜)语；特长：民族乐器,书法,
新闻编辑；其他要求：有责任心使命感。

2017/2至 2018/2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67 亚洲 韩国
忠南大学孔

子学院
5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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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韩
国(朝鲜)语；特长：其他具有较强的文化传播能
力；其他要求：具有较强的汉语教学能力，可胜任
各种层次、类型的教学任务，有教学经验者优先考

2017/3至 2018/2

168 亚洲
吉尔吉斯斯

坦
奥什国立大
学孔子学院

3 新疆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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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语；特长：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主持,
摄影,新闻编辑。

2017/2至 2018/12

169 亚洲
吉尔吉斯斯

坦

比什凯克人
文大学孔子

学院
4 新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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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语种：俄语；特长：武术,舞
蹈,书法,绘画,新闻编辑。

2017/1至 2018/1

170 亚洲
吉尔吉斯斯

坦
国立民族大
学孔子学院

3 新疆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俄语,其他吉尔吉斯语；特长：武术,
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

2017/2至 2017/12

171 亚洲 老挝
老挝国立大
学孔子学院

1 广西民族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外语（含小语种）；语种：老挝语；特
长：新闻编辑。

2017/3至 2018/3

172 亚洲 马来西亚
马来亚大学
孔子汉语学

院
10

北京外国语大
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语种：英语,
马来语；特长：书法,绘画,摄影,其他。

2017/1至 2018/1

173 亚洲 蒙古
蒙古国立大
学孔子学院

3 山东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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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体育；语种：英语,俄
语,蒙古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
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辑。

2017/2至 2018/1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74 亚洲 孟加拉国
达卡大学孔

子学院
5 云南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音乐；语种：
英语,孟加拉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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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1、具团队精神，奉献精神。勇于克服困难，
服从工作安排。
2、2男，3女。
3、会孟加拉语者优先。

2017/1至 2018/10

175 亚洲 孟加拉国
南北大学孔

子学院
6 云南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对
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种）,体育；语
种：英语,孟加拉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
书法,绘画,新闻编辑；其他要求：1、大学英语6级
及其以上，英语口语纯熟。2、电脑技术较好，熟悉
并掌握视图编辑软件，如：PS等。3、至少一名武术
老师，会太极，能用英语进行基本沟通。
4、须通过孔院视频面试，任期能够配合孔院工作进
行调整。

2017/1至 2017/12

176 亚洲 孟加拉国
南北大学孔

子学院
5 云南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
种）,体育；语种：英语,孟加拉语；特长：武术,舞
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摄影,新闻编辑；其他要
求：1、大学英语6级及其以上，英语口语纯熟。2、
电脑技术较好，熟悉并掌握视图编辑软件，如：PS
等。3、至少一名武术老师，会太极，能用英语进行
基本沟通。4、须通过孔院视频面试，任期能够配合
孔院工作进行调整。

2017/4至 2018/4

177 亚洲 缅甸
福庆语言电
脑学校孔子

课堂
29 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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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乐,美术,体育；语种：英语；特长：武术,舞蹈,民
族乐器,书法,绘画；其他要求：懂缅甸语汉语志愿
者教师优先。

2017/3至 2018/1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78 亚洲 缅甸
福星语言电
脑学苑孔子

课堂
0 华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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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舞蹈教育；语种：英语；特长：舞蹈,民族乐器,书
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辑。

2017/6至 2018/5

179 亚洲 缅甸
福星语言电
脑学苑孔子

课堂
16 华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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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长：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

2017/6至 2018/5

180 亚洲 尼泊尔
L.R.I国际学
校孔子课堂

3
北京国际汉语

学院

性别：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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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武术、民族舞蹈；语种：英语,尼泊尔语；特长：武
术,舞蹈,民族乐器,摄影,新闻编辑。

2017/5至 2018/3

181 亚洲 尼泊尔
加德满都大
学孔子学院

8 河北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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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旅游；语种：英语,尼泊
尔语；特长：武术,舞蹈,声乐,书法,主持,摄影,新
闻编辑；其他要求：希望能有1-2名硕士，特别是已
经拿到硕士学位证的。

2017/3至 2018/3

182 亚洲 日本
大阪产业大
学孔子学院

2
上海外国语大

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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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特长：
其他无特殊要求。

2017/3至 2018/3

183 亚洲 日本
福山大学孔

子学院
1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学士,硕士,博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音乐,美术,体
育；语种：日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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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艺术特长一定要能在舞台上表演，否则会影
响孔院的文化活动开展，请总部选派老师支持。

2017/3至 2018/3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84 亚洲 日本
冈山商科大
学孔子学院

1
大连外国语大

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学士；专业：
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种）；语
种：日语；特长：民族乐器,摄影,新闻编辑；其他
要求：优先选择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专业硕士
在读研究生，要求日语国际能力测试2级以上。
或日语专业在读研究生，要求日语国际能力测试1
级，并具有一定汉语国际教育知识。

2017/4至 2018/3

185 亚洲 日本
冈山商科大
学孔子学院

1
大连外国语大

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学士；专业：
外语（含小语种）；语种：日语；特长：民族乐器,
摄影,新闻编辑；其他要求：日语国际能力测试1级
。

2017/4至 2018/3

186 亚洲 日本
关西外国语
大学孔子学

院
4 北京语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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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日语；特长：舞蹈,民
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其他要求：1、至少2名志
愿者日语N2水平
2、希望有一名男性
3、要求有文艺特长，以便开展文化活动。

2017/4至 2018/3

187 亚洲 日本
立命馆孔子

学院
1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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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日语；特长：其他其他不限，有最好
。；其他要求：志愿者仅限北京大学研究生。

2017/4至 2018/3

188 亚洲 日本
立命馆亚洲
太平洋大学
孔子学院

2 浙江大学

性别：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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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特
长：书法；其他要求：需求英语能力。不会日语也
可以。但善于日语就好。

2017/4至 2018/3

189 亚洲 日本
樱美林大学
孔子学院

1 同济大学
性别：女；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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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特长：主持,新闻编

2017/4至 2018/3

190 亚洲 日本
札幌大学孔

子学院
1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性别：女；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中文相关,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日语；特长：舞蹈,民族乐器,书法,新

2017/3至 2018/3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91 亚洲 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国立民族大
学孔子学院

1 新疆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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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语种：英语,俄
语,波斯语(伊朗语),其他塔吉克语；特长：武术,舞
蹈,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声乐,书法,绘画,主持,摄

2017/3至 2018/3

192 亚洲 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国立民族大
学孔子学院

1 新疆师范大学
性别：男；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体
育；语种：英语,俄语,波斯语(伊朗语),其他塔吉克
语；特长：武术；其他要求：一名专职的武术教师

2017/3至 2018/3

193 亚洲 泰国
川登喜皇家
大学素攀孔

子学院
10 广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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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泰国语；特长：武术,
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新闻编辑；其他要求：
会制图软件，会演奏古筝者优先。

2017/5至 2018/3

194 亚洲 泰国
岱密中学孔

子课堂
6 天津实验中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泰国语；特长：武术,书法,绘
画,新闻编辑,其他计算机；其他要求：新任志愿
者：一男五女。

2017/5至 2018/3

195 亚洲 泰国
东方大学孔

子学院
5 温州医科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
种）,音乐,其他合作大学相关专业；语种：英语,泰
国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

2017/5至 2018/3

196 亚洲 泰国
东方大学孔

子学院
7 温州医科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
种）,音乐,其他合作大学相关专业；语种：英语,泰
国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

2017/5至 2018/3

197 亚洲 泰国
海上丝路孔

子学院
4 天津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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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泰国语；特
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绘画,摄影,新闻编
辑。

2017/6至 2018/5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198 亚洲 泰国
华侨崇圣大
学中医孔子

学院
2

天津中医药大
学

性别：男；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对外
汉语,音乐；语种：英语,泰国语；特长：武术,民族
乐器,新闻编辑。

2017/1至 2017/12

199 亚洲 泰国
孔敬大学孔

子学院
6 西南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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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语种：英语,泰
国语；特长：武术,舞蹈,声乐,书法,绘画,主持,摄
影,新闻编辑。

2017/5至 2018/3

200 亚洲 泰国
玛哈沙拉坎
大学孔子学

院
19 广西民族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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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理工,体育,旅游,
其他不限；语种：英语,泰国语；特长：武术,舞蹈,
民族乐器,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辑；其他要
求：服从组织安排，能吃苦耐劳，心理承受能力强

2017/5至 2018/3

201 亚洲 泰国

曼松德昭帕
亚皇家师范
大学孔子学

院

6 天津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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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泰国语；特长：武术,
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闻编辑；
其他要求：1.留任志愿者有1名是男生，由于住宿条
件所限，新任志愿者中需要有1名男生；
2.新选的6名志愿者中需要申请泰语翻译1名，请总
部调剂。

2017/5至 2018/5

202 亚洲 泰国
玫瑰园中学
孔子课堂

3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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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种：英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法。

2017/5至 2018/3

203 亚洲 泰国
明满学校孔

子课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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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音乐,美术；语种：英语,泰国语；特长：武
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主持,摄影,新

2017/5至 2018/3

204 亚洲 泰国
农业大学孔

子学院
12 华侨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语种：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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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5至 2018/3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205 亚洲 泰国
普吉中学孔

子课堂
2 华侨大学

性别：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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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泰国语；特长：武术,
舞蹈,书法,主持,摄影,新闻编辑；其他要求：学生
干部优先；有团队意识，能吃苦耐劳，有责任感和
奉献意识；对学生对工作充满热情，能主动为团队
献计献策。热爱中泰文化，并有创新意识。

2017/5至 2018/4

206 亚洲 泰国
宋卡王子大
学孔子学院

8 广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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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种：英语,泰国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书
法,绘画,摄影,新闻编辑。

2017/3至 2018/3

207 亚洲 泰国
宋卡王子大
学普吉孔子

学院
17 上海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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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术,旅游；语种：英语,泰国语；特长：
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主持,摄影,

2017/5至 2018/5

208 亚洲 泰国
勿洞市孔子

学院
8 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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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语；特长：武术,舞蹈,民族乐器,声乐,书法,绘画；
其他要求：有声乐、舞蹈、武术、古筝等专长的志
愿者特别需要。

2017/5至 2018/3

209 亚洲 泰国
朱拉隆功大
学孔子学院

11 北京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对外汉语,外语（含小语种）；语种：泰
国语；特长：舞蹈,民族乐器,书法,绘画,新闻编
辑；其他要求：1.请总部派7名女生，6名男生；
2.如果可能，派1名图书馆专业的志愿者老师，以便
能帮助“诗琳通中文图书馆”的图书信息录入等工
作；

2017/4至 2018/3

210 亚洲 土耳其
晔迪特派大
学孔子学院

2 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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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含小语
种）；语种：英语,土耳其语；特长：舞蹈,主持。

2017/1至 2018/1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211 亚洲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
学孔子学院

2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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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种：英语；特长：其他。

2017/3至 2018/3

212 亚洲 伊朗
德黑兰大学
孔子学院

1 云南大学

性别：男；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种）；语
种：英语,波斯语(伊朗语)；特长：主持,摄影,新闻
编辑；其他要求：英语或波斯语专业，口译能力强
。身体、心理健康。有组织观念。

2017/1至 2017/12

213 亚洲 伊朗
德黑兰大学
孔子学院

1 云南大学

性别：女；学历：本科,研究生；学位：学士,硕
士；专业：汉语国际教育,外语（含小语种）；语
种：英语,波斯语(伊朗语)；特长：书法,主持,摄
影,新闻编辑；其他要求：英语或波斯语专业，口译
能力强。身体、心理健康。有组织观念。

2017/1至 2017/12

214 亚洲 印度
韦洛尔科技
大学孔子学

院
4 郑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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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英语,印地语(印度语)；特
长：摄影,新闻编辑。

2017/3至 2018/5

215 亚洲 印度尼西亚
阿拉扎大学
孔子学院

4 福建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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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新闻
编辑。

2017/1至 2018/1

216 亚洲 印度尼西亚
阿拉扎大学
孔子学院

1 福建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音
乐；语种：英语,印尼语；特长：民族乐器,声乐,主
持。

2017/1至 2018/1

217 亚洲 印度尼西亚
阿拉扎大学
孔子学院

1 福建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研究生；学位：学士；专业：
体育；语种：英语,印尼语；特长：武术,新闻编辑

2017/2至 2018/2

218 亚洲 越南
河内大学孔

子学院
1 广西师范大学

性别：不限；学历：本科；学位：学士；专业：外
语（含小语种）；语种：越南语；特长：摄影,新闻
编辑；其他要求：1、精通越南语，有在越留学经验
者优先
2、善于沟通，有一定组织协调能力。
3、具备汉语教学能力，身体健康，有吃苦奉献精神
。

2017/3至 2018/3



序号 大洲 国家
孔子学院

（课堂)名称
新选人数 中方合作院校 岗位要求 任期

注：实际岗位需求以vct.hanban.org网站上公布的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