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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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 85
中小学、
幼儿、大
学及其他

对外汉语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或中
文相关专业优先；懂蒙语优先；男生优
先。需服从岗位分配。

2017.8-
2018.6

蒙古语
英语

一类

2 亚洲 柬埔寨 130 中小学
具有奉献精神、团队精神，乐观积极，
吃苦耐劳，男生优先。

2017.8-
2018.7

英语
柬埔寨语

二类

3 亚洲 印尼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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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8-
2018.7

印尼语
英语

一类

4 亚洲 印尼 10 中小学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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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8-
2018.7

印尼语
英语

一类

5 亚洲 缅甸 30 大中小学
派出前基本掌握赴任国教学、生活用语
。

2017.8-
2018.7

缅甸语、
英语

二类

6 亚洲 老挝 20 中小学
派出前基本掌握赴任国教学、生活用语
。

2017.8-
2018.7

老挝语
英语

二类

7 亚洲 越南 5 大学
派出前基本掌握赴任国教学、生活用语
。

2017.8-
2018.7

越南语
英语

二类

8 亚洲
乌兹别克

斯坦
5 培训机构

本科以上学历，掌握英语或俄语，俄语
熟练者优先，有教学经验者优先。

2017.9-
2018.6

俄语
英语

2017年下半年普通志愿者岗位信息表
（按洲别顺序亚、非、欧、美洲排列）

1.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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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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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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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非洲 埃及 8
大学、中

学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或阿拉伯语专业本科
及以上学历。

2017.9-
2018.7

英语
阿拉伯语

10 非洲 毛里求斯 2 语言机构
男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或法语专业本
科及以上学历，法语水平大学四级及以
上。

2017.9-
2018.7

英语
法语

11 非洲 毛里求斯 6 中小学
男女不限，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或法语专
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法语水平大学四级
及以上。

2017.12-
2018.11

英语
法语

12 欧洲 英国 80 汉语助教

1.具有教师资格证的中小学在职教师，
具有一学年（含）以上海外汉语教学经
验的回国志愿者，具有很强的教学实践
能力或丰富汉语教学实习经验的优秀研
究生；2.灵活、独立、能承受压力，能
主动地、创造性地教授与中国学生北京
完全不同的英国学生；3.英文水平达到
全国大学英语六级520分（含）以上，有
用英文教授课程的经验，能熟练使用英
文进行课堂教学和与英国师生交流沟
通；4.中小学在职教师需要得到所在学
校和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和推荐，
任期结束回国后能长期在所在中国学校
任职；5.提供当地公安机关开具的无犯
罪记录证明。

2017.09-
2018.07

英语

1.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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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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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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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欧洲 法国 70

汉语助
教，中学
为主，少
部分大学
、小学岗

位

法语专业、对外汉语专业或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法语水平大学
四级及以上，获得法语相关水平语言证
书者优先考虑。善于与人沟通合作，协
助主讲老师进行汉语教学。需服从岗位
分配。

2017.9-
2018.7

法语

14 欧洲 西班牙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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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本科及以上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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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赴第三国超过三个月的申请者需
获得第三国无犯罪证明。

2017.9-
2018.7

西班牙语
英语

15 欧洲 德国 20 中小学 德语水平专业四级及以上。
2017.11-
2018.6

德语

16 欧洲 俄罗斯 80
大学、中

学

俄语专业、对外汉语专业或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优先；俄
语水平专业四级及以上。

2017.9-
2018.7

俄语

17 欧洲 白俄罗斯 20
大学、中

学

俄语专业、对外汉语专业或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俄语水平专业
四级及以上。

2017.9-
2018.7

俄语 一类

18 欧洲 乌克兰 10 大学

俄语专业、对外汉语专业或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优先；俄
语水平专业四级及以上或英语水平大学
六级以上。

2017.9-
2018.7

俄语
英语

1.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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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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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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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欧洲 罗马尼亚 16 中、小学

汉语言、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优先，外语专业也可；在读硕士研究生
优先；CET6级以上水平；中华才艺突出
或会罗语者优先。

2017.9-
2018.7

英语

20 欧洲 塞尔维亚 15 中、小学

汉语言、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优先，外语专业也可；在读硕士研究生
优先；CET6级以上水平；中华才艺突出
或会塞语者优先。

2017.9-
2018.7

英语 一类

21 欧洲 拉脱维亚 4
大学、中

学

3名汉语教师志愿者：汉语言、对外汉语
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优先，外语专业也
可，在读硕士研究生优先，CET6级以上
水平；1名武术专业志愿者：太极、套路
等优先，武术志愿者需要有外语交流能
力。会拉脱维亚语者优先。

2017.9-
2018.7

英语

22 美洲 美国 10
大学、中
小学

汉语言、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在读硕士研究生；CET6级以上水
平；中华才艺突出或有全职教学工作经
验及教师资格证者优先；部分岗位浙江
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华东师范大
学候选人优先。

2017.7-
2018.7

英语

23 美洲 加拿大 1 大学
中文、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及
以上学历；会中华才艺。

2017.9-
2018.6

英语 一类

1.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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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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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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基本要求

24 美洲 多米尼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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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优先考虑。

2017.9-
2018.7

西班牙语
英语

一类

25 美洲 厄瓜多尔 5 大学

中文、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及
以上学历；派出前能基本掌握西班牙语
教学、生活用语。西语专业优先，精通
武术或某项中华才艺者优先。

2017.9-
2018.7

西班牙语
英语

三类

26 美洲 智利 4
大学、中
小学

中文、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及
以上学历；获得西班牙语相关水平语言
证书优先考虑。

2017.8-
2018.6

西班牙语

27 美洲 古巴 2 大学
西班牙语、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男生优先考虑。

2017.7-
2018.7

西班牙语 二类

28 美洲 墨西哥 3 大学

中文、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及
以上学历；派出前能基本掌握西班牙语
教学、生活用语。西语专业优先，精通
武术或某项中华才艺者优先。

2017.9-
2018.7

西班牙语
英语

三类

29 美洲 乌拉圭 1 语言机构
中文、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及
以上学历；派出前基本掌握西班牙语教
学、生活用语，会中华才艺。

2017.7-
2018.5

西班牙语
英语

30 美洲 委内瑞拉 1 大学
中文、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及
以上学历；需获得西班牙语相关水平语
言证书；需具备吃苦奉献精神。

2017.8-
2018.6

西班牙语
 

注：实际岗位需求以vct.hanban.org网站上公布的为准。                                                                       V3

1.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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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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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