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01 號通告
任教國家

日本

合作學校

大阪中華學校

負責人名銜

校長:陳雪霞

擬聘教師數

1名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
2.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於我國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國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證書，符合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點第 2 點規定之外語能力條件，
並具有 1 年以上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3. 具備中小學教師資格尤佳
105 年 4 月 1 日至 106 年 3 月 31 日

教師資格

聘期起迄
稅後年薪

60 萬日幣(約為新臺幣 15 萬 3,900 元)

1. 免費提供住宿(水、電、瓦斯費、網路自付)。宿舍為單人房，備有冰
箱、洗衣機。
2. 日本地區工作證辦理手續費用由學校負擔。
3. 機場接送部分由學校負責。
其他待遇
4. 每週課時約為 21 小時(一堂課為 45 分鐘)，超過基本課時另行提供鐘
待遇
點費。
5. 若假日支援華語課程，另行提供鐘點費。
6. 老師有寒暑假期，但須配合行政排班。
1. 補助每月生活費新臺幣 3 萬 6,000 元。
教育部 2. 機票補助: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機票一張，以新臺幣 1 萬 6,500 元為
補助項目
上限（依收據核實撥付）。
3. 補助教材費一次新臺幣 9,000 元。
1. 華語課程
工作內容
2. 小學全科或中學國文、史地課程
(教學及行政)
3. 行政支援工作
授課對象
中、小學生
一、 請於 104 年 10 月 23 日下午五點前備妥以下資料 (紙本和電子檔)：
(1)中文履歷表（包含自傳）
(2)華語教學資歷證明
(3)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外國學歷須經公證）
(4)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外語能力證明
(5)其他有利證明(如進修、得獎紀錄等)
寄至淡江大學華語中心（10650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99 巷 5 號，信封
上註明「華師外派」），並同時將電子檔(將資料合併為一個 pdf 檔案)
本案聯絡人及 電郵至承辦人信箱。
聯絡方式
承辦人：呂若伶
E-mail：lauren.lu@mail.tku.edu.tw；TEL：+886 2 2321-6320ext.8347
二、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含兼
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
並副知「教育部」。個人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件。
三、 書面資料審核通過者，本中心預計將於 10 月 30 日起通知面試時間；
審核未通過者恕不通知亦不退還。
四、 未依照程序辦理者，教育部恕不核發補助；另逾期不受理，所繳交資
料恕不退還。

備註

1. 醫療保險及台灣地區工作簽證辦理費用須由老師自行負擔，逾期未取
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本案之錄取資格。
2. 本案依據「教育部促進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補助要點」核定聘用。
3. 國內現職初、中等學校教師須事先取得所屬機關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
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
4. 錄取者須於指定時間內簽署「赴日本各大學擔任華語教師契約書」，
並參加「行前培訓課程」。未於指定時間內簽署該契約書及參加培訓
者，取消錄取資格，由備取人選依序遞補。
5.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6.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及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02 號通告
捷克

任教國家
合作學校

歐露慕茨帕拉斯基大學(Palacky University in Olomouc)

負責人名銜

Mgr. Ivona Baresovar(帕拉斯基大學亞洲研究系主任)

擬聘教師數

1名

教師資格

聘期起迄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具 2 年以上教導外國學生學習華語經驗；
專業華語教學、中文系或其他相關領域碩士；
具英語會話中級以上程度;
具良好溝通能力。
105 年 2 月 15 日至 105 年 12 月 15 日
1.
2.
3.
4.
5.
6.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稅前月薪

1.
2.
1.
教育部 2.
補助項目 3.

其他待遇
待遇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備註

5,000 捷克克朗(約 208 美元)
免費宿舍房間一間
捷克醫療保險
聘期內每月生活費 1,500 美元。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初次應聘時，補助臺灣至捷克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
艙機票 1 張（實報實銷，補助款上限 1,500 美元）。

1. 初階、中階及進階華語班學生教學;
2. 指導實習語言教師;
3. 為學生與教師提供個別諮詢;
4. 參與教材編寫計畫;
5. 協助語言課程發展;
※每週教學 8 至 10 小時。
帕拉斯基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
駐捷克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rague)
地址: Evropskå 2590/33C, 160 00 Praha 6，Czech Republic
承辦人:楊副參事美照
Email:mecyang@mofa.gov.tw
Tel: +420 233 320606 603 308090
Fax: +420 233 326 906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1) 中英文簡歷（自傳包括曾經教學課程簡介、教學方式及評估）
(2) 最高學歷文憑影本

2.
3.

4.
5.
6.
7.

8.

9.

(3)華語教學資歷證明
(4) 簡短影音自我介紹（可經由網路連線或上傳 youtube）
請臺灣時間 104 年 11 月 16 日前以電郵或郵寄至駐捷克代表
處。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
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個人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件。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本案需通過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文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
要點」核定始予聘用。
國內現職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機關同意並瞭解相關
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
本案係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辦理，獲聘華語教師應於赴任前與教育部簽訂行政契約，
其內容由教育部另定之。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捷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
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
本案之錄取資格。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03 號通告
任教國家
合作學校

捷克

布拉格查理大學(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Faculty of Arts)

負責人名銜

Prof. Mirjam Fried, Dean (查理大學文學院院長)

擬聘教師數

1名

教師資格

聘期起迄

待遇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3. 具 5 年以上教導外國學生學習華語經驗；
4. 華語教學碩士學位（或以上）；
5. 具中高級英語能力；
6. 教學活潑、參與團隊合作具良好溝通能力。
105 年 3 月 1 日至 106 年 2 月 29 日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稅前月薪

17,500 克朗（折合 729 美元）

其他待遇

1.優惠價大學宿舍
2.捷克醫療保險
3.使用大學圖書館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費 1,500 美元。
2.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教育部
3. 初次應聘時，補助臺灣至捷克往返最直接航程經
補助項目
濟艙機票 1 張（實報實銷，補助款上限 1,500 美
元）
。
1. 基礎、中級、高級語言課（一週 8 節課，每節課 90 分鐘）
2. 協助準備教材
3. 協助華語文課程行政工作（每週最多一小時）
4. 協助華語文課程發展；
查理大學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
1. Prof.Olga Lomová（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Charles University）
地址：Nám. Jana Palacha 2, 116 38 Praha 1, Czech Republic
E-mail: olga.lomova@ff.cuni.cz
2. 駐捷克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rague)
地址：Evropská 2590/33C, 160 00 Praha 6, Czech Republic
承辦人：楊副參事美照
E-mail: mecyang@mofa.gov.tw
Tel: +420 233 320 606,603 308 090 / Fax: +420 233 326 906

1

備註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1)中英文簡歷（自傳包括曾經教學課程簡介、教學方式及評估）
(2) 最高學歷文憑影本
(3) 華語教學資歷證明
(4) 簡短影音自我介紹（可經由網路連線或上傳 youtube）
2. 請於臺灣時間 104 年 12 月 4 日前以電郵寄至駐捷克代表處
（E-mail:tecoprag@gmail.com）。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
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個人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件。
4.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5. 本案需通過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文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
要點」核定始予聘用。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育
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
定。又赴海外任教之「退休年資」無法採計。
7. 本案係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辦理，獲聘華語教師應於赴任前與教育部簽訂行政契約，
其內容由教育部另定之。
8.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捷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
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
本案之錄取資格。
9.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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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04 號通告
任教國家

美國／亞利桑那州

合作學校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Tucson

負責人名銜

Principal: William Arthur

擬聘教師數

1名

教師資格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K-8 年級教育學士學位
或需教授以中文為外語之學位
或國內各大學系所並於國內大學校院對外華語教學師資培訓
修習 100 小時以上課程且獲有證書
5. 英文流利

聘期起迄

105 年 2 月 1 日起任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止

1.
2.
3.
4.

稅前年薪

待遇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年薪 3 萬 1,000 美元(稅前)

學校支付在地健康保險及相關福利，如果使用學校宿
舍(單人房每月租金 600 美元，學校補助 200 美元，教
其他待遇 師自付 400 美元)。
學校負擔申請 J-1 簽證費用，教師自付在臺申請赴美
簽證相關報名行政費用。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200 美元。(生活補助費
係以本部核定抵達日起算，撥付至實際任教日期
止)
教育部
2.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補助項目
3. 初次應聘時，補助臺灣至美國任教地往返最直接
航程經濟艙機票 1 張（實報實銷，補助款上限 1,300
美元）
。
1. 授課科目：中文
2. 教師能依學校實際需求及編寫教學所需教材，同時將文化、書
法、藝術等融入中文教學，小學 K 至 5 年級/國中 6 至 8 年級
之中文
3. 每天 7:45-16:00 為上班時間，每天教學至少 5 小時，每週工作
時數（包括教學、備課及參加學校相關會議暨活動等）計 40
小時。

教學對象

小學 K 至 5 年級/國中 6 至 8 年級，每班最多 18 名學生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1) 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林雅婷主事
Email: losangeles@mail.moe.gov.tw; or info@tw.org
Tel:1-213-385-0512
1

備註

Fax:1-213-385-2197
(2)校方聯絡人：校長 William Arthur.
ARTHUR@ISTUCSON.ORG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1) 學校成績單
(2) 教師執照(倘有)或證照
(3) 華語教學資歷證明
(4) 履歷表(需檢附教學經驗證明文件、英語能力檢定證書或相
關文件)；及推薦信函 2 封。
美方學校書面審查及視審核結果決定是否進行電話或網路面
試，如有需要，學校校長可親自至臺灣面試。
2. 有興趣之申請人請於 105 年 1 月 5 日前檢具上述文件寄送駐洛
杉磯教育組(以郵戳為憑)，同時傳送電子檔至校方暨教育組，
聯絡方式如下：
(1) 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林雅婷主事
地址： Education Division,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Los Angeles
3731 Wilshire Blvd, Suite 770 Los Angeles, CA 90010, USA
Email: losangeles@mail.moe.gov.tw; or info@tw.org
Tel:1-213-385-0512
Fax:1-213-385-2197
(2)校方聯絡人：校長 William Arthur
ARTHUR@ISTUCSON.ORG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之公函，並副知「教
育部」
。
4.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5. 本案需通過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核定始予聘用。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育
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
定。赴海外任教期間之「退休年資」無法採計。
7. 本案係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辦理，獲聘華語教師應於赴任前與教育部簽訂行政契約，
其內容由教育部訂定之。
8.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美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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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5 年遴薦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05 號通告
任教國家

馬拉威

合作學校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ACC) 馬拉威圓通中小學

負責人名銜

莊慧 院長

擬聘教師數

4名

教師資格

聘期起迄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大學以上畢業並具有對外

華語教學經驗者。
3. 具教師證書或華語文師資培訓 90 個小時結業證書者尤佳。
105 年 3 月 1 日至 106 年 2 月 28 日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稅前月薪 新臺幣 16,000 元。

其他待遇
待遇

1. 免費提供膳食(素食)、住宿。
2. 海外醫療保險。

1. 聘期內每月補助生活費 800 美元。
教育部 2.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補助項目 3. 初次應聘時，補助臺灣至馬拉威往返最直接航程經
濟艙機票 1 張（實報實銷，補助款上限 1,800 美元）
。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1.
2.
3.
4.
5.

每週教學 16 至 20 小時。
教導院童「正體中文」的學習；
教導院童中華文化、生活常規，弟子規的闡釋；
協助院童晚自習及擔任部分行政工作；
本校使用流傳出版社之全新版華語(正體字版)第一冊~第八冊。

4-18 歲 ACC 院童 380 人。
駐南非代表處參事 許永貽
Taipei Liaison Office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電話：002-27-430-6071
傳真：002-27-342-7110
電郵：yyhsu02@mofa.gov.tw
地址：1147 Francis Baard Street, Hatfield, Pretoria 0083,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備註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1)中文簡歷及自傳(1000 字以內)
(2)最高學歷(大學以上)文憑影本。
(3)上述教師資格(含對外華語教學經驗)相關證明文件。
(4)其他備審資料。(國內現職學校教師需依第 6 點檢附同意公函)
2. 請於臺灣時間 105 年 1 月 10 日前將上述申請資料電子檔電郵至
本案聯絡人信箱(yyhsu02@mofa.gov.tw)，紙本另郵寄至南非代
表處。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
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個人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件。
4.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5. 本案需通過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文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核定始予聘用。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育
局處)同意公函(申請時請同時檢附)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
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又赴海外任教之「退休年資」無法採
計。
7. 本案係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
」辦理，獲聘華語教師應於赴任前與教育部簽訂行政契約，其內
容由教育部另定之。
8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國外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費
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本案
之錄取資格。
9.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教育部 105 年遴薦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06 號通告
任教國家

賴索托

合作學校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ACC) 賴索托圓通中小學

負責人名銜

呂月霞 校長

擬聘教師數

3名

教師資格

聘期起迄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大學以上畢業並具有對外

華語教學經驗者。
3. 具教師證書或華語文師資培訓 90 個小時結業證書者尤佳。
105 年 3 月 1 日至 106 年 2 月 28 日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稅前月薪 新臺幣 16,000 元。
其他待遇
待遇

1. 免費提供膳食(素食)、住宿。
2. 海外醫療保險。

1. 聘期內每月補助生活費 800 美元。
教育部 2.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補助項目 3. 初次應聘時，補助臺灣至賴索托往返最直接航程經
濟艙機票 1 張（實報實銷，補助款上限 1,800 美元）
。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1.
2.
3.
4.
5.

每週教學 16 至 20 小時。
教導院童「正體中文」的學習；
教導院童中華文化、生活常規，弟子規的闡釋；
協助院童晚自習及擔任部分行政工作；
本校使用流傳出版社之全新版華語(正體字版)第一冊~第八冊。

4-15 歲 ACC 院童 200 人。
駐南非代表處參事 許永貽
Taipei Liaison Office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電話：002-27-430-6071
傳真：002-27-342-7110
電郵：yyhsu02@mofa.gov.tw
地址：1147 Francis Baard Street, Hatfield, Pretoria 0083,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備註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1)中文簡歷及自傳(1000 字以內)
(2)最高學歷(大學以上)文憑影本。
(3)上述教師資格(含對外華語教學經驗)相關證明文件。
(4)其他備審資料。(國內現職學校教師需依第 6 點檢附同意公函)
2. 請於臺灣時間 105 年 1 月 10 日前將上述申請資料電子檔電郵至
本案聯絡人信箱(yyhsu02@mofa.gov.tw)，紙本另郵寄至南非代
表處。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
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個人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件。
4.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5. 本案需通過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文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核定始予聘用。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育
局處)同意公函(申請時請同時檢附)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
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又赴海外任教之「退休年資」無法採
計。
7. 本案係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
」辦理，獲聘華語教師應於赴任前與教育部簽訂行政契約，其內
容由教育部另定之。
8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國外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費
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本案
之錄取資格。
9.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教育部 105 年遴薦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07 號通告
任教國家

史瓦濟蘭

合作學校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ACC) 史瓦濟蘭圓通中小學

負責人名銜

陳家進 校長

擬聘教師數

3名

教師資格

聘期起迄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大學以上畢業並具有對外

華語教學經驗者。
3. 具教師證書或華語文師資培訓 90 個小時結業證書者尤佳。
105 年 3 月 1 日至 106 年 2 月 28 日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稅前月薪 新臺幣 16,000 元。

其他待遇
待遇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1. 免費提供膳食(素食)、住宿。
2. 海外醫療保險。

1. 聘期內每月補助生活費 800 美元。
2.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教育部 3. 初次應聘時，補助臺灣至史瓦濟蘭往返最直接航程
補助項目
經濟艙機票 1 張（實報實銷，補助款上限 1,800 美
元）。
1.
2.
3.
4.
5.

每週教學 16 至 20 小時。
教導院童「正體中文」的學習；
教導院童中華文化、生活常規，弟子規的闡釋；
協助院童晚自習及擔任部分行政工作；
本校使用流傳出版社之全新版華語(正體字版)第一冊~第八冊。

4-15 歲 ACC 院童 140 人。
駐南非代表處參事 許永貽
Taipei Liaison Office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電話：002-27-430-6071
傳真：002-27-342-7110
電郵：yyhsu02@mofa.gov.tw
地址：1147 Francis Baard Street, Hatfield, Pretoria 0083,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備註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1)中文簡歷及自傳(1000 字以內)
(2)最高學歷(大學以上)文憑影本。
(3)上述教師資格(含對外華語教學經驗)相關證明文件。
(4)其他備審資料。(國內現職學校教師需依第 6 點檢附同意公函)
2. 請於臺灣時間 105 年 1 月 10 日前將上述申請資料電子檔電郵至
本案聯絡人信箱(yyhsu02@mofa.gov.tw)，紙本另郵寄至南非代
表處。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
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個人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件。
4.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5. 本案需通過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文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核定始予聘用。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育
局處)同意公函(申請時請同時檢附)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
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又赴海外任教之「退休年資」無法採
計。
7. 本案係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
」辦理，獲聘華語教師應於赴任前與教育部簽訂行政契約，其內
容由教育部另定之。
8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國外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費
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本案
之錄取資格。
9.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教育部 105 年遴薦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08 號通告
任教國家

納米比亞

合作學校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ACC) 納米比亞圓覺小學

負責人名銜

陳敏如 校長

擬聘教師數

2名

教師資格

聘期起迄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大學以上畢業並具有對外

華語教學經驗者。
3. 具教師證書或華語文師資培訓 90 個小時結業證書者尤佳。
105 年 3 月 1 日至 106 年 2 月 28 日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稅前月薪 新臺幣 16,000 元。

其他待遇
待遇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1. 免費提供膳食(素食)、住宿。
2. 海外醫療保險。

1. 聘期內每月補助生活費 800 美元。
2.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教育部 3. 初次應聘時，補助臺灣至納米比亞往返最直接航程
補助項目
經濟艙機票 1 張（實報實銷，補助款上限 1,800 美
元）。
1.
2.
3.
4.
5.

每週教學 16 至 20 小時。
教導院童「正體中文」的學習；
教導院童中華文化、生活常規，弟子規的闡釋；
協助院童晚自習及擔任部分行政工作；
本校使用流傳出版社之全新版華語(正體字版)第一冊~第八冊。

4-10 歲 ACC 院童 60 人。
駐南非代表處參事 許永貽
Taipei Liaison Office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電話：002-27-430-6071
傳真：002-27-342-7110
電郵：yyhsu02@mofa.gov.tw
地址：1147 Francis Baard Street, Hatfield, Pretoria 0083,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備註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1)中文簡歷及自傳(1000 字以內)
(2)最高學歷(大學以上)文憑影本。
(3)上述教師資格(含對外華語教學經驗)相關證明文件。
(4)其他備審資料。(國內現職學校教師需依第 6 點檢附同意公函)
2. 請於臺灣時間 105 年 1 月 10 日前將上述申請資料電子檔電郵至
本案聯絡人信箱(yyhsu02@mofa.gov.tw)，紙本另郵寄至南非代
表處。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
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個人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件。
4.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5. 本案需通過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文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核定始予聘用。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育
局處)同意公函(申請時請同時檢附)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
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又赴海外任教之「退休年資」無法採
計。
7. 本案係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
」辦理，獲聘華語教師應於赴任前與教育部簽訂行政契約，其內
容由教育部另定之。
8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國外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費
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本案
之錄取資格。
9.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10 號通告
任教國家
合作學校

捷 克

馬薩里克大學(Masaryk University)

負責人名銜

Dušan Vávra （馬薩里克大學中華研究中心主任）

擬聘教師數

2名

教師資格

聘期起迄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3. 專業華語教學、中文系或其他相關領域碩士以上學位證書並具華
語教學經驗。
4. 英語表達流利；
5. 教學活潑、參與團隊合作具良好溝通能力。
105 年 3 月 1 日至 106 年 3 月 1 日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稅前月薪

待遇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5,000 克朗（折合約 200 美元），受聘者需自行負擔當地
稅賦

1. 免費提供大學宿舍單人房一間（含水、電、瓦斯、
網路）
。
其他待遇 2. 任教期間若代表該校參與學術會議發表個人研究成
果，得申請部分補助。
3. 受聘者需自行負擔醫療及社會保險。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費 1,500 美元。
教育部 2.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補助項目 3. 初次應聘時，補助臺灣至捷克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
機票 1 張（實報實銷，補助款上限 1,500 美元）
。
1. 基礎、中級、高級華語文班學生教學；
2. 大學部進階華語班學生課堂語言教學（含高階華語會話、密集華
語會話）；
3. 協助準備教材，建置該校華語教學資料庫；
4. 協助華語文課程行政工作；
5. 協助華語文課程發展：開設華語語言研究類課程（含中文字之學
習、華語語法、華語發音、針對華語之文化語言學、針對華語之
認知語言學、針對華語之語料庫語言學等）
。
※每週總工時 40 小時（教學時數可視獲聘者之教學、行政及研究
能力彈性安排於 8 至 12 小時範圍，其餘時間全為行政及研究時數）
馬薩里克大學主修、選修中文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

1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備註

1. Director Dušan Vávra（Head of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Masaryk University）
地址：Joštova 220/13, Brno 602 00
Mailing Address: Arna Nováka 1, Brno 602 00, Czech Republic
E-mail: dvavra@mail.muni.cz
Tel：+420 549 491 577
2. 駐捷克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rague)
地址：Evropská 2590/33C, 160 00 Praha 6, Czech Republic
E-mail:tecoprag@gmail.com
承辦人：楊副參事美照
E-mail:mecyang@mofa.gov.tw
Tel：+420 233 320 606,603 308 090 / Fax: +420 233 326 906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請將所有文件合併為一個 PDF 電子檔
傳送）
(1) 中英文簡歷（自傳須含華語教學經歷）
(2) 最高學歷文憑影本
(3) 華語教學資歷證明
(4) 語言能力證明（TOFEL/GEPT/IELTS 皆可）
(5) 簡短影音自我介紹（可經由網路連線或上傳 youtube）
2. 請於臺灣時間 105 年 1 月 15 日前以電郵寄至駐捷克代表處
(E-mail:tecoprag@gmail.com)。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含
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
即可)，並副知「教育部」。個人投件請洽相關系所舉薦。
4.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5. 本案需通過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核定始予聘用。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育局
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又赴
海外任教之「退休年資」無法採計。
7. 本案係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辦理，獲聘華語教師應於赴任前與教育部簽訂行政契約，其
內容由教育部另定之。
8.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捷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費
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本案
之錄取資格。
9.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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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11 號通告
任教國家
合作學校

負責人名銜

巴拉圭
國立亞松森大學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Asunción)
天主教大學（Universidad Católica）




國立亞松森大學文哲學院代理院長 Prof. Ricardo Garay Argüello
國立亞松森大學科技學院院長 Prof. Teodoro Salas Coronel
天主教大學秘書長 Diego Doldán Ruiz Díaz

擬聘教師數

1位

教師資格

1. 具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第三點第一
項第(一)款條件
2. 具對外華語文教學或相關領域學位
3. 具有中級西班牙語能力者優先考量
4. 具有華語文教學能力證書優先考量
(請提供語文能力證明供參)

聘期起迄

105 年 3 月 15 日－105 年 12 月 31 日

薪資

待遇

1. 國立亞松森大學文哲學院每月 250 萬巴幣× 8 個月(課程
時間為 2016 年 4-11 月)=2,000 萬巴幣
2. 國立亞松森大學科技學院每月 220 萬巴幣× 9 個月(課程
時間為 2016 年 4-12 月)= 1,980 萬巴幣
3. 天主教大學每週 8 小時，鐘點費每小時 6 萬巴幣，每月約
為 巴 幣 192 萬 × 9 個 月 ( 課 程 時 間 為 2016 年 3-11
月)=1,728 萬巴幣，天主教大學每月另補助房租津貼 120
萬巴幣， 全學年共補助 9 個月為 1,080 萬巴幣
説明 1：上述預估年薪資總額為 6,788 萬巴幣， 以 105 年 2
月 13 日匯率為 1 美元兌 5,820 巴幣，全年巴方學校所支付薪
資約合 11,660 美元。惟實際受薪金額仍依實際上課時數及匯
率變動而訂。
說明 2：目前巴拉圭並未徵收個人所得稅，爰華語教師無繳
交稅金之慮。

國立亞松森大學及天主教大學提供附設備之辦公室、行政協
其他待 助。
說明 1：上揭 2 校無法提供保險，需自費。
遇
說明 2：來巴簽證需自行辦理。

1. 教育部每月補助生活費 1,500 美元

教育部
2. 提供臺灣至任教地直接往返經濟艙機票乙張(上限 2,200
補助項
美元，核實報支)
目
3. 教材教具補助費 300 美元

授課內容
(教學及行政)

華語教師在巴每週工作時數計為 40 小時，細項如下：
1. 每週授課 21 小時：惟將分別於國立亞松森大學文哲學院院本部、
文哲學院高等語文中心、科技學院及天主教大學法學院（共 4 校區）
授課。
2. 辦公諮詢時間每分校每週 1 小時，為 4 小時。
3. 教材準備、課程發展、測驗及評量：每週 10 小時。
4. 受理及回復電子郵件及撰提華語教學學術報告：每週 2 小時。
5. 準備及舉辦每月演講會或研討會：每週 2 小時。
6. 協助教育參事處辦理華語文能力測驗：每週 1 小時。

授課對象

該 2 校大學部學生/教職員

請於 105 年 3 月 5 日前，將個人中、西文履歷表等資料以書面及電子
郵件寄達「駐巴拉圭大使館教育參事處」
地址：Avda. Mariscal López, 1043, Asuncion, Paraguay
本案聯絡人及 聯絡人:楊秘書淑雅
聯絡方式 電話：595-21-213361 分機 122
傳真：595-21-207107
電子郵件：

備註

shuyayang03@gmail.com; Paraguay@mail.moe.gov.tw
1.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辦
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聘用，赴任前須與教育部簽訂行政契約。
2.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明，
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含兼
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
可)，並副知「教育部」。個人投件請洽相關系所舉薦。
4. 本案需通過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
核定始予聘用。
5.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育局
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又赴
海外任教無法採計「退休年資」。
6. 本案係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
辦理，獲聘華語教師應於赴任前與教育部簽訂行政契約，其內容由
教育部另定之。
7.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巴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費
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本案之
錄取資格。
8.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日期： 105 年 2 月 19 日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12 號通告
任教國家

美國／南加州

合作學校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CSD)

負責人名銜

Program Coordinator: Monica Rodriquez

1名

擬聘教師數

教師資格

1.
2.
3.
4.
5.
6.
7.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碩士以上華語教學領域學位
英文流利(檢附國際英語能力認證考試證明)
5 年以上大學華語教學經驗尤佳
具備與不同國籍文化背景學生交流之經驗
能自由使用正簡體字
熟悉電腦輔助教學尤佳

105 年 7 月 1 日起任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止

聘期起迄

待遇

稅前年薪

起薪 4 萬 9,000 美元(稅前)

其他待遇

學校支付在地健康保險
學校負擔申請 J-1 簽證費用，教師自付在臺申請赴美
簽證相關報名行政費用。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200 美元。(生活補助費
係以本部核定抵達日起算，撥付至實際任教日期
止)
教育部 2.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補助項目 3. 初次應聘時，補助臺灣至美國任教地往返最直接
航程經濟艙機票 1 張（實報實銷，補助款上限 1,300
美元）
。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1. 授課科目：中文
2. 教師能依學校實際需求獨立設計課程，指導助教(不同領域的
研究生)
3. 一年三個學期共八門課，每週工作時數（包括教學、備課及參
加學校相關會議暨活動等）計 40 小時。

教學對象

大學一至四年級學生與研究生。班級人數不一，低年級最多一班
三十人，高年級約十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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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備註

(1) 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林雅婷主事
Email: losangeles@mail.moe.gov.tw; or info@tw.org
Tel:1-213-385-0512
Fax:1-213-385-2197
(2)校方聯絡人：Monica Rodriquez
ChineseStudies@ucsd.edu
1. 本通告華師職缺 UCSD 已按規定發布全美通告，開放有意願者
申請，同時歡迎國內優秀華師申請，屆時倘依本通告申請之我
國內華師獲聘，本案仍需通過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
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核定始予聘用及辦理。
2.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1) 學校成績單
(2) 教師執照(倘有)或證照
(3) 華語教學資歷證明
(4) 履歷表(需檢附教學經驗證明文件、英語能力檢定證書或相
關文件)；簡介(Cover letter)及推薦信函 3 封。
(5) 5 到 10 分鐘影片：自我介紹並闡述教學理念，有教學影片
尤佳。
美方學校書面審查及視審核結果決定是否進行電話或網路面試
3.有興趣之申請人請於 106 年 3 月 6 日前檢具上述文件電子檔傳
送至駐洛杉磯教育組 info@tw.org，同時上傳簡介、履歷、推薦
信 函 及 影 片 ( 檔 案 或 網 址 ) 至 UCSD 網 路 申 請 聯 合 帳 號 ：
http://apol-recruit.ucsd.edu/apply/JPF01022
(本網站附有詳細徵才廣告全文)
4. 聯絡方式如下：
(1) 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林雅婷主事
地址： Education Division,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Los Angeles
3731 Wilshire Blvd, Suite 770 Los Angeles, CA 90010, USA
Email: losangeles@mail.moe.gov.tw; or info@tw.org
Tel:1-213-385-0512
Fax:1-213-385-2197
(2)校方聯絡人：Monica Rodriquez ， ChineseStudies@ucsd.edu
(858)534-647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Chinese Studies Program
9500 Gilman Drive, MC 0113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Bldg, Rm 1009
La Jolla, CA 92093-0113
5.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之公函，並副知「教
育部」
。
6.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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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育
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
定。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8. 本案獲聘華語教師應於赴任前與教育部簽訂行政契約，其內容
由教育部訂定之。
9.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美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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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13 號通告
美國(密蘇里州)

任教國家

聖路易市立完全語言學校
St. Louis Language Immersion Schools
Lydia Chen 校長
Head of the Chinese School
St. Louis Language Immersion Schools
314-633-8321 / lydia.chen@sllis.org

合作學校

負責人名銜

2 位(幼兒園、小學老師各一名)

擬聘教師數
教師資格

1.具有臺灣幼兒園或小學教師證照。
2.3 年全職幼稚園教師經驗
3.具有英文口說及書寫能力

聘期起訖

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
年薪 3 萬美元，須另繳美國所得稅，約
10%-15%。
1.醫療及牙科保險。(教師須自行負擔約 100
餘美元/月保費)
其他待遇
2.協助辦理 J1 簽證。
3.專業教學知能發展及訓練。
1. 每月生活補助費美金 1,200 元
2. 初次應聘時臺灣至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
教育部
市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機票乙張，機票
補助
款補助上限 1,480 美元，
3. 一次教材教具補助費 300 美元。
薪資

待遇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全天幼稚園及小學課程，採全中文教學。上課時間上午 9
點到下午 3 點半。教師工作時間上午 8 點到下午 4 點。
該校幼稚園及小學學生每班約 25 人
請於 105 年 3 月 15 日前，將申請資料（包括申請信、中
英文簡歷、英文推薦信 1 封、大學或研究所英文成績單、
幼稚園教師證照影本、教學經歷證明、letter of Motivation
等）以電子郵件(統整為 1 份 pdf 檔，檔案不超過 3MB) 寄
至「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Education
Division, TECO in Houston)」，聯絡人: 鍾慧小姐，電郵：
houcul@houstoncul.org
該校將對合格申請人進行 SKYPE 視訊訪談。

備註

1.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
教要點」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聘用，赴任前須
與教育部簽訂行政契約。
2.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
學校洽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
心教師(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
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
。個人
投件請洽相關系所舉薦。
4.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
關(教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
之人事相關規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
年資」
。
5.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美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
擔相關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
程序者，喪失本案之錄取資格。
6.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日期：

105 年 2 月 23 日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14 號通告
德 國

任教國家
合作學校
負責人名銜

德國杜賓根大學漢韓學系（Abteilung Sinologie und Koreanistik,
Universitaet Tuebingen）
Prof. Dr. Achim Mittag（系主任）

擬聘教學人員
教師：1 名
數

1.
2.
3.
教學人員資格
4.
5.
6.
聘期起迄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具有三年以上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具有海外教學經驗。
具有以英語教學的能力。
掌握拼音及簡體字。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稅後月薪 每月 1000 歐元
其他待遇 無
待遇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500 美元。
教育部 2. 初次應聘時，補助臺灣至德國往返最直接航程經
補助項目
濟艙機票 1 張，機票款實報實銷補助上限為 1,670
美元。

工作內容
1. 授課時數：教學時數每週 18 節課。
(教學及行政) 2. 寒暑假均須有密集班。
教學對象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該校各級華語能力的學生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地址：Markgrafenstr. 35, 10117 Berlin, Germany
E-mail: info@edu-tw.de
承辦人：Mr. Chang
Tel：+49（30）2036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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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審僅需電子檔，申請者請於臺灣時間 105 年 4 月 29 日午夜
前，將申請資料掃描或照相成「電子檔」寄達「駐德教育組」
info@edu-tw.de。（每個檔案大小請維持在 200 KB 以下，全部
檔案總和不逾 2 MB，以利轉寄擬聘大學。逾期不受理）
2. 所需文件：中文履歷表、英語能力證明影本、教育部對外華語
教學能力證書影本、對外華語教學經驗證明影本、書面簡述個
人對華語教學的看法或意見、教學實況錄影上傳 YouTube 之網
址、自我介紹錄影上傳 YouTube 之網址。
3.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聘用，赴任前須與教育部簽
訂行政契約。
備註

4.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5.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
，並副知「教育部」
。個人投件請洽相關系所舉
薦。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
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
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
7.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費用，
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本案之
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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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15 號通告
德 國

任教國家
合作學校
負責人名銜

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aet Berlin）
Prof. Dr. Peter-André Alt （校長）

擬聘教學人員數 教師：1 名

1. 已有碩士畢業證書（對外華語教學學程為佳）及對外華語教
學經驗。
2. 具良好英語及德語能力（請附證書影本）列為優先。
3.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教學人員資格
4.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於我國立案之公
私立大學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
士以上學位證書，符合本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點
第二點規定之外語能力條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聘期起迄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稅後月薪 每月 1,400 歐元
其他待遇 無

待遇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500 美元。
教育部 2. 初次應聘時，補助臺灣至德國往返最直接航程經
補助項目
濟艙機票 1 張，機票款實報實銷補助上限為 1,670
美元。
1. 授課時數：教學時數每週 12 節課。
2. 協助行政及考試事務，寒暑假均須出勤。
該校各級華語能力的學士生及碩士生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地址：Markgrafenstr. 35, 10117 Berlin, Germany
E-mail: info@edu-tw.de
承辦人：Mr. Chang
Tel：+49（30）20361355

1

1. 初審僅需電子檔，申請者請於臺灣時間 105 年 4 月 29 日午夜
前，將申請資料掃描或照相成「電子檔」寄達「駐德教育組」
info@edu-tw.de。
（每個檔案大小請維持在 200 KB 以下，全部
檔案總和不逾 2 MB，以利轉寄擬聘大學。逾期不受理）
2. 所需文件：中文履歷表、英文履歷表、碩士畢業證書影本、
對外華語教學經驗證明影本、申請動機簡要說明（英文版）
及其他有利申請文件。
3.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聘用，赴任前須與教育部
簽訂行政契約。
備註

4.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
洽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5.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
，並副知「教育部」
。個人投件請洽相關系所
舉薦。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
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
規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7.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費
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
本案之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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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16 號通告
俄 羅 斯

任教國家
合作學校

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師範大學
(Moscow State Pedagogical University)

負責人名銜

校長 Alexei L. Semenov 教授

擬聘教師數

3名

教師資格

1. 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具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3. 具一年以上教導外國人士學習初、中、高級華語之教學經驗。
4. 教學輔助語言:英文能力至少具中級以上英文檢定資格(諳俄語

並通過檢定考者從優考量)。
聘期起訖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稅前月薪
其他待遇

待遇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3 萬盧布 (俄方學校給付)
教職員單人宿舍及進修俄語機會。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900 美元，依實際任教
天數核給。
教育部 2. 初次應聘時臺灣至任教國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
補助項目
機票乙張，機票款補助上限 1,500 美元（依據購
買證明，於上限基準內核實撥付）
。
3. 一次教材教具補助費 300 美元。
1. 基本授課內容：(大約)
(1)大學部一至四年級各 1 門華語會話課程。
(2)每週授課時數至少 8 堂課(1 堂兩節，一節課 45 分鐘) 。
2. 期待授課內容：中華文化與臺灣歷史及現況。
國立莫斯科國立師範大學修習中文課程學生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駐俄羅斯代表處教育組盧雲賓組長、魯維廉秘書
Education Divisio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Moscow for the
Taipei-Moscow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rdination Commission
電話：002-7-495-737-9246
電郵：russia@mail.moe.gov.tw
地址：24/2 Tverskaya Street, Korpus 1, Gate 4, 5th Floor, Moscow,
125009, Russian Federation

備註

1. 應徵繳交資料如下
(1) 英或俄文履歷自傳。
(2) 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3) 英或俄文學經歷證書(明)、英(俄)文語言證明。
(4) 英或俄文推薦信 2 封。
(5) 英或俄文撰寫之教學教材教案。
(6) 護照個人資料頁掃描檔。
2. 請於臺灣時間 2016 年 4 月 11 日前以電子郵件傳送教師應繳資
料 PDF 電 子 檔 至 駐 俄 羅 斯 代 表 處 教 育 組
(russia@mail.moe.gov.tw)，憑轉莫斯科國立師範大學聯合徵
選，網路口試時間另行個別通知。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
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
。個人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件。
4.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聘用，赴任前須與教育部簽
訂行政契約。
5.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駐俄教育組將協助於申請時向
擬聘學校洽明，雙方權利義務關將於聘約中訂明。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
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
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
7.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俄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
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
本案之錄取資格。
8.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17 號通告
俄 羅 斯

任教國家
合作學校

俄羅斯莫斯科市立師範大學-薩瑪拉分校
(Moscow City University-Samara Branch)

負責人名銜

校長 Galina E. Kozlovskaya 教授

擬聘教師數

1名
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具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具一年以上教導外國人士學習初、中、高級華語之教學經驗
教學輔助語言:英文能力至少具中級以上英文檢定資格。
兼具教授日語資格者或諳俄語並通過檢定考者，從優考量。

教師資格

1.
2.
3.
4.
5.

聘期起訖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稅前月薪
其他待遇

待遇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3 萬盧布 (俄方學校給付)
教職員單人宿舍及進修俄語機會。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900 美元，依實際任教
天數核給。
教育部 2. 初次應聘時臺灣至任教國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
補助項目
機票乙張，機票款補助上限 1,500 美元（依據購
買證明，於上限基準內核實撥付）
。
3. 一次教材教具補助費 300 美元。

1.基本授課內容：
(1)大學部一至四年級各 1 門華語會話課程。
(2)每週授課時數至少 8 堂課(1 堂兩節，一節課 45 分鐘) 。
2.期待授課內容：中華文化與臺灣歷史及現況。

國立莫斯科市立師範大學-薩瑪拉分校修習中文課程學生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駐俄羅斯代表處教育組盧雲賓組長、魯維廉秘書
Education Divisio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Moscow for the
Taipei-Moscow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rdination Commission
電話：002-7-495-737-9246
電郵：russia@mail.moe.gov.tw
地址：24/2 Tverskaya Street, Korpus 1, Gate 4, 5th Floor, Moscow,
125009, Russian Federation

備註

1. 應徵繳交資料如下
(1) 英或俄文履歷自傳。
(2) 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3) 英或俄文學經歷證書(明)、英(俄)文語言證明。
(4) 英或俄文推薦信 1 封。
(5) 英或俄文撰寫之教學教材教案。
(6) 護照個人資料頁掃描檔。
2. 請於臺灣時間 2016 年 4 月 1 日前以電子郵件傳送教師應繳資
料 PDF 電 子 檔 至 駐 俄 羅 斯 代 表 處 教 育 組
(russia@mail.moe.gov.tw)，憑轉國立莫斯科市立師範大學-薩瑪
拉分校聯合徵選，網路口試時間另行個別通知。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
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
。個人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件。
4.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聘用，赴任前須與教育部簽
訂行政契約。
5.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駐俄教育組將協助於申請時向
擬聘學校洽明，雙方權利義務關將於聘約中訂明。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
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
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
7.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俄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
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
本案之錄取資格。
8.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18 號通告
奧地利

教國家
合作學校

維也納大學

負責人名銜

維也納大學東亞研究所漢學系系主任 Christian Goebel

擬聘教師數

教師：1 名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國內外大學校院畢業，取

教師資格

聘期起訖

得學士以上學位證書，符合本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
點第二點規定之外語能力條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3. 課程以中英文或中德文方式進行，故教師須提具英文或德文語
言能力證明。
4. 持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者，亦應具華語教學經驗。
105 年 9 月 1 日至 106 年 8 月 31 日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稅前月薪

約 820 歐元(薪資變動依據奧地利法律規定)

其他待遇

1. 6 月加發度假金，等同於 1 個月薪資。
2. 11 月加發聖誕金，等同於 1 個月薪資。
3. 維也納大學提供社會醫療保險，惟依據奧國法
令，受聘教師亦有自付額，將由學校會計人員核
算後自薪資中扣除。
4. 教師可使用漢學系圖書館。

待遇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費 1,500 美元，依實際任教天數
核給。
教育部 2.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補助項目 3. 初次應聘時，補助臺灣至奧地利往返最直接航程
經濟艙機票 1 張（實報實銷，補助款上限 1,500
美元）
。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1. 每週授課 4 小時。
2. 配合學校，協助行政事務、與系主任會談、出席會議或活動等。
學士班學生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備註

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教育組王組長湘月
Education Division,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Austria
電話：+43-1-212-4720-62
電郵：vienna@mail.moe.gov.tw
地址：Wagramer Strasse 19/11 OG, 1220 Vienna, Austria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1) 設有戶籍證明。
(2) 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國內外大學校院畢
業，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之證明。
(3) 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以上之英文能力證明(托福或劍橋英
語檢定成績尤佳)，或德文 B1 以上語言能力證明。
(4) 持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者之具華語教學經驗
證明。
(5) 英文授課計畫書。
(6) 個人英文簡歷。
2. 請於臺灣時間 105 年 3 月 31 日前以電郵或郵寄至駐奧地利代
表處教育組。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
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
。個人投件請洽相關系所舉薦。
4.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5. 本案需通過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核定始予聘用。獲聘華語教師應於赴任前與教育部簽訂行
政契約，其內容由教育部另定之。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育
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
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
7.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奧地利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
關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
失本案之錄取資格。
8.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19 號通告
任教國家

美國

合作學校

漢彌爾頓學院（Hamilton College）
東亞語文系副教授 中文組負責人 王卓異
Zhuoyi Wang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Department
Hamilton College, NY 13323
Tel: 1-(315)-859-4036
Email: zwang@hamilton.edu

負責人名銜

擬聘教師數

1 人（全職教師）

教師資格

中英文流暢。
具華語教學或其他相關類科碩士學位。
須具備華語教學經驗(至少兩年的 CSL 教學經驗)。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下
列資格之一者：
(1)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2) 於我國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證書，符合本
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之外
語能力條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聘期起訖

105 年 7 月 1 日至 106 年 6 月 30 日

1.
2.
3.
4.

待遇

授課內容
(教學及行政)

授課對象

薪資

年薪 2 萬 8,320 美元(不含稅)

其他待遇

提供健保及在職訓練機會

1. 每月生活補助費 1,200 美元，依實際任
教天數核給。
教育部補助項
2. 教材教具補助費 300 美元。
目
3. 美國－臺灣來回最直接航程經濟艙國
際機票乙張，上限為 1,530 美元。
每年（兩學期）教授 5 門中文課程（一學期 2 門課、一
學期 3 門課）；若一學期教授兩門課，則每星期教學時
數為 8 小時，外加中文系所相關活動；若一學期教授 3
門課，則每星期教學時數為 12 小時，外加中文系所相關
活動。
修習中文課程學生；每班約 10~15 人

本案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請於 105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前，將書面資料，包括
（1）申請信函（2）履歷表（3）至少 2 封推薦函，以電
子檔方式寄達「駐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請獲選教師最晚於 8 月 17 日前抵美。
地址：1 East 42nd Street 6th Floor, New York , NY 10017 王
小姐收
電話：212-317-7385
傳真：212-317-7390
電郵：jenny@edutwny.org 及備用信箱
zwang@hamilton.edu (漢彌爾頓學院王卓異主任)

1.

2.

3.
備註

4.

5.

6.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
華語中心教師(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
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並副知
「教育部」
。個人投件請洽相關系所舉薦。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
向擬聘學校洽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
明。
本案需通過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
外學校任教要點」核定始予補助。獲聘華語教師
應於赴任前與教育部簽訂行政契約，其內容由教
育部另定之。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
校及機關(教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
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
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美國簽證等證件，並
自行負擔相關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
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本案之錄取資格。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20 號通告
任教國家

美國

合作學校

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
(Hunter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負責人名銜

古典東方語言文化系中文部主任趙德麟

擬聘教師數

1人

教師資格

1. 中英文流利。
2. 語言學、應用語言學、以中文為第二語言教學或其他
相關類科碩士。
3. 具有兩年以上教授美國大學生經驗。
4. 必須使用華語教學並熟悉美國 ACTFL 外語水準。
5.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下
列資格之一者：
(1)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2) 於我國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證書，符合本部
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之外語
能力條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聘期起訖

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
薪資

待遇

授課內容
(教學及行政)

稅前年薪$26,500 美元，須繳交稅率約 19%。

1. 享受大學相關設備。
其他待遇 2. 獲聘老師每學期可免費修習暑期華語碩
士班 1 門課（3 個學分）之課程。
1. 每月生活補助費美金 1,200 元，以實際任
教天數核撥。
教育部補助
2. 教材教具補助費美金 300 元。
項目
3. 美國－臺灣來回最直接航程經濟艙國際
機票乙張，1,530 美元為上限。
1. 食宿費用請自行由薪資中支出。
備註
2. 校方將協助申請 J-1 簽證。
每學期任教兩門課，每星期教授一對一輔導課，授課時數
不超過 20 小時，加上參與中文組其他活動等總計不超過
每週 40 小時。即每星期工作總時數 40 小時。

授課對象

修習中文密集班課程學生；華裔及非華裔

本案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1. 請於 105 年 5 月 1 日前，請將個人中、英文履歷表、
完整課堂教學光碟、推薦信兩封等資料郵寄至「駐紐
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王小姐收（Education
Division，Taipei Economic& Cultural Office in New
York）地址：1, E., 42nd St., Fl.6, New York, NY 10017
Tel:212-317-7385
2. 校方聯絡人：Director Der-lin Chao（趙德麟主任）
Professor of Chinese & Head of Chinese Program

1.

2.
3.

備註

4.

5.

6.

7.

Department of Classical and Oriental Studies
Hunter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Tel: 1-(212)-772-4965
Email: DChao@hunter.cuny.edu
J-1 簽證流程為：臺灣教育部同意老師來美任教後，駐
紐約教育組代表臺灣教育部開立英文聘函乙份，以利
亨特學院為老師向美國國務院申請 DS-2019 表格；完
成申請 DS-2019 表格後，亨特學院會將表格寄予老
師，讓老師到美國在臺協會申請 J-1 簽證來美。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
聘學校洽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本案需通過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
校任教要點」核定始予補助。獲聘華語教師應於赴任
前與教育部簽訂行政契約，其內容由教育部另定之。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
心教師(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
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個人
投件請洽相關系所舉薦。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
機關(教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
及之人事相關規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
休年資」
。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美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
負擔相關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
相關程序者，喪失本案之錄取資格。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日期：105 年 3 月 16 日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21 號通告
國家/州別

USA/California 美國加州

共聘學校/學區
(包含資料)

洛杉磯聯合學區(Los Angeles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LAUSD)
要求 Amity Institute 處理所有申請資料，由 Amity Institute 交給
學區篩選符合資格者進入面試(以 SKYPE 或其他視訊方式)及辦
理初審通過者相關複審作業。

承辦人員

Ms. Trudy Hermann, Executive Director
Amity Institute
5030 Camino de la Siesta, Suite 206
San Diego, CA 92108

受邀教師人數

3 名中文浸潤式課程小學教師
1 名初中教師(6-8 年級)

申請人資格
(包含 TOEFL 成績、教師執
照、其他證照)

聘期

1.
2.
3.
4.
5.
6.
7.

英文流利。
大學學士學位或以上。
臺灣中學或小學教師證。
至少有小學全職教學 3 年經驗以上。
申請者必須現任臺灣全職教師。
中學任教者需持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初審通過者為：
1)國內大學學位所有課程等同加州學位的報告文件。
2)通過在臺灣舉辦之加州教師檢定考試(CBEST)。

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6 月 23 日
學區與教師簽署為期 1 年之契約，每年專業評鑑及表現評估決定
是否續聘。
1. 年薪(稅前)4 萬 9,380 美元。

學校提供薪資

2. 視教學經驗及學歷背景可能增加至年薪 7 萬 8,545 美元。
聯邦及州政府稅率約 15%。
3. 自 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教師享有社會安
全稅 6.2%及醫療稅 1.5%共計 7.7%之免稅福利，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無此免稅福利。

待遇
學校提供福利

教育部
補助項目

1.
2.
3.
4.

完整醫療、牙醫及視力保險福利給予受聘者及其眷屬。
納入加州州立教師退休體系。
協助新進教師訓練。
當地教師證照申請協助。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200 美元，以實際任教天數核撥。
2.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3. 初次應聘時，補助臺灣至美國任教地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機
票 1 張（實報實銷，補助款上限 1,300 美元）。

授課科目：
中文/數學/科學/其他

1. 小學 (3 名教師)：所有科目。
2. 初中 (1 名教師)：中文語言藝術、中文文化藝術及中文入門、
六年級雙語浸潤式中文課程及 6-8 年級世界語言課程。
1. 小學：
依據學區規定，教師主要以中文教授所有小學課程，以英文
舉行家長及教師會議。

課程內容與教師要求

學生數

2. 初中：
(1) 教師需具有能符合學生多樣需求的多元式教學法相關知
識，並能與同事及家長合作。
(2) 教師應具有加州多科教師證書雙語認證(中文)(California
Multiple Subject Credential with a bilingual authorization in
Mandarin)資格。
小學學生/教師比率：
K-3 年級: 24: 1
4-5 年級: 30.5:1
初中學生/教師比率: 6-8 年級: 30-34: 1
1. 填妥 Amity Institute 提供之 J1 教師簽證申請表。
2. 流利英語能力證明。
3. 大學(或以上)成績單。
4. 學士(或以上)證書影本。
5. 臺灣中學或小學教師證。
6. 專業履歷。
7. 2 封至少小學全職 3 年教職推薦信，申請初中任教者，需有初
中教學經驗推薦信。

申請人必備資料

8. 申請者必須為現任臺灣全職中學或小學教師。
9. 所有非英文文件需翻譯為英文。
10. 申請初中任教者需出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11. 初審通過者：
(1) 國內大學學位所有課程等同加州學位的報告文件，(Amity 將
協助候選教師準備所需文件)。
(2) 通過在臺灣舉辦之加州教師檢定考試(CBEST)。

聯絡人/聯絡方式

12. 申請者資料需包括：
(1) 英文全名。
(2) 郵件地址。
(3) 電郵信箱(gmail 或 hotmail 較佳)。
(4) 電話號碼。
有興趣之申請者請於 105 年 4 月 15 日前檢具上述文件傳送電子
檔至 Amity 暨教育組，聯絡方式如下：
1. 教育組承辦人：林雅婷主事
地址：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

Education Division,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Los
Angeles
3731 Wilshire Blvd, Suite 770 Los Angeles, CA 90010, USA
Email: losangeles@mail.moe.gov.tw; or info@tw.org
Tel:1-213-385-0512
Fax:1-213-385-2197
2. Amity Institute
Trudy Hermann, Executive Director
5030 Camino de la Siesta, Suite 206
San Diego, CA 92108
Email: thermann@amity.org
Phone: 619-222-7000
申請有任何問題，可電郵 Amity Institute 。

備註

1. 教師需符合 J1 Visa 要求及 Amity 交換教師計畫規定並於簽證
核發前與 Amity Institute 簽署正式合約。
2. 出具目前在職學校信件：說明其在臺灣任職學校願意與該各
教師合作推動所有必需的跨文化教學活動。
3. 教師應負擔費用：
1) 初審通過候選教師支付 Amity 申請費：150 美元。
2) 國內學位等同加州學位報告文件費用 (約 250 美元)。
3) 加州教師檢定考試(CBEST)費用。
4) 學生及交換訪客資訊系統簽證(SEVIS/Visa)費用 (約 330
美元)。
5) 抵美後前 2 個月健保費 (約每月 90 美元)。
6) 自付個人住宿、生活、赴美來回機票及美國境內交通費用。
4. 臺灣舉辦 CBEST 考場：
Pearson Professional Center in Taipei City
Hsin-Yi District
No. 163, Sec.1, Keelung Road
12F Room 3, Union Century Building
5.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補助，赴任前須與教育部
簽訂行政契約。
6.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自行於申請時向擬聘學校
洽明，雙方權利義務關將於聘約中訂明。
7.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
。個人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
件。
8.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
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
規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
9.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美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
關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
喪失本案之錄取資格。
10.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22 號通告
任教國家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
聖奧古斯丁高中

合作學校

St. Augustine High School, Inc.

負責人名銜

Sean J. Goodwin, 校長

擬聘教師數

1
1. 教師簡歷。
2. 華語教學經驗。
3. 具有英文聽說讀寫能力。

教師資格

4.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2) 於我國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
畢業，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證書，符合本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
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之外語能力條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
驗。

聘期

105 年 7 月 25 日至 106 年 6 月 30 日
薪資
其他待遇
及福利

待遇

年薪 3 萬 9,000 美元，須另繳美國所得稅，約
10%-15%。
1.醫療保險 (自由參加) 。
2.401K 退休計畫 (自由參加) 。
3.專業教學知能發展及訓練。

1. 每月補助生活費 1,200 美元，依實際任教天數核
給。
教育部補助 2. 臺灣至任教地往返經濟艙機票乙張，上限 1,480
美元。
3. 一次教材教具補助費 300 美元。
1. 1 至 2 級中文。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2. 每日 5 至 6 堂課。
3. 每週與課程統籌開會，每兩個月與全體教職人員進行專業教學知
能發展及訓練。

教學對象

7 至 12 年級(12-18 歲)男性學生，每班約 15-25 人

請於 105 年 4 月 15 日前，將申請資料（包括申請信、中英文簡歷、
英文推薦信 3 封、大學或研究所英文成績單等）以電子郵件(統整為 1
本案聯絡人

份 pdf 檔，檔案不超過 3MB) 寄至「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

及聯絡方式

育組(Education Division, TECO in Houston)」
，聯絡人: 鍾慧小姐，電
郵：houcul@houstoncul.org。
主旨請註明「105 年美國聖奧古斯丁高中華語教師申請資料」

備註

1.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
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補助，赴任前須與教育部簽訂行政
契約。
2.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將於聘約中訂明。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含兼
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
可)，並副知「教育部」。個人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件。
4.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育
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
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
5.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美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費
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本案
之錄取資格。
6.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日期： 105 年 3 月 16 日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23 號通告
任教國家

印尼

合作學校

八華學校 (Sekolah Terpadu Pahoa)
林金將

負責人名銜
八華學校基金會主席
擬聘教師數

10 位
1.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2. 於我國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畢

教師資格

業，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證書，符合本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
業要點第二點規定之外語能力條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1. 大學畢業後加 5 年的工作經驗。

聘期起訖
薪資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學校每月提供津貼印尼盾 200 萬(約新臺幣 5,000 元)及零用金 100 美元
1. 學校提供：雙人房(內有衛浴)、印尼電話卡、網路、廚房、餐廳、空
調、乒乓球及羽毛球等運動場地。
2. 學校安排職員專門負責教師生活事宜。
3. 學校為老師辦理醫療保險，並負擔有關費用。

其他待遇
4. 每日免費巴士送達商場購買生活用品。
5. 每週安排免費游泳。

待遇

6. 學校為老師辦理機票及赴印尼工作簽證手續。
7. 學校每月安排華語教師進行人文培訓。
1.生活補助費: 每月 800 美元，依實際任教天數核給。
教育部
補助項目

2.機票補助: 臺灣至任教地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機票(實報實銷，
以，735 美元為上限)。
3.一次性教材教具費: 補助上限 300 美元。

授課內容

華語及傳統文化課程
1

(教學及行政)

小學
授課對象
錄取之前需要應徵資料：
1. 簡歷：中英文版。
2. 畢業證書及成績單影本。
3. 護照彩色掃描件。
通知錄取後辦理印尼工作簽證所需資料：
1.畢業證書、學位證書： 中英文版，需經公證。
教師申請應繳資料
2.大學畢業後 5 年工作經驗： 有工作單位簽章之證明書。
3.無犯罪證明書： 中英文版警察局核發之證明。
5.體檢：中英文版體檢單需含毒品、愛滋病、傳染病三個必要項目。
6.證件照 4x6 規格：背景為紅色電子檔及紙本照片 10 張，白色背景紙
本 2 張。
7.身分證掃描件（彩色，正反面）
請於 105 年 4 月 1 日前，將個人應繳資料以電子郵件寄達「駐印尼代表
處」
地址：Taipei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Jakarta, Indonesia (TETO)
Gedung Artha Graha, Lt. 17 Jl. Jend. Sudirman Kav. 52-53, Jakarta 12190,
Indonesia
本案聯絡人及
聯絡方式

聯絡人：駐印尼代表處派駐人員李世屏秘書
電話：+62-21-515-3939#630
傳真：62-21-515-4627
電子郵件：
indonesia@mail.moe.gov.tw。
印尼八華學校
1.梁榮升主任 電子郵件：liongwengseng@yahoo.com
2.席赫燦老師 電子郵件：xihecan1@gmail.com
2

1. 依據印尼勞工部規定，外國人至少需有 5 年教學工作經驗，方能申
請教學工作簽證。
2. 如因印尼工作簽證核發不及，聘約起始日自然延後。若因印尼政府
不同意核發工作簽證，將不得要求學校賠償任何損失。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含兼
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並副知「教育部」。
備註
4.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育局處）
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且赴海外任
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5. 本案需通過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核
定始予補助，本案獲聘華語教師應於赴任前與教育部簽訂行政契約，
其內容由教育部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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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24T 號通告
俄 羅 斯

任教國家
合作學校

國立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

負責人名銜

院長 Igor I. Abylgaziev 教授

擬聘教師數

1名

教師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具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並有具 1 年以上教授外籍人士華語正
式課程經驗。
3. 至少具中級以上英文檢定資格，諳俄語並通過檢定考試者從優
考量。

聘期起訖

105 年 9 月 1 日至 106 年 6 月 30 日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待遇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稅前月薪

約 3 萬盧布 (俄方學校給付)

其他待遇

1. 提供教師級宿舍。
2. 教師須參加學校指定保險及納稅。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900 美元，依實際任教
天數核給。
教育部 2. 初次應聘時臺灣至任教國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
補助項目
機票乙張，機票款補助上限 1,500 美元（依據購
買證明，於上限基準內核實撥付）
。
3.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1. 基本授課內容：華語會話。
2. 其他授課內容：中華及臺灣文化、歷史、文學等專業知識。
3. 其他校方要求之教學事項。

國立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學生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駐俄羅斯代表處教育組盧雲賓組長、魯維廉秘書
Education Divisio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Moscow for the
Taipei-Moscow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rdination Commission
電話：002-7-495-737-9246
電郵：russia@mail.moe.gov.tw
地址：24/2 Tverskaya Street, Korpus 1, Gate 4, 5th Floor, Moscow,
125009, Russian Federation

備註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請將所有文件合併為一個 PDF 電子
檔傳送）
(1) 英或俄文履歷自傳。
(2) 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3) 英或俄文學經歷證書(明)、英或俄文語言證明。
(4) 英或俄文推薦信 2 封。
(5) 英或俄文撰寫之教學教材教案。
(6) 護照個人資料頁掃描檔。
2. 請於臺灣時間 105 年 4 月 22 日前以電子郵件傳送教師應繳資
料 PDF 電 子 檔 至 駐 俄 羅 斯 代 表 處 教 育 組
(russia@mail.moe.gov.tw)，憑轉國立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
聯合徵選，網路口試時間另行個別通知。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
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
。個人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件。
4.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聘用，赴任前須與教育部簽
訂行政契約。
5.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駐俄教育組將協助於申請時向
擬聘學校洽明，雙方權利義務關將於聘約中訂明。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
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
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
7.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俄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
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
本案之錄取資格。
8.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25T 號通告
俄 羅 斯

任教國家
合作學校

國立莫斯科語言大學(Moscow State Linguistic University)

負責人名銜

校長 Igor V. Manohin 教授

擬聘教師數

2名

教師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具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並有具 1 年以上教授外籍人士華語正
式課程經驗。
3. 至少具中級以上英文檢定資格，諳俄語並通過檢定考試者從優
考量。

聘期起訖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待遇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稅前月薪

稅前月薪約 3 萬 5,715 盧布、稅後月薪約 2 萬 5,000
盧布（俄方學校給付）。

其他待遇

提供教師級宿舍、保險及進修俄語機會。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900 美元，依實際任教
天數核給。
教育部 2. 初次應聘時臺灣至任教國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
補助項目
機票乙張，機票款補助上限 1,500 美元（依據購
買證明，於上限基準內核實撥付）
。
3.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1. 基本授課內容：華語會話。
2. 其他授課內容：中華及臺灣文化、歷史、文學等專業知識。
3. 其他校方要求之教學事項。
國立莫斯科語言大學學生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駐俄羅斯代表處教育組盧雲賓組長、魯維廉秘書
Education Divisio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Moscow for the
Taipei-Moscow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rdination Commission
電話：+7 (495) 737-9246
電郵：russia@mail.moe.gov.tw
地址：24/2 Tverskaya Street, Korpus 1, Gate 4, 5th Floor, Moscow,
125009, Russian Federation

備註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請將所有文件合併為一個 PDF 電子
檔傳送）
(1) 英或俄文履歷自傳。
(2) 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3) 英或俄文學經歷證書(明)、英或俄文語言證明。
(4) 英或俄文推薦信 2 封。
(5) 英或俄文撰寫之教學教材教案。
(6) 護照個人資料頁掃描檔。
2. 請於臺灣時間 2016 年 4 月 22 日前以電子郵件傳送教師應繳資
料 PDF 電 子 檔 至 駐 俄 羅 斯 代 表 處 教 育 組
(russia@mail.moe.gov.tw)，憑轉國立莫斯科語言大學聯合徵
選，網路口試時間另行個別通知。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
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
。個人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件。
4.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聘用，赴任前須與教育部簽
訂行政契約。
5.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駐俄教育組將協助於申請時向
擬聘學校洽明，雙方權利義務關將於聘約中訂明。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
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
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
7.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俄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
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
本案之錄取資格。
8.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26T 號通告
任教國家

加拿大

合作學校

卑詩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負責人名銜
擬聘教學人員數

教學人員資格

聘期起訖

系主任 Dr. Ross King
Head,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教師: 2名
1.
2.
3.
4.
5.

精通中英文；
具中文為第二外語教學或相關科系碩士以上學歷；
具大學程度中文教學能力且能獨立或配合編寫教材；
具中文為第二外語教學經驗；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符合本部對外華
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之外語能力條
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105年9月1日至106年8月31日
稅前月薪

於秋、春2季授課，年薪加幣3萬元

其他待遇

部分保險(醫療保險前3個月由教師自付，之
後依照卑詩省醫療保險Medical Service Plan
規定加入健保)

教育部
補助項目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美金1,200元，依
實際任教天數核給。
2. 新聘教師補助來回最直接航程經濟艙國
際機票乙張(機票款上限美金1,400元)
3. 一次性教材教具補助上限美金300元

待遇

授課內容

春季及秋季學期各講授三堂3學分中文課程(每週12小時)

(教學及行政)
授課對象

本案聯絡方式

該校學生
請於105年4月20日(郵戳為憑)前，將申請函、履歷、課程
設計、3封彌封(封口處加簽)之推薦函及最近之教學考核表
等紙本以郵遞方式寄達「駐溫哥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
育組」
※不合者恕不退件
地址：Education Division, TECO in Vancouver
Suite 2200, PO Box 11522, 650 West Georgia Street,
Vancouver ,BC,V6B 4N7 Canada

電話：604-689-4111 ext. 239
電郵：vancouver@mail.moe.gov.tw
1. 工作簽證(效期1年)。
2.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
心教師（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
公函，並副知「教育部」。
3.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
備註

機關（教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
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且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
「退休年資」。
4. 本案需通過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
校任教要點」核定始予補助，本案獲聘華語教師應於
赴任前與教育部簽訂行政契約，其內容由教育部另定
之。
日期：105 年 3 月 14 日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27T 號通告
任教國家

美國(中西部地區明尼蘇達州)

合作學校

明尼蘇達大學(Minnesota University 亞洲語言及文學系)

負責人名銜

Ling Wang(華語文組主任)

擬聘華語教師數

1 名(男女不拘)

華語教師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下列
資格之一者：
(1)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2) 於我國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
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證書，符合本部對外
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之外語能力條
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2. 大學中文教學法、應用語言學或相關科系畢業學歷(BA
degree in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applied linguistics or
related field)。
3. 2 年以上在西方國家之實際中文語言教學經驗。

聘期起訖

105 年 8 月 29 日至 106 年 5 月 28 日(9 個月)
薪資

其他待遇

待遇

任教期間(9 月個)薪資 30,380 美元以上(薪資所
得須扣繳稅金。
1. 全額醫療保險及除教師退休福利以外之學
校福利。
2. 在職期間免費選讀任何校內課程(列入課稅
項目)。
3. 協助尋找適當住所。
4. 可申請該系在職進修獎助，如參加研討會或
工作坊。

1. 每月補助生活費 1,200 美元。
教育部提供 2. 往返經濟艙機票乙張，上限 1,530 美元。
3. 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授課內容
(教學及行政)

授課對象

1.
2.
3.
4.
5.

每學期間準備及教授 3 門課程(每週 15 小時)。
安排提供輔導諮詢時間接(Office Hours)。
批改學生作業、進行測驗及評量(包括學期末學習成績)。
接收及按時處理、回復課程及職務相關之電子郵件。
撰提學術活動報告。

美國大學生(大多數為非中文使用者)

本案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105 年 5 月 11 日前，請將個人中、英文履歷表、英文教學理
念概述、中文教學示範光碟、英文推薦信二封等資料(須另
電子郵件寄送電子檔)書面送郵寄達「Education Division,
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 in Chicago, 180 N. Stetson
Ave., Suite 5803, Chicago, IL 60601, U.S.A.
Attn: David Dong
聯絡人：董慶豐；電郵：ddmail@edutw.org
電話：1(312)616-0805；傳真：1(312)616-1499」
。
（郵件封面
請註明本通告文號）
。

備註

1. 美方學校將發給 DS-2019 文件，提供獲選華語教師自行
在臺向美國在臺協會申請 J-1 簽證。
2. 本案王玲主任將於 105 年 5 月 18 日至 20 日期間於國立
臺灣大學 ICLP 教室進行面試(時間、地點將個別通
知)。
3.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
教要點」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補助，赴任前須
與教育部簽訂行政契約。
4.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自行於申請時向擬聘
學校洽明，雙方權利義務關將於聘約中訂明。
5.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
教師(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
合為 1 函，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個人請洽相
關科系推舉投件。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
關（教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
之人事相關規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
年資」。
7.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美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
擔相關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
程序者，喪失本案之錄取資格。
8.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日期：105 年

3月

31 日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28T 號通告
任教國家

美國(中西部地區印第安納州)

合作學校

Mt.Vernon 學區(Mt. Vernon Community School Corporation)

負責人名銜

Dr. William Shane Robbins(學區長)

擬聘華語教師數
1.

華語教師資格

2.
3.
4.
5.

聘期起訖

1 名(男女不拘)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下列各目規
定之一者：
(1) 國內華語文教學相關系所或學程之在學學生。
(2) 國內大學校院以上在學學生，曾於國內大學校院對外華語
教學師資培訓班修習九十小時以上課程，獲有證書。
大學中文教學法、應用語言學或相關科系畢業學歷。
英語能力優，具溝通能力。
持有我國教中、小學教師證書及實際教授外國人中文之教學經
驗。
具備開車能力並持有有效駕使執照。
105 年 7 月 24 日起至 106 年 7 月 23 日止

學校薪資

待遇

學校提供
團保

任教期間稅前薪資每年約 3 萬 5,100 美元 (薪資所得須扣
繳稅金)。
1.醫療保險華師每年只需繳 1,000 美元。
2.牙保福利華師每年只需繳 1 美元。
3.赴 Mt.Vernon 教職員醫療診所看病則免費用。

1. 每月補助生活費 1,200 美元，依實際任教天數核給。
教育部補助 2. 臺灣至任教地往返經濟艙機票乙張，上限 1,530 美元。
3. 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授課內容
(教學及行政)

授課對象

本案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備註

1. 任教於 2 所學校(Mt.Vernon High School/Mt. Vernon Middle
School)，每週授課約 22 小時。
2. 教授國、高中生入門及進階中文課程(中文一及中文二學生為未曾
或稍有中文能力之學生)。
3. 教授學生聽說讀寫能力。
4. 依美國國家中文課程標準教授文化課程及語法。
美國中學生(大多數為非中文使用者，年齡約 15 至 18 歲)
105 年 5 月 15 日前，請將個人中、英文履歷表、英文教學理念概述、
中文教學示範光碟、英文推薦信二封等資料(須另電子郵件寄送電子
檔)書面送郵寄達「Education Division, 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 in Chicago, 180 N. Stetson Ave., Suite 5803, Chicago, IL 60601,
U.S.A.
Attn: David Dong
聯絡人：董慶豐；電郵：ddmail@edutw.org
電話：1(312)616-0805；傳真：1(312)616-1499」
。
（郵件封面請註明本
通告文號）。
1. 美方學校將發給 DS-2019 文件，提供獲選華語教師自行在臺向美

國在臺協會申請 J-1 簽證。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美國簽證等
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
2.
3.

4.
5.

6.

7.

述相關程序者，喪失本案之錄取資格。
本案 Shane Robbins 學區長將以視訊面試，亦不排除赴臺親自面試
(時間、地點將個別以電郵通知)。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
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補助，赴任前須與教育部簽訂行政
契約。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自行於申請時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將於聘約中訂明。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含
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
即可)，並副知「教育部」。個人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件。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育
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
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日期：105 年 4 月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29T 號通告
任教國家
合作學校

波 蘭
歐波爾大學(Uniwersytet Opolski)

負責人名銜

Janusz Slodczyk (歐波爾大學科學財務副校長)

擬聘教師數

1名

教師資格

聘期起訖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於我國立案之公私立大
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
學位證書，符合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點第二點
規定之外語能力條件，並具有 5 年以上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3. 英文流利證明、具語言學碩士或博士學歷尤佳。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止。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稅前月薪

2,700 波幣
(扣稅前，須繳所得稅、13.71%之社會安全險及 18%
之健康保險，部分健康保險費用含於所得稅中)。

其他待遇

免費學生宿舍房間一間。

待遇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500 美元，依實際任教
天數核給。
教育部 2. 初次應聘時臺灣至任教國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
補助項目
機票乙張，機票款補助上限 1,850 美元（依據購
買證明，於上限基準內核實撥付）
。
3.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1. 實用視聽華語教材(正中書局版)以及自編教材。
2. 每週授課時數約 20 小時，依學校排課教授。
歐波爾大學學生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備註

駐波蘭代表處教育組 李明 組長
Education Division,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Poland,
電話：+48 22 213 0080
傳真：+48 22 540 4017
電郵：cultdiv@taiwan.net.pl
地址：30th FL., ul. Emilii Plater 53, 00-113 Warsaw, Poland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1) 中英文履歷表。
(2) 畢業文憑影本。
(3) 華語教學資歷證明。
(4) 大學華研所、華語教學系或附設華語中心推薦及同意函。
(5) 教學計畫書。
2. 請於臺灣時間 2016 年 6 月 3 日前以電郵(cultdiv@taiwan.net.pl
)或郵寄至駐波蘭代表處教育組。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
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
。
4.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聘用，赴任前須與教育部簽
訂行政契約。
5.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
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
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
7.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任教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
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
本案之錄取資格。
8.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30T 號通告
任教國家

美國

合作學校

北卡州戴維森大學（Davidson College）

負責人名銜

Dr. Shelley Rigger,
中國研究-當代語言學院院長

擬聘華語教師數

1名

華語教師資格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下列
資格之一者：
(1)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2) 於我國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
國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證書，符合教
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之
外語能力條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聘期起訖

105 年 8 月 20 日起至 106 年 5 月 21 日止

待遇

學校薪資

稅前月薪 3,111 美元，
總計稅前總金額約 2 萬 7,999 美元。

學校提供

健康保險

1. 每月補助生活費 1,200 美元，依實際任
教天數核給。
教育部補助 2. 臺灣至任教地往返經濟艙機票乙張，上
限 1,530 美元。
3. 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授課內容
(教學及行政)

1. 每學期教授 4 門課。
2. 每週教授時數共計 24 小時。
3. 華語老師除授課外，需要改考卷、學生作業、計算學
生成績及擔任中文導師等相關職務。

授課對象

戴維森大學（Davidson College）校內學生
請於 105 年 6 月 5 日前，將申請函、履歷、教學證書，
以郵遞寄達：「駐美代表處教育組」。
地址：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Education Division, TECRO,4201 Wisconsin Ave., #20,
NW Washington, DC, 20016, USA
聯絡人：Marisa Lin
電話：202-895-1925、傳真：202-8951922
E-mail: marisa@tecro.us

備註

1.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
中心教師(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
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
。個
人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件。
2.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
任教要點」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補助，赴任
前須與教育部簽訂行政契約。
3.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
機關（教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
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
「退休年資」。
4.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自行於申請時向擬
聘學校洽明，雙方權利義務關將於聘約中訂明。
5. 錄取者須依僱聘學校提供資料，自行辦理交換學者簽
證（J1 Visa）
、護照與赴美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費
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
者，喪失本案之錄取資格。
6.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31T 號通告
任教國家

捷 克

合作學校

歐露慕茨帕拉斯基大學(Palacky University in Olomouc)

負責人名銜

Mgr. Ivona Baresovar (帕拉斯基大學亞洲研究系主任)

擬聘教師數

1名

教師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於我國立案之公私立大
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華語教學
或中文學系或相關領域碩士學位證書，符合教育部對外華語教
學能力認證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之外語能力條件，並具有 2 年
以上教導外國學生學習華語經驗。
3. 具英語會話中級以上程度。
4. 具良好溝通能力。

聘期起訖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止。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待遇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稅前月薪

5,000 克朗(約 215 美元)。

其他待遇

全額醫療保險。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500 美元，依實際任教
天數核給。
教育部 2. 初次應聘時臺灣至任教國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
補助項目
機票乙張，機票款補助上限 1,500 美元（依據購
買證明，於上限基準內核實撥付）
。
3. 初次獲聘時補助乙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1.
2.
3.
4.
5.
6.
※

教導初階及中階華語會話課程；
高階華語會話之各別指導；
提供實習語言教師專業指導；
提供師生個別諮詢；
參與教材編輯規劃；
積極參與語言教學發展計畫；
每週教學 8-10 小時

教學對象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備註

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
臺北駐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rague)
聯繫人：李佳燕 秘書
電 郵：teco.cz@gmail.com
電 話：(+420) 234 722 013
電 傳：(+420) 233 326 906
地 址：Evropská 2590/33C, 160 00 Praha 6, Czech Republic
1. 申請者須提供下列資料：
（請將所有文件合併為一個 PDF 電子
檔傳送）
(1) 英文履歷自傳(含各項教學經驗說明，包括教學內容、教
學方式及教學評估方式等)；
(2) 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3) TCSL/TCFL 證書影本；
(4) 英文最高學歷證書；
(5) 影音自我介紹短片(得以網路連結或 YouTube 方式呈現)；
(6) 英文程度證明(若有)；
(7) 護照個人資料頁掃描檔。
2. 請於臺灣時間 2016 年 6 月 8 日前以電子郵件傳送應繳資料之
PDF 電子檔(敬請將所有文件合併為一個檔案)至駐捷克代表處
專案電郵信箱(teco.cz@gmail.com)，以憑轉致歐露慕茨帕拉斯
基大學。(以電郵信箱收件時間為憑，逾時不候)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 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以駐捷克代表處為受文者，並副知教育部。個
人請洽相關科系所推舉投件。
4.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聘用，赴任前須與教育部簽
訂行政契約。
5.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
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
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
7.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任教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
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
本案之錄取資格。
8.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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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國家

巴拉圭

合作學校

亞松森美國學校 (The American School of Asuncion)

負責人名銜

校長 Debra Giles

擬聘教師數

1位

教師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下
列資格之一者：
(1)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證書。
(2) 於我國立案之公私立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
之國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證書，
符合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作業要點第二
點規定之外語能力條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
驗。
2. 具對外華語文教學或相關領域學位。
3. 具有華語文教學能力證書優先考量。
4. 具有中級英語及西班牙語能力者優先考量。
(請提供語文能力證明供參)
5. 具國、高中教學經驗者優先考量。
6. 提供 2 封推薦函及在臺良民證。
*校方得要求線上面試。

聘期起訖

105 年 7 月 18 日起至 106 年 6 月 23 日止

1. 每月美金 1,400 元。
2. 全年共領 13 個月，105 年 12 月領 1.5 個月薪；106 年
學校薪資
6 月領 1.5 個月薪。
說明：目前巴拉圭並未徵收個人所得稅，爰華語教師無
須繳交稅金。
待遇

學校提供附設備之辦公室及行政協助。
說明 1：該校支付巴國當地勞工保險雇主分攤額(占 16.5%)
其他待遇
約 231 美元，教師付自費額(占 9%)約 126 美元，
惟教師需具居留身分後始得加保。
說明 2：赴巴工作居留簽證需自行辦理。
1. 每月補助生活費 1,500 美元，依實際任教天數核給。
教育部補助 2. 提供往返經濟艙機票乙張(上限 2,200 美元，核實報支)
3. 教材教具補助費 300 美元。

華語教師在巴每週工作時數計為 40 小時，細項如下：
1. 每週一至週五於 07:30 到校，16:00 離校，每日教授 6
節課（每節 50 分鐘）
，計 30 小時，餘為辦公諮詢、教
材準備、課程發展、測驗及評量時間，計 5 小時。
授課內容
(教學及行政)

2. 受理及回復電子郵件及撰提華語教學學術報告：每週
2 小時。
3. 每週參加巴拉圭華語教學工作團隊會議：每週 1 小時。
4. 參與演講會或研討會：每週 1 小時。
5. 協助教育參事處宣傳華語文能力測驗、報名、資料彙
整等：每週 1 小時

授課對象

本案聯絡人及聯絡方式

亞松森美國學校高中/國中學生
請於 105 年 6 月 10 日前，將個人中、西文履歷表等資料
以書面及電子郵件寄達「駐巴拉圭大使館教育參事處」
地址：Avda. Mariscal López, 1043, Asuncion, Paraguay
聯絡人:楊秘書淑雅
電話：595-21-213361 分機 122
傳真：595-21-207107
電子郵件：shuyayang03@gmail.com ;
Paraguay@mail.moe.gov.tw

備註

1.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立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
心教師(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
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
。個人
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件。
2.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
任教要點」辦理，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補助，赴任
前須與教育部簽訂行政契約。
3.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
機關（教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
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
「退休年資」。
4. 本表中未列明之權利義務事項，請自行於申請時向擬
聘學校洽明，雙方權利義務關將於聘約中訂明。
5. 錄取者須依僱聘學校提供資料，自行辦理赴巴工作居
留簽證、護照等證件，並自行負擔相關費用，逾期未
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本案
之錄取資格。
6. 獲選教師須提供年度自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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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國家

俄羅斯聯邦

合作學校

下諾夫哥羅德國立大學

負責人名銜

副校長 Alexander B. Bedny 副教授

擬聘教師數

1名

教師資格

聘期起訖

待遇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於我國立案之公私立大
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
學位證書，符合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點第二點
規定之外語能力條件，並具有 1 年以上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3. 至少具中級以上英文檢定資格，諳俄語並通過檢定考試者從優
考量。
2016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
（＊獲選人須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稅前月薪

稅前月薪約 2 萬 5,000 盧布（俄方學校支付）

其他待遇

1. 提供教師級宿舍。
2. 教師須參加學校指定保險及納稅。
3. 進修俄語機會。

1. 初次應聘時臺灣至俄羅斯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
機票乙張，機票款補助上限 1,500 美元（依據購買
教育部
證明，於上限基準內核實撥付）。
補助項目 2.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3.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900 美元，依實際任教天
數核給。
1. 基本授課內容：
（1）華語語法、句型、語音及會話。
（2）每週授課時數至少 12 堂課（1 堂 2 節，1 節課 45 分鐘）。
2. 其他授課內容：中華文化及臺灣歷史、文學等專業知識。
3. 其他校方要求之教學內容。
下諾夫哥羅德國立大學學生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備註

1. 聯絡人：駐俄羅斯代表處教育組─盧雲賓組長、魯維廉秘書
2. 辦公室：Education Divisio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Moscow for
the Taipei-Moscow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rdination
Commission
3. 電話：+7（495）737-9246
4. 地址：24/2 Tverskaya Street, Korpus 1, Gate 4, 5th Floor, Moscow
125009, Russian Federation
5. 電郵：russia@mail.moe.gov.tw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請將所有文件合併為一個 PDF 電子
檔傳送）
（1）英或俄文履歷自傳。
（2）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3）英或俄文學經歷證書（明）、英或俄文語言能力證明。
（4）英或俄文推薦信 1 封。
（5）英或俄文撰寫之教學教材教案。
（6）護照個人資料頁掃描檔。
2. 請於臺灣時間 2016 年 6 月 10 日前以電子郵件傳送教師應繳資
料 PDF 電 子 檔 至 駐 俄 羅 斯 代 表 處 教 育 組
（russia@mail.moe.gov.tw），以利轉致下諾夫哥羅德國立大學
進行聯合徵選，網路口試時間另行個別通知。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
，並副知「教育部」
。個人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
件。
4.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聘用，赴任前須與教育部簽
訂行政契約。
5.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
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
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
7.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俄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
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
本案之錄取資格。
8.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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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密蘇里州)

任教國家

聖路易市立完全語言學校
St. Louis Language Immersion Schools
Lydia Chen 校長
Head of the Chinese School
St. Louis Language Immersion Schools
314-633-8321 / lydia.chen@sllis.org

合作學校

負責人名銜

擬聘教師數

2 位(幼兒園、小學老師各一名)

教師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下列
資格之一者：
(1)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證書。
(2) 於我國立案之公私立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
國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證書，符合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
之外語能力條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2. 具有臺灣幼兒園或小學教師證照。
3. 3 年全職幼稚園教師經驗。
4. 具有英文口說及書寫能力。

聘期起訖

105 年 8 月 1 日起至 106 年 7 月 31 日止
年薪 3 萬美元，須另繳美國所得稅，約
10%-15%。
1. 醫療及牙科保險。(教師須自行負擔約 100
其他待遇
餘美元/月保費)。
2. 專業教學知能發展及訓練。
1. 每月生活補助費 1,200 美元，依實際任教
天數核給。
教育部 2. 初次應聘時臺灣至美國密蘇里州聖路易
補助
市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機票乙張，機票
款補助上限 1,480 美元。
3. 一次教材教具補助費 300 美元。
全天幼兒園及小學課程，採全中文教學。上課時間上午 9
點到下午 3 點半。教師工作時間上午 8 點到下午 4 點外加
一日課後教職員會議。
薪資

待遇

工作內容
(教學及行政)
教學對象
本案聯絡人
及聯絡方式

該校幼兒園及小學學生每班約 25 人。
請於 105 年 6 月 15 日前，將申請資料（包括申請信、中
英文簡歷、英文推薦信 1 封、大學或研究所英文成績單、
幼稚園教師證照影本、教學經歷證明、letter of Motivation
等）以電子郵件(統整為 1 份 pdf 檔，檔案不超過 3MB) 寄

備註

至 「 駐 休 士 頓 臺 北 經 濟 文 化 辦 事 處 教 育 組 (Education
Division, TECO in Houston)」，聯絡人: 鍾慧小姐，電郵：
houcul@houstoncul.org
該校將對合格申請人進行 SKYPE 視訊訪談。
該校聯絡人:
Lydia Chen, Ph. D.
Head of the Chinese School
314-633-8321
lydia.chen@sllis.org
1.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
教要點」辦理，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補助，赴任前須
與教育部簽訂行政契約。
2. 本表中未列明之權利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行向擬聘
學校洽明，雙方權利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立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
心教師(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
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
。個人
投件請洽相關系所舉薦。
4.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
關(教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
之人事相關規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
年資」
。
5. 學校協助辦理 J1 簽證，錄取者請自行辦理護照與赴美
國簽證等證件，並自行負擔相關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
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本案之錄取資
格。
6. 獲選教師須提供年度自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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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國家

印度

合作學校
負責人名銜

Vel Tech Dr.RR & Dr.SR Technical University
國際合作處主任 Dr.P.Sarasu

擬聘教師數

華語教師 1 位

教師資格

聘期起訖
薪資
其他待遇

1.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下
列規定之一者：
(1) 具備教育部核發之「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證
書」。
(2) 於我國立案之公私立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
國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證書，符合
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之外語
能力條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能以英文教
授初階及進階華語課程。
2. 身心健康、能勝任華語文教學工作。
105 年 7 月 15 日起至 106 年 7 月 14 日止
【任期結束以後，須通過評估方可續聘一年】
每月 4 萬 5,000 盧比（約合新臺幣 2 萬 2,500 元，根據印
度政府財政部規定約需繳稅約 20%~25%）。
免費提供教職員宿舍(含水電等費用) 。

待遇

1.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200 美元，依實際任教天數核
給。
教育部補助項目 2.初次應聘時臺灣至印度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機票乙
張，機票款補助上限 600 美元。
3.一次性教材教具補助費上限 300 美元。
1. 授課內容為基礎華語課程（發音、基礎對話及詞彙學習）
及進階課程。
2. 每週上課約 8 至 12 小時，每學期約 12 至 13 週，視實際
情形而定。
授課內容
3. 對學校之華語教學提供建議。
(教學及行政)
4. 協助及支援駐印度代表處於該校舉辦之相關活動。
5. 參加學校重要活動(如開學、畢業典禮) 。
6. 其他學校指定業務。
授課對象
大學部學生
本案聯絡人
104 年 6 月 13 日前應徵教師請檢附中英文履歷及畢業證書
及聯絡方式
等相關資料掃瞄成 PDF 檔以電子郵件傳送駐印度代表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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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組，憑轉 Vel Tech Dr.RR & Dr.SR Technical University 徵
選，獲錄取後於赴任前自行辦理赴印證件。

備註

駐印度代表處教育組
地
址：34, Paschimi Marg, Vasant Vihar,
New Delhi, 110057
聯 絡 人：陳奕達主事
電
話：91-11-2615-0230；傳真：91-11-2615-0226
電子郵件：itachen0626@gmail.com
1. 印度生活環境不若國內便利舒適，赴任教師需有良好調
適能力。
2. 學校將於確認教師人選後，核發擬聘教師申請來印簽證
所需相關信函及文件。
3. 印方支付薪資所涉相關印度賦稅問題，由教師與學校自
行負責處理。
4. 本案係依「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
教要點」辦理。
5.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立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
教師（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
並副知「教育部」。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
關（教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
之人事相關規定，且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
年資」。
7. 本表中未列明之權利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行向擬聘
學校洽明，雙方權利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8. 獲聘華語教師應於赴任前與教育部簽訂行政契約，其內
容由教育部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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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5 年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36T 號通告
任教國家

美國

合作學校

西肯塔基大學

負責人姓名

吳青璇博士

Dr. Ching-Hsuan Wu

擬聘教學人員數

華語教師：1 名

教學人員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下
列資格之一者：
(1)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證書。
(2) 於我國立案之公私立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證
書，符合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作業要
點第二點規定之外語能力條件，並具有對外華
語教學經驗。
2. 碩士以上學歷，主修語言教育或中國文學以及其它相
關領域者，且具有第二外語專長。
3. 精通華語並嫻熟語言教學法。
4. 能有效使用科技教學技術以具開發創新教學道具專
長。
5. 至少有一年以上教授華語之教學經驗。
6. 英文說寫流利。

聘期起訖

105 年 8 月 15 日起至 106 年 8 月 14 日止。

薪資

提供稅前年薪 3 萬 9,260 美元（按個人不同背景申報不
同稅率）。

教育部提供

1. 每月生活費補助 1,200 美元，依實際任教天數核給。
2. 臺灣至任教地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機票乙張，以
1,530 美元為上限核實補助。
3. 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待遇

授課內容
（教學及行政）

1. 每學期教授 5 門課，每週授課 15-16 小時。
(1) 西肯塔基大學華語旗艦計畫課程採密集式教學
，在大學課程四年裡要為美國政府培養專業華
語人才，從大一的基礎級開始至大四畢業前達
到精通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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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發創新教學課程、參與該計畫在校內辦理之
各項相關活動。
(3) 隨時提供華語旗艦計畫課程受教學生各項諮詢
。
授課對象

本案聯絡人
及聯絡方式

西肯塔基大學華語旗艦計畫課程之學生
請於 105 年 6 月 20 日前將報名相關資料以電子人才管理
系統填寫後，直接電郵寄送以下兩個郵址：
1. 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 林儀文秘書
電郵: marisa@tecro.us
2. 西肯塔基大學 吳青璇博士
電郵：ching-hsuan.wu@wku.edu
相關資料：
1. 中、英文簡經歷。
2. 具申請該職務動機或理由信函乙封。
3. 2 封推薦函。
4. 成績單(中文即可)，正式成績單俟錄用後可能會要求
提供 。
5. 一段 12 分鐘教學錄影需包含：
(一) 介紹教學理念。
(二) 描述你在教語文課時最特別的一次經驗。
(三) 文法解釋重點 ‟ …有所+verb,＂在《經過這麼
多的事情之後，我對他的看法已經有所改變》
，
需要提供中、英文版本。
(四) 以一個中文部首為例，用三個不同的字來相應
並請用中文正、簡體兩種來介紹。
（教學錄影資料請上傳 Youtube 並與個人簡歷
相聯接）。
申請者相關資料寄達後，我們會電郵通知。
（資料請以一次性完整寄送，不接受分次性寄送資料）
西肯塔基大學主要聯絡人：
吳青璇博士 Dr. Ching-Hsuan Wu
E Mail: ching-hsuan.wu@wku.edu
倘對本案教學資料相關有疑問，可直接與吳博士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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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本表中未列明之權利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行向擬
聘學校洽明，雙方權利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2. 本案需通過「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
校任教要點」核定始予補助。獲聘華語教師應於赴任
前與教育部簽訂行政契約，其內容由教育部另定之。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立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
中心教師(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
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
。個
人投件請洽相關系所舉薦。
4.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
機關(教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
及之人事相關規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
「退休年資」
。
5. 錄取者請自行辦理護照與赴美國簽證等證件，並自行
負擔相關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
相關程序者，喪失本案之錄取資格。
6. 獲選教師須提供年度自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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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37T 號通告
任教國家

俄羅斯聯邦

合作學校

國家科學院人文科學大學

負責人名銜

代理校長 Denis V. Fomin-Nilov 副教授

擬聘教師數

1名

教師資格

聘期起訖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於我國立案之公私立大
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
學位證書，符合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點第二點
規定之外語能力條件，並具有 1 年以上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3. 至少具中級以上英文檢定資格，諳俄語並通過檢定考試者從優
考量。
2016 年 9 月 16 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
（＊獲選人須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稅前月薪

稅前月薪約 2 萬 5,000 盧布
（依據實際工作時數由俄方學校支付）

其他待遇

1. 提供教師級宿舍。
2. 教師須參加學校指定保險及納稅。
3. 進修俄語機會。

待遇

1. 初次應聘時臺灣至俄羅斯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
機票乙張，機票款補助上限 1,500 美元（依據購買
教育部
證明，於上限基準內核實撥付）。
補助項目 2.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3.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900 美元，依實際任教天
數核給。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1. 基本授課內容：
（1）華語語法、句型、語音及會話。
（2）每週授課時數至少 12 堂課（1 堂 2 節，1 節課 45 分鐘）。
2. 其他授課內容：中華文化及臺灣歷史、文學等專業知識。
3. 其他校方要求之教學內容。

教學對象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備註

國家科學院人文科學大學中文系所學生
1. 聯絡人：駐俄羅斯代表處教育組─盧雲賓組長、魯維廉秘書
2. 辦公室：Education Divisio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Moscow for
the Taipei-Moscow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rdination
Commission
3. 電話：+7（495）737-9246
4. 地址：24/2 Tverskaya Street, Korpus 1, Gate 4, 5th Floor, Moscow
125009, Russian Federation
5. 電郵：russia@mail.moe.gov.tw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請將所有文件合併為一個 PDF 電子
檔傳送）
（1）英或俄文履歷自傳
（2）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3）英或俄文學經歷證書（明）、英或俄文語言能力證明
（4）英或俄文推薦信 1 封
（5）英或俄文撰寫之教學教材教案
（6）護照個人資料頁掃描檔
2. 請於臺灣時間 2016 年 6 月 24 日前以電子郵件傳送教師應繳資
料 PDF 電 子 檔 至 駐 俄 羅 斯 代 表 處 教 育 組
（russia@mail.moe.gov.tw），以利轉致國家科學院人文科學大
學進行聯合徵選，網路口試時間另行個別通知。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
，並副知「教育部」
。個人請洽相關科系推舉投
件。
4.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聘用，赴任前須與教育部簽
訂行政契約。
5.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
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
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
7.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赴俄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
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
本案之錄取資格。
8.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38T 號通告
任教國家

波 蘭

合作學校

亞當密茲凱維奇大學
Uniwersytet Adama Mickiewicza (inling.amu.edu.pl)

負責人名銜

Piotr Wierzchon (亞當密茲凱維奇大學語言學學院院長)

擬聘教師數

1名

教師資格

聘期起訖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於我國立案之公私立大
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
學位證書，符合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點第二點
規定之外語能力條件，並具有 5 年以上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3. 英文流利證明、具語言學碩士或博士學歷尤佳。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止。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稅前月薪

月薪 2,720 波幣
(扣稅前，須繳所得稅、13.71%之社會安全險及 18%
之健康保險，部分健康保險費用含於所得稅中)。

其他待遇

優惠價學校單人宿舍房間一間(須自付 550 波幣)。

待遇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500 美元，依實際任教
天數核給。
教育部 2. 初次應聘時臺灣至任教國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
補助項目
機票乙張，機票款補助上限 1,850 美元（依據購
買證明，於上限基準內核實撥付）
。
3.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1. 實用視聽華語教材(正中書局版)以及自編教材。
2. 每週授課時數約 12 小時，依學校排課教授。
亞當密茲凱維奇大學學生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備註

駐波蘭代表處教育組 李明 組長
Education Division,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Poland,
電話：+48 22 213 0080
傳真：+48 22 540 4017
電郵：cultdiv@taiwan.net.pl
地址：30th FL., ul. Emilii Plater 53, 00-113 Warsaw, Poland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1) 中英文履歷表。
(2) 畢業文憑影本。
(3) 華語教學資歷證明。
(4) 大學華研所、華語教學系或附設華語中心推薦及同意函。
(5) 教學計畫書。
2. 請於臺灣時間 2016 年 7 月 15 日前以電郵(cultdiv@taiwan.net.pl
)或郵寄至駐波蘭代表處教育組。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或在學學生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
中文即可)，並副知「教育部」。
4.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聘用，赴任前須與教育部簽
訂行政契約。
5.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
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
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
7.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任教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
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
本案之錄取資格。
8.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教育部 105 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39T 號通告
任教國家

波 蘭

合作學校

格旦斯克大學 ( Uniwersytet Gdanski )

負責人名銜

Jozef Arno Wlodarski (格旦斯克大學副校長)

擬聘教師數

1名

教師資格

聘期起訖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於我國立案之公私立大
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以上
學位證書，符合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點第二點
規定之外語能力條件，並具有 5 年以上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3. 英文流利證明、具語言學碩士或博士學歷尤佳。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止。
（＊獲選人需於聘期前到任，逾期註銷獲聘資格。）

稅前月薪

月薪 2,140 波幣
(扣稅前，須繳所得稅、13.71%之社會安全險及 18%
之健康保險，部分健康保險費用含於所得稅中)。

其他待遇

免費學校單人宿舍房間一間。

待遇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500 美元，依實際任教
天數核給。
教育部 2. 初次應聘時臺灣至任教國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
補助項目
機票乙張，機票款補助上限 1,850 美元（依據購
買證明，於上限基準內核實撥付）
。
3.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 次教材教具費 300 美元。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政)

教學對象

1. 實用視聽華語教材(正中書局版)以及自編教材。
2. 每週授課時數約 20 小時，依學校排課教授。
格旦斯克大學學生

本案聯絡人
及聯絡方式

備註

駐波蘭代表處教育組 李明 組長
Education Division,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Poland,
電話：+48 22 213 0080
傳真：+48 22 540 4017
電郵：cultdiv@taiwan.net.pl
地址：30th FL., ul. Emilii Plater 53, 00-113 Warsaw, Poland
1. 申請者須提供資料如下：
(1) 中英文履歷表。
(2) 畢業文憑影本。
(3) 華語教學資歷證明。
(4) 華語教學相關單位之推薦信函。
(5) 教學計畫書。
2. 請於臺灣時間 2016 年 7 月 20 日前以電郵(cultdiv@taiwan.net.pl
)或郵寄至駐波蘭代表處教育組。
3. 申請者如為國內公私立學校教師或各大學校院華語中心教師
(含兼任)須取得學校推薦及同意公函(可合為 1 函，中文即可)，
並副知「教育部」。
4.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辦理，受聘教師須經核定始予聘用，赴任前須與教育部簽
訂行政契約。
5.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擬聘學校洽
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6.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
育局處）同意並瞭解相關赴任國外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
定。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
。
7. 錄取者請自行辦理護照與任教國簽證等證件，並自行負擔相關
費用，逾期未取得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上述相關程序者，喪失
本案之錄取資格。
8. 獲選教師須提供年度自評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