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大学面向全球招聘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厦门大学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 1921 年创办的教育

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首批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

点建设高校。学校位于太平洋西海岸的“国际花园城市”厦门，拥有

国内一流的校园和优美的生活工作环境。 

厦门大学十分重视孔子学院工作。截止目前，厦门大学已与 12

个国家的 15 所高校合作建设了 15 所孔子学院，附属孔子课堂达 37

所。为满足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需求、更有效地开展孔子学院各项工

作，我校现面向全球遴选 4-5 名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分赴英国、德国、

土耳其、马耳他等国。欢迎符合条件并有志于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同

仁积极报名！ 

 

一、 应聘条件：（均须具备，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对年龄或行政

经历的要求） 

1. 年龄 35-55 周岁，身心健康、品德优良。 

2. 热爱汉语国际教育和孔子学院事业，有较强的使命感、责任感。 

3. 具备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较强的对外交流拓展和行政工作能力，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熟悉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曾担任副处级

及以上行政职务者优先考虑）。 

4. 具有海外学习、工作或国际交流工作经历（具有海外对外汉语教

学经验者优先）；具有良好的沟通及交往能力。 

5. 具有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工作的能力。英语或驻在国语言

水平较高，普通话标准。 

 

二、 待遇及期限： 

中方院长任职期间,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将按照财政部、教育



部印发的《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生活待遇管理规定》(财教[2011]194

号)文件提供相关待遇。根据中方院长国内职称及赴任地区的差别等，

中方院长的待遇主要包括：1、工资、岗位津贴、艰苦地区津贴、交

通补贴、留任补贴、配偶补贴、年终奖金（上述累计约每月 3300 多

美元（副教授）/每月约 3600 美元（教授））；2、一次性安置费和出

国补贴（3000 多美元）；3、房租、医疗费和国际旅费（按规定标准

报销）。  

本校人员担任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将同时享受下列待遇：1、保

留校内原有党政级别及工资津贴；2、中方院长聘期内如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应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但派出期间仍按其在职岗位标准发

放工资及津贴。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下一聘期一般不再续聘；3、

中方院长任期满 4年返回校内工作岗位后，在第一个聘期内可适当放

宽考核要求；4、本校人员担任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工作经历将作为

高聘学校有关管理岗位或晋升职称的重要参考依据。 

国内的校外人员应聘我校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须征得所在单位同

意；受聘后，其人事关系仍留在原单位。受聘人员应与我校签订聘任

合同，且保证在受聘期间全职到岗工作。受聘人员任期内除享受国家

汉办的中方院长待遇外，我校将为其提供每年 6万元的补贴。 

国外应聘人员（包括海外华人，但不包括国外外籍人士）应聘我

校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须征得所在单位同意，受聘后与我校签订聘任

合同，且保证在受聘期间全职到岗工作。受聘人员除享受国家汉办提

供的相关待遇外，我校不再为其发放工资或补贴。 

中方院长任期 4年，2 年为一个聘期。试用期 1年，试用期满，

我校将对其进行考核，并将根据考核情况和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

的意见决定是否留任。任职 2年后实行聘期考核，考核合格者方可续

聘。经商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及外方合作院校，对考核不合格者

厦门大学有权终止聘任合同，被终止合同的中方院长须按照厦门大学



规定的期限做好离岗和交接手续。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任期内擅自离岗

或未按照合同要求按时离岗者，须按照合同规定支付违约金。 

 

三、 岗位职责： 

1. 遵守《孔子学院章程》，热爱孔子学院工作和汉语国际教育事业，

服从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和厦门大学的管理。与外方进行有效

的沟通与协作,平等相待，友好合作，尊重所在地风俗习惯，不强

加于人，自觉抵制和反对任何损害中外友好合作的言行。 

2. 与外方共同研究制定孔子学院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预算和

决算等，经孔子学院理事会通过后，及时上报孔子学院总部/国家

汉办和厦门大学孔子学院办公室。 

3. 促成双方院校定期召开孔子学院理事会，会前提出理事会议程建

议，会后与厦门大学孔子学院办公室共同整理《会议纪要》，并提

交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 

4. 与外方院长共同制定孔子学院规章制度，参与人事、财务等管理，

对中方资金年度需求和使用提出建议。 

5. 与外方院长共同开展汉语教学需求调研、课程设计、教学组织、

师资培训和教材状况调查研究等，根据需要兼任部分汉语教学任

务。协调外方保证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 

6. 与外方院长密切合作，加强与当地政府、学校、企业社团、媒体

等的联系和交流，积极开展中国语言文化推广活动，共同制定活

动计划和方案并组织落实。 

7. 负责具体管理中方教师和志愿者，合理分配工作任务，帮助解决

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协助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及厦门大学做

好中方教师和志愿者的申报、选派、测评、考核等。培养本土汉

语教师队伍。 

8. 与我驻外使（领）馆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汇报工作，报告重大事



项，争取支持和帮助。 

9. 协助厦门大学开展招生宣传及两校师生交流、项目合作，组织夏

（冬）令营、大学文化日等活动。 

10.离任前一个月，须向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及厦门大学孔子学院

办公室提交离任报告，与继任院长在孔子学院当面完成工作交接，

交接时间为 3 周。同时向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厦门大学孔子

学院办公室、外方院长和继任院长提交移交工作的书面报告。 

 

四、 招聘程序 

1. 公布职务：孔子学院办公室汇总我校各孔子学院需求，报组织部

审定，由人事处发布，面向全球公开招聘和选拔。 

2. 个人报名：符合任职条件的人员须征得所在单位同意，并填写《孔

子学院中方院长报名推荐表》，向人事处报名。  

3. 资格审查：我校孔子学院办公室将组织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资格审

查小组参照本条例对申请人员进行资格审查，按照一定比例确定

进入面试的人员名单。 

4. 专家面试：孔子学院办公室将组织相关专家对通过资格审查的人

员进行统一面试。  

5. 组织考察：组织考察：党委组织部对考察对象的德、能、勤、绩、

廉进行全面考察。 

6. 上报推荐：我校将综合面试和考察情况，确定候选人，报学校党

委常委会研究通过。最终报至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审批。 

7.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考核及培训：中方院长候选人必须参加由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组织的中方院长选拔考试及面试。成绩合

格者，须参加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组织的岗前培训，并通过结

业考核。培训期限一般为 1至 3个月。 

 



五、 报名方式及时间： 

1、采用个人报名的形式，请根据《厦门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岗位需求表（2013-2014 年）》（附件 2），真实、完整填写并打印一份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报名推荐表》（厦大版本，附件 3），由所在单位

/学校填写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扫描发送至 xmuci@xmu.edu.cn，

原件寄送厦门大学孔子学院办公室（地址：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107 室，邮编：361005,电话：0592-2185303）  

2、同时请登录汉办报名网站 http://cidirector.chinese.cn,

选择申报孔子学院院长岗位，填写《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推荐表》（汉

办版本），网上直接提交，提交后在线打印《推荐表》一份，由所在

单 位 / 学 校 填 写 推 荐 意 见 并 加 盖 公 章 后 ， 扫 描 发 送 至

xmuci@xmu.edu.cn，原件寄送厦门大学孔子学院办公室（地址：厦门

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107 室，邮编：361005,电话：0592-2185303） 

3、电子邮件主题应为“姓名-应聘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报名截止时间：2013 年 3月 8 日  

 

附件 

1：《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生活待遇管理规定》(财教[2011]194 号) 

2：《厦门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岗位需求表（2013-2014 年）》 

3：《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报名推荐表》（厦大版本） 

 

 

厦门大学 

               2013 年 3 月 1 日 



 
 

厦门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岗位需求表（2013-2014 年） 
 

序

号 
任职孔院孔子学院 拟派院长 拟派出时间 

1 
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孔子

学院 
公开招聘中

方院长 

 

2013.09 

2 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 2013.09 

3 德国特里尔大学孔子学院 2013.11 

4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孔子学

院 
2014.01 



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生活待遇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中外教师交流，加强国际汉语教学和教育援外工作，充分调动公派出国

教师(以下简称出国教师)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出国教师的管理，特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履行我国政府对外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和双边协议，执行出国任

教任务且在国外连续任教半年以上(含半年)，并由中国政府提供资助的出国教师。 

第二章  工资及津贴补贴 

第三条  出国教师在国外任教期间，根据出国教师国内职称，按以下标准计发国外工资： 

单位：美元／月 

级别 职别 工资标准 

一级 教授、研究员 2100 

二级 副教授、副研究员 1900 

三级 讲师、助理研究员 1700 

四级 助教、实习研究员 1500 

第四条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享受岗位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美元，用于开展工作必

需的对外交往和通讯等支出。 

第五条  为体现对艰苦地区的倾斜，鼓励到艰苦地区任教，在艰苦地区任教的出国教师

享受艰苦地区津贴。按艰苦程度不同，艰苦地区分为五类，由低到高依次为一、二、三、四、

五类。各类艰苦地区名单详见附件。 

各类艰苦地区津贴标准为： 

一类地区：每人每月 180 美元； 

二类地区：每人每月 500 美元； 

三类地区：每人每月 820 美元； 

四类地区：每人每月 1150 美元； 

五类地区：每人每月 1500 美元。 

第六条  出国教师国外任教期间，如聘请方不提供交通工具和相关费用的，国家按以下

标准提供交通补贴： 



非艰苦及一类艰苦地区：每人每月 400 美元； 

二类及以上艰苦地区：每人每月 600 美元。 

第七条  经外交部、财政部批准，我国驻外非外交人员享受战乱补贴的，在同一地区任

教的出国教师也同时享受。发放标准和办法参照财政部、外交部有关规定和通知执行。 

出国教师任教城市或国家发生严重战乱(严重骚乱、武装冲突、内战或国家间交战)，对

出国教师工作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经批准后，出国教师可停止任教活动，撤离回国。需要

继续执行的，应报国内有关部门批准。 

第八条  国家为出国教师提供一次性安置费 3000 美元，用于办理居留、注册等各种手

续，购置必要的家具家电、教学设备及其他安置开支等。 

出国教师使用安置费在国外购置的一切物品归出国教师个人所有，并由出国教师按照任

教国的法律和规定自行处置。 

第九条  出国教师在同一地点连任，国家从第二任期开始，每任期提供安置费400美元，

用于家具家电及教学设备的维修。 

第十条  出国教师赴任前可领取一次性出国补贴 3000 元人民币，用于支付公证、护照

签证、体检等费用及赴离任、休假、探亲期间的国内旅费。 

第十一条  出国教师配偶享受配偶补贴。随任配偶补贴标准每月500美元，不随任配偶

补贴标准每月 200 美元。艰苦地区随任配偶，同时享受出国教师艰苦地区津贴标准 1／3 的

艰苦地区津贴。无配偶或配偶在境外公费留学、进修或有工资收入的，不享受配偶补贴。配

偶随任期间，所在单位应保留其公职。 

第十二条  对年度考核为称职(合格)及以上的出国教师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奖金标准

为本人全年月平均国外工资。 

第三章  国外开支与收入 

第十三条  出国教师在国外任教期间，除医疗费、租房费和国际旅费以外发生的一切费

用原则上自理。 

第十四条  出国教师在任教地的住房，按协议由国外聘用方提供的，国家不再报销租房

费用；如聘用方不提供住房或不报销租房费用的，由出国教师按照本规定第十五条确定的标

准提出自行租房申请，报教育部审批。 

第十五条  出国教师自行在外租房的，教授、副教授租房标准为二室一厅、建筑面积不

超过 80 平方米，讲师、助教租房标准为一室一厅、建筑面积不超过 60 平方米。教育部对出



国教师的租房申请和房租费预算进行汇总、审核，报财政部批准后执行。 

第十六条  出国教师任教期间，在国内、任教国或在第三国看病所发生的挂号费、药费、

检查费、治疗费、住院费以及其他属于公费医疗范围的开支，不分级别，采用分段计算、由

个人和国家分别负担的办法。 

(一)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医药费支出在 240 美元及以下的，全部由出国教师个人负担； 

(二)全年医药费支出在 240—600 美元的部分，出国教师个人负担 30%，其余由国家报

销； 

(三)全年医药费支出在 600—6000 美元的部分，出国教师个人负担 5%，其余由国家报

销； 

(四)全年医药费支出在 6000 美元以上的部分，全部由国家报销。 

如聘用方提供医疗保险或报销医疗费，国家不再报销出国教师医疗费。 

第十七条  在疟疾、登革热、霍乱、伤风、麻风病高发区任教的出国教师，预防和治疗

上述疾病的药品费、医疗费和防疫费由国家全额报销。 

第十八条  不属于公费医疗范围的开支(如镶牙、洗牙、购买补药发生的支出)全部由出

国教师个人自理。 

第十九条  出国教师在任教国投保医疗保险的费用，按上述分段办法和比例报销。 

第二十条  出国教师因公负伤的，挂号费、检查费、住院费、医药费等由国家全额报销，

住院期间伙食费由个人据实缴纳；因交通或其他事故受伤的，责任方给予的赔偿归个人，个

人须偿还国家为此支付的医药费等有关费用。 

第二十一条  出国教师配偶随任、探亲期间的医药费开支，按以上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出国教师和配偶赴离任、公费休假或探亲的国际旅费，按协议规定由聘用

方提供的，国家不再报销；聘用方不提供的，在教育部规定的标准内实报实销。 

第二十三条  因教育部工作要求，出国教师临时回国或到第三国参加有关活动，旅费可

由国家支付。 

第二十四条  出国教师和配偶赴离任、公费休假或探亲，以及出国教师因公出差乘坐交

通工具的种类由个人决定，报销的最高座位等次为飞机经济舱、火车硬卧车厢和轮船三等舱。 

第二十五条  出国教师任期为二年或以上的，在国外任教满一年后可回国休假一次或到

配偶学习和工作的第三国探亲一次，国际旅费按规定报销。 

第二十六条  出国教师在国外任教期间，其配偶可以选择随任或探亲，随任配偶可按出



国教师规定回国休假一次。 

不随任配偶在出国教师国外任教满一年后，可到出国教师任教地公费探亲一次，如放弃

探亲，可转给出国教师本人使用。 

第二十七条  出国教师回国或到第三国休假、探亲，均须报请我驻当地使领馆批准，并

利用任教单位假期出行，不得影响正常教学工作和合同的执行。 

第二十八条  出国教师及其配偶公费休假或探亲期限最长不超过两个月。出国教师休假

和探亲期间，艰苦地区津贴停发，超过批准期限，停发国外工资和各项津贴补贴；随任配偶

休假期间，艰苦地区津贴停发，配偶补贴按不随任配偶补贴标准发放；不随任配偶探亲期间，

在批准的探亲期限内，按随任配偶标准享受艰苦地区津贴和配偶补贴。 

第二十九条  出国教师应邀参加任教国举办的学术会议，参会费用自理。任教期间到第

三国或回国参加学术会议，须经任教单位同意并报教育部批准，参会费用自理。 

第三十条  出国教师任教期间，聘用方支付的各项收入及给予报销的有关费用之和等于

或高于本规定所规定的国外工资、津贴补贴、房租和往返国际旅费之和的，收入全部留归个

人，国家不再发放和报销任何费用；如低于本规定的，不足部分由国家补足，同时个人任教

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自理。 

第四章  经费的管理与结算 

第三十一条  出国教师经费由教育部核拨我驻外使领馆和教育部指定机构。出国教师经

费具体核算、发放和管理由我驻外使领馆和教育部指定机构负责。 

第三十二条  出国教师的国外工资和津贴补贴按离境和离任教国国境之日计算。在国外

任教时间不满一个月的，国外工资和各项津贴补贴按日标准乘以实际天数计算，其中日标准

按月标准除以当月一个月的实有天数计算。任教期限以教师派遣部门的通知为准。 

第三十三条  出国教师赴任前，可从国内预先领取任教期限一半并且不超过一年的国外

工资，亦可到达任教国后，凭教育部有关证明到我驻外使领馆或教育部指定机构领取。 

第三十四条  出国教师的国外工资和津贴补贴一律以美元计发，由出国教师个人兑换任

教国货币并承担兑换汇率差价损溢和手续费。 

第三十五条  出国教师从国外聘用方获得的工资和津贴补贴等收入是当地货币，在任期

结束时有结余，且不能兑换自由外汇的，可凭工资等收入单据将当地货币交给我驻外使领馆，

按照交给时外交部规定的外汇内部比价折算美元，回国后凭使领馆开具的证明办理结算，但

与我驻外使领馆兑换的当地货币，不得多于国外聘用方发放的工资和补贴数额的三分之二。 



第三十六条  出国教师国外收入、支出的当地货币，按取得收入、发生支出当月外交部

规定的内部折算率计算成美元数，回国后办理结算。 

第三十七条  出国教师任期结束回国，须在回国一个月之内持有关证明材料到指定机构

办理有关经费结算手续，逾期不结算者，按天扣除其应得工资和津贴补贴的 5%。 

第三十八条  出国教师在国外死亡，其国外工资及各项津贴补贴，从死亡之次月停发，

抚恤金由出国教师所在单位按国内有关规定发放给家属。若任教国发给抚恤金或赔偿费的，

应首先抵支按规定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剩余部分归其家属所有。 

第五章  其  他 

第三十九条  出国教师和配偶出国，原则上应按因私渠道办理出国手续，如因特殊原因

需按因公出国办理，须报教育部批准。 

第四十条  出国教师自离境之日起，其国内工资、津贴和补贴停发。出国教师在国外任

教期间，工龄连续计算。出国教师国外任教期间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和公积金，所在单

位应视同其在职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一条  国内院校和事业单位为了加强与国外院校在文化和语言上交流合作，自行

向国外派遣汉语教师和国外单位为汉语教学在本地聘请的汉语教师的费用，原则上由派遣单

位或聘用单位解决。 

第四十二条  出国教师参加国内职称评定时，其在国外任教期间的教学工作量按国内满

教学工作量计算；期间编写并被采用的教材、教学大纲、课程设计方案、有价值的调研报告

等应作为科研成果；有赴二类(含)以上艰苦地区任教经历的出国教师，在评定职称时应予以

优先考虑。 

第四十三条  经批准，教师参加出国选拔培训的差旅费，由教师所在单位按国内出差的

有关规定报销。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由财政部、教育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公派出

国教师生活待遇管理规定>的通知》 (教财〔2005〕16 号)同时废止。 

 

 

实施艰苦地区津贴范围和类别名单 



一、一类(41 个) 

亚洲(9 个)：蒙古、巴基斯坦、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印尼、泗水、胡志明、巴勒斯

坦； 

非洲(7 个)：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比亚、赞比亚、肯尼亚、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 

欧洲(11 个)：土库曼斯坦、波兰、革但斯克、波黑、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

乌克兰、敖德萨、格鲁吉亚、马其顿； 

美洲(11 个)：巴拿马、苏里南、古巴、圣卢西亚、秘鲁、瓜亚基尔、巴兰基亚、多米尼

加、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哥斯达黎加； 

大洋洲(3 个)：斐济、萨摩亚、帕皮提。 

二、二类(31 个) 

亚洲(12 个)：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曼德勒、斯里兰卡、尼泊尔、卡拉奇、孟加

拉、也门、阿富汗、伊拉克； 

非洲(10)：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桑给巴尔、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

喀麦隆、塞内加尔、塔马塔夫； 

欧洲(3 个)：塞尔维亚、黑山、阿尔巴尼亚； 

美洲(1 个)：海地； 

大洋洲(5 个)：巴新、瓦努阿图、马绍尔、密克罗尼西亚、汤加。 

三、三类(26 个) 

亚洲(2 个)：亚丁、东帝汶； 

非洲(18 个)：埃塞俄比亚、科摩罗、中非、尼日利亚、拉各斯、佛得角、安哥拉、圣普、

刚果(布)、刚果(金)、加蓬、杜阿拉、贝宁、多哥、加纳、科特迪瓦、冈比亚、索马里(备

用)； 

美洲(4 个)：墨西哥、圭亚那、厄瓜多尔、哥伦比亚； 

大洋洲(2 个)：基里巴斯、瑙鲁。 

四、四类(14 个) 

非洲(14 个)：赤道几内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尼日尔、马里、苏丹、

马拉维、吉布提、布基纳法索、塞拉利昂、厄立特里亚、利比里亚、乍得。 

五、五类(1 个) 

美洲(1 个)：玻利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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