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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華語計畫說明 

 

         為擴展臺灣華語文教學據點，並持續對外輸出我國優秀華語文教師，以達長期推

廣深耕臺灣華語之效用，教育部於 2021 年補助大學校院推動「臺灣優華語計畫」。

透過我國與美歐地區大學之校際合作，進行教師交換、臺灣華語文教材及測驗推廣、

優秀學生華語研習獎學金等等，以裨益我國對外華語文教學品牌。 

        

本計畫目標擴展國際上之臺灣華語文學習據點，以推廣臺灣華語、教材與文化，

同時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透過校際之交流合作，交換語言教師並獎勵優秀外國學生

來台深耕學習華語並同時進入中小學校園進行英語教學，以期維持臺灣華語對外輸出

之量能並實現 2030 雙語國家之政策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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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愛丁堡大學學校簡介 

 

愛丁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位於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市，是一所創建於

1583 年的公立研究型大學。愛丁堡大學歷史悠久，為英國六所最古老、最大的大學之

一，在歐洲啟蒙時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為當地的主要知識中心，在愛丁堡大學的

知識薰陶下，愛丁堡這座城市贏得了「北方雅典」的美名。愛丁堡大學頗負盛名，且

具有悠久的歷史，但仍不斷追求與創新。愛丁堡大學在歷年各類全球大學排名平均位

於世界前 50 名、英國前 6 名，在最新 2022 QS 世界大學(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排名位居第 16 名；2022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名列第 30 名。 

 

愛丁堡大學主要有三大學院：藝術、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醫學與獸醫學院、科

學與工程學院，三大學院下共設 21個小學院。其中，藝術、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是該

校規模最大且研究領域最廣的學院。該院的亞洲研究學系為蘇格蘭的中心，是蘇格蘭

唯一一所提供華語主修或雙主修的大學，在 2022 完全大學指南(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亞洲研究領域位列全英國第 4 名。該系開設專業課程，讓學生具備讀寫繁體字

及簡體字的能力，大三時也薦送學生到台灣或中國研修華語，讓學生在華語為母語的

環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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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國愛丁堡大學華語教師招募說明 

任教國家 英國 

合作學校 
愛丁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UoE) 

http://www.ed.ac.uk 

擬聘教學人員數 1 名 

聘期起迄 111 年 9 月 1 日至 112 年 8 月 31 日 

教學人員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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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取得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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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外

語能力條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2. 具以下資格者優先考量： 

(1) 同時具備教授簡中及繁中能力。 

(2) 具海外教學經驗者。 

(3) 具獨立作業及課程規劃能力者。 

(4) 英語能力佳具提出外語能力證明者。 

工作內容 

1. 每周授課時數至多 16 小時。 

⚫ 教授中文，從零起點到高級。 

⚫ 設計輔助教材，評估、提供回饋及監考。 

⚫ 協助更新課綱及複習課程設計。 

⚫ 協助中文課程相關行政庶務及直屬教授指派之工作。 

⚫ 全程參與亞洲研究學系的活動。 

⚫ 協助額外的訓練課程、行政及其他支援性任務。 

⚫ 評估課程教案適合度及提供意見或協助課程規劃。 

2. 配合本校優華語計畫內容執行招生推廣及相關工作，例如獎學金生報名招

募、開設說明會、課程招生及華語文能力測驗推廣等。 

3. 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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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教育部 

補助項目 

1. 生活費：每月 1,500 美元，依於當地實際任教天數核給。 

2. 機票費：補助臺灣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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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 美元)。 

3. 教材教具費：300 美元。 

其他待遇 

淡江大學提供： 

1. 額外生活費補助約 10,000 美金/年(內含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與 Tier 5 簽證申請費)。 

愛丁堡大學提供： 

1. 可使用校內設施並提供辦公空間 

2. 確保華師享有與該校同職位教師的權利及義務。 

3. 提供亞洲所核准的訓練課程費用。 

4. 協助老師透過愛丁堡大學的教學獎勵計畫取得 AFHEA 證書。

(此證書在英國、歐洲、澳洲、加拿大及美國等高等教育機構廣

泛接受) 

備註 住宿及其他生活開支需自付。 

資料審查 

1. 申請者應繳交資料如下： 

(1) 中、英文履歷表 

(2) 英文能力證明 

(3)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證書 

(4)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5) 試教影片(時長約 7~10 分鐘，任選《時代華語》一個語法或三個生詞，如

有簡報或輔具教具請一併於螢幕上分享並錄製) 

2. 上述申請人文件資料請合併為 1 個完整 PDF 電子檔(10MB 以內)、試教影片請

剪輯合併為一個連結/檔案後，至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kkTBzgkij1Tk5N2C7 

3. 初審為書面審查，包含繳交之履歷及試教影片，如書面審查不通過將不另行

通知面試。 

收件截止日期 111 年 3 月 15 日 

https://forms.gle/kkTBzgkij1Tk5N2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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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獲選教師將持 Tier 5 簽證，請自行備妥以下文件申請。 

(1) Certificate of Sponsorship (由本校協助辦理)。 

(2) 簽證申請表。 

(3) 簽證申請人護照資訊頁影本。 

(4) 簽證申請人履歷。 

(5) 財力證明 1,270 英鎊。 

(6) 完整兩劑 Covid-19 疫苗接種紀錄(敬請詳閱英國辦事處簽證要求

https://reurl.cc/jk6RzD)。 

2.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規定辦理補助及

成效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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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華語教師依上開要點補助期間以一年為原則，獲國外學校續聘者得延長補助

一年；每名華語教師受領教育部補助總期限累計不得超過四年。 

4. 本案申請者，經核定錄取，不得再接受其他華語教學人員聘任，倘有上述情

事，則註銷當年度其所有華語教學人員錄取資格。 

5.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本校洽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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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者請自行辦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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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屆滿請配合校方辦理工作及教學之移交報告及說明，供下一任教師接續

執行。 

9. 獲聘教師須於任教期間每半年至「華語教學人才庫」(ogme.edu.tw/Sc)繕寫任

教心得及成效報告（包括當地華語文教育相關資訊），同時無償提供教育部宣

傳、推廣或成果發表使用；另應配合教育部華語教學相關活動進行經驗分享。 

10. 該校無實施華師遠距教學，如聘期開始前仍無法赴任，將延後聘期。 

11. 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本通告保有延期、變

更或中止之權利。 

聯絡人 
淡江大學推廣教育處華語中心 江錦瑛 
聯絡電話：(02)2321-6320 分機 8856 
電子信箱：momochiang@clc.tku.edu.tw 

https://reurl.cc/jk6RzD
mailto:momochiang@clc.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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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西佛羅里達大學簡介 

 

美國西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 UWF)，簡稱西佛大，位於美國佛羅

里達州(Florida)最西部的城市彭薩科拉(Pensacola)的公立綜合性大學。毗鄰美麗的墨西

哥灣，有全美最負盛名的白色沙灘與美國海軍航空博物館。成立於 1963 年，是個充滿

活力與獨特的高等教育機構，包含大學與研究所以及針對性的研究計畫。近年來，西

佛羅里達大學被評為福布斯“America's Best Colleges”之一，在福布斯 100 Best Buy 

Colleges 中排名 27 位，還被 Princeton Review's 評為最好的東南部大學。西佛羅里達大

學提供多種學位以及專業，包括工程、藝術、商科與教育等。西佛羅里達大學在教學

中的一對一與小班化享有盛譽。 

 

學校距離彭薩科拉市中心約 10英里，該大學還有幾個沿海地區，包括華爾頓堡灘

的校園，學校學生人數超過 12,000 人。學生有各種戶外娛樂選擇，因為學校的主校區

包括荒野保護區。入學的學生可以通過 UWF 自己的社交網絡開始了解彼此和學校周

邊。校園中有超過 150 個學生俱樂部和組織，包括兄弟會和姐妹會。作為一個研究機

構，西佛羅里達大學經營著各種各樣的中心和研究所。 

 

西佛羅里達大學擁有五所學院，提供各種本科生、研究生、專科和博士學位課

程。藝術、社會科學和人文學院培養文科學生，使他們受過良好教育，富有想像力、

好奇、交際、適應能力和善解人意，準備好展示在當今工作場所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技

能。商學院注重將教科書內容與實務處理結合並重。教育學院提供高素質和富有挑戰

性的課程。健康學院、科學和工程學院也提供了很多熱門的理工科專業項目，用先進

的技術、資源和設施幫助學生進入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等領域，學習必需知識和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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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國西佛羅里達大學華語教師招募說明 

任教國家 美國 

合作學校 
西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UWF) 

http://uwf.edu 

擬聘教學人員數 1 名 

聘期起迄 111 年 8 月 1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 

教學人員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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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取得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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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外

語能力條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2. 具以下資格者優先考量： 

(1) 具海外教學經驗者。 

(2) 具獨立作業及課程規劃能力者。 

(3) 英語能力佳具提出外語能力證明者。 

補助項目 

教育部 

補助項目 

1. 生活費：每月 1,200 美元，依於當地實際任教天數核給。 

2. 機票費：補助臺灣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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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美元)。 

3. 教材教具費：300 美元。 

其他待遇 

淡江大學提供： 

1. 額外生活費補助約 11,000 美元/年。 

2. 保險：加入校內教職員生保險，保險費約 1,500 美元。 

3. 簽證：SEVIS 及 J-1 簽證申請費用約 380 美元。 

西佛羅里達大學提供： 

1. 講師辦公室及設備(包含電腦、影印機等)。 

2. 機場接送機。 

3. 校外住宿補助 7000 美元。 

4. 免費使用學校圖書館、健身房等校內設施設備。 

備註 其他生活開支需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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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 

1. 每周教學時數至多 6 小時。 

2. 配合本校優華語計畫內容執行招生推廣及相關工作，例如獎學金生報名招

募、開設說明會、課程招生及華語文能力測驗推廣等。 

3. 負責該校國際周臺灣區佈置與擺攤宣傳等事宜(預計 2022 年 11 月及 2023 年

1 月)。 

4. 其他交辦事項。 

資料審查 

1. 申請者應繳交資料如下： 

(1) 中、英文履歷表。 

(2) 英文能力證明。 

(3)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證書。 

(4)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5) 試教影片(時長約 7~10 分鐘，任選《時代華語》一個語法或課文，如有簡

報或輔具教具請一併於螢幕上分享並錄製)。 

2. 上述申請人文件資料請合併為 1 個完整 PDF 電子檔(10MB 以內)、試教影片請

剪輯合併為一個連結/檔案後，至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kkTBzgkij1Tk5N2C7 

3. 初審為書面審查，包含繳交之履歷及試教影片，如書面審查不通過將不另行

通知面試。 

收件截止日期 111 年 3 月 15 日 

備註 

1. 獲選教師將持 J-1 簽證，請自行備妥以下文件申請 DS-2019。 

(1) J-1 交流訪客簽證申請表。 

(2) 簽證申請人護照資訊頁影本。 

(3) 簽證申請人履歷。 

(4) 財力證明。 

2. 依據美國 CDC 公告 https://reurl.cc/jk6ldq，需完成完整兩劑 Covid-19 疫苗接種

使得入境。 

3.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規定辦理補助及

成效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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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kkTBzgkij1Tk5N2C7
https://reurl.cc/jk6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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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華語教師依上開要點補助期間以一年為原則，獲國外學校續聘者得延長補助

一年；每名華語教師受領教育部補助總期限累計不得超過四年。 

5. 本案申請者，經核定錄取，不得再接受其他華語教學人員聘任，倘有上述情

事，則註銷當年度其所有華語教學人員錄取資格。 

6.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本校洽明，雙方權利義務

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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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

計為「退休年資」。 

8. 錄取者請自行辦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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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任期屆滿請配合校方辦理工作及教學之移交報告及說明，供下一任教師接續

執行。 

10. 獲聘教師須於任教期間每半年至「華語教學人才庫」(ogme.edu.tw/Sc)繕寫

任教心得及成效報告（包括當地華語文教育相關資訊），同時無償提供教育部

宣傳、推廣或成果發表使用；另應配合教育部華語教學相關活動進行經驗分

享。 

11. 該校無實施華師遠距教學，如聘期開始前仍無法赴任，將延後聘期。 

12. 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本通告保有延期、變

更或中止之權利。 

聯絡人 

淡江大學推廣教育處華語中心 江錦瑛 

聯絡電話：(02)2321-6320 分機 8856 

電子信箱：momochiang@clc.tku.edu.tw 

mailto:momochiang@clc.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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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國密西根大學弗林特分校學校簡介 

 

          密西根大學弗林特分校(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Flint)建於 1956 年，坐落於美國

以汽車工業為名的密西根州，為公立密西根大學系統的其中一所分校，其餘兩個為安

娜堡分校(Ann Arbor)與迪爾伯恩分校(Dearborn)，Flint 分校相較於其他兩校是最小的校

區，總學生數 7,297 人，包含藝術與科學學院、教育與人類服務學院、健康職業與研

究學院和管理學院。密西根大學弗林特分校提供 100 多種本科生課程。該校重視體驗

式學習，皆為小班授課，所有課程均由專門的教授講授，並提供大量針對學生的個別

關注與指導，並提供大量實習機會幫助學生獲得職場體驗。 

 

  該校國際處不定期舉辦短期移地學習團，由老師帶學生出國參與 Chinese Culture 

and Business 等課程，該校外語系亦提供中文課程，對華語課程安排與推動相當積極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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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國密西根大學弗林特分校華語教師招募說明 

任教國家 美國 

合作學校 
密西根大學弗林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 – Flint，UMF) 

http://www.umflint.edu 

擬聘教學人員數 1 名 

聘期起迄 111 年 8 月 1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 

教學人員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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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取得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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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外

語能力條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2. 具以下資格者優先考量： 

(1) 具海外教學經驗者。 

(2) 具獨立作業及課程規劃能力者。 

(3) 英語能力佳具提出外語能力證明者。 

補助項目 

教育部 

補助項目 

1. 生活費：每月 1,200 美元，依於當地實際任教天數核給。 

2. 機票費：補助臺灣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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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 美元)。 

3. 教材教具費：300 美元。 

其他待遇 

淡江大學提供： 

1. 額外生活費補助約 9,000 美元/年。 

2. 住宿補助費 1,989 美元。 

3. 保險：依合作學校安排醫療保險費約 1430 美元。 

4. 簽證：SEVIS 及 J-1 簽證申請費用約 380 美元。 

弗林特分校提供： 

1. 講師辦公空間。 

2. 機場接送機。 

3. 入住弗林特分校宿舍補助 7,000 美元。 

備註 其他生活開支需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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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 

1. 每周授課時數 4 小時。 

2. 每周 2 小時備課及與共同授課教師討論課程。 

3. 配合本校優華語計畫內容執行招生推廣及相關工作，例如獎學金生報名招

募、開設說明會、課程招生及華語文能力測驗推廣等。 

4. 其他交辦事項。 

資料審查 

1. 申請者應繳交資料如下： 

(1) 中、英文履歷表。 

(2) 英文能力證明。 

(3)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證書。 

(4)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5) 試教影片(時長約 7~10 分鐘，任選《時代華語》一個語法或三個生詞，如

有簡報或輔具教具請一併於螢幕上分享並錄製) 

2. 上述申請人文件資料請合併為 1 個完整 PDF 電子檔(10MB 以內)、試教影片請

剪輯合併為一個連結/檔案後，至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kkTBzgkij1Tk5N2C7 

3. 初審為書面審查，包含繳交之履歷及試教影片，如書面審查不通過將不另行

通知面試。 

收件截止日期 111 年 3 月 15 日 

備註 

1. 獲選教師將持 J-1 簽證，請自行備妥以下文件申請 DS-2019。 

(1) J-1 交流訪客簽證申請表。 

(2) 簽證申請人護照資訊頁影本。 

(3) 簽證申請人履歷。 

(4) 財力證明。 

2. 依據美國 CDC 公告 https://reurl.cc/jk6ldq，需完成完整兩劑 Covid-19 疫苗接種

使得入境。 

3.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規定辦理補助及

成效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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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kkTBzgkij1Tk5N2C7
https://reurl.cc/jk6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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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華語教師依上開要點補助期間以一年為原則，獲國外學校續聘者得延長補助

一年；每名華語教師受領教育部補助總期限累計不得超過四年。 

5. 本案申請者，經核定錄取，不得再接受其他華語教學人員聘任，倘有上述情

事，則註銷當年度其所有華語教學人員錄取資格。 

6.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本校洽明，雙方權利義務

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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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

計為「退休年資」。 

8. 錄取者請自行辦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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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任期屆滿請配合校方辦理工作及教學之移交報告及說明，供下一任教師接續

執行。 

10. 獲聘教師須於任教期間每半年至「華語教學人才庫」(ogme.edu.tw/Sc)繕寫

任教心得及成效報告（包括當地華語文教育相關資訊），同時無償提供教育部

宣傳、推廣或成果發表使用；另應配合教育部華語教學相關活動進行經驗分

享。 

11. 該校無實施華師遠距教學，如聘期開始前仍無法赴任，將延後聘期。 

12. 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本通告保有延期、變

更或中止之權利。 

聯絡人 

淡江大學推廣教育處華語中心 江錦瑛 

聯絡電話：(02)2321-6320 分機 8856 

電子信箱：momochiang@clc.tku.edu.tw 

 

  

mailto:momochiang@clc.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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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美國新澤西州立大學 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 學校簡介 

 

新澤西州立大學 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 TCNJ 以其自然美景而聞名，位於新澤

西州尤因鎮郊區，佔地 289 英畝，綠樹成蔭，靠近紐約市和費城，為美國最優秀的公

立大學之一，強大的文科核心構成了學院七所學院提供的豐富學位課程的基礎：藝術

與傳播、商業、教育、工程、人文與社會科學、護理、健康和運動科學。該校學校非

常重視本科生的教育，開創了本科階段私人機構和校內合作共同培養學生的創新教育

體制，本科生可以在校內和校外的研究機構和實驗室進行學習、指導實習和實地經驗

及社區參與學習等，學生可以將學習和實踐結合在一起。另外，該校在 2015 年《美

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北部地區大學」排名中列在第 3 位， 也是美國東北部最佳的

地區性公立教育機構。《福布斯》則將其列在東北部第 76 位，全國第 168 位。 

 

學校鼓勵學學生參加每週一次的華語論壇，與母語人士練習中文口說，並透過中

華活動文化，促進中華文化傳承，同時配合真實學習情境也能培養學生學習華語的興

趣。 

 

該校強烈鼓勵學生出國留學，以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文化知識，開闊國際視野

和生活經驗，體驗當地環境，鍛鍊獨立生活能力，深入當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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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澤西州立大學 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 華語教師招募說明 

任教國家 美國 

合作學校 
新澤西州立大學(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TCNJ) 

http://tcnj.edu 

擬聘教學人員數 1 名 

聘期起迄 111 年 8 月 1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 

教學人員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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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取得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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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外

語能力條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2. 具以下資格者優先考量： 

(1) 具海外教學經驗者。 

(2) 具獨立作業及課程規劃能力者。 

(3) 英語能力佳具提出外語能力證明者。 

補助項目 

教育部 

補助項目 

1. 生活費：每月 1,200 美元，依於當地實際任教天數核給。 

2. 機票費：補助臺灣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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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 美元)。 

3. 教材教具費：300 美元。 

其他待遇 

淡江大學提供： 

1. 額外生活費補助約 8,500 美元/年。 

2. 保險：保險費補助 1,500 美元。 

3. 簽證：SEVIS 及 J-1 簽證申請費用約 380 美元。 

新澤西州立大學提供： 

1. 講師辦公室及設備。 

2. 機場接送機。 

3. 學期間宿舍住宿(單人房或雙人房，採預約抽籤制)。 

4. 免費修習 TESOL 專業課程(一學期至多可修 4 學分)。 

備註 其他生活開支需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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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 

1. 抵達美國後，參與教師培訓一周。 

2. 每周教學時數至多 8 小時，每學期約 14 周。 

3. 配合本校優華語計畫內容執行招生推廣及相關工作，例如獎學金生報名招

募、開設說明會、課程招生及華語文能力測驗推廣等。 

4. 其他交辦事項。 

資料審查 

1. 申請者應繳交資料如下： 

(1) 中、英文履歷表。 

(2) 英文能力證明。 

(3) 相關領域碩士學位證書。 

(4)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5) 試教影片(時長約 7~10 分鐘，任選《時代華語》一個語法或課文，如有簡

報或輔具教具請一併於螢幕上分享並錄製)。 

2. 上述申請人文件資料請合併為 1 個完整 PDF 電子檔(10MB 以內)、試教影片請

剪輯合併為一個連結/檔案後，至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kkTBzgkij1Tk5N2C7 

3. 初審為書面審查，包含繳交之履歷及試教影片，如書面審查不通過將不另行

通知面試。 

收件截止日期 111 年 3 月 15 日 

備註 

1. 獲選教師將持 J-1 簽證，請自行備妥以下文件申請 DS-2019。 

(1) J-1 交流訪客簽證申請表。 

(2) 簽證申請人護照資訊頁影本。 

(3) 簽證申請人履歷。 

(4) 財力證明。 

2. 依據美國 CDC 公告 https://reurl.cc/jk6ldq，需完成完整兩劑 Covid-19 疫苗接種

使得入境。 

3. 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規定辦理補助及

成效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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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華語教師依上開要點補助期間以一年為原則，獲國外學校續聘者得延長補助

一年；每名華語教師受領教育部補助總期限累計不得超過四年。 

https://forms.gle/kkTBzgkij1Tk5N2C7
https://reurl.cc/jk6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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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案申請者，經核定錄取，不得再接受其他華語教學人員聘任，倘有上述情

事，則註銷當年度其所有華語教學人員錄取資格。 

6. 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於申請時自行向本校洽明，雙方權利義務

關係於聘約中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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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赴海外任教期間無法採

計為「退休年資」。 

8. 錄取者請自行辦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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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任期屆滿請配合校方辦理工作及教學之移交報告及說明，供下一任教師接續

執行。 

10. 獲聘教師須於任教期間每半年至「華語教學人才庫」(ogme.edu.tw/Sc)繕寫

任教心得及成效報告（包括當地華語文教育相關資訊），同時無償提供教育部

宣傳、推廣或成果發表使用；另應配合教育部華語教學相關活動進行經驗分

享。 

11. 該校無實施華師遠距教學，如聘期開始前仍無法赴任，將延後聘期。 

12. 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本通告保有延期、變

更或中止之權利。 

聯絡人 

淡江大學推廣教育處華語中心 江錦瑛 

聯絡電話：(02)2321-6320 分機 8856 

電子信箱：momochiang@clc.tku.edu.tw 

 

 

mailto:momochiang@clc.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