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102 年遴薦華語文教師赴外國任教第 102014 號通告 
任教國家 馬拉威 

合作學校 馬拉威布蘭岱阿彌陀佛關懷中心(ACC) 

圓通中小學 

負責人名銜 ACC非洲執委會秘書長  林青嶔 

擬聘教學人員數 華語教師 2名 

教學人員資格 正體字教學華語教師:華語文相關系所學士以上或具

有中小學教師證資格，並具有吃苦耐勞及愛心、能接

受素食者。 

具第二專長如音樂、聲樂、體育或職訓技藝者尤佳 

聘期起迄 2013.07.01 — 2014.06.30 

薪資 每月新臺幣 40,000元整 

(含教育部 800美元/月、外交部 NGO新臺幣 12,000

元/月、折合新臺幣不足額部份由 ACC補足) 

其他待遇 提供海外醫療保險、住宿，提供素食 

教育部補助項目 1.初次應聘時臺灣至馬拉威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機

票乙張，機票款補助上限 1,800美元。 

2.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800美元 

3.一次教材教具費 300美元 

授課內容及時數 每週 40小時華語或其他課程 

每週上班 6日 

採用僑委會教材 

授課對象 6-12歲孤兒院童/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 

代表處聯絡人及

聯絡方式 

駐南非台北聯絡代表處 

頼國棟 副參事 

Tel: +27-12-4306071 

Cell: +27-82-8029368 

圓通中小學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林青嶔  ACC非洲執委會秘書長 

Email: vincent@topint.co.za 

TEL:+27-11-7633033 FAX: +27-11-7633120 

Cell: +27-82-7888989 

備註 1.教學人員應繳交資料: 

自傳、學經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

中小學合格教師證以及連絡資料. 

以上資料請送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343巷 22號 

法如法師 02-25980045 

mailto:Vincent@topint.co.za


Email： puhsein.found@msa.hinet.net 

2.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六 實際上班時數與孤兒院院

長及圓通中小學校長面議為準. 

3.馬拉威政經穩定，醫療體系尚屬完善，聯合國醫療

團派駐布蘭岱。需申請南非過境簽證，進入馬拉威

後辦理落地簽證. 

4.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申請人於申請時

自行向擬聘學校洽明，雙方權利義務係於聘約中訂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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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任前須與教育部簽訂行政契

約. 

日期: 102年 4月 19日 

  

mailto:puhsein.found@msa.hinet.net


教育部 102 年遴薦華語文教師赴外國任教第 102015 號通告 
任教國家 頼索托 

合作學校 頼索托馬飛騰阿彌陀佛關懷中心(ACC) 

圓通中小學 

負責人名銜 ACC非洲執委會秘書長  林青嶔 

擬聘教學人員數 華語教師 2名 

教學人員資格 正體字教學華語教師:華語文相關系所學士以上或具

有中小學教師證資格，並具有吃苦耐勞及愛心、能接

受素食者。 

具第二專長如音樂、聲樂、體育或職訓技藝者尤佳 

聘期起迄 2013.07.01 — 2014.06.30 

薪資 每月新臺幣 40,000元整 

(含教育部 800美元/月、外交部 NGO新臺幣 12,000

元/月、折合新臺幣不足額部份由 ACC補足) 

其他待遇 提供海外醫療保險、住宿，提供素食 

教育部補助項目 1.初次應聘時臺灣至頼索托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機

票乙張，機票款補助上限 1,800美元。 

2.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800美元 

3.一次教材教具費 300美元 

授課內容及時數 每週 40小時華語或其他課程 

每週上班 6日 

採用僑委會教材 

授課對象 6-12歲孤兒院童/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 

代表處聯絡人及聯

絡方式 

駐南非台北聯絡代表處 

頼國棟 副參事 

Tel: +27-12-4306071 

Cell: +27-82-8029368 

圓通中小學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林青嶔  ACC非洲執委會秘書長 

Email: vincent@topint.co.za 

TEL:+27-11-7633033 FAX: +27-11-7633120 

Cell: +27-82-7888989 

備註 1.教學人員應繳交資料: 

自傳、學經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中

小學合格教師證以及連絡資料. 

以上資料請送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343巷 22號 

法如法師 02-25980045 

mailto:Vincent@topint.co.za


Email： puhsein.found@msa.hinet.net 

2.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六 實際上班時數與孤兒院院

長及圓通中小學校長面議為準. 

3.頼索托政經穩定，地處南非境內國，醫療體系完

整；台灣護照需要先申請南非簽證(觀光簽多次)

後，進入頼國再辦理工作証. 

4.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申請人於申請時

自行向擬聘學校洽明，雙方權利義務係於聘約中

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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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任前須與教育部簽訂行政

契約. 

日期: 102年 4月 19日 

  

mailto:puhsein.found@msa.hinet.net


 

教育部 102 年遴薦華語文教師赴外國任教第 102016 號通告 
任教國家 史瓦濟蘭 

合作學校 史瓦濟蘭祥安諾阿彌陀佛關懷中心(ACC) 

圓通中小學 

負責人名銜 ACC非洲執委會秘書長  林青嶔 

擬聘教學人員數 華語教師 2名 

教學人員資格 正體字教學華語教師:華語文相關系所學士以上或具有

中小學教師證資格，並具有吃苦耐勞及愛心、能接受

素食者。 

具第二專長如音樂、聲樂、體育或職訓技藝者尤佳 

聘期起迄 2013.07.01 — 2014.06.30 

薪資 每月新臺幣 40,000元整 

(含教育部 800美元/月、外交部 NGO新臺幣 12,000

元/月、折合新臺幣不足額部份由 ACC補足) 

其他待遇 提供海外醫療保險、住宿，提供素食 

教育部補助項目 1.初次應聘時臺灣至史瓦濟蘭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

機票乙張，機票款補助上限 1,800美元。 

2.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800美元 

3.一次教材教具費 300美元 

授課內容及時數 每週 40小時華語或其他課程 

每週上班 6日 

採用僑委會教材 

授課對象 6-12歲孤兒院童/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 

代表處聯絡人及

聯絡方式 

駐南非台北聯絡代表處 

頼國棟 副參事 

Tel: +27-12-4306071 

Cell: +27-82-8029368 

圓通中小學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林青嶔  ACC非洲執委會秘書長 

Email: vincent@topint.co.za 

TEL:+27-11-7633033 FAX: +27-11-7633120 

Cell: +27-82-7888989 

備註 1.教學人員應繳交資料: 

自傳、學經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或

中小學合格教師證以及連絡資料. 

以上資料請送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343巷 22號 

mailto:Vincent@topint.co.za


法如法師 02-25980045 

Email： puhsein.found@msa.hinet.net 

2.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六 實際上班時數與孤兒院院

長及圓通中小學校長面議為準. 

3.史瓦濟蘭與我國有正式外交關係，邦誼穩固，我醫

療團也駐紮於此，台灣護照落地簽證，但需申請

南非過境簽證. 

4.本表中未列明之權利義務事項，請申請人於申請時

自行向擬聘學校洽明，雙方權利義務係於聘約中

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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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任前須與教育部簽訂行政

契約. 

日期: 102年 4月 19日 

mailto:puhsein.found@msa.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