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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能帮我们招聘老师吗?”在拒绝多次这样的
请求后，我们意识到整理出一份有信誉的教育招聘公司名单以及相关的招聘
建议是有益的且并不是一件难事，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

这份简短的指南分为两部分：
（一）帮助学校招聘教师和领导者的公司
（二）专业发展和教师培训机会，有助于发展和留住人才

这是问创推出的第一版指南。如果您的公司想加入指南的名单中，
请通过contact@ventureeducation.org与我们联系。

前言



近年来，招募教师一直是国际学校和双语学校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根据一份
英国国际学校理事会（COBIS）编制的2020年报告，来自全球英国国际学校的
高级领导人通过加强职业发展、改善绩效管理以及增加薪金和福利这几项工
作显著提高了对教师待遇和福利。尽管在招募和留住教师这两方面有了积极
进步的对策，但仍有88％的人发现招聘高素质教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国际教育的突飞猛进以及持续的全球疫情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在中
国英国商会（BCCC）的年度建议书中，人力资源和人员配备的限制已连续三
年被列为在华英国教育公司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  

教师和领导者招聘



精选教育招聘机构
以下是问创合作伙伴和客户推荐的三家提供教育招聘服务的公司

Tes Tes是一家国际教育教师招聘公司，帮助学校寻找和招聘所需的教师，并在全
球范围内为教师提供就业机会。它们还帮助在职教师进行专业发展，并通过维
护在线学习服务的义务来支持学校发展。

官方网站: tes.com
咨询联系邮箱: recruitment@tes.com

欧洛斯招聘是一家专门从事教育招聘的咨询公司，为双语教师提供专业的评
估和技能提升服务，并将合适的双语教师人才与中国以及其他地区双语或国
际学校的空缺职位进行匹配。欧洛斯旨在帮助勤奋、积极的教师找到最合适的
职业发展机会。我们与学校、教师和专家培训伙伴合作，为提升教师的就业能
力搭建平台，根据专业技能与学校进行匹配。

我们目前提供的两项服务:
双语教师招聘及教师培训服务
双语学校和国际学校招聘服务

官方网站: eurusrecruit.com
咨询联系邮箱: info@eurusrecruit.com

欧洛斯招聘

Education 
Recruitment 
Experts 

我们是一家在亚洲具有很强实力的教育招聘公司， 招聘教育行业各个领域的
员工，例如市场营销经理、首席执行官、董事会董事、教授、院长、学校教师和
校长。公司总部位于上海，业务覆盖大中华地区，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我们是
独立且公开公正的，将会为您解答有关教育应聘的任何问题。 我们也对求职
者提供免费的服务，为客户提供合理的价格，并对这两方进行全面的背景调
查和研究。

官方网站: educationrecruitment.expert
咨询联系邮箱:info@educationrecruitment.expert



教师 领导者公司名称 具体信息 联系方式 公司概况

Celsian 
Education

网站：
celsianeducation.co.uk

邮箱：
contact@celsianeducation.co.uk 

英国设有六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1993
总部：英国卢顿

“Celsian Education是一家专门
从事教育应聘的公司，为教育工

作者提供在小学、初中、高中和特
殊教育学校工作的机会。”

DIRECT
网站：

directtrs.com

邮箱：
claire@directtrs.com

全球设有两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2014
总部： 爱尔兰都柏林

“DIRECT是一家教育教师招聘公
司，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师提供

工作机会，并提供简历建议、免费
培训和拓展人际关系的服务。”

Anthony 
Millard 

咨询公司

网站： 
anthonymillard.co.uk

邮箱：
info@anthonymillard.co.uk

英国设有一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2004
总部： 英国伦敦

“Anthony Millard是一家教育咨
询公司，专门从事寻找和招聘优
秀的教育领导者，并提供战略方

面的建议。”

Carney, 
Sandoe & 
Associates

网站：
carneysandoe.com

邮箱：
recruitment@carneysandoe.com

美国设有一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1977
总部： 美国波士顿

“Carney，Sandoe＆Associates
是一家教育招聘和战略咨询公司
，为教师和管理人员提供K-12私

立学校中的工作机会。”

Education
Recruitment

Experts

网站：
educationrecruitment.expert

邮箱：
info@educationrecruitment.expert

上海设有一处办公室 

建立时间：2016
总部： 中国上海

“ERE是一家在亚洲具有很强实力
的教育招聘公司， 招聘教育行业
各个领域的员工，例如市场营销
经理、首席执行官、董事会董事、

教授、院长、教师和校长。”

为了向广大学校和教育从事者提供职业招聘的信息，以下整理了国际和中国范围内一些教
育招聘公司的名单。名单为免费的可共享资源，不包含任何有关对于以下公司的认可或意
见，也不为以下公司所提供的任何服务质量等业务承担责任。

如果您希望将您的公司纳入此名单中，请联系contact@ventureeducation.org。

学校教师和领导者招聘



教师 领导者

Eteach
网站：

eteach.com

邮箱：
info@eteach.com

全球设有五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2001
总部：英国布拉克内尔

“Eteach是一家教育招聘公司，致
力于提供教育招聘解决方案，教
师、学校领导及教务人员可在其
中寻找最新职位，同时招聘方可

吸引最佳候选人。”

Edvectus
网站：

edvectus.com

邮箱：
teacher@edvectus.com

全球设有四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2013
总部：英国伦敦

“Edvectus是一家国际教学机构，
致力于将具有国际视野的教师与合
适的国际学校进行匹配，并为候选

人提供在线培训服务。”

Engage 
Education

网站：
engage-education.com

邮箱：
enquiries@engage-education.com

全球设有九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2008
总部：英国沃特福德

“Engage Education是一家教育
招聘机构，为英国老师提供合作
学校的工作机会，并为来自爱尔

兰、加拿大、南非等其他国家的老
师提供在英国工作的机会。”

欧洛斯招聘
网站： 

eurusrecruit.com

邮箱：
info@eurusrecruit.com

北京设有一处办公室

建立时间： 2018
总部：中国北京

“欧洛斯是一家专门从事教育招
聘的咨询公司，为双语教师提供
专业的评估和技能提升服务，并

将合适的双语教师人才与中国以
及其他地区双语或国际学校的空

缺职位进行匹配。”

公司名称 具体信息 联系方式 公司概况

Global 
Teacher 

Recruitment 
(GTR)

网站： 
globalteacherrecruitment.com

邮箱：
careers@globalteacherrecruitment.com

全球设有四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2016
总部:中国香港

“Global Teacher Recruitment
是一家招聘机构，为ESL老师提

供在亚洲英语教育机构和国际学
校的工作机会。”

INTA 
Education

网站：
intachina.com

邮箱：
info@intachina.com

全球设有两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2018
总部： 中国上海

“INTA Education是一家国际教
育招聘机构，为合格的教师提供

遍布中国和亚洲的知名国际及双
语学校的工作机会。”

Impact
Teachers

网站：
impactteachers.com

邮箱：
jen@impactteachers.com

全球设有五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2005
总部： 英国伦敦

“Impact Teachers是一家教育招
聘公司，专门为伦敦和英国的小
学，中学及特殊教育需求的学校

招募高质量的老师和助教。”



教师 领导者

SeekTeachers
网站：

seekteachers.com

邮箱：
enquiries@SeekTeachers.com

全球设有两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 2009
总部：英国伦敦

“SeekTeachers是一家国际教育
教师招聘咨询公司，为教育从事
者提供国际幼儿园，学校和大学

中的工作机会。”

Reach To 
Teach

网站：
reachtoteachrecruiting.com

邮箱：
Info@ReachToTeachRecruiting.com

全球设有两个办公室
（包括台北）

建立时间：2005
总部： 美国阿尔戈纳

“Reach To Teach是一家教师招
聘公司，为英语母语老师免费提
供世界各地的ESL工作和志愿者

活动。”

International 
Teachers Plus 

(ITP)

网站：
internationalteacherplus.com

邮箱：
teachers@internationalteachersplus.com

全球设有两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2012
总部： 加拿大渥太华

“International Teachers Plus 
(ITP)是一家教师职业安置机构，
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全面的招聘服

务和各种国际教学工作机会。”

Protocol 
Education

网站：
protocol-education.com

邮箱：
ian@gkstrategy.com

全球设有36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1994
总部： 英国伦敦

“Protocol Education是一家教
育招聘公司，帮助英国和海外的
教育工作者在英格兰的托儿所，

学校和学院找到工作。”

公司名称 具体信息 联系方式 公司概况

ISS-Schrole 
Advantage

网站：
iss-schrole.com

邮箱：
investors@schrole.com

澳大利亚设有一个办
公室

建立时间： 2013
总部： 澳大利亚

“ISS-Schrole Advantage是一家教
育招聘公司，为会员提供个性化的
招聘支持，为教师和学校领导者提

供无与伦比的就业机会。”

RSAcademics 
Ltd

网站：
rsacademics.com

邮箱：
info@rsacademics.com

英国设有一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2002
总部：英国曼彻斯特

“RSAcademics是一家教育招聘
的咨询公司，通过寻找和培养优
秀的领导者和决策者，使世界各
地的私立学校得以蓬勃发展。”

Search 
Associates

网站：
searchassociates.com

邮箱：
jmagagna@searchassociates.com

全球设有22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1990
总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Search Associates是一家国际
教育教师招聘公司，为中小学行
政管理人员、教师、辅导员、图书

馆员和实习生在世界各地的国际
学校中提供就业机会。”



TIS
Recruitment

网站： 
ticrecruitment.com

邮箱：
enquiries@ticrecruitment.com

英国设有一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 2005
总部： 英国卡迪夫

英国设有一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 2005
总部： 英国卡迪夫

“TIC招聘是一家小型教育招聘的咨
询公司，帮助世界各地的国际学校

招聘到优秀的老师与领导者。”

Teach Away
网站： 

teachaway.com

邮箱：
rebecca@teachaway.com

全球设有两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 2003
总部：加拿大多伦多

“Teach Away是一家国际教育教
师招聘公司，专门从事国际教师
招聘和在线教师专业发展，为教
育工作者提供50多个国家/地区

的教学工作机会。”

Teacher 
Horizons

网站： 
teacherhorizons.com

邮箱：
info@teacherhorizons.com

英国设有一处办公室 

建立时间：2011
总部：英国伦敦

“Teacher Horizons是一家线上教
育教师招聘，为才华横溢的教育者
提供世界各地学校的教学机会。”

教师 领导者公司名称 具体信息 联系方式 公司概况

Tes
网站： 

tes.com

邮箱：
recruitment@tes.com

全球设有20个办公室
（包括香港）

建立时间：1910
总部： 英国伦敦

“Tes是一家国际教育教师招聘公
司，帮助学校寻找和招聘所需的
教师，并在全球范围内为教师提

供就业机会。”

Vision for 
Education

网站：
visionforeducation.co.uk

邮箱：
info@visionforeducation.co.uk

英国设有13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2008
总部：英国谢菲尔德

“Vision for Education是一家教
育招聘公司，为经验丰富的新任
教师、助教、高级助教、班主任和

其他学校支持人员提供短期和长
期的工作机会。”

Veritas 
Education 

Recruitment

网站：
veritas-education.com

邮箱：
enquiries@veritas-education.com

英国设有三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2015
总部：英国伦敦

“Veritas Education Recruit-
ment是一家教育招聘公司，为教
育工作者提供短期或长期的在英

国各地学校工作的机会。”

Top Schools
Website: 

https://www.topschools.asia

Email:
meishana@topschools.com.hk

“Top Schools 是一家专业教育
招聘咨询公司，致力于帮助世界

各地的学校招聘到长期及合同制
教师。”

英国设有一个办公室

建立时间： 2012
总部： 中国香港



作为外部招聘的替代方案，许多学校选择从组织内部培养教师和领导者。这可
以带来很多好处，包括提高员工稳定性、员工满意度，以及比从国外招聘新员工
更低的总成本。

尽管很多在职教师通过考取各种各样的国际教师资格证书来满足教师资质，但
是大多数都会要求学员在本国完成一部分师资培训及考核。 相比这些国家，英
国有一系列的教师资格考试课程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允许学员可在中国国内
参加资格考试。同时，为满足不同的培训需求，英国教师资格证书课程提供了在
线、线下或混合形式的多种授课方式。

学校教师和领导者的职业发展



英语语言教学类证书课程

英国剑桥英语语言证书（CELTA）120小时
英语教学能力国际资格证书（TESOL）200小时

教师职业发展类型证书课程

剑桥国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剑桥PDQs）150小时

国际教育学教师资格证书课程 

国际教育学教师资格证书（iPGCE）1-2年

研究生学位证书课程

教育文学硕士 1-2年
教育学硕士 1-2年

适用于在华教师的职业发展课程



精选证书课程     

国际教育学教师资格证书（iPGCE）课程
白金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BISE）

国际教育学教师资格证书（iPGCE）是专门为在国际背景下教学而设计的资格证
书。iPGCE主要面向在职教师，并提供远程学习或混合形式的培训，为想要成为老
师的学生们在国际教学道路中做好了准备。

iPGCE学分的一部分可转移到研究生学位证书课程中；接受过iPGCE培训的教师
也可采用只需要考评的方式（Assessment Only Route）获得教师资格证书（QTS
）。

白金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BISE）的课程价格为6,500英镑，由机构或大学直接提
供在校研究生教育证书培训（而不是由付费的国内中介提供）。从2021年开始，
BISE将提供双语国际研究生教育证书课程，以及一个将中英教育方法与英国知
识产权相结合的本地化课程。

剑桥国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剑桥PDQs） 
宁波诺丁汉大学 （UNNC）

宁波诺丁汉大学（以下简称UNNC）荣获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认证批准，成为教师
专业发展中心，这意味着UNNC已获得了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颁发的关于国际教
师专业发展的认证课程许可。值得一提的是，UNNC是东亚地区第一所被授权的
可完全在线提供剑桥国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的培训中心。剑桥国际教师专业发展
项目( 剑桥PDQs)旨在帮助支持致力于从事专业发展的教师。该课程帮助在岗教
师批判性参与最新教学研究，与其他教师分享最佳教学实践以及反思自身教学方
法。 剑桥PDQs要求参与教师完成跨度3个月的150课时的学习。                                       

UNNC当前提供两种剑桥PDQs：
教与学证书
教育领导力证书

剑桥国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价格为12,000元人民币，是一项高度实用的，基于学
校的资格认证，可让教师和领导者根据自己的教学或管理环境来调整学习内容。



国际教育学教师资格证书课程 
以下整理了为在华教师提供国际教育学教师资格证书课程（iPGCE）的英国院校的名单。名单
为免费的可共享资源，不包含任何有关对于以下院校的认可或意见，也不为以下院校所提供
的任何课程及服务质量等承担责任。

如果您对名单有任何疑问，请联系contact@ventureeducation.org。

LEADERSTEACHERS院校 咨询网站

德比大学

白金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杜伦大学（惠立教育研究院）

英国诺丁汉大学

巴斯大学
https://www.bath.ac.uk/campaigns/post-
graduate-certifi-
cate-in-international-education-pgcie/ 

https://www.bise.org/internation-
al-pgce 

https://www.derby.ac.uk/online/educa-
tion-courses/ipgce-online

https://iol.huilieducation.cn/pgce/ 

https://www.nottingham.ac.uk/education/-
study/pgcei/index.aspx 

https://www.qub.ac.uk/courses/postgradu-
ate-taught/internation-
al-postgraduate-certificate-in-education-pg
ce/ 



LEADERSTEACHERS院校 咨询网站

谢菲尔德大学

思克莱德大学 

桑德兰大学

提塞德大学

华威大学

TES学院（东伦敦大学）

西英格兰大学  

https://www.sheffield.ac.uk/postgradu-
ate/taught/cours-
es/2020/international-postgraduate-certific
ate-education-ipgce-ipgce 

https://www.strath.ac.uk/courses/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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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校的一些建议

以下是来自三位教育招聘专家的一些关于影响教师招聘的因素见解，这些因素可
能会吸引或阻碍教师在在中国的国际学校、双语学校、公立学校国际部以及培训学
校进行申请职位。

 一位专家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这些老师都是一些头脑理智，思路清晰、合理且具
有责任感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想做积极正确的工作。当面临挑战时，他们所提出的
问题也都是源自内心的诚实的考虑，而不是因为他们消极或容易抱怨。” 尽管从事
该领域工作的人可能已经熟悉了可能造成影响的各类外界因素，但我们认为当学
校作为一个团队来考虑他们所提供的职位、招聘广告和组织文化时， 这仍可能是一
个非常有用的总结。



激励及保健因素
以下内容反映了过去一年来300多位英国教师在中国求职经历的见解与看法

许多老师非常喜欢与中国学生一起工作相处。他们感到自己不必像在自己的
国家一样担心课堂管理问题，因为中国的学生通常都非常专注且勤奋，而中
国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意味着教师通常可以被赋予更高水准的教学成就。  

   

尽管薪酬水平可能较中东地区而言略低，但中国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很好地
弥补了这一点。

尊师敬长的事实同样也吸引了许多教师候选人，因为教师这一职业在中国会
得到很多的尊敬。老师们非常欣赏学生们的不懈努力以及家长在孩子教育方
面的大力投入。学生们非常重视家庭作业和来自老师的反馈，家长们也很赞
赏老师对学生所付出的努力。作为老师，当他们旅行或外出时也能够有安全
感，并感受到来自大家的尊重与欢迎。

由于中国资源丰富且幅员辽阔，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从最北部
的雪山和冰原到南部的热带岛屿；从中国中心的文化和历史名城到现代的国
际金融中心，再从令人叹为观止的远足之山到美丽的海滩，招聘者们可以将
中国精彩纷呈的生活和丰富多元的资源利用起来，去吸引更多的老师和领导
者们。

1. 一流水准

2. 薪酬合理

3. 尊师敬长

4. 精彩生活

激励因素



尽管中国的学校提供了很多招聘职位，但是却很难了解到哪些学校具有较
好的声誉，尤其是对于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候选人而言。单纯的数据信息
有时会给人一种绝望的感觉，从而降低了对他们的吸引力。

   

尽管人们最初对中国处理新冠疫情的方式感到不安，但大家现在已经开始
意识到中国政府处理的方法是有效的，尤其是在和其他国家进行对比时，
中国的做法是相对更安全的。 然而，尽管人们对中国在疫情防控和空气质
量改善方面表示赞赏，但从污染治理到限制政策，人们对中国作为长期工
作目的地的负面看法依然存在。此外，在办理工作签证时也会遇到种种问
题，这也增加了其对中国的负面看法。

中国虽然发展迅速，但并非所有机构组织都足够可靠。微信上有很多缺乏
职业素养的招聘公司和中介，他们几乎没有招聘经验，既没有审核他们的
雇主资质，也没有对所招聘的教育工作者进行资质背调。对于真正致力于
提供高质量教学的教师而言，当听到有关一心牟利、不守信誉、管理不当、
用合同中的不明条款进行限制等消息时，都会让他们心灰意冷，重新考虑
自己是否愿意进入这一行业。

许多申请人提出的主要问题都与住房有关，特别是涉及住房是由学校提供
还是由私人房东进行提供。。 教师们感谢在住房方面获得的帮助，但他们希
望出现问题时可以得到更多持续的支持，更透彻地了解所发生的问题，以
及得到语言上的一贯辅助，而不希望得到的帮助时有时无。

5. 猎寻职位

6. 负面新闻

7. 欺诈行为

8. 住房问题

保健因素



作为一名招聘官，谨记一条重要的建议：不要等到最后一
刻才去求助于中介机构，因为其他学校早就已根据本校
人才储备战略规划提前引进了中介机构所掌握的人才资
源。如果你寄希望于在6月份招到开学所需的称心如意的
教师，走运的话可能会得到一些优秀的教师，但相较于那
些早早下手准备充分的学校而言，机会并不是很大。      



问创教育是一家立足并服务于中、英两国的教育咨询机构，致力

于以提供研究、市场准入咨询、业务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并

购业务的方式为两国教育事业持续发展和高品质教育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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