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共 4 页） 
 

国际专业服务机构 
2018 服务机会 – 1 年或以上，需有相关专业及经验                                                                           

联络/查询 电邮：hqcpc@msips.org  
编

号 
人事需求 对申请人要求 

按项目类别排序 

行政或 IT支持 

1 重庆：社区工作者/办公负责人 

相关专业大学毕业生加 3 至 4 年相关经验；擅长微软

office 程序；有行政管理技能；能与人合作；仆人精

神；遇事有弹性不固执己见。 

2 昆明(I)：工作点负责人 

学士学位（硕士更佳）；有领导统御能力以及跨文化

经验；需领导本地同工并建立团队；与当地官员/合作

方接洽并作项目推动（康复项目/医疗培训）。 

教育 

3 
成都(II)：物理治疗师/言语治疗师/特殊

教育专家 

相关专业；5 年或以上特殊教育经验；愿于平日夜间甚

至周六夜间工作；特别需对有学习障碍的孩童及其家

人有负担。 

4 成都(II)：辅导员/心理咨询师 

相关专业；5 年或以上特殊教育经验；愿于平日夜间甚

至周六夜间工作；特别需对有学习障碍的孩童及其家

人有负担。 

5 成都(II)：英语教师 

相关专业；3 年或以上教学经验优先；儿童/青少年工

作经验；愿于平日夜间甚至周六夜间工作；特别需对

有学习障碍的孩童及其家人有负担；需懂得设计相关

课程及举办英语营会。 

6 成都(II)：创意思维工作坊导师 

相关专长的专业教师；3 年或以上有国际文凭大学预科

课程教学经验并擅于创意思维设计；儿童/青少年工作

经验；愿于平日夜间甚至周六夜间工作；需懂得设计

相关课程及举办英语营会。 

7 美姑：幼儿园教师 

大专或以上文凭；对孩子/学生有负担并有能力为他们

带领活动；愿意学习当地话语及文化；需培训本地治

教师。 

8 绵阳：支教教师（当地小学）  

至少 2 名。相关专业（英语/音乐/电脑/美术）；有教师

资格证；对穷人有负担；有委身合作精神。 

9 昭觉：英语教师（当地中学） 
相关专业；擅长纠正发音错误；有教师资格证；对当

地教育有负担。 

10 昆明(II)：特殊教育专家 

相关专业并有 3 年或以上的经验；有使命感；需保持

与学生及其家长的紧密联系，为提升服务质量而从学

生及其家长那里收集反馈意见并就日常教学工作之需

要作各样的预备。 

11 昆明(II)：物理治疗师/言语治疗师 
相关专业；有 5 年或以上的经验；有使命感；需培训

本地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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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昆明(II)：昆明医学院英语教师 
相关专业；需有学士或以上文凭；需有相关经验；有

TESL资格证者优先。 

13 
寻甸：导师（英语/数学/科学/音乐/美术

等） 

相关专业的老师、儿童 /青年工作者；需培训本地教

师。 

14 寻甸：特殊教育导师/教育心理学家 

相关专业的老师、儿童/青年工作者；需对于传统大班

教学体系中有困难的学生作出需要上的评估并为他们

制定相应的学习计；需培训本地教师，成为他们的生

命师传。 

社区发展 

15 北川：社区工作者 
关顾探访病人、妇女等群体；对穷人有负担；有合作

精神。 

16 北川：辅导员/心理咨询师 

有 2 年或以上的临床心理咨询经验；能与村里人和睦

相处；曾有跨文化经历；最好有相关专业（辅导/心理

咨询/其他同等）之大学学位。 

17 重庆：项目协调员/项目经理 

良好项目管理能力；全局观念；良好人际关系及领导

统御能力；仆人精神；（必须）在与我们相同理念的

公益机构工作过；遇事有弹性不固执己见。 

18 

重庆：社工/心理咨询师/对开办营会有

经验者（以民工子女/烧伤儿为服务对

象） 

相关专业大学毕业生；有 3 至 5 年相关经验；仆人精

神；良好人际关系；遇事有弹性不固执己见。 

19 昆明(I)：项目协调员 

学士学位；有项目管理及跨文化经验；需领导本地同

工并建立团队；需协助工作点负责人，需与当地官员/

项目合作方接洽推动项目的开展（康复/医疗培训）。 

20 昆明(I)：社工/社区工作者 
3 年或以上相关经验；有良好沟通与组织能力；乐于与

本地公益机构（家长互助团体）同行。 

农业 

21 美姑：农业项目协调员 

大专或以上文凭；能与农民沟通；动手能力强并有一

定农技知识；有健强体魄并可以爬山到村子里去；能

吃肉。 

医疗与公共卫生 

22 
成都(I)：精神康复师/社工/心理咨询师/

护士  

相关专业；传递全人关怀理念；特别需对精神科病人

及其家人有负担。 

23 美姑：医护人员 

大专或以上文凭并有 5 年或以上的医护经验；熟悉大

陆医疗体系并愿与本地医护同行；能教导别人；有仆

人心志并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分派工作给别人；

资源缺乏环境下也能游刃有余；有幽默感、自发力，

为人处事有弹性。 

24 
北川：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县医

院或康复中心） 

有 10 年或以上康复治疗经验；对穷人有负担；有委身

合作精神；需培训本地治疗师。 

25 

北川：专科医生（县医院）：普通外

科、深切治疗、急诊、泌尿科、肾脏透

析、骨科、病理科、肠胃科等 

有 10 年或以上相关医疗经验；对穷人有负担；有委身

合作精神；需培训本地医生。 

26 昭觉：普通外科/骨科（县医院） 有行医证；教授一般性外科手术及基本正骨手术。 



第 3 页（共 4 页） 
 

27 昭觉：牙科医生（县医院） 有行医证；教导及培训当地牙科医生。 

28 
昭觉：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康复师

（县医院） 
有行医证；需培训本地护士成为康复治疗师。 

企业咨询 

29 成都(II)：商业顾问 
在中国开办及运作企业 5 年或以上经验者；需向本地

或外资企业（包括公益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2018 服务机会 – 1个月至 11月，需有相关专业及经验                                                                           

联络/查询 电邮：hqcpc@msips.org  
编

号 
人事需求 对申请人要求 

按项目类别排序 

教育 

1 
5月始，需委身 1-11 个月 

美姑：当地幼儿园教师 

流利中文（听说读写）；愿与当地彝语翻译合作；资

源缺乏环境下也能游刃有余；有幽默感、自发力，为

人处事有弹性；最好能用英语作简单沟通。 

2 
需委身 3-11 个月 

寻甸：英语助教 
协助中心的英语教师开展小班教学、因材施教。 

 

3 
需委身 3-11 个月 

寻甸：学生中心的活动助理 
与我们一起计划/协调中心的年度活动、社区活动。 

 

4 
7至 8月，需委身 1.5-2 个月 

寻甸：吉他导师 
为青少年开办吉他班并用音乐来服侍社区。 

 

社区发展 

5 
5月始，需委身 1-11 个月 

美姑：乡村健康培训师/营养师 

流利中文（听说读写）；愿与当地彝语翻译合作；能

教导他人；资源缺乏环境下也能游刃有余；有幽默

感、自发力，为人处事有弹性；有社区护士经验者优

先。 

6 
5月始，需委身 1-11 个月 

美姑：视像人员 

流利中文（听说读写）；愿与当地彝语翻译合作；资

源缺乏环境下也能游刃有余；有幽默感、自发力，为

人处事有弹性；最好能用英语作简单沟通。 

7 
7至 8月，需委身约 2 个月 

成都：社区关顾大使 

流利中文（听说读写）；有过相关经验但仍需要谦卑

的心；有独立生存能力并作牧者的助手；需不定期完

成探访服侍，尤其向晚期病人提供纾缓宁养关怀。 

农业 

8 
5月始，需委身 1-11 个月 

美姑：农业项目协调员 

流利中文（听说读写）；愿与当地彝语翻译合作；资

源缺乏环境下也能游刃有余；有幽默感、自发力，为

人处事有弹性；最好能用英语作简单沟通。 

医疗与公共卫生 

9 
7月始，需委身 11 个月 

昆明：全人康复项目（老人服务）助理 

对老人有负担；医疗背景并有 2 年或以上相关经验；

良好沟通能力；与其他志愿者同工过的人士优先。 

10 
7月始，需委身 11 个月 

昆明：全人康复助目（残联康复中心培
医疗背景并有 3 年或以上相关经验；需与不同专业人

士一起同工。 



第 4 页（共 4 页） 
 

训）助理 

11 
7月始，需委身 11 个月 

六库：护士（县医院） 

有团队精神；流利的中文（听说读写/打字）；健康的

体魄。 

12 

每年 5月底至 7月底，需委身约 2个月 

西昌：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特殊教

育教师（凉山州第二人民医院，或会加

入 “星光常亮”志愿队） 

3年或以上康复工作经验；2年或以上物理治疗/作业治

疗/特殊教育经验；需协助凉山州第二人民医院脑瘫儿

康复中心。（我们共承诺委身协助该中心 7年时间；

希望中期人员重复帮助我们，比如，每年来一次。） 

13 

4月始，需委身 6-11个月 

昭觉：专科医生（尤其病理学/诊断成

像/超声心动图专家） 

 

相关专业；熟悉大陆医疗体系并愿与本地医护同行；

能教导别人；有仆人心志并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

分派工作给别人；资源缺乏环境下也能游刃有余；有

幽默感、自发力，为人处事有弹性。；有 5 年或以上

经验者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