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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居民
可內地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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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幼兒園小學中學中專 需參加資格考試

教育部網站 10 日發佈消息稱，港澳台居民可申請
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中等職業學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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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和中等職業學校實習指導教師資格。

當天發佈的《關於港澳台居民在內地(大陸)申請中小學教
師資格有關問題的通知》（下簡稱《通知》）是由教

育部辦公廳、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秘書局、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秘書行政司聯合下發。

考試需持認定有效證件

符教師法規定學歷要求
該《通知》介紹，港澳台居民申請參加中小學教師資格考
試、認定中小學教師資格的有效證件為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五年有效期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
行證；需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規定的學歷要求，
可申請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中等職業學校教師資格
和中等職業學校實習指導教師資格。
據了解，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包括筆試和面試兩部分。記
者查詢發現，河北省已發文稱，2019年上半年，接受港澳台
居民報名參加當地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筆試，報考時間為 1
月中旬。根據相關規定，教師資格證書在全國範圍內適用。

達相應普通話等級標準
《通知》要求，港澳台居民申請教師資格需符合《中華人
民共和國教師法》規定的學歷要求。港澳台居民申請教師資
格，應達到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頒佈的相應普通話水平
等級標準。
《通知》明確，申請中小學教師資格的其他條件、程序和
提交材料與內地申請人相同。在內地就讀師範專業的港澳台
居民執行就讀省份相應師範生政策，即順利從相
關專業畢業後即可獲得教師資格證書。

內地港生：看到新希望
2018 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英語專業的
港生薛鈞豪看到《通知》之後，表示會盡快
向北師大教務處諮詢是否能補辦教師資格證
港生薛鈞豪。
。
書。作為內地師範類大學的學生，薛鈞豪的 ■港生薛鈞豪
受訪者供圖
內地同學在大四畢業之前，各項成績合格並
通過體檢，就能直接獲得教師資格證書。「可惜的是，我儘
管和內地同學一起修讀了課程，但最終還是因為當年的政策
限制，而無法申請。」他只能返回香港繼續修讀國際漢語碩
士。「這個證書對我而言是一條新的出路。去年畢業時，如
果獲得證書並受僱於內地的學校，我可能就會選擇留在內地
投身教育事業。畢竟北京是我生活了四年的地方，我很喜歡
這個城市。」

港人北上執教流程
一、證件準備：
１ 身份證件：港澳台居民居住證或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回鄉證）

２ 教師法規定的學歷證明
３ 由特區政府有關部門開具的無犯罪記錄證明書

二、參加考試：
１ 教師資格考試：分筆試與面試，筆試一般在每年 3 月和 11 月各

舉行一次，面試一般在每年 5 月和 12 月各舉行一次，通過者獲
得教師資格證書。在內地就讀師範專業的港人可以免考。

２ 普通話水平等級測試（見下表）

普通話等級要求 各地有差異
大部分省份要求申請人普通話必須達到二級乙等及其以上水平，
報考語文科目教師資格證書普通話需要達到二級甲等水平。
上海、陝西、安徽、湖北：語文、對外漢語教師、幼兒園教師應達
到二級甲等及以上水平，其他學科二級乙等及以上水平。其中，江
蘇年滿59周歲申請人員提倡使用普通話，對普通話證書不作要求。
廣東：社會人員以及廣州、深圳、珠海要求二級乙等以上標準，其
餘地區三級甲等以上水平。
青海：語文、幼兒園教師應達到二級甲等及以上水平，其他學科二
級乙等及以上水平，母語非漢語申請人員三級甲等及以上水平。
雲南、貴州：二級乙等及以上，民族自治地方用漢語和
當地民族語言教學地區的人員暫可放寬到三級甲等及以
上水平。

雙非媽媽：有利孩子提前適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帥誠 深圳
廣州報道）內地開放港澳台居民申請中小學教
師資格，獲得不少深圳港人子弟學校家長的贊
同，絕大多數家長表示歡迎，稱此舉不但能幫
助小孩更快了解香港教學方式，有助於提前適
應港式教學模式，還能促進深港兩地教育模式
的交流合作。

冀助孩子適應兩地差異
陳女士是一位雙非學童家長，她的孩子今年
9 月份正式赴港就讀小一，剛入學就明顯感到
不適應，「首先就是教育模式區別很大，單單
繁體字就花了好幾個月去認識和學習。再比如
學習數學，內地是一加一等於二，香港就是一
和一等於二，二去一等於一，這些方面還是有
差異的。如果說在內地上學，能夠有香港的老
師過來教，可能就不會像我孩子那樣有一兩個

月，甚至第一個學期考試都出現懵懵懂懂的情
況。而且家長也會省心不少。」
陳女士還建議稱，可以嘗試專為香港老師開
設一些特色課程，能保留多一些香港元素。
羅湖港人子弟學校家長張先生則表示，香港
的老師也可以學習一些有內地特色的東西。張
先生坦言，要想融入香港，最好的方式還是真
正去到香港讀書，但對於有些做不到的家庭來
說，能在有香港老師的學校裡讀書，也是非常
好的安排了。

華僑學校考慮優先聘港師
東莞粵華學校於去年首次成立了華僑港澳台
聯考培訓班，旨在幫助更多符合政策的華僑港
澳台考生進入內地高等學府。粵華學校校長曾
文明表示，香港教師的雙語教學水平和專業的
教育思維，更符合在內地港澳台考生的需求。

港教界歡迎：增就業選擇

《通知》明確，在內地學習、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台居民，
凡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擁護中國共產黨領
導，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貫徹中國共產黨的教育方針，
根據自願原則，可申請參加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認定中小
學教師資格。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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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願望終成真
：
胞 新年好禮物

「你知道嗎，連續四年，我過年的祈福許的都是這個願
望，沒想到今天竟然成真了。」當天患着鼻炎正在休息的杭
州愛爾堡國際教育集團的董事長林佳燕收到相關消息，連稱
「病都好了大半！」來自台灣的她一手創辦的教育集團旗下
擁有四家幼兒園，之前由於台灣幼師在大陸無法考證，幼兒
園裡的台灣教師只能以保育員的身份來杭州工作。「我要趕
緊把這個好消息跟我的教師們分享，我真的很激動誒！」

台「少子化」幼師難搵工
受「少子化」影響，台灣的許多優秀的幼教老師面臨畢業
以後找不到工作的情況。「然而，每年我去台灣招聘老師
時，很多人卻因為無法在大陸獲得教師資格證的原因，覺得
缺乏認同感，而對來大陸發展望而卻步。」
在她看來，台灣老師比較有耐心，大陸老師基礎教學扎實，
因此當兩地老師搭班工作時，會產生1+1 >2的效果，這個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國家教育部公佈港澳台
居民可在內地申請中小學教師資格的消息，受香港教育
界人士歡迎，他們認為，政策不僅讓相關人士多了一個
就業機會，更令港澳台同胞可以享受國民待遇，更方便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發揮港師英文優勢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指，之前沒有想像到香港居民可以有
機會在內地拿到教師資格執教，他對新安排表示歡迎，認
為可令港澳台同胞進一步享受國民待遇，可令港澳台居民
更方便在內地學習、生活、工作、就業。他續指，此舉讓
在香港接受師訓的準教師增加了一個新選擇，有機會在內
地從事教育工作崗位，尤其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可
發揮香港教師隊伍在英文、國際視野等方面的優勢。他認
為，在內地執教地位受尊重，而老師的教學壓力相對香港
小，老師亦可有更大空間做教學研究。
不過黃錦良也提到，香港教師工作薪酬待遇較好，有
一定吸引力，而內地教師普遍人工則不可與港直接比
較，因為內地生活指數亦較香港低；然而若有些老師能
在內地積累幾年經驗，去到本港有需要相關經驗的學
校，競爭力會較高，個人發展選擇亦會更多。

促進兩地交流互通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相關安排進一
步促進兩地教育界交流互通，過往內地人已可申請修讀
本地教育文憑而加入香港教育界，而現在港人亦可透過
資格考試而獲內地教育界接納，也是一件好事。

融合國家發展機遇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亦歡迎國家推出新的港人國民
便利措施，容許香港人到內地執業擔任教師。他提到，
青年民建聯過去曾聯同香港教育大學與數十名準教師參
觀深圳的國際學校，可見香港準教師到內地執業有一定
的訴求，指今次新措施讓青年準教師有多一個選擇，可
令更多香港年輕人將個人事業發展與國家的發展機遇融
合起來。

■台灣幼師巧媛
（後左）與杭州
幼師萱萱（後
右）搭班上課，
兩地幼師優勢互
補，深受學生歡
迎。 香港文匯報
浙江傳真
級的小朋友不僅學習成績突出，性格也會比較開朗外向。
即使隔着手機，記者都能聽到電話那頭的笑聲和歡呼聲。
掛下電話後不久，記者又收到了林佳燕發來的微信：剛剛轉
了新聞給台灣老師，他們說，這是今年最棒的新年禮物！
在福建福州創辦經營幼兒培訓機構，同時也是福州青年創
業促進會副會長的蔡佩紜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台灣大學
生若有意到大陸執教，可以先不要太在意薪資，更應該學習
如何融入及提升自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何德花 杭州、福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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