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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电话

服务学校 备注

1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语文教师A 28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教育学，045115小学教
育，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045101教育管理，0501中国语
言文学，045103学科教学(语
文)，0453汉语国际教育，
050301新闻学。

040101教育学，040107小学
教育，0501中国语言文学
类，040109T华文教育，
050301新闻学，130309播音
与主持艺术。

限男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女性岗位。

1:2 0536-6062524

诸城市繁荣路学校4人，诸城市实验初级中学东坡校区
1人，诸城市东鲁学校2人，诸城市府前街小学1人，诸
城市府前街小学大华校区2人，诸城市府前街小学兴华
校区2人，诸城市文化路小学东武校区1人，诸城市第
一小学纺织街校区1人，诸城市密州路小学4人，诸城
市明诚学校3人，诸城市科信小学1人，诸城经济开发
区学校1人，诸城市密州街道中心学校2人，诸城市石
桥子镇中心学校1人，诸城市桃园生态经济发展区中心
学校1人，诸城市皇华镇中心学校1人，公示结束后,按
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选岗。

2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语文教师B 28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教育学，045115小学教
育，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045101教育管理，0501中国语
言文学，045103学科教学(语
文)，0453汉语国际教育，
050301新闻学。

040101教育学，040107小学
教育，0501中国语言文学
类，040109T华文教育，
050301新闻学，130309播音
与主持艺术。

限女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男性岗位。

1:2 0536-6062524

诸城市繁荣路学校4人，诸城市东鲁学校2人，诸城市
实验小学希努尔校区1人，诸城市府前街小学大华校区
2人，诸城市府前街小学兴华校区2人，诸城市文化路
小学东武校区1人，诸城市文化路小学枫香校区1人，
诸城市第一小学1人，诸城市第一小学纺织街校区1
人，诸城市密州路小学4人，诸城市明诚学校2人，诸
城市科信小学2人，诸城经济开发区学校1人，诸城市
密州街道中心学校1人，诸城市龙都街道中心学校1
人，诸城市相州镇中心学校1人，诸城市桃林镇中心学
校1人，公示结束后,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选岗。

3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数学教师A岗 14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教育学，040102课程与教
学论（数学），045115小学教
育，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045101教育管理，0701数学，
0202应用经济学，0714统计
学，045104学科教学(数学)，
0251金融，0252应用统计，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5211计算机技术，085212软
件工程，120201会计学，1253
会计。

040101教育学，040107小学
教育，020102经济统计学，
0203金融学类，0701数学
类，0712统计学类，120204
财务管理，120203K会计学，
0809计算机类，0202财政学
类，120213T财务会计教育。

限男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女性岗位。

1:2 0536-6062524

诸城市繁荣路学校2人，诸城市实验初级中学东坡校区
1人，诸城市东鲁学校3人，诸城市实验小学玉山校区1
人，诸城市府前街小学兴华校区1人，诸城市明诚学校
2人，诸城市科信小学1人，诸城市石桥子镇中心学校1
人，诸城市相州镇中心学校1人，诸城市皇华镇中心学
校1人，公示结束后,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选岗。

4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数学教师B岗 14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教育学，040102课程与教
学论（数学），045115小学教
育，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045101教育管理，0701数学，
0202应用经济学，0714统计
学，045104学科教学(数学)，
0251金融，0252应用统计，
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5211计算机技术，085212软
件工程，120201会计学，1253
会计。

040101教育学，040107小学
教育，020102经济统计学，
0203金融学类，0701数学
类，0712统计学类，120204
财务管理，120203K会计学，
0809计算机类，0202财政学
类，120213T财务会计教育。

限女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男性岗位。

1:2 0536-6062524

诸城市繁荣路学校2人，诸城市实验初级中学东坡校区
1人，诸城市东鲁学校3人，诸城市府前街小学兴华校
区1人，诸城市文化路小学1人，诸城市明诚学校2人，
诸城市科信小学1人，诸城经济开发区学校1人，诸城
市龙都街道中心学校1人，诸城市昌城镇中心学校1
人，公示结束后,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选岗。

附件1：

2022年山东省诸城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教师岗位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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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英语教师A岗 4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教育学，040102课程与教
学论（英语），045115小学教
育，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045103教育管理，045108学科
教学(英语)，0551翻译（英语
方向），055101英语笔译，
055102英语口译，050201英语
语言文学，050211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020206国际贸
易学。

040101教育学，040109小学
教育，050201英语，050261
翻译，050262商务英语，
0204经济与贸易类。

限男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女性岗位。

1:3 0536-6062524
诸城市府前街小学兴华校区1人，诸城市明诚学校1
人，诸城市舜王街道中心学校1人，诸城市皇华镇中心
学校1人，公示结束后,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选岗。

6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英语教师B岗 4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教育学，040102课程与教
学论（英语），045115小学教
育，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045103教育管理，045108学科
教学(英语)，0551翻译（英语
方向），055101英语笔译，
055102英语口译，050201英语
语言文学，050211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020206国际贸
易学。

040101教育学，040109小学
教育，050201英语，050261
翻译，050262商务英语，
0204经济与贸易类。

限女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男性岗位。

1:3 0536-6062524
诸城市实验小学玉山校区1人，诸城市科信小学1人，
诸城市舜王街道中心学校2人，公示结束后,按总成绩
从高到低依次选岗。

7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政治教师A岗

（道德与法制）
3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教育学，045115小学教
育，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045103教育管理，045108学科
教学(思政)，01哲学，0301法
学，0302政治学，0305马克思
主义理论，045102学科教学
(思政)，0351法律，030301社
会学。

040101教育学，040109小学
教育，0101哲学类，0301法
学类，0302政治学类，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030301
社会学。

限男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女性岗位。

1:3 0536-6062524
诸城市实验初级中学东坡校区1人，诸城市相州镇中心
学校1人，诸城市辛兴镇中心学校1人，公示结束后,按
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选岗。

8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政治教师B岗

（道德与法制）
3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教育学，045115小学教
育，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045103教育管理，045108学科
教学(思政)，01哲学，0301法
学，0302政治学，0305马克思
主义理论，045102学科教学
(思政)，0351法律，030301社
会学。

040101教育学，040109小学
教育，0101哲学类，0301法
学类，0302政治学类，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030301
社会学。

限女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男性岗位。

1:3 0536-6062524
诸城市明德学校1人，诸城市昌城镇中心学校1人，诸
城市林家村镇中心学校1人，公示结束后,按总成绩从
高到低依次选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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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信息技术教师A岗 4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教育学，045115小学教
育，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045111教育管理，045114现代
教育技术，0810信息与通信工
程，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603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
工程，070503地图学与地理信
息系统，0835软件工程，
085208电子与通信工程，
085271电子与信息，0854电子
信息，095112农业信息化，
085211计算机技术，085212软
件工程，080201机械制造及其
自动化，080802电力系统及其
自动化，082302交通信息工程
及控制，085215测绘工程，
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0811控
制科学与工程。

040101教育学，040117小学
教育，040104教育技术学，
0807电子信息类，0809计算
机类，1208电子商务类，
0812测绘类，070504地理信
息科学，080202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080601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0808自动
化类，070206T量子信息科
学，080607T能源互联网工程
。

限男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女性岗位。

1:3 0536-6062524

诸城市府前街小学兴华校区1人，诸城市青少年科技创
新教育实践基地1人，诸城经济开发区学校1人，诸城
市百尺河镇中心学校1人，公示结束后,按总成绩从高
到低依次选岗。

10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信息技术教师B岗 4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教育学，045115小学教
育，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045111教育管理，045114现代
教育技术，0810信息与通信工
程，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603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
工程，070503地图学与地理信
息系统，0835软件工程，
085208电子与通信工程，
085271电子与信息，0854电子
信息，095112农业信息化，
085211计算机技术，085212软
件工程，080201机械制造及其
自动化，080802电力系统及其
自动化，082302交通信息工程
及控制，085215测绘工程，
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0811控
制科学与工程。

040101教育学，040117小学
教育，040104教育技术学，
0807电子信息类，0809计算
机类，1208电子商务类，
0812测绘类，070504地理信
息科学，080202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080601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0808自动
化类，070206T量子信息科
学，080607T能源互联网工程
。

限女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男性岗位。

1:3 0536-6062524
诸城市实验小学1人，诸城市科信小学1人，诸城经济
开发区学校1人，诸城市百尺河镇中心学校1人，公示
结束后,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选岗。

11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音乐教师A岗 3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教育学，045115小学教
育，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045113教育管理，1302音乐与
舞蹈学，130301戏剧戏曲学，
045111学科教学(音乐)，
135101音乐，135102戏剧，
135103戏曲，135106舞蹈。

040101教育学，040119小学
教育，040105艺术教育，
1302音乐与舞蹈学类，
130301表演，130302戏剧学
。

限男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女性岗位。

1:3 0536-6062524
诸城市实验小学玉山校区1人，诸城市枳沟镇中心学校
1人，诸城市桃园生态经济发展区中心学校1人，公示
结束后,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选岗。

12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音乐教师B岗 3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教育学，045115小学教
育，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045113教育管理，1302音乐与
舞蹈学，130301戏剧戏曲学，
045111学科教学(音乐)，
135101音乐，135102戏剧，
135103戏曲，135106舞蹈。

040101教育学，040119小学
教育，040105艺术教育，
1302音乐与舞蹈学类，
130301表演，130302戏剧学
。

限女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男性岗位。

1:3 0536-6062524
诸城市实验小学1人，诸城市科信小学1人，诸城市林
家村镇中心学校1人，公示结束后,按总成绩从高到低
依次选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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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体育教师A岗 9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教育学，045115小学教
育，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045114教育管理，0403体育
学，045112学科教学(体育)，
0452体育，1302音乐与舞蹈学
。

040101教育学，040120小学
教育，0402体育学类，
040105艺术教育，1302音乐
与舞蹈学类。

限男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女性岗位。

1:3 0536-6062524

诸城市繁荣路学校2人，诸城市实验小学1人，诸城市
府前街小学兴华校区1人，诸城市文化路小学1人，诸
城市文化路小学枫香校区1人，诸城市明诚学校1人，
诸城市龙都街道中心学校1人，诸城市桃园生态经济发
展区中心学校1人，公示结束后,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
次选岗。

14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体育教师B岗 9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教育学，045115小学教
育，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045114教育管理，0403体育
学，045112学科教学(体育)，
0452体育，1302音乐与舞蹈学
。

040101教育学，040120小学
教育，0402体育学类，
040105艺术教育，1302音乐
与舞蹈学类。

限女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男性岗位。

1:3 0536-6062524

诸城市繁荣路学校2人，诸城市府前街小学大华校区1
人，诸城市府前街小学兴华校区1人，诸城市文化路小
学2人，诸城市明诚学校2人，诸城市昌城镇中心学校1
人，公示结束后,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选岗。

15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美术教师A岗 2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教育学，045115小学教
育，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045116教育管理，1304美术
学，1305设计学，045113学科
教学(美术)，135107美术，
135108艺术设计。

040101教育学，040122小学
教育，1304美术学类，1305
设计学类，040105艺术教
育，130310动画。

限男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女性岗位。

1:3 0536-6062524
诸城市枳沟镇中心学校1人，诸城市贾悦镇中心学校1
人，公示结束后,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选岗。

16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美术教师B岗 2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教育学，045115小学教
育，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045116教育管理，1304美术
学，1305设计学，045113学科
教学(美术)，135107美术，
135108艺术设计。

040101教育学，040122小学
教育，1304美术学类，1305
设计学类，040105艺术教
育，130310动画。

限女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男性岗位。

1:3 0536-6062524
诸城市明诚学校1人，诸城市林家村镇中心学校1人，
公示结束后,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选岗。

17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心理健康教师A岗 3 研究生
硕士
及以
上

0402心理学，045116心理健康
教育，0454应用心理。

限男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女性岗位。

1:3 0536-6062524
诸城市繁荣路学校1人，诸城市明德学校1人，诸城市
文化路小学1人，公示结束后,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
选岗。

18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心理健康教师B岗 3 研究生
硕士
及以
上

0402心理学，045116心理健康
教育，0454应用心理。

限女性，如该岗位面
试之后拟聘人数小于
招聘岗位数，则剩余
招聘岗位数用于同学
科男性岗位。

1:3 0536-6062524
诸城市东鲁学校1人，诸城市实验初级中学东坡校区1
人，诸城市府前街小学1人，公示结束后,按总成绩从
高到低依次选岗。

19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特殊教育教师 1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09特殊教育学，045119特
殊教育，100215康复医学与理
疗学，105114康复医学与理疗
学。

040108特殊教育，101005康
复治疗学。

1:3 0536-6062524
诸城市特殊教育学校1人，公示结束后,按总成绩从高
到低依次选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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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诸城市中小学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定向岗位 3
大专及
以上

须为我省2017年及以
前招募的，诸城生源
或在诸城服务，完成
聘用合同（协议书）
规定的服务期限、考
核合格且未在机关事
业单位入编就业的“
三支一扶”计划人员
。

1:3 0536-6062524
诸城市贾悦镇中心学校1人，诸城市林家村镇中心学校
1人，诸城市桃园生态经济发展区中心学校1人，公示
结束后,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选岗。

21
诸城市

公办幼儿园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幼儿教师A 116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105学前教育学，045118学
前教育，1302音乐与舞蹈学，
130301戏剧戏曲学，045111学
科教学(音乐)，135101音乐，
135102戏剧，135103戏曲，
135106舞蹈，0403体育学，
045112学科教学(体育)，0452
体育，1304美术学，1305设计
学，045113学科教学(美术)，
135107美术，135108艺术设计
。

040106学前教育，040105艺
术教育，1302音乐与舞蹈学
类，130301表演，130302戏
剧学，0402体育学类，1304
美术学类，1305设计学类，
130310动画。

670102K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专业报考幼
儿园教师A岗位考生
可放宽学历要求至大
学专科；须具有学历
专业对应的音乐、体
育、美术类教师资格
证或幼儿园教师资格
证。

1:2 0536-6062524

诸城市市直机关幼儿园6人（园本部1人、荣樾分园2人
、实验初中附属园1人、龙城中学附属园1人、大华学
校附属园1人），诸城市实验幼儿园6人（园本部2人、
繁华新城分园2人、繁华新城二分园1人、诸城一中附
属园1人），诸城市第二实验幼儿园5人（园本部2人、
香榭里分园2人、华府分园1人），第三实验幼儿园10
人（园本部2人、丽都分园2人、外贸分园1人、特殊教
育学校附属园1人、东鲁学校附属园2人、东鲁学校第
一附属园2人），第五实验幼儿园6人（园本部3人、观
海分园1人、府前街小学附属园2人），诸城市第一幼
儿园5人（园本部3人、西郊教师公寓分园1人、纺织街
学校附属园1人），诸城市第二幼儿园7人（园本部1人
、实验小学附属园3人、实验小学大源校区附属园1人
、实验小学希努尔校区附属园2人），诸城市文化路幼
儿园5人（园本部2人、紫藤分园2人、东武学校附属园
1人），诸城市密州路幼儿园6人（园本部3人、润东分
园2人、博艺分园1人），诸城市明诚幼儿园3人，诸城
市科信幼儿园3人，诸城市繁荣路幼儿园4人（园本部2
人、东校区附属园2人），诸城经济开发区中心幼儿园
5人，诸城市南湖实验幼儿园3人，诸城市高新实验幼
儿园1人，诸城市桃园实验幼儿园2人，诸城市密州街
道中心幼儿园5人，诸城市龙都街道中心幼儿园6人，
诸城市舜王街道中心幼儿园3人，诸城市枳沟镇中心幼
儿园2人，诸城市贾悦镇中心幼儿园5人，诸城市石桥
子镇中心幼儿园1人，诸城市相州镇中心幼儿园1人，
诸城市昌城镇中心幼儿园6人，诸城市百尺河镇中心幼
儿园2人，诸城市辛兴镇中心幼儿园3人，诸城市林家
村镇中心幼儿园2人，诸城市桃林镇中心幼儿园1人，
诸城市皇华镇中心幼儿园2人，公示结束后,按总成绩
从高到低依次选岗。

控制总量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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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诸城市

公办幼儿园
诸城市教体局 专业技术 初级

幼儿教师B
（体育方向）

34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
上

0403体育学，045112学科教学
(体育)，0452体育。

0402体育学类。
须具有体育与健康教
师资格证或幼儿园教
师资格证

1:2 0536-6062524

诸城市市直机关幼儿园2人（园本部1人、大华学校附
属园1人），诸城市实验幼儿园1人，诸城市第二实验
幼儿园1人，第三实验幼儿园2人（园本部1人、东鲁学
校附属园1人），第五实验幼儿园2人（园本部1人、府
前街小学附属幼儿园1人），诸城市第一幼儿园1人，
诸城市第二幼儿园3人（园本部1人、实验小学附属园1
人、实验小学希努尔校区附属园1人），诸城市文化路
幼儿园2人（园本部1人、东武学校附属园1人），诸城
市密州路幼儿园1人，诸城市明诚幼儿园1人，诸城市
科信幼儿园1人，诸城市繁荣路幼儿园1人，诸城经济
开发区中心幼儿园1人，诸城市南湖实验幼儿园1人，
诸城市高新实验幼儿园1人，诸城市密州街道中心幼儿
园1人，诸城市龙都街道中心幼儿园1人，诸城市舜王
街道中心幼儿园1人，诸城市枳沟镇中心幼儿园1人，
诸城市贾悦镇中心幼儿园1人，诸城市石桥子镇中心幼
儿园1人，诸城市相州镇中心幼儿园1人，诸城市昌城
镇中心幼儿园1人，诸城市百尺河镇中心幼儿园1人，
诸城市辛兴镇中心幼儿园1人，诸城市林家村镇中心幼
儿园1人，诸城市桃林镇中心幼儿园1人，诸城市皇华
镇中心幼儿园1人，公示结束后,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
次选岗。

控制总量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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