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德州市陵城区公开招聘教师岗位表

招聘单位名称 岗位代码 岗位类别 岗位等级 职位描述
聘用
计划

专业及学历、学位要求

其他报考资格条件 备注 咨询电话

专业要求
学历
要求

学位
要求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小学

001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小学语文教

学工作1
13 不限

师范专业专科及
以上或非师范专
业本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小学及以上语文专业教师
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
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小学及以上
语文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
格证明》
2、限陵城区户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临齐街道办事
处3人、开发区2人、丁庄镇1人、神头
镇2人、糜镇2人、义渡口镇1人、宋家
镇2人，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小学

002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小学语文教

学工作2
9 不限

师范专业专科及
以上或非师范专
业本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小学及以上语文专业教师
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
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小学及以上
语文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
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最低服务年限为5
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小学

003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小学数学教

学工作1
8 不限

师范专业专科及
以上或非师范专
业本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小学及以上数学专业教师
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
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小学及以上
数学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
格证明》
2、限陵城区户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临齐街道办事
处2人、开发区1人、神头镇2人、糜镇2
人、义渡口镇1人，最低服务年限为

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小学

004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小学数学教

学工作2
4 不限

师范专业专科及
以上或非师范专
业本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小学及以上数学专业教师
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
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小学及以上
数学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
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最低服务年限为5
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小学

005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小学英语教

学工作1
11 不限

师范专业专科及
以上或非师范专
业本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小学及以上英语、外语专
业教师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
印发的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小学
及以上英语、外语专业《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实验小学1人
、临齐街道办事处2人、丁庄镇1人、神
头镇2人、徽王庄镇1人、义渡口镇1人
、前孙镇1人、郑家寨镇1人、宋家镇1
人，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小学

006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小学英语教

学工作2
12 不限

师范专业专科及
以上或非师范专
业本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小学及以上英语、外语专
业教师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
印发的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小学
及以上英语、外语专业《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2、限陵城区户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教师进修附属
小学2人、临齐街道办事处1人、开发区
1人、丁庄镇1人、于集乡1人、神头镇1
人、糜镇1人、徽王庄镇1人、义渡口镇
1人、前孙镇1人、宋家镇1人，最低服

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小学

007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小学科学教

学工作
4 不限

师范专业专科及
以上或非师范专
业本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小学及以上科学专业教师
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
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小学及以上
科学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
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最低服务年限为5
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小学

008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小学体育教

学工作1
14 不限

师范专业专科及
以上或非师范专
业本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小学及以上体育、体育与
健康专业教师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
试中心印发的有效期内的考试类
别：小学及以上体育、体育与健康
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
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第四实验小学
1人、第五实验小学1人、神头镇2人、
滋镇2人、徽王庄镇1人、郑家寨镇2人
、宋家镇1人、前孙镇1人、义渡口镇1
人、糜镇1人、边临镇1人，最低服务年

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2021年德州市陵城区公开招聘教师岗位表

招聘单位名称 岗位代码 岗位类别 岗位等级 职位描述
聘用
计划

专业及学历、学位要求

其他报考资格条件 备注 咨询电话

专业要求
学历
要求

学位
要求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小学

009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小学体育教

学工作2
6 不限

师范专业专科及
以上或非师范专
业本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小学及以上体育、体育与
健康专业教师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
试中心印发的有效期内的考试类
别：小学及以上体育、体育与健康
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
明》
2、限陵城区户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第四实验小学
1人、于集乡1人、神头镇1人、滋镇1人
、徽王庄镇1人、郑家寨镇1人，最低服

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小学

010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小学音乐教

学工作
16 不限

师范专业专科及
以上或非师范专
业本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小学及以上音乐专业教师
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
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小学及以上
音乐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
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第三实验小学
1人、第四实验小学2人、第五实验小学
1人、临齐街道办事处2人、开发区1人
、神头镇1人、糜镇1人、滋镇2人、徽
王庄镇1人、义渡口镇1人、边临镇1人
、郑家寨镇1人、宋家镇1人，最低服务

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小学

011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小学美术教

学工作
8 不限

师范专业专科及
以上或非师范专
业本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小学及以上美术专业教师
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
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小学及以上
美术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
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第五实验小学
1人、临齐街道办事处2人、神头镇1人
、义渡口镇1人、边临镇1人、郑家寨镇

1人、宋家镇1人，最低服务年限为
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小学

012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小学道法教

学工作1
12 不限

师范专业专科及
以上或非师范专
业本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小学及以上社会、思想品
德、思想政治、政治专业教师资格
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有效
期内的考试类别：小学及以上社会
、思想品德、思想政治、政治专业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2、限陵城区户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实验小学1人
、第三实验小学1人、第四实验小学1人
、临齐街道办事处1人、开发区1人、神
头镇1人、糜镇1人、滋镇1人、义渡口
镇1人、宋家镇1人、郑家寨镇1人、边
临镇1人，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

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小学

013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小学道法教

学工作2
12 不限

师范专业专科及
以上或非师范专
业本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小学及以上社会、思想品
德、思想政治、政治专业教师资格
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有效
期内的考试类别：小学及以上社会
、思想品德、思想政治、政治专业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教师进修附属
小学1人、第四实验小学1人、第五实验
小学1人、临齐街道办事处2人、丁庄镇
1人、于集乡1人、神头镇1人、徽王庄
镇1人、义渡口镇1人、前孙镇1人、宋
家镇1人，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

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小学

014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小学信息技

术教学工作
7 不限

师范专业专科及
以上或非师范专
业本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小学及以上信息技术专业
教师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印
发的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小学及
以上信息技术专业《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实验小学1人
、第三实验小学1人、临齐街道办事处2
人、于集乡1人、郑家寨镇1人、宋家镇
1人，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中学

015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初中语文教

学工作
7 不限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1、具有初中及以上语文专业教师
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
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初中及以上
语文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
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第三中学1人
、第四中学2人、第五中学1人、第八中
学2人、开发区实验学校1人，最低服务

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中学

016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初中数学教

学工作
4 不限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1、具有初中及以上数学专业教师
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
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初中及以上
数学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
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第三中学1人
、第四中学1人、第八中学1人、开发区
实验学校1人，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

试用期

0534-8283809   



2021年德州市陵城区公开招聘教师岗位表

招聘单位名称 岗位代码 岗位类别 岗位等级 职位描述
聘用
计划

专业及学历、学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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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要求
学历
要求

学位
要求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中学

017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初中政治教

学工作
5 不限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1、具有初中及以上思想品德、思
想政治、政治专业教师资格证或持
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有效期内的
考试类别：初中及以上思想品德、
思想政治、政治专业《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实验中学1人
、第三中学1人、第四中学1人、第五中
学1人、第八中学1人，最低服务年限为

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第八中学 018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初中物理教

学工作
2 不限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1、具有初中及以上物理专业教师
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
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初中及以上
物理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
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中学

019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初中化学教

学工作
3 不限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1、具有初中及以上化学专业教师
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
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初中及以上
化学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
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实验中学1人
、第五中学1人、开发区实验学校1人，

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实验中学 020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初中体育篮

球教学工作
1

以本科学历报考的：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
、运动人体科学、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民族传统体
育、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休闲体育；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的：体育学一级学科（体育人文
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
体育学、休闲体育、休闲体育学专业）、教育专业学
位[学科教学（体育）专业]、体育专业学位（体育教
学、运动训练、竞赛组织、社会体育指导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具有初中及以上体育、体育与健
康专业教师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
中心印发的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
初中及以上体育、体育与健康专业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实验中学 021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初中体育足

球教学工作
1

以本科学历报考的：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
、运动人体科学、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民族传统体
育、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休闲体育；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的：体育学一级学科（体育人文
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
体育学、休闲体育、休闲体育学专业）、教育专业学
位[学科教学（体育）专业]、体育专业学位（体育教
学、运动训练、竞赛组织、社会体育指导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具有初中及以上体育、体育与健
康专业教师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
中心印发的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
初中及以上体育、体育与健康专业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实验中学 022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初中体育乒
乓球教学工作

1

以本科学历报考的：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
、运动人体科学、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民族传统体
育、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休闲体育；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的：体育学一级学科（体育人文
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
体育学、休闲体育、休闲体育学专业）、教育专业学
位[学科教学（体育）专业]、体育专业学位（体育教
学、运动训练、竞赛组织、社会体育指导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具有初中及以上体育、体育与健
康专业教师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
中心印发的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
初中及以上体育、体育与健康专业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第一中学 023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高中语文教

学工作
3

以本科学历报考：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
古典文献学、新闻学；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新闻传播
学一级学科（新闻学专业）、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教育学
一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语文）专业]、教育专业学位[学
科教学（语文）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1、具有高中及以上语文专业教师
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
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高中及以上
语文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
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2021年德州市陵城区公开招聘教师岗位表

招聘单位名称 岗位代码 岗位类别 岗位等级 职位描述
聘用
计划

专业及学历、学位要求

其他报考资格条件 备注 咨询电话

专业要求
学历
要求

学位
要求

陵城区第一中学 024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高中英语教

学工作
2

以本科学历报考：英语、生物医学英语、商务英语；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英语语言文
学、英语教育专业）、翻译专业学位（英语笔译、英语口译
专业）、教育学一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英语）专业]、教
育专业学位[学科教学（英语）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1、具有高中及以上英语、外语专
业教师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
印发的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高中
及以上英语、外语专业《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第一中学 025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高中生物教

学工作
2

以本科学历报考：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 生
态学；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生物学一级学科（植物学、动物学、
生理学、水生生物学、微生物学、神经生物学、遗传学、发
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
学、生态学专业）、生态学一级学科（森林生态学、植物生
态学、生理生态学、恢复生态学、动物生态学、植物生态生
理、湿地生态学、环境生态学、土壤生态学、污染生态学专
业）、教育专业学位[学科教学（生物）专业]、教育学一级
学科（生物教育学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1、具有高中及以上生物专业教师
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
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高中及以上
生物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
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第一中学 026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高中历史教

学工作
2

以本科学历报考：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文物与博物
馆学、 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技术、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的：中国史一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中国
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当代中国史、中国当代史、中国现
代史、中国现当代史、历史教育学、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
史、中国现代化史专业)、世界史一级学科（史学理论与外
国史学史、世界近现代史、历史学教育、历史教育学专业）
、考古学一级学科（中国考古学、历史教育学、中国学、考
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教育专业学位[学科教学（历史）
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1、具有高中及以上历史专业教师
资格证或持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
有效期内的考试类别：高中及以上
历史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
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第一中学 027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高中政治教

学工作
3

以本科学历报考：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历史、思
想政治教育；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哲学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专业学位[学科教学
（思政）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1、具有高中及以上思想品德、思
想政治、政治专业教师资格证或持
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有效期内的
考试类别：高中及以上思想品德、
思想政治、政治专业《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

028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职专语文教

学工作
1（备案制）

以本科学历报考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
古典文献学、新闻学、中国语言与文化、秘书学；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 （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
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新闻传
播学一级学科（新闻学专业）、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教育
学一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语文）专业]、教育专业学位
[学科教学[语文）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1、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或高中及以
上语文专业教师资格证或持教育部
考试中心印发的有效期内的考试类
别：中等职业学校或高中及以上语
文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
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

029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职专数学教

学工作
1（备案制）

以本科学历报考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
理基础科学、金融数学、统计学、数据计算及应用；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 ：数学一级学科（基础数学、计算数学
、应用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高等教育、数学教育
、数学与信息技术、数学教育学、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专业）
、教育学一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数学）专业]、教育专业
学位[学科教学（数学）专业]、统计学一级学科（数理统计
学、数理统计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1、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或高中及以
上数学专业教师资格证或持教育部
考试中心印发的有效期内的考试类
别：中等职业学校或高中及以上数
学专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
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

030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职专计算机

教学工作
1（备案制）

以本科学历报考 ：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艺术、软件工程；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计算机
应用技术、软件工程、虚拟现实与仿真工程、应用软件工程
、数字影视技术、数字媒体技术与艺术、物联网工程专业）
、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应用软件技术、数字媒体技术、交互
式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数字传媒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2021年德州市陵城区公开招聘教师岗位表

招聘单位名称 岗位代码 岗位类别 岗位等级 职位描述
聘用
计划

专业及学历、学位要求

其他报考资格条件 备注 咨询电话

专业要求
学历
要求

学位
要求

陵城区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

031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职专农学教

学工作
1（备案制）

以本科学历报考的：农艺教育、园艺教育、农学、园艺、
植物保护、植物科学与技术、植物生物技术、设施农业科学
与工程、农业资源与环境、生物科学；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的：园艺学一级学科（设施园艺学、果
树学、蔬菜学专业）、作物学一级学科（作物栽培学与耕作
学 、作物遗传育种、设施栽培、设施农业专业）、农业资
源与环境一级学科（土壤学、植物营养学、农业环境与生态
、农业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肥料学专业）、植物保护一级
学科（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专业）、农业专业
学位（农艺与种业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

032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职专土建教

学工作
1（备案制）

以本科学历报考的：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建筑学、城乡规
划、工程造价、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的：土木工程一级学科（建筑工程技术
与管理、土木工程施工、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土木工程测
量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区直机关幼
儿园

033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学前教学工

作1
2

以专科学历报考：学前教育；
以本科学历报考：学前教育；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教育学一级学科（学前教育学
专业）、教育专业学位（学前教育专业）

大学专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或持教
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有效期内的考
试类别：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合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幼儿园

034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学前教学工

作2
17（备案制）

以专科学历报考：学前教育；
以本科学历报考：学前教育；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教育学一级学科（学前教育学
专业）、教育专业学位（学前教育专业）

大学专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或持教
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有效期内的考
试类别：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合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第四幼儿园2
人，第五幼儿园1人、临齐街道办事处1
人、开发区1人、滋镇1人、于集乡1人
、神头镇2人、糜镇1人、徽王庄镇1人
、义渡口镇2人、前孙镇1人、郑家寨镇

1人、宋家镇2人，最低服务年限为
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幼儿园

035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学前教学工

作3
17（备案制）

以专科学历报考：学前教育；
以本科学历报考：学前教育；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教育学一级学科（学前教育学
专业）、教育专业学位（学前教育专业）

大学专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或持教
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有效期内的考
试类别：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合格证明》
2、限陵城区户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第四幼儿园2
人，六一幼儿园1人、临齐街道办事处1
人、开发区1人、滋镇1人、于集乡1人
、神头镇1人、糜镇1人、徽王庄镇1人
、义渡口镇1人、前孙镇1人、郑家寨镇
2人、宋家镇2人、边临镇1人，最低服

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幼儿园

036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学前教学工

作4
17（备案制）

以专科学历报考：学前教育；
以本科学历报考：学前教育；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教育学一级学科（学前教育学
专业）、教育专业学位（学前教育专业）

大学专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或持教
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有效期内的考
试类别：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合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第四幼儿园1
人、第五幼儿园1人、六一幼儿园1人、
临齐街道办事处1人、开发区1人、滋镇
1人、于集乡1人、神头镇1人、糜镇2人
、徽王庄镇1人、义渡口镇1人、前孙镇
1人、郑家寨镇1人、宋家镇2人、丁庄
镇1人，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幼儿园

037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学前教学工

作5
17（备案制）

以专科学历报考：学前教育；
以本科学历报考：学前教育；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教育学一级学科（学前教育学
专业）、教育专业学位（学前教育专业）

大学专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或持教
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有效期内的考
试类别：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合格证明》
2、限陵城区户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第四幼儿园1
人、第五幼儿园1人、临齐街道办事处1
人、开发区1人、滋镇1人、于集乡1人
、神头镇1人、糜镇1人、徽王庄镇1人
、义渡口镇2人、前孙镇1人、郑家寨镇
2人、宋家镇1人、边临镇1人、丁庄镇1
人，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幼儿园

038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学前教学工

作6
16（备案制）

以专科学历报考：学前教育；
以本科学历报考：学前教育；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教育学一级学科（学前教育学
专业）、教育专业学位（学前教育专业）

大学专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或持教
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有效期内的考
试类别：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合格证明》
2、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岗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第四幼儿园1
人、第五幼儿园1人、临齐街道办事处1
人、开发区1人、滋镇1人、于集乡2人
、神头镇1人、糜镇2人、徽王庄镇1人
、义渡口镇1人、前孙镇2人、郑家寨镇

1人、宋家镇1人，最低服务年限为
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2021年德州市陵城区公开招聘教师岗位表

招聘单位名称 岗位代码 岗位类别 岗位等级 职位描述
聘用
计划

专业及学历、学位要求

其他报考资格条件 备注 咨询电话

专业要求
学历
要求

学位
要求

陵城区教育和体育
局所属幼儿园

039 专业技术岗 初级
从事学前教学工

作7
16（备案制）

以专科学历报考：学前教育；
以本科学历报考：学前教育；
以研究生学历报考：教育学一级学科（学前教育学
专业）、教育专业学位（学前教育专业）

大学专科及以上 无

1、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或持教
育部考试中心印发的有效期内的考
试类别：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合格证明》
2、限陵城区户籍

合并岗位高分先选，其中第四幼儿园1
人、第五幼儿园1人、临齐街道办事处2
人、开发区1人、滋镇1人、于集乡1人
、神头镇1人、糜镇1人、徽王庄镇2人
、义渡口镇1人、前孙镇2人、郑家寨镇

1人、宋家镇1人，最低服务年限为
5年，含试用期

0534-8283809   

说明：按照《山东省实行人员控制总量备案管理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聘用到备案制岗位的人员实行备案管理，在职称考评、岗位聘用、考核奖惩、薪酬分配、社会保险、管理使用等方面，适用事业单
位人事管理政策，同工同酬、同等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