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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珠海领课沃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LinkWorld Education 

Technology Co., Ltd.），成立于 2015 年 7月。公司以“多元教

育，国际视野”为经营理念，专注于 3-12 岁儿童多元教育项目

的引进和普及。经营项目涉及英语学科教育、艺术教育、户外实

践教育、国外游学等多个领域。公司旨在给孩子更广阔、更高端、

更优质的成长平台，现拥有瑞思学科英语、杨梅红国际私立美校、

海伦·奥格雷迪戏剧学院三个品牌，是珠海地区同行业最具影响

力的教育机构，是珠海地区高端家庭的教育首选！ 

【项目介绍】 

（一）瑞思学科英语（5 校区） 

2007年，依托霍顿·米夫林·哈考特（HMHG）集团丰富的全

球教育行业经验和优质教育产品资源，瑞思学科英语正式成立，

为 3-18 岁中国孩子提供原汁原味的美国 7 个年级全英文完整学

科体系教育。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其鲜明的“美国小学”、“美

国幼儿园”课堂教学方式，独特的“浸入式学科英语”教育理念，

先进的“未来领导力”培养体系倍受孩子和家长青睐，目前在全

国 80 余个城市建立了 200 多家教学中心，在读学员 10 万余名。 

瑞思学科英语开创了中国少儿英语教育行业的崭新模式，获

得业界关注、媒体称誉、家长认可。作为中国学科英语首创品牌，

数万名孩子在瑞思从英语零基础到掌握良好的英语应用能力，众

多学员取得优秀学习成果。 

目前已有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5000 多所学校 1 亿多名

学生正受益于 K12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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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月 20日，孙一丁先生带领团队成功完成 IPO，瑞

思学科英语于纳斯达克正式上市。 

瑞思学科英语 2012 年入驻珠海，目前有 3 个校区，成功为

2000 多名孩子提供原汁原味的美国课程及美式教育，近 5 年时

间，瑞思的孩子们不断成长与收获，瑞思珠海也在不断发展与壮

大。 

 

 

 

 

 

 

 

（二）杨梅红国际私立美校（3 校区） 

杨梅红艺术教育是中国著名的艺术教育机构，具有先锋的教

学理念、卓越的管理团队、艺术家型的师资队伍和雄厚的创意力

量，全球研发总部设立在美国华盛顿。其广阔的国际视野、无穷

的创想精神，规范的管理体系、卓越的艺术成就以及优异的学生

成绩，受到国内外教育专家和艺术家的高度评价，同时受到众多

孩子和家长的信赖与热爱。 

目前，杨梅红艺术教育拥有香港、深圳、苏州、天津、东莞、

珠海、温哥华、温尼伯、德国、日本等 10 多个大型教育基地。

同时，与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英国、中国内地、

香港、台湾、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团体建立了长期的互动交

流关系，将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艺术推荐和传授给孩子们。 

教育理念： 用艺术启迪智慧。 

新香洲校区： 

电话：0756-8599990 

地址：香洲区翠仙路 19号正方商业广场 

扬名广场校区： 

电话：0756-2166555 

地址：香洲区凤凰南路扬名广场二期 4层（反斗城下行） 

华发新城校区： 

电话：0756-8305355 

地址：香洲区华发新城商业街二层 

丹田校区：（待开业） 

斗门校区：（待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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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标： 给孩子一个智慧而有品位的人生。 

教学理念： 先锋的、快乐的、智慧的。 

工作理念： 先做艺术家，再做美术老师。 

 

 

 

 

 

 

（三）海伦·奥格雷迪戏剧学院（2 校区） 

海伦·奥格雷迪戏剧学院（Helen O' Grady Drama Academy）

1979年成立于澳大利亚，38年来海伦·奥格雷迪(Helen O'Grady)

分支机构遍布世界 41个国家和地区开设 1500多家分支机构，学

员人数超过 600万。现在全球每周有 70000多名青少年儿童参与

我们的课程，遍及美国、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

非、欧洲、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新加坡、中国、澳门、

香港和海湾国家。2003 年 9月，海伦·奥格雷迪戏剧学院荣获全

球著名的艺术殿堂圣三一学院有史以来最高的殊荣（F.T.C.L），

是全国儿童戏剧教育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 

海伦·奥格雷迪戏剧课程系统的首要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精心

设计的戏剧课程给孩子们开朗自信的心态，让他们学会自信，建

立同理心。帮助孩子们发觉自己的创造性潜能，挖掘孩子们对于

戏剧的兴趣，将他们导入自我发展的课程中。 

2006 年，海伦·奥格雷迪正式进入中国，为 4-17 岁儿童，

揭开戏剧教育神秘的面纱。 

2016年，海伦·奥格雷迪进入珠海，让珠海孩子，感受戏剧

扬名广场校区： 

电话：0756-2157555 

地址：香洲区凤凰南路扬名广场二期 4层（反斗城下行） 

华发商都校区： 

电话：0756-8929000 

地址：香洲区珠海大道 8号华发商都 4号楼二层 

乐世界校区： 

电话：0756-8927000 

地址：香洲区明珠北路 338号珠海乐世界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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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温暖的春风。 

 

 

 

 

 

 

 

【招聘岗位】 

部门 岗位名称 

行政部 行政前台、网络管理员 

咨询部 课程顾问、电话营销专员 

市场部 市场专员 

教学部 英语老师、戏剧老师、美术老师 

【福利待遇】 

★ 具有竞争力的薪资（13薪）及社会保险 

★ 享受所有法定假日及带薪年/婚/丧/病/产假 

★ 员工子女入学优惠政策 

★ 完善的职前及在职带薪培训 

★ 境内外专业导师培训 

★ 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团队氛围 

★ 员工生日会及礼物、下午茶 

★ 定期免费体检、旅游 

★ 优秀员工境外游 

【入职时需提供的资料（原件及复印件）】 

扬名广场校区： 

电话：0756-2158555 

地址：香洲区凤凰南路扬名广场二期 4层（反斗城下行） 

新香洲校区： 

电话：0756-8508555 

地址：香洲区人民西路 633号（路福鸿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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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份证、1寸彩色相片 1张、珠海光大银行卡、入职体

检证明 

2、往届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应届毕业生提供——学生证/在读证明 

3、英语考试成绩单、技能/职称证书 

4、如目前为离职状态，请提供原单位的离职证明资料 

【联系方式】 

公司电话：0756-8511666/18023090116（谭小姐） 

招聘邮箱：ziyanatan@lworld.com.cn（主题为：院校+专业

+姓名+应聘岗位，附件为：简历+个人作品/技能职称证书） 

公司总部：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633-121、122、201号鸿

馨园商铺（光大银行旁） 

公交路线：1、5、6、8、15、22、43、56、68、687、

993、204、602、602A、999路到安居园站下车；后步行到达海

伦奥格雷迪戏剧学院（光大银行旁）。 

【岗位信息】 

行政前台：（瑞思/杨梅红/海伦奥格雷迪） 

岗位职责： 

1.负责中心来访学员及家长的接待； 

2.负责中心课时、学员人数等数据统计； 

3.负责库房管理，费用收缴，校区环境、卫生、安全的监管； 

4.完成上级交给的其它事务性工作；    

5.可接受上晚班。 

职位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形象气质佳； 

2.熟练使用日常办公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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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仔细认真、责任心强，有较强服务意识； 

4.热爱教育行业，有同行业经验优先；  

5.欢迎应届生加入。 

晋升空间： 

行政前台→行政主管→区域行政主管 

行政前台→课程顾问→高级课程顾问→咨询主管→分校校

长→区域校长 

网络管理员：（领课沃德） 

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系统日常维护、优化、问题分析及跟进； 

2.负责公司计算机和网络系统，办公设备及其他弱电系统的

运行监控、维护及检查； 

3.负责病毒的查杀及防护，维护公司信息安全； 

4.负责内部信息系统建设、维护、管理及 IT固定资产管理； 

5.负责 OA、邮箱和考勤系统的日常维护。 

任职资格： 

1.专科以上学历，计算机或 IT相关专业； 

2.一年以上企业网管工作经验； 

3.具备办公局域网布线、故障检测及电脑软、硬件维护能力； 

4.熟悉路由器、交换机的设置及管理； 

5.能独产安装及解决 Microsoft桌面系统问题； 

6.良好的执行力和沟通能力，积极主动的服务意识，有独立

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顾问（瑞思/海伦奥格雷迪） 

岗位职责： 

1.针对孩子的实际英语水平进行需求分析，运用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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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建议合理的学习规划； 

2.了解家长对英语教育的理解和需求，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

英语教育观念和英语应用能力教育的观念； 

3.定期对客户进行回访，做好售后服务； 

4.完成既定招生任务。 

任职要求： 

1.乐观开朗，富有亲和力，学习能力强，有强烈的目标感； 

2.愿意投身教育事业、富有爱心、有较强的抗压能力； 

3.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教育培训行业及销售经验者优先。 

晋升空间： 

课程顾问→高级课程顾问→咨询主管→分校校长→区域校

长 

课程顾问（杨梅红） 

岗位职责： 

1.针对孩子的实际艺术水平进行需求分析，运用专业知识，

为孩子建议合理的学习规划； 

2.了解家长对艺术教育的理解和需求，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

艺术教育观念和艺术应用能力教育的观念； 

3.定期对客户进行回访，做好售后服务； 

4.完成既定招生任务。 

任职要求： 

1.乐观开朗，富有亲和力，学习能力强，有强烈的目标感； 

2.愿意投身教育事业、富有爱心、有较强的抗压能力； 

3.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教育培训行业及销售经验者优先。 

晋升空间： 

课程顾问→高级课程顾问→咨询主管→分校校长→区域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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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电话营销专员：（瑞思/杨梅红/海伦奥格雷迪） 

岗位职责：  

1.根据公司提供的客户清单,主动联系客户，为客户提供专

业的咨询和服务,电话邀约客户到访；  

2.客户信息真实性筛选及记录沟通信息； 

3.积极配合其他部门及校区的工作、解决服务问题、缩短服

务周期、提高服务效率； 

4.对客户服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并积极提出改进

意见和建议；  

5.负责执行客服部其他相关工作。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电话销售或电话客服类工作经验优先；  

2.具备销售意识，能承受工作压力，能有效合理安排时间并

保证既定目标的实现；  

3.具备出色的电话沟通技巧，讲话有条理，亲和力佳；  

4.声音甜美悦耳，普通话标准流利；  

5.敢于挑战高薪，敢于面对挫折，工作积极主动，有责任心

和团队意识；  

6.热爱教育行业，欢迎应届生加入。 

晋升空间： 

电话销售专员→课程顾问→高级课程顾问→咨询主管→分

校校长→区域校长 

市场专员：（瑞思/杨梅红/海伦奥格雷迪） 

岗位职责： 

1.独立组织市场宣传活动，负责所属校区的营销宣传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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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组织及跟踪执行及市场活动的统筹； 

2.负责开拓所属区域的新客户信息渠道，及客户信息收集； 

3.监控各部门客户信息的有效使用，了解并汇总中心部门针

对市场的需求； 

4.负责与幼儿品牌合作的维护及开发高端合作资源； 

5.负责与中心周边商场及社区进行活动的洽谈和组织； 

6.市场兼职团队的人员招聘与管理。 

职位要求： 

1.专科以上学历，市场营销专业优先； 

2.形象气质良好，具有活泼开朗的个性； 

3.有同行业工作经验优先，有丰富的婴幼儿行业资源优先； 

4.具有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与沟通能力； 

5.具备良好的营销策划能力，卓越的陌生客户开发能力； 

6.在压力下自律工作且有团队精神，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及接

受挑战的信心。 

晋升空间：市场专员--市场主管--市场经理 

英语老师（瑞思） 

岗位职责： 

1.负责教授 3-12岁幼少儿学科英语； 

2.负责全英文授课，并保证教学质量； 

3.关注学生的学习效果，提供专业的咨询和学习建议； 

4.负责与家长沟通学员学习情况，做好家校互动，提供优质

的教学售后服务； 

5、配合招生及市场活动。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通过大学英语六级或专业英语四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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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学经历优先； 

2.口语发音标准、流利； 

3.开朗热情，富有爱心，亲和力佳，热爱教育事业； 

4.可接受周末上班； 

5.有同行业经验优先； 

6.欢迎应届生加入。  

晋升空间： 

英语助教→英语教师→年级主管→学术主管→分校校长→

区域校长 

戏剧老师（海伦奥格雷迪） 

岗位职责： 

1.全英文授课，通过音乐、表演及肢体动作教学，保证教学

质量； 

2.充分备课，参加团队课程研讨，可以担任主/助教工作； 

3.独立制作教学课件；                        

4.负责与家长沟通学员学习情况，做好家校互动，提供优质

的教学售后服务； 

5.配合招生及市场活动。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戏剧、艺术、表演类经验及有海外留学

经历优先； 

2.英语口语熟练，发音标准，能有效使用英语教学； 

3.善于表演、喜爱音乐及舞台剧；自信，亲切，热情，开朗； 

4.热爱儿童教育事业，同行业经验优先。 

晋升空间： 

戏剧教师→教学指导→分校校长→区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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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老师（杨梅红） 

岗位职责： 

1.根据课程安排，充分备课,完成教学任务； 

2.关注学生的学习效果，提供专业的咨询和学习建议；   

3.负责与家长沟通学员学习情况，做好家校互动，提供优质

的教学售后服务；                               

4.配合招生及市场活动。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艺术类院校及相关专业； 

2.专业能力强，乐于创新，具备创造性思维； 

3.懂得儿童心理，善与孩子交流，善与家长沟通；                                       

4.可接受周末上班； 

5.有同行业经验优先；  

6.欢迎应届生加入。 

晋升空间： 

美术教师→教学指导→分校校长→区域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