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函

地址：106344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一
號

承辦人：吳同鈞
電話：02-2771-2171#4583
電子信箱：msuallan@ntut.edu.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8月11日
發文字號：北科大人文字第1115500179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徵求院長候選人啟事

主旨：檢送本校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徵求院長候選人啟事乙案，
敬請惠予公告。

說明：
一、本校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依據「本校院長
遴選注意事項」及「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遴選及連任
作業要點」之規定，公開徵求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候
選人。

二、本屆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徵聘截止收件日期至111年8
月22日(一)下午5時前送(寄)達本院院長遴選委員會，相關
電子檔請至本院網頁https://chass.ntut.edu.tw/下載。

正本：本校各單位、各公私立大學校院
副本：本校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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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徵求新任院長啟事 
 
一、 本校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徵求新任院長。本學院於民國

88年8月1日成立，設有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應用

英文系（含碩士班）、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碩士班）、文化事業發展系（含

碩士班），本學院並負責協助通識教育中心、體育室教學及研究等相關事宜。 

二、 院長候選人資格如次： 

(一)教育部審定之教授或相當教授資格者。且專長與本學院領域相符者。 
(二)傑出之學術成就。 

(三)學術或行政主管經驗。 

(四)具有高度教育熱忱、前瞻性之教育理念及奉獻決心者。 

三、 本院院長採任期制，每任三年，得連任一次。現任院長於第一任任期屆滿前

六個月由院務會議就院長是否連任行使同意權，經院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

二以上(含)出席，採不記名投票，獲過半數同意始得連任。新任院長任期預

定自民國111年9月15日起為原則，至114年7月31日屆滿。 

四、 凡有意參選者，須有2位推薦者。填妥表格後連同相關資料及擔任院長職務

的未來規劃構想，於民國111年8月22日（以郵戳為憑）前以掛號逕寄國立臺

北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徵聘資料之電子檔亦請提

供至 msuallan@mail.ntut.edu.tw 吳同鈞先生；親送者，請於8月22日下午

5點前送至本校共同科館511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辦公室。申請案不退件，敬

請保留原始資料。 

五、 地址：10608臺北市忠孝東路3段1號共同科館5樓511室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院長辦公室 

收件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 

六、 聯絡人：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辦公室  吳同鈞先生 

電話：（02）2771-2171分機4583 

傳真：（02）2776-5055 

Email: msuallan@mail.ntut.edu.tw 

七、 院長遴選作業時程，如下： 

（一）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徵聘資料截止收件日（以郵戳為憑）：民國

111年8月22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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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候選人院務發展理念說明會：民國111

年9月6日(星期二)。 

（三）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候選人投票日：民國111年9月7日(星期三)。 

八、 啟事刊登相關網站，如下： 

（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首頁： 

https://www.ntut.edu.tw/  

（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網址：（候選人推薦表及資料

表及參考資料置於本學院網站以供下載。）

https://chass.ntut.edu.tw/ 

（三） 科技部網站： 

https://www.most.gov.tw/   

九、 本啟事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規辦理。 

 
國 立 臺 北 科 技 大 學 

人社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 

 

 
 
 
 
 
 
 
 
 
 
 
 
 
 
 
 
 
 
 
 

https://www.ntut.edu.tw/
https://www.mos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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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 Announcement for Dean of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out 
Established in 1999,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ASS) currently 
comprises four academic unit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offering MA and PhD),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offering BA and MA),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offering MA) and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Vocation Development (offering BA and MA). 
The College also oversees and mediates affairs of the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the 
Offi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andidate Qualifications 
1. Full-professorship (certified recognized by the MOE ) in the field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 Distinguished scholarly achievements and executive experiences. 
3. Vision for and dedication to education. 

Duration of Deanship 
Three years, September 15, 2022 to July 31, 2025, and may be re-elected for a second term. 

Application 

All candidates require recommendations from at least two nominators. Please submit both a 
hard copy of the application and an electronic copy to the designated addresses listed below 
before August 22, 2022. All submitted documents will not be returned. 

Contact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o. 1, Section 3, Chung-Hsiao E. Rd., Taipei, 10608, Taiwan 
Please note on the envelope: For the Dean Search Committee of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ung-Jun Wu (Secretary) 
Tel:  +886-2-2771-2171 ext.4583 
Fax:  +886-2-2776-5055 
Email:msuallan@mail.ntut.edu.tw 

This notice is also posted on the university website (www.ntut.edu.tw), the college website 
(www.chass.ntut.edu.tw), and on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bsite. The 
application form and other related information are also on the college website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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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issues will be resolved by the Dean Search Committe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an 
Search Protocol of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