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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徵聘公告及新聘教師資料表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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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暨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新聘教師公告資料 

編號 1 2 

徵聘系（學位

學程、所）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EMBA)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

學位學程(IMBA) 

徵聘職級 專任助理教授 專任助理教授 

名額 貳名 貳名

上網公告起迄

日期 
延長公告至 110 年 4 月 30 日止 

一、資格條

件：（學經歷、

考試及格類科

等資料說明。

惟不宜限制應

徵者年齡） 

(一)專業領域：

1.大數據分析等相關領域。

2.資訊服務研發等相關領域。

3.財務經濟等相關領域。

4.金融科技等相關領域。

5.社會企業等相關領域。

6.設計管理等相關領域。

(二)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三)具有一年以上實務工作經驗。

(四)最近五年內(2016-2021)已發表或已接受之管理相關著

作且需與聘任專長領域相關，且需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需收錄於 SSCI、SCI、SCIE、TSSCI)至少 2 篇。

(五)應聘教師應備英語授課能力(IMBA 為全英文授課)，

有國外大學授課經驗尤佳。

(六)最近五年內(2016-2021)執行科技部或中央部會相關

計畫至少 1 件，須註明計畫編號及稱謂（如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協同研究人員、研究助理）；必要時需檢

附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資料。

二、教學項

目：(主要教學

項目等資料說

明。) 

(一)支援本校教學、研究、服務、輔導與國際交流等相關

工作。

(二)授課科目需依 EMBA及 IMBA各學期實際開課課程進行

授課，且應徵人需參考 EMBA及 IMBA課架提出 EMBA

及 IMBA各三門課程授課大綱。



三、聯絡方

式：(須檢具文

件、聯絡人、

聯絡電話等資

料說明。) 

(一)應檢備資料：

1.填寫「專任教師」基本資料表(如附件 1）。

2.博士學位證書影印本及博士修業歷年成績單影印本

(持國外學歷者必須繳交外交部駐外館處完成檢核

之國外學歷證件及成績單，否則視為資格不符)。 

3.請附上實務工作證明文件、通過相關證照或執照考

試證明文件、五年內從事之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案

證明文件等相關資料（請註明計畫编號與擔任計畫

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 

4.教育部核發助理教授教師證書影印本（無者可免

附）。 

5.博士論文及五年內(2016-2021)相關著作及主持計畫

目錄。 

6.推薦信兩封(其中一封須為現任單位之單位主管或

最高學歷指導教授)。 

7.參考 EMBA及 IMBA課架提出 EMBA及 IMBA各三門課
程授課大綱。 

8.其他有助審查資料(如專利、專案、計畫、獲獎、著

作、證照等) 

(二)資料寄送說明：

1.應徵者應於收件截止日期(110 年 4 月 30 日，以郵

戳為憑)前填妥檢備資料，以掛號方式郵寄至：

403454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管理學院收(信封外面請註明：應徵 EMBA 專任教

師)，並將「專任教師基本資料表」電子檔填寫後

mail 至 ee0310@gm.ntcu.edu.tw (收件至 110 年 4 月
30日 24:00)。 

2.經審查通過者始得進入複審面試，審查未獲通過

者，將不予通知及退件。 

3.上述檢備資料資料檢附資料不全者，視為資格不符。 

(三)聯絡方式：

聯絡人：楊小姐 電話 04-22183612

網址： https://emba.ntcu.edu.tw/



四、備註 

(一)錄取教師由 EMBA 及 IMBA 共同聘任，並由教評會

決議主從聘任單位。錄取教師須協助管理學院行政工

作包括行政、招生及相關活動等相關事務至少兩年。 

(二)錄取教師由教評會評議必要時得以校務基金進用教

學人員聘任。 

(三)第一階段審查為書面審查，條件符合者由本單位擇優

通知複試面試，並通過 EMBA 及 IMBA 課程試教。(所

附資料恕不退件) 

(四)證件或文件影本缺漏不全者，不再另行通知補件。

(五)若進入複試人數未達十二人時，得延長公告兩個月。 

(六)起聘日期為 110 年 8 月 1 日或 111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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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管理學院 EMBA 暨 IMBA 合聘「新聘教師」基本資料表 

中文姓名  性別 
□ 男 

□ 女 

請插入個人照片 

英文姓名  
婚姻 

狀況 

□單身  

□已婚 

專長領域 

(擇一) 

1.□大數據分析   2.□資訊服務研發    3.□財務經濟 

4.□金融科技     5.□社會企業        6.□設計管理 

7.□其它：             

聯絡方式 
e-mail： 

手機： 電話： 生日：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地址  

博士學位 (請填寫畢業學校及系所) 修業期間：____年____月至____年____月 

碩士學位 (請填寫畢業學校及系所) 修業期間：____年____月至____年____月 

學士學位 (請填寫畢業學校及系所) 修業期間：____年____月至____年____月 

學位論文 

題目 

博士學位： 

碩士學位： 

現任專職 
1. 機構名稱：          ，職稱：        ，工作內容：         ，任職期間：       

2. 機構名稱：          ，職稱：        ，工作內容：         ，任職期間：       

主要經歷 

1. 機構名稱：          ，職稱：        ，工作內容：         ，任職期間：       

2. 機構名稱：          ，職稱：        ，工作內容：         ，任職期間：       

3. 機構名稱：          ，職稱：        ，工作內容：         ，任職期間：       

審定資格 

□教 授  教字第    號，起資年月：  年  月，送審學校：      ，送審別：□學位□著作 

□副教授  副字第    號，起資年月：  年  月，送審學校：      ，送審別：□學位□著作 

□助理教授 助字第    號，起資年月：  年  月，送審學校：      ，送審別：□學位□著作 

□講 師  講字第    號，起資年月：  年  月，送審學校：      ，送審別：□學位□著作 

□未具有上述資格證書 

專業證照 

1. 

2. 

3. 

實務工作

經驗 

1. 

2. 

3. 

授課科目 

(需檢附教

學大綱) 

EMBA(三科)： 

 

IMBA(三科)： 

 

研究方向  

五年內著

作及主持

計畫數量

統計 

國外期刊論文：共__篇，SSCI___篇、SCI___篇、SCIE___篇 

國內期刊論文：共__篇，TSSCI___篇 

國外會議論文：共__篇 

國內會議論文：共__篇，專書著作：共____本 

科技部或中央部會計畫：共  件，產學合作案：共    件 

註：表格列數不足時，請自行增加，請附上自傳及英文履歷表。



五年內著作及執行計畫一覽表 

 
一、論文著作： 

1.請詳列五年內(2016-2021)發表之學術性著作，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

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2.各類著作請按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各項著作請依作者姓名（按原出版之次序）、出版年、

月份、題目、期刊名稱（專書出版社）、起迄頁數之順序填寫，被接受刊登尚未正式出版者

請附被接受函。 

3.若期刊屬於 SSCI、SCI、SCIE、TSSCI 等時，請註明。 

 

A.期刊論文 

 

 

 

 

 

B.研討會論文 

 

 

 

 

 

C.專著及專書論文 

 
 

 

 

 

 

 

二、近五年執行計劃一覽表（含科技部、政府及民間產學計畫案） 

年度 計劃名稱(編號) 擔任職稱 
執行起迄 

（年月日） 
補助或委託機構 金額 

      

      

      

      

註：表格列數不足時，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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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管理學院 EMBA 暨 IMBA 合聘資格及檢附資料檢核表 

※應徵者姓名： 

一、應徵資格 

檢核 項目 

□有 

□無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管理領域博士學位。 

□有 

□無 
2. 具有一年以上實務工作經驗。 

□有 

□無 

3. 五年內論文曾發表或已接受於 SSCI、SCI、SCIE、TSSCI 等級期刊

至少 2 篇。 

□是 

□否 
4. 具備英語授課能力(IMBA 為全英文授課)。 

□是 

□否 

5.五年內執行科技部或中央部會相關計畫至少 1 件，須註明計畫編號及

稱謂。 

二、需檢附資料 

檢核  項目  

□有  

□無  
1.「新聘教師基本資料表」及「資格及檢附資料檢核表」 

□有  

□無  

2.博士學位證書影本（於起聘前須取得學位證書）及博士修業歷年成

績單影本。(持外國學歷者必須繳交外交部駐外館處檢驗完成之國

外學歷證件及成績單，否則視為資格不符)  

□有  

□無 

3. 實務工作證明文件、通過相關證照或執照考試證明文件、五年內

從事之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案證明文件等相關資料 

□有  

□無  
4. 教育部核發助理教授教師證書影本(尚未取得者教師證書者免附)  

□有  

□無  
5. 博士論文及五年內(2016-2021)相關著作及主持計畫目錄。 

□有  

□無  

6. 推薦函兩封(其中一封須為現任單位之單位主管或最高學歷指導

教授)。 

□有  

□無  
7. 參考EMBA及IMBA課程架構提出EMBA及IMBA各三門課程授課大綱。 

□有  

□無  
8. 其它有助審查資料，如專利、專案、計畫、獲獎、著作、證照等。 

□有  

□無  

9. 「新聘教師基本資料表」電子檔填寫後 mail 傳送至：

ee0310@gm.ntcu.edu.tw  

□有  

□無 

10.同意由EMBA及IMBA合聘，有義務於EMBA及IMBA開課，並由

教評會決議主、從聘。 

本人親簽：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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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同意書說明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將如何處理本表單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一、 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 

1. 本校管理學院 EMBA 及 IMBA 因執行新聘教師甄聘業務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2. 本表單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出生日期、性別、連絡電話、手機、通訊地

址、成績單、學經歷資料、工作證明相關資料、教師證書等。 

3. 本校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地區為臺灣地區，使用期間為即日起一年內，利用之方式為書面、

電子、網際網路或其它適當方式。 

二、 個人資料之使用方式 

1. 本表單依據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且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

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請務必提供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若個人資料有誤或不完整，您將可能損失相關

權益。 

3. 您可向本校所蒐集之您的個人資料，進行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要求補充或更正。 

4. 您可要求本校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或是要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但若為

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校得拒絕之。 

5.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原先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本校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

您可以拒絕本校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但可能導致您的權益受損。 

6. 若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如您對上述事項有疑

議時，請參考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校連繫。 

三、 個人資料之保護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倘若發生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

他侵害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 同意書之效力 

1. 當您勾選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若

您未滿二十歲，應讓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但若您已接受本服務，

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2. 本校保留隨時修改本同意書規範之權利，並將修訂後之規範公告於本校網站，不另作個別

通知。如果您不同意修改的內容，請直接與本校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繫。否則將視為

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之增訂或修改內容。 

3. 您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確

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我瞭解並同意上述內容         當事人簽名                  年   月   日 

 

 



 5 

切   結  書 

本人應徵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管理學院 EMBA 暨 IMBA 新聘教師，已詳閱

公告內容，茲切結下列事項： 

一、 所附證件正(影)本屬實。 

如有違反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

條、第三十三條規定，或冒名頂替或學歷、經歷證件偽造或變造等情

事者，於甄選前發現者，撤銷其應徵資格；於甄選階段時發現者，應

停止審查程序，已甄選之各項成績無效，並不予錄取。錄取後發現者，

撤銷其錄取資格；如經聘任後則依教師法規定提交各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予以解聘；如涉及法律責任應由立切結書人自行負

責。 

二、 如為政府機關或公私立學校現職人員，應於報到時檢具原服務機關學

校離職同意書或證明書，否則無異議由貴校依規定不予聘任。 

三、 如所附為外國學歷證件，經依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要點規定查證有不

符或不予認定情形時，無異議由貴校逕行解聘。 

四、 同意由 EMBA 及 IMBA 合聘，有義務於 EMBA 及 IMBA 開課，並由

教評會決議主、從聘。 

     此 致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