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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徵聘啟事 
 

一、 徵求本校專任教師 13-14 人，約聘教學人員 1-2 人，自 108 年 8 月 1 日或 109 年 2

月 1 日起聘。公告詳情請至本校網址：http://www.nfu.edu.tw 徵才公告查閱。 

二、各系所徵求師資如下： 

 

聘 用 單 位 職稱 名額 

工程學院 

材料科學與工程系 助理教授 1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助理教授(含)以上 1-2 

自動化工程系 助理教授(含)以上 1 

飛機工程系(機械組) 助理教授(含)以上 1 

飛機工程系 助理教授級約聘專業技術人員 1-2 

電機資訊學院 

電子工程系 助理教授(含)以上 1 

資訊工程系 助理教授(含)以上 1 

文理學院 

通識教育中心 助理教授(含)以上 4 

農業科技系 助理教授(含)以上 2 

應用外語系 助理教授(含)以上 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 系 徵聘專任教師啟事 

聘用單位 聘任職稱 名額 

應徵資格 

學歷 條件、專長 應備申請資料 

材料科學

與工程系 
助理教授 1 

博士

學位 

1. 大學、碩士、博士學位

至少其中之一為材料科

學與工程之學位，或博

士學位為化學工程、化

學與材料工程、機械工

程、物理、化學之學位。 

2. 所能任教科目至少需有

3門課(9學分或 9學時)

為本系大學部專業必修

科目，且至少需有 6門

課(18 學分或 18學時)

為本系大學部專業必、

選修科目，以上採計科

目必需為修讀各級學位

時所修習並取得學分之

相關科目。 

3. 具有專職二年以上之國

內外業界實務經驗，且

應與本系任教專業相

關。 

4. 對於人才培育及產學研

究之推動有興趣；具金

屬、陶瓷、電子、高分

子材料、複合材料等材

料製程技術專長者。 

1. 學位證書及成績單影本

各乙份。 

2. 檢附相關證明包括經歷

證明，如教師證書影本

（無則免）、業界實務經

驗證明(離職或服務證明

書等)。 

3. 履歷資料（含自傳、通訊

地址、電話、出生年月

日、學經歷專長、教學研

究構想書、著作目錄、博

士論文及 5年內著作、產

學合作經驗或計畫等有

助佐審資料）。 

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材料

科學與工程系徵聘教師

應徵人員資料一覽表

(word檔及簽名紙本)。 

5. 應徵函。 

6. 身分證影本。 

7. 推薦信函二封。 

8. 「應徵教師應備申請資

料自檢表」一份(請確實

勾選，確認應備資料齊全

後簽名)。 

 

起聘日期 109年 2月 1日 

聯絡人 何彩雯 辦事員 

聯絡電話 05-6315461 

E-mail  s60953@nfu.edu.tw 

附註： 

一、本校新聘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自 100年 8月 1日起新聘之專任教師開始實施。 

二、有意者請於 108年 8月 31日前備申請資料以掛號信寄達(以郵戳為憑)聯絡人，  

    合格者另行通知面談，所有文件請自存如無特殊要求恕不退還。 

三、應徵者應於資格審核前備齊相關學經歷證明文件，未備齊者本校得不通知面試。 

四、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地址：632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號（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暨材料

科學與綠色能源工程碩士班）。 

    校網址：www.nfu.edu.tw 

系網址：http://www.mse.nfu.edu.tw 

五、檢附「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徵聘教師應徵人員資料一覽表」、「應徵

教師應備申請資料自檢表」。(word檔請至本系系網-材料系公告下載)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工程學院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徵聘專任教師啟事 

聘用單位 
聘任職稱

／學歷 
名額 

應徵資格 

條件、專長 應備申請資料 

機械與電腦

輔助工程系 

助理教授

(含)以上

／博士 

 

1-2名 
1.機械相關領域系所畢業。 
2.具備精密量測、工業4.0智慧

製造、金屬成形、工具機、

機構設計及精密加工領域專

長為優先。 

3.需具有業界相關實務二年以上

之工作經驗。 
4.曾任職法人單位或業界二年工

作經驗者尤佳。 

5.須具備英語授課能力。 

1.履歷表（含通訊地址、電
話、出生年月日及學經歷
專長） 

2.學經歷證件影本：如教師證 
書影本、業界實務經驗證明
(離職或服務證明書等)。 

3.專科（含）以上各級修業成
績單影本。 

4.博士論文。 
5.著作、研究計畫與產學合作
目錄。 

6.代表性著作三至五件全文。 
7.可開授課程名稱及其大綱。 
8.未來研究方向、重點與規劃
大綱。 

9.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如得
獎紀錄、作品、專利與技
轉等)。 

起聘日期 109年2月1日 

聯絡人 廖妙齡小姐 

聯絡電話 05-6315306 

聯絡電子信箱 mcae@nfu.edu.tw  
註： 
一、本校新聘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自100年8月1日起新聘之專任教師開始實施。 
二、有意者請於108年8月31日前（郵戳為憑)備妥上列之文件紙本並填寫表格「1090201起聘專任

教師徵聘個人資料表」電子檔（寄 mcae@nfu.edu.tw）寄達聯絡人，逾期不予受理。合格者另
行通知面談(未獲錄取者恕不退件)。 

三、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地址：632雲林縣虎尾鎮文化路64號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四、本校網址：www.nfu.edu.tw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工程學院自動化工程系專任教師徵聘啟事 

聘用單位 聘任職稱 名額 
應徵資格 

學歷 條件、專長 備註 

自動化工
程系 

助理教授
（含）以上 1 名 博士 

1. 背景：機械與機

電相關科系並

且有機電系統

整合實務經驗。 

2. 具2年(含)以上

產學合作研究

與實務經驗者。 
3. 具英文授課能

力 

1. 學士、碩士、博士學
位證明書及學士、碩
士、博士成績單影本
(若為國外學歷請加
附外交機構之認證
文件)。 

2. 經歷證明：如教師證
書影本、業界實務經
驗證明(離職或服務
證明書等) 
 

起聘日期 108年 08 月 01日 

聯絡人 陳俐吟 

聯絡電話 05-6315380 

聯絡電子

信箱 
autodpt@nfu.edu.tw 

註： 
一、本校新聘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自 100年8月 1日起新聘之專任教師開始實施。 

二、 有意者請於 108 年 08 月 31 日前備妥上列之文件寄給聯絡人(以郵戳為憑，

逾期不受理)。合格者另行通知面談，未獲錄取者恕不退件。 
 以本校人事室/下載專區/教師聘任升等/表格為必繳申請資料： 

(1) 新聘教師個人基本資料「表 1-8」 
(2) 擬聘編制內專任教師業界經驗認定檢核「表 1-9」 
(3) 擬聘專任教師業界經驗服務證明書「表 1-10」 
(4) 徵聘教師資格審查名冊「表 1-4」，請另繕打電子檔並寄到系辦公室信箱。 

 學經歷表件（內含研究著作目錄、主持之計畫名稱、各項學術榮譽等有助佐
審資料）。 

 博士學歷證明及碩、博士成績單（影本）。 
 近五年內具代表性之相關研究著作影本。 
 教學課程與研究構想書等。 

 
註：資料裡年月日請以民國格式呈現，排序方式以近年遠(如 107、106、105…
依序排列) 

 
三、 應徵者應於資格審核前備齊相關學經歷證明文件，未備齊者本校得不通知

面試。 

四、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地址：632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號 自動化工程系 

    本校網址：www.nfu.edu.tw 
 

 

http://personnel.nfu.edu.tw/ezfiles/8/1008/img/113/170453337.docx
http://personnel.nfu.edu.tw/ezfiles/8/1008/img/113/173874880.docx
http://personnel.nfu.edu.tw/ezfiles/8/1008/img/113/142896076.doc
http://www.nhust.edu.tw/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工程學院飛機工程學系「專任教師」徵聘啟事 

聘用單位 聘任職稱 名額 
應徵資格 

學歷 條件、專長 應備申請資料 

飛機工程
系 (機械
組) 

助理教授
（含）以
上 

1名 博士 

1.專長為航空、

機械相關領

域。具結構分

析、設計或製

造專長尤佳。 

2.須具備全英文

授課能力。 

3.具備2年以上

（含）國內外

業界實務經

驗。(具有航空

產業、複合材

料相關實務經

驗或產學合作

績效尤佳) 

1. 畢業證書及成績單影
本:學士、碩士、博
士。(若為國外學歷請
加附外交機構之認證文
件)。 

2. 經歷證明：如教師證書
影本、業界實務經驗證
明(離職或服務證明書
等) 

3. 履歷資料（含通訊地
址、電話、出生年月
日、學經歷專長、教學
研究構想、著作目錄及
代表性著作摘要）。 

4.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飛
機工程系徵聘教師應備
資料自檢表」、「徵聘教
師應徵人員資料一覽
表」、「飛機系專任教師
應徵基本資料表」及
「教師業界經驗認定檢
核表或服務證明書」等
應備資料。格式請至本
系網頁最新公告中下
載，填妥後請將電子檔
傳至 E-mail：
ae@nfu.edu.tw，紙本
請與應徵資料一併寄
出）,未備齊者視同資
格不符 

5. 應徵函（敘明應徵教師
等級）。 

6. 推薦函（選送）。 
7. 身份證影本。 

起聘日期 109 年 2 月 1 日 
 

聯絡人 邱金菊小姐 

聯絡電話 05-6315544 

聯絡電子

信箱 
ae@nfu.edu.tw 

註： 

一、本校新聘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自100年8月1日起新聘之專任教師開始實施。 

二、配合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師彈性薪資。 

三、 有意者請於108年08月30日(五)前備妥上列之文件寄達聯絡人，合格者另行通知面談，(未獲錄取者恕不退件)。 
四、 應徵者應於資格審核前備齊相關學經歷證明文件，未備齊者本校得不通知面試。 

五、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地址：632雲林縣虎尾鎮文化路64號 飛機工程系 

    本校網址：www.nfu.edu.tw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工程學院飛機工程學系「約聘教學人員」徵聘啟事 

聘用單位 聘任職稱 名額 
應徵資格 

學歷 條件、專長 應備申請資料 

飛機工程
系 

助理教授
級專業技
術人員 

1-2名 

專科
（含）以

上 

1.專長為飛機機

體、航電或結

構修理。  

2.須具備下列有

效航空器維修

工程師證照之

一：  

(1)  CAA  Cat.  
B1、B2或 C；  

(2)  EASA  Cat.  
B1、B2或 C；  

(3)  FAA  A&P  
(4)  CAA  
Repairman 結

構修理證照  

3.曾任職航空器

維修相關機構

直接修護或品

質部門，或擔

任民航局適航

檢查員，合計9

年(含)以上工

作資歷。  

4.具備全英文授

課能力。  

1. 畢業證書及成績單影本:
專科、學士、碩士、博
士。(若為國外學歷請加
附外交機構之認證文
件)。 

2. 經歷證明：如教師證書
影本、業界實務經驗證
明(離職或服務證明書
等) 

3. 履歷資料（含通訊地
址、電話、出生年月
日、學經歷專長、教學
研究構想、著作目錄及
代表性著作摘要）。 

4.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飛
機工程系徵聘教師應備
資料自檢表」、「徵聘教
師應徵人員資料一覽
表」、「飛機系專任教師
應徵基本資料表」及
「教師業界經驗認定檢
核表或服務證明書」等
應備資料。格式請至本
系網頁最新公告中下
載，填妥後請將電子檔
傳至 E-mail：
ae@nfu.edu.tw，紙本請
與應徵資料一併寄出）,
未備齊者視同資格不符 

5. 應徵函（敘明應徵教師
等級）。 

6. 推薦函（選送）。 
7. 身份證影本。 

起聘日期 109年2月1日 

聯絡人 邱金菊小姐 

聯絡電話 05-6315544 

聯絡電子

信箱 
ae@nfu.edu.tw 

註：  
 一、本教師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 6 條: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  

工作九年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年限得酌減之。 
 二、相關權利義務請詳閱本校「國立虎尾科技大學約聘教學人員實施要點」。 
 三、有意者請於108年08年30日(五)前(以郵戳為憑)備妥上列之文件寄達聯絡人，合格者另行通知面談，

(未獲錄取者恕不退件)。 

 四、應徵者應於資格審核前備齊相關學經歷證明文件，未備齊者本校得不通知面試。 
 五、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地址：632雲林縣虎尾鎮文化路64號 飛機工程系 
    本校網址：www.nfu.edu.tw 

         系網: http://nfuae.nfu.edu.tw/files/14-1039-50592,r269-1.php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電子工程學系專任教師徵聘啟事 

聘用單位 聘任職稱 名額 

應徵資格 

學歷 條件、專長 應備申請資料 

電子工程
系 

助理教授
（含）以上 1名 博士 

1.具電機電子或
資訊相關博士學
位。 
2.專長：計算機科
學或資訊工程。 
3.需具有業界全
職二年以上相關
工作經驗，且具備
英文授課能力。 

1. 學士、碩士、博士學位
證明書及學士、碩士、
博士成績單影本(若為
國外學歷請加附外交
機構之認證文件)。 

2. 經歷證明：如教師證書
影本、業界實務經驗證
明(離職或服務證明書
等) 

3. 履歷資料（含通訊地
址、電話、出生年月
日、學經歷專長、教學
研究構想、著作目錄及
代表性著作摘要）。 

4. 應徵教師基本資料表
（電子檔請 E-mail：
nansin@nfu.edu.tw，
紙本請與應徵資料一
併寄出）（敘明應徵教
師等級）。 

5. 推薦函（選送）。 
6. 身份證影本。 

起聘日期 109年 2月 1日或 109年 8月 1日 

聯絡人 吳念勳小姐 

聯絡電話 05-6315641 

聯絡電子

信箱 
nansin@nfu.edu.tw 

註： 

一、 本校提供具競爭性的彈性薪資，專任教師享有:固定全年薪資、1.5 個月年終工作獎金、彈

性薪資(視個人學術表現及各領域國際薪資水準而定)。 

二、 本校新聘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自 100年 8月 1日起新聘之專任教師開始實施。 

三、 有意者請於 108 年 8 月 31 日前備妥上列之文件寄達聯絡人〈以郵戳為憑〉，合格者另行通

知面談，(未獲錄取者恕不退件)。 

四、 應徵者應於資格審核前備齊相關學經歷證明文件，未備齊者本校得不通知面試。 

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地址：632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號 電子工程系 

    本校網址：www.nfu.edu.tw 

六、檢附「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子系應徵教師基本資料表」乙份、「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擬聘編制

內專任教師業界經驗認定檢核表」乙份。 

mailto:nansin@nfu.edu.tw
http://www.nhust.edu.tw/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資學院資訊工程系專任教師徵聘啟事 

聘用單位 聘任職稱 名額 

應徵資格 

學歷 條件、專長 應備申請資料 

資訊 
工程系 

助理教授
（含）以上 1名 

博士 
（國內外
資訊相關
研究所畢
業） 

1. 具備電子、電
機或資訊工程
相關領域博士
學位。 

2. 須具備全英文
授課能力。 

3. 具 2 年以上
(含)國內外業
界實務經驗。
(具有資工相
關實務經驗或
產學合作績效
尤佳) 

4. 專長：電子、
電機或資訊相
關領域。 

5. 負責本系五專
資工科專業課
程授課。 

1. 學士、碩士、博士
學位證明書及學
士、碩士、博士成
績單影本(若為國
外學歷請加附外交
機構之證明文件)。 

2. 經歷證明如教師證
書影本、業界實務
經驗證明(離職或
服務證明書等)。 

3. 履歷資料（含通訊
地址、電話、出生
年月日、學經歷專
長、教學研究構
想、著作目錄及代
表性著作摘要）。 

4. 應徵函（敘明應徵
教師等級）。 

5. 推薦函（選送）。 
6. 身份證影本。 
7. 退伍令或免役證明
影本(女性免繳)。 

起聘日期 109年 8月 1日 

聯絡人 蔡明靜小姐 

聯絡電話 05-6315571 

聯絡電子

信箱 
purple637@nfu.edu.tw 

註： 

一、 本校新聘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自 100年 8月 1日新聘之專任教師開始實施。 

二、 有意者請於 108年 9月 30日前備妥上列之文件寄達聯絡人，合格者另行通知面談。(未獲 

錄取者恕不退件)。 

三、 應徵者應於資格審核前備齊相關學經歷證明文件，未備齊者本校得不通知面試。 

四、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地址：632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號 資訊工程系 

本校網址：www.nfu.edu.tw 

 

http://www.nhust.edu.tw/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徵聘啟事 
聘用

單位 
應徵

代碼 
聘任

職稱 
名

額 
應徵資格 

學歷 條件、專長 應備申請資料 

通識

教育

中心 

A 
微積

分 

助理教

授(含)
以上 

1名 博士 

 學歷： 
1. 國內外教育部認可之大學博士畢業。(須取得正式博士學位證

書) 
2. 至少學士、碩士、博士學位之一為數學系或應用數學系。 
 專長： 
3. 數學、應用數學之相關領域。 
4. 大數據、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為優。 
 條件： 
5. 近五年 3 篇(含)以上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具嚴格審查機制) 
6. 具備全英文授課能力。 
7. 具備業界 2 年專任實務工作經驗。 
8. 需配合製作線上影音教材。 
9. 需配合支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及相關計畫。(例如：地方創生) 

1. 履歷簡表。 

2. 業界經驗檢

核表。 

3. 業界經驗證

明文件。 

4. 經歷證明文

件。 

5. 近五年著作

及執行計畫

證明文件。 

6. 畢業證書影

本：學士、

碩士、博

士。(若為國

外學歷請加

附外交機構

之認證文

件，並檢附

出入境證

明) 

7. 成績單影

本：學士、

碩士、博

士。 

8. 博士論文摘

要。(請勿寄

送整本論

文) 

9. 身份證影

本。 

B 
國文-
華語

教學

專長 

助理教

授(含)
以上 

1名 博士 

1. 具有國內外中國文學、臺灣文學、華語教學相關領域之博士

學位者。(須取得正式博士學位證書) 
2. 具華語教學認證及相關經驗，能負責教授僑外生國文或華語

課程。 
3. 具備業界 2 年專任實務工作經驗。 
4. 具備全英文授課能力。 
5. 能配合執行學校大型計畫與中心計畫(例如：地方創生)。 
6. 曾擔任中央部會等級研究計畫、教育部課程計畫或產學計畫

主持人者為優。 

C 
國文-
閱讀

書寫

計畫

專長 

助理教

授(含)
以上 

1名 博士 

1. 具有國內外中國文學、臺灣文學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者。(須
取得正式博士學位證書) 

2. 具教育部等公部門中文閱讀書寫計畫相關經驗。 
3. 具備業界 2 年專任實務工作經驗。 
4. 具備全英文授課能力。 
5. 能配合執行學校大型計畫與中心計畫。(例如：地方創生)。 
6. 曾擔任中央部會等級研究計畫、教育部課程計畫或產學計畫

主持人者為優。 

D 
通識 

助理教

授(含)
以上 

1名 博士 

1.  具有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者。(須取得正

式博士學位證書) 
2.  能教授本校通識課程「藝術與文化涵養」領域或「科技與公

民社會」領域至少三門課程。 
3.  具有執行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各類型地方創生等計畫

之經驗者為優。並能配合執行學校大型計畫與中心相關事務。 
4.  具備業界 2 年專任實務工作經驗。 
5.  具備全英文授課能力。 
6. 曾擔任中央部會等級研究計畫、課程計畫或產學計畫主持人

為優。 
起聘日期 109 年 2 月 1 日(若聘任作業不及，則順延至次一學期起聘) 
聯絡人 劉佩怡 小姐 

聯絡電話 05-631-5181 

聯絡電子信箱 cge@nfu.edu.tw 

 



 備註說明： 
一、 有意者請於 108 年 8 月 31 日前備妥「應備申請資料」紙本，以限時掛號寄達聯絡人。 

1.  為方便呈現會議資料，使用 A4 紙張為原則，請勿裝訂。 

2.  請以燕尾夾，依「應備申請資料」順序排列。 

3.  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4.  合格者另行通知面談，應徵資料恕不退還。 

二、 【1 履歷簡表】、【2 業界經驗檢核表】電子檔，請至通教育中心網頁下載： 

1.  網址 http://cge.nfu.edu.tw/ 下載專區-老師-徵聘專任教師 

2.  除郵寄紙本，請將 word 電子檔傳送到 cge@nfu.edu.tw 

三、 業界經驗證明文件： 

1.  離職或服務證明，請務必擇一提供。（如現階段無法提供，得先以勞保明細表代替） 

2.  證明文件之「任職機關、職稱、起訖期間」，必須與【2 業界經驗檢核表】一致。 

四、 經歷證明文件： 

各項經歷證明文件之「任職機關、職稱、起訖期間、數量、證書字號…」等資料，務

必與【1 履歷簡表】內容一致。經歷證明文件列舉說明如下： 

1.  現職服務證明影本：現職單位之服務證明/聘書。 

2.  教師證書影本：僅限教育部大學教師證書。國中小教師證書免列入。 

3.  專業證照影本：以華語教學證照、英文能力檢核證照為限。 

4.  近五年著作及執行計畫證明文件： 

(1) 近五年著作：每篇著作，請提供「論文首頁」紙本一張（不須提供電子檔）。 
(2) 近五年執行計畫案：請至【GRB 政府研究資訊系統】，列印「網頁查詢結果」紙

本供查核（不須提供電子檔）。 
五、 郵寄地址：632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 號 通識教育中心。 

六、 本校新聘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自 100 年 8 月 1 日起新聘之專任教師開始實施。 

七、 本校提供具競爭性的彈性薪資，專任教師享有:固定全年薪資、1.5 個月年終工作獎金、

彈性薪資(視個人學術表現及各領域國際薪資水準而定)。 
 

http://cge.nfu.edu.tw/


附件 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技系徵聘專任教師啟事 

聘用單位 聘任職稱 名額 

應徵資格 

學歷 條件、專長 應備申請資料 

農業科

技系 

助理教授

(含)以上 
2名 

國內、外

大學具博

士學位者 

1.具備農藝或園藝
作物生產技術、作物
生理、作物遺傳、藥
用植物、育種學、植
物組織培養、溫室園
藝技術、有機及友善
農業技術等專長。 

2.另具有生物產業
機電生產自動化、農
業機械、生物感測系
統、生物系統工程、

農業動力與機械、智
慧生產系統設計、生
物環境控制工程等
智慧農業整合應用
者為佳。 
3.須具備全英文授
課能力。 
4.需具有專職2年以
上(含)之國內外業

界實務經驗。 

1.學士、碩士、博士學位證
明書及學士、碩士、博士成
績單 影本(若為國外學歷
請加附外交機構之認證文
件)。 
2.經歷證明：如教師證書影
本、業界實務經驗證明(離
職或服 務證明書等)。    
3.履歷資料，含自傳、通訊
地址、電話、出生年月日、

學經 歷專長、教學研究構
想書(1.需提供可開設之課
程及可教授 產業課程相關

之資料。2.需提供 3-5 年
研究發展之方向及 所需研
究設備之規劃。)、著作目
錄、博士論文及 5 年內 
1~2 篇代表性著作、產學合
作經驗或計畫等有助佐審
資料。  
4.徵聘教師應徵人員資料
一覽表。  

5.徵聘教師應備資料自檢
表。  
6.推薦函二封。  
7.身份證影本。 

起聘日期 依本校規定完成三級教評會審議程序並經校長核定後起聘(108 學年

度第二學期或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聯絡人 潘琬瑄小姐 

聯絡電話 05-6315086 

聯絡電子

信箱 
farmer.uni@gmail.com / sorgan@nfu.edu.tw 

註： 

        一、本校提供具競爭性的彈薪資，專任教師享有:固定全年薪資、1.5個月年終工作獎金、

彈性薪資(視個人學術表現及各領域國際薪資水準而定)。 

        二、本校新聘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自 100 年 8月 1日起新聘任之專任教師開始實施。 

        三、有意者請於 108 年 8 月 30 日前(郵戳為憑)備妥上列之文件寄達聯絡人，逾期恕不

受理。(請使用長尾夾即可，不需裝訂。應徵資料恕不退還。) 

四、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地址：632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號-農業研究及推廣中心 

五、本校網址：www.nfu.edu.tw 

04.業界經驗認定檢核表%20(1).docx
mailto:sorgan@nfu.edu.tw
http://www.nhust.edu.tw/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文理學院應用外語系專任教師徵聘啟事 

聘用

單位 

聘任

職稱 
名額 

應徵資格 

學歷 條件、專長 應備申請資料 

應用

外語

系 

 

 

助理教

授(含)

以上 

1名 博士

學位 

 

 

1. 需具備全英文授課能力。 

 

2. 教授科目為英文聽講練習、英文、

進階英文等一般英語教學。 

 

3. 學歷需為英語語言相關領域。 

 

4. 因需協助本校國際事務推動之行政

工作，爰須具備口譯碩士或博士學

位。 

5. 有業界工作經驗者為佳。 

1.學士、碩士、博士學位證明

書及學士、碩士、博士成績單

影本(若為國外學歷請加附外

交機構之驗證文件)。  

2.經歷證明：如教師證書影本

(若無則免附)、業界實務經驗

證明(若無則免附)。 

3.履歷資料，含自傳、通訊地

址、電話、出生年月日、學經

歷專長、教學及研究構想書 

 (1.需提供可開設之課程資

料。 

  2.需提供 3-5 年研究發展

之方向。著作目錄、博士論文

及 5 年內 1~2 篇代表性著

作、產學合作經驗或計畫等有

助佐審資料。) 

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應用

外語系」徵聘教師應備資料自

檢表(請確實勾選，確認應備

資料齊全後簽名。)」、「新聘

教師個人基本資料表」、「徵聘

教師應徵人員資料一覽表」等

應備資料。 電子檔請 E-mail 

至：afl@nfu.eud.tw，紙本與

應徵資料一併寄出，未備齊者

視同資格不符。 

5.應徵函(敘明應徵教師等

級)。  

6.推薦函二封【副教授(含)以

上免附】。  

7.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8.非口譯相關專長者請勿投

遞。 

起聘

日期 
依本校規定完成三級教評會審議程序並配合學期起聘 

聯絡

人 
葉小姐 

聯絡

電話 
05-6315805 

聯絡

電子

信箱 

afl@nfu.edu.tw 

 



註：  

一、資料寄達日期：108年8月30日(星期五)截止，以郵戳為憑。本校另依書面審查結果通知面談，未接 

獲面談通知者恕不另行通知、函覆及退件，投遞資料如需寄回請附足額回郵信封俾利寄回，未檢附足額 

回郵信封者，自資料寄達截止日起保留三個月後銷毀。  

二、郵寄地址：632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三、收件人：應用外語系 葉小姐收(封面請註明「應徵專任教師」)。  

四、本校提供具競爭性的彈薪資，專任教師享有:固定全年薪資、1.5個月年終工作獎金、彈性薪資 (視

個人學術表現及各領域國際薪資水準而定)。 

五、本校新聘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自 100年8月1日起新聘之專任教師開始實施。 

六、聯絡電話：05-6315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