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正大學　函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
承辦人：凃嘉宏
電話：05-2720411#18110
傳真：05-2720560
電子信箱：admyahe@ccu.edu.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9日
發文字號：中正人字第111120031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院長候選人推薦表及資料表.odt、徵人啟事中文版.pdf、徵人啟事英文版.pdf

主旨：關本校文學院院長公開徵求候選人事宜，延長收件至111年
5月13日（星期五）中午12時止，敬請惠予公告並推薦適
當人選，請查照。

說明：
一、本校111年4月1日中正人字第1111200240號函諒達。
二、凡有意推薦人選或自行參加遴選者，請將申請資料正本及
電子檔於111年5月13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送達（以郵
寄寄達或本校簽收日期為憑）。

三、上開院長遴選相關規定及表件等資料，請逕至本校首頁
（ https://www.ccu.edu.tw/ ） 、 或 本 校 人 事 室 網 頁
（https://person.ccu.edu.tw/）「院長遴選專區」、本校文學
院網站https://colliber.ccu.edu.tw/下載參閱。

正本：教育部、科技部、中央研究院、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文學院、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文學院歷史學系、文學院

哲學系、文學院語言學研究所、文學院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理學院、
社會科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人事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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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院長候選人推薦表 

壹、被推薦之院長候選人 

姓         名 任     職     單     位 職        稱 

 

 
  

貳、推薦理由 

 

參、推薦人基本資料 

姓  名  任職單位 
 

職稱 
 

聯絡地址  

E-mail  

電  話 
公: 

宅: 
傳真 

公: 

宅: 

行動 

電話 

 

已確認候選人意願 □是   □否 推薦人簽章 
 

備註：1.推薦候選人者，請填本表及候選人資料表。 

2.候選人自我推薦者，請填候選人資料表(本表免填)。 

3.推薦截止日期為民國111年5月13日(星期五)。 

4.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接附。 

 



國立中正大學公開徵求文學院院長候選人徵人啟事  

一、本校公開徵求新任文學院院長，依本校院長系所主管產生、連任及去職辦

法第 2 條規定，採任期制，任期 3 年，得連任 1 次，歡迎推薦人選或自行

參加遴選。 

二、為達成本校追求學術卓越之目標，新任院長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重視人文相關領域之教學與研究，並具社會關懷與互動。 

(二)領導協調與整合本校文學院各系所之資源。 

(三)引導成立與在地連結為主導，國際連結為網絡的大型研究團隊。 

(四)積極啟迪後進，培養各團隊的領導人才。 

三、本校文學院現況與未來發展： 

（一）文學院現有中國文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外國語文

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歷史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博士

班）、哲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語言學研究所（含

碩士班、博士班）、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二）文學院現有教師 73名，學生 1,103名。文學院發展特色：1.培養

學生藝術創作與文學鑑賞能力。2.開發學生文創動能，培育外語人

才。3.培育中外歷史教研工作者及藝術文物導覽人才。4.培養哲學

問題分析及思辨能力。5.融合理論與實證之研究，培育華語及手語

教學人才。6.培養臺灣本土知識與關懷，兼具學養與實務能力。各

系所教師學有專精，依其發展特色，追求教學研究之卓越與創新。 

（三）文學院之詳細介紹，請參閱網址：https://colliber.ccu.edu.tw/。 

四、候選人資格： 

(一)符合或相當於教授資格者。 

(二)就任時（111 年 8 月 1 日），年齡未滿 62 歲。 

五、候選人參與遴選過程： 

    (一)繳交相關表件請於本校人事室網站院長遴選專區或文學院網站下載。 

    (二)候選人對院內教師說明治院理念。 

    (三)候選人至遴選委員會進行簡報及面談。 

六、凡有意推薦人選或自行參加遴選者，請至本校網站「院長遴選」專區或文



學院網站下載。請將推薦表(另請附電子檔)及相關資料於 111 年 5 月 13 日

(星期五)12:00 前送達本校人事室(以郵寄寄達或本校簽收日期為憑)，逾期

或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 

七、本校聯絡資料如下： 

聯絡人：人事室凃嘉宏 

地  址：62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 

電 話：(05)2720411 轉 18110、＋886-5-2721083 

傳 真：(05)2720560 

E-Mail：admyahe@ccu.edu.tw 

Website：www.ccu.edu.tw 

國立中正大學 文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  啟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院長候選人資料表 

一、個人基本資料 

姓    名 

中文： 

性別 

□男 

電   話 

公： 
 

英文： □女 宅：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國籍  
 

聯絡地址  傳   真  
 

E - mail  行動電話  
 

相當於教授資

格之證件 
 

教授年資

起計年月 
年    月 

 

 

現 

 

職 

服 務 機 關 名 稱 專兼任 現職（職級） 
到校年月（校內人員） 

到職年月（校外人員） 

 
    

 

大 

學 

以 

上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院   系   所 學位名稱 領受學位年月 

 
    

 
    

 
    

 

經 

 

 

歷 

服 務 機 關 名 稱 專兼任 職稱（職級） 任職起訖年月 

 
    

 
    

 
    

 
    

 

候選人簽署 

本人同意擔任院長候選人，所填送各項資料表件均確實無誤。 

茲親自簽名於下： 

年   月   日 

備註：1.推薦截止日期為民國111年5月13日(星期五)。 

2.院長候選人資料表（共3頁）請詳實填寫，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接附。並請附

最高學歷、教授或相當於教授資格之證件影本。 



二、擔任院長理念 

 

備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接附。 



三、學術獎勵及榮譽事項（含服務及貢獻） 

授獎單位 內容 時         間 文號 

    

    

    

    

    

    

    

    

    

    

    

    

    

    

    

    

    

備註：1.本表若不敷使用請以 A4紙張自行影印接附。 

2.如有文件請附影印本。 

 

 

 



四、著作、作品及發明目錄 

（一）請詳列個人學術性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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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依順序分類填寫，著作之重要性亦請自行排列先後順序。 

（二）各類著作請依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各項著作請依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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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 

五、推薦表 

（一）推薦人請於本校首頁「院長遴選專區」下載填寫，亦可自行使用不同格式填寫。 

（二）本推薦表可另行寄送本校人事室收（地址：621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 

 



Solicitation for Dean Candidates of CCU College of Humanitie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invites applications and nominations for 

the position of the dean of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The position is offered 

for a three-year term and may be renewed once. It will start from August 1, 

2022. For more details regarding the CCU College of Humanities, please 

visit https://colliber.ccu.edu.tw/ or https://person.ccu.edu.tw/.  

Qualifications: 

(1) Qualified to be or equivalent to Full Professor 

(2) Under the age of 62 on August 1, 2022 

The dean is expected to lead the CCU College of Humanities to fulfill the 

following goals: 

1. Pursue excellence in humaniti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as well a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are. 

2. Provide effective leadership and coordination of all departments and 

graduate institutes of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3. Build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large-scale research teams with 

emphasis on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agendas. 

4. Inspire young faculty members as well as cultivate research team 

leaders. 

Prospective candidates may self-recommend or be recommended by another 

person. For information regarding relevant forms, please visit 

https://colliber.ccu.edu.tw/ or https://person.ccu.edu.tw/. After completing 

all required forms, please send them with copies of the required certificates to 

the Dean Search Committee, CCU College of Humanities, 168 University Rd., 

Minhsiung, Chia-Yi 62102, Taiwan. All required documents must be delivered 

to the Committee by 12 pm, May 13, 2022. 

 

If there ar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r. Chia-Hung Tu at 

+886-5-2721083, fax +886-5-2720560, or admyahe@c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