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度五]徵 才 啟 事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聘任「科學．技術與社會」向度等相關領域專長之專任教師乙名
公告如下：
一、 申請者專長學術領域為：
「科學史」
、
「技術史」
、
「科技與社會」與「科技產業與政策研究」相關領域，教學上必
須能勝任與發展向度五「科學、技術與社會」核心通識課程，並能以全英語授課為佳。
二、 職級：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此名額主聘在通識教育中心、合聘在校內相關領域之系所，教學與行政職務
之相關權利義務將為兩單位協議，明載於聘書中〉
。
三、 起聘日期：最快於 2020 年 2 月 1 日起 。
四、 申請者具下列資格之一：
1. 任職於國內外各大學或研究機構之專職教學或研究人員，職級需相當於助理教授級以上。
2. 具備國內外相關領域博士學位者。
五、申請所需資料（除推薦函外，以下資料各一式二份。如未依照規定繳齊資料，一律視為資格不符）：
1. 新聘教職申請表（含書面及電子檔）
。請自本中心網頁「徵才與行政」下載申請表電子檔，填妥的申請表除書
面呈交外，請提前以 word 及 pdf 檔案格式電郵傳送至本中心聘任業務聯絡人（檔案名稱請以「新聘教職申

請表_向度五_姓名」命名）。
2. 詳細履歷（請註明欲申請之職級）。
3. 研究旨趣與教學理念之說明。
4. 可授課程之課程綱要至少四門：
(1) 大學通識教育核心課程二門〈其中一門為「科學革命」
、
「科技史」
、
「科技與社會」
、
「科技產業與政策」
、
「醫
療、科技與社會」
、
「能源科技與環境」其中之一，另一門為「科學．技術與社會」向度相關議題之文化經
典課程，或其他科技、科學類型課程，但須內含探討與人類世界、生態環境影響之反思等內容。
(2)研究所課程二門。
(3)若無相關領域研究所，請提供學系課程二門。
5. 最近三年以內取得博士學位者，請附研究所成績證明。

6. 助理教授以上之教育部教師證書影本，或博士學位證明（國外取得學歷者，須完成驗證）
。
7. 個人著作表（請依科技部標準格式列表）連同擬提供評審的論文、畢業論文等學術著作。
8. 三位推薦者的推薦函（每式一份，須由推薦者簽名後，與審查資料分開郵寄、電郵或傳真至中心聘任業
務聯絡人。推薦函最遲須於 2019 年 8 月 9 日(五)前寄達，推薦函恕不返還）。
六、申請截止日期：2019 年 8 月 9 日(五)前寄達（逾時不候，請寄件者自行考量寄達時間）。
七、應徵者請檢具上述資料，於截止日期前寄達：
300 台灣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育館 210 室)收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No. 101, Sec. 2, Kuang-Fu Rd, Hsinchu, 300, Taiwan, R.O.C.
八、郵寄封袋上請註明「應徵專任教師資料」字樣。
九、書面資料如欲返還，應徵時請檢附貼足郵資的回郵信封。
以上訊息如有疑問，歡迎來電聯絡，謝謝。
聘任業務聯絡人：曾欣如小姐
Tel： 03-5742835；Fax：03-5718791
E-mail：hjtseng@mx.nthu.edu.tw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網頁：http://cge.gec.nthu.edu.tw/

Full-time Position [ST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Department
Position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ssistant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Professor
1.
2.

Job
Requirements
3.

The candidate must have a Ph.D. degree.
The candidate is expected to have a well-developed area of research
expertise in one of the following: history of science, history of modern
technology, ST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d S&T industry
and policy).
It would be preferable if the candidate has the capability of teaching
courses in English.

1.
2.
3.

Required
documents
4.

5.
6.
7.
Application
Deadline

Curriculum vitae.
A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candidate’s research interests and
pedagogical philosophy.
Four course syllabuses, including two core courses (one should be any
of the following: “Scientific Revolution,” “History of Pre-modern
Scienc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History of Modern
Technology,” “History of Non-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 Industry and Policy.” The
other one should be “Society, Technology, and Society Classics”) for
general education, and two departmental or graduate-level courses.
For the candidate who obtained a doctoral degree within the past three
years, please provide official transcripts (academic records) from the
institution(s) where you completed your academic study.
Photocopy of Ph.D. diploma (Foreign qualifications need to be
verified)
List of publications and copies of publications within the past 5 years.
Thre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Aug 9, 2019

Please send two hard copies of application materials to: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101, Sec. 2, Kuang Fu Road
Hsinchu, TAIWAN 30013 ROC
If you have any inquiry, please email: hjtseng@mx.nth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