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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109 學年度教師甄選簡章 

臺、甄選類別、名額及甄試教材： 

貳、報名條件及資格： 

  一、具有上述各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 

  二、無教師法第 14 條各款之情事者。 

  三、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及第 33 條各款之情事者。 

  四、無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27 條各款之情事者。 

  五、服完兵役或無兵役義務者。 

  六、為兼顧當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應試者於報名時尚未取得合格教師證，得檢附檢定考試

及格成績通知單。 

參、簡章及報名表：報名簡章及相關表件請本校網站，自行下載，並請使用 A4 白色紙張列印。  

本校網址：http://www.htcs.org.cn/main.php 

肆、報名方式、日期及地點： 

  一、報名方式： 

     (一)親自報名、委託報名。 

     (二)通訊報名：請於期限內寄達華東臺商子女學校臺北辦事處收(不以郵戮為憑，逾期視同

放棄)，信封請註明「甄選科別」。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缺額甄聘額滿完畢止。 

  三、報名地點： 

     (一)本校臺北辦事處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311 號 2 樓之 7) 。 

     (二)昆山校本部人事室 (地址：江蘇省昆山市花橋經濟開發區曹淞路 66 號)。 

   四、應繳表件：證明文件均繳交影本。 

      *****請詳填附件一及附件二各項欄位資料、正確聯絡電話及 E-mail。 

甄選類別 名額 甄試教材 備註 甄試日期 

小
學
部 

一般導師 5 

國語(康軒版) 

數學(翰林版) 

社會(南一版) 

擇一教材試教 

依通知排定

甄選日期 

英語教師 1 Let's Go 4  

體育教師 1 康軒版  

國

高

中

部 

中學資訊教師

或生活科技教

師 

1 版本自擇 

應具科技領域專才 

( 應用軟體、積木式

程式設計、Arduino

微處理器、 3D 繪

圖、3D 印表機、雷

射切割機、應用科學

類專題實作等 ) 。 

行

政 
輔導教師 1 版本自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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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師甄選報名表(如附件一)。 

     (二)個人資歷簡表(如附件二)。 

     (三)大學以上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四)該科(類)合格教師證書。 

     (五)國民身分證(請影印正反面於同一面 A4 紙，毋需裁剪)。 

     (六)近五年服務證明書(無則免附)。 

     (七)退休證(退休人員繳交) 

     (八)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影本(男)。 

     (九)試教之教案乙式 3 份(頁數不超過 10 頁，學習單最多 2 頁)。 

    [以上資料請依序放置白色透明 L 形資料夾中，請勿裝訂。] 

伍、報名費用：無 

陸、甄試方式：採初試及複試兩階段進行。 

  一、初試：以書面資料審查再擇優進行面試，不合格或未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所送資料

亦不退還。 

[進入複試者將各別以電子郵件通知]  

  二、教學演示與口試：採線上面試。 

     (一)教學演示： 

       1.時間以 10 分鐘為原則。 

       2.應試者於複試不得提供個人簡歷、教案及教學檔予試教評審委員。 

     (二) 口試：時間以 10 分鐘為原則，就教育理念、班級經營、專業知能、校務發展願景等

項評比。 

柒、甄試日期及地點：(昆山校本部另行通知。) 

  一、甄試日期：本甄選為一次公告分次甄選，甄試日期依排定通知。 

  二、甄試地點：至本校臺北辦事處，並與昆山校本部採線上甄試。 

捌、錄取公告： 

  一、錄取人員於每次甄選完畢公告於本校網站，有關報到事宜另行以電子郵件告知。 

  二、若應考者均未達錄取標準或不符本校需求，得從缺不予錄取。 

玖、報到簽約時間及地點：正取人員依通知，持錄取通知單及相關學歷證件正本，至臺北辦事

處報到簽約，如逾期未報到者，取消其錄取資格並由備取人員依序遞

補。 

拾、聯絡方式： 

  一、本校臺北辦事處：（02）87710912 轉 101~103 王婉錞/李茜茹     

                      E-mail：htcs52htcs52@gmail.com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311 號 2 樓之 7 

二、昆山校本部人事室：（86））512-57776870 王美瓊組長 

               E-mail：htcs667@sina.com 

拾壹、附則 

  一、報考人員須有赴大陸教學之意願，否則請勿報名。 

mailto:htcs52htcs52@gmail.com
mailto:htcs667@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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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使甄試順利進行，本校於考前先行抽籤決定出場序，並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應考人。 

  三、公立學校教師，服務成績優良，依教育部規定，可採帶職帶薪商借或留職停薪借調方式

到校服務，商借或借調期滿可以回到原校繼續任教；商借人數為教育部訂定，若人數超

過僅能以留職停薪借調方式辦理。 

  四、公立學校教師參與甄試，請事前與學校告知，以免日後辦理商借或借調時發生困擾。 

  五、繳交之證明文件如有不實者，除取消其錄取資格外，如涉及刑責應由應徵者自行負責。 

  六、經甄選錄取者於簽約後，應立切結書保證履約到職，否則依罰則辦理。 

  七、教師敘薪起始日期以到校次日起算（到昆山本校、宿遷、南京等校區，若逢星期六日則

以次週一算起）。 

  八、錄取者應參加本校職前訓練及講習，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 

  九、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校公告補充之。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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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臺商子女學校 109 學年度教師甄選報名表 

甄選科別： 

姓名  出生年月日 民國    年    月   日 

自黏相片或 

(電子檔 4MB 以內)

性別 □男   □女 身分證字號  

連絡電話 (   ) 行動電話  

通訊地址  

E-mail  

任教動機  

學  歷 

畢業學校 系所 修業起訖年月 

高中    

大學    

研究所    

工作經歷 

曾任職機關學校名稱 職稱 任職起迄年月 年資 

   年

   年

   年

擔任導師意願 是□ 否□ 願意擔任導師 擔任行政意願 是□ 否□ 願意擔任行政

合格教師證書 

類別 科  目 核(補)發日期 證      號 

    

    

婚姻狀況 □單身  □已婚     家庭情形
單身前往服務

□是 □否 

臺商眷屬 

□是 □否 

攜眷前往服務

□是  □否 

右欄應考人

請勿勾選 

審查項目 備註 

□1.報名表     □2.個人資歷簡表     □3.學歷證件 

□4.合格教師證 □5.國民身分證       □6.服務證明書 

□7.退休證     □8.退伍令或免役證明 □9.教案 3 份 

□10.正本已驗證完畢。 

                  審查人員：                       

 

附件一 

htcs
刪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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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臺商子女學校教師甄選個人資歷簡表 

 

姓名  性別  出生年月日 民國      年    月    日 

擅長工具 
□文書處理 □試算表   □簡報軟體

□影像處理 □網頁製作 □網站管理
現職單位  

一、家庭概況： 

二、專長及興趣： 

三、求學歷程及過去服務優良事蹟： 

四、教育(教學)理念： 

五、對華東臺商子女學校的認識及服務抱負：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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