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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年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徵聘設計學院院長啟事

主旨：檢 送本校設計學院徵聘院長候選人啟事一案，敬請惠予
公告。
說明：
一、 本校設計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依據本校「院長遴選注意
訂

事項」及「設計學院院長遴選及連任作業要點」之規
定，公開徵求設計學院院長候選人。
二、 本次徵聘截止收件日期至111年9月28日(三)中午12時前送
(寄)達本校設計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相關電子檔請至本
院網頁https://dc.ntut.edu.tw/下載。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本校各單位
111/09/01
副本：本校設計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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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徵聘設計學院院長啟事
一、 本校設計學院徵求新任院長。設計學院設有工業設計系(含碩士班)、建
築系(含碩士班)及互動設計系(含碩士班)三個獨立系所，學院跨領域整
合型學制則設有設計博士班與創意設計學士班。
二、 院長候選人資格如下：
（一） 教育部審定之教授或相當教授資格者。
（二） 傑出之學術成就，且專長與本學院領域相符者。
（三） 具相當之學術行政能力或經驗。
（四） 具有高度教育熱忱及奉獻決心者。
三、 收件日期：自 111 年 9 月 1 日至 111 年 9 月 28 日中午 12 時前， 送(寄)
達本校設計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未依規定期限送達者，不 予受 理。
四、 凡有意者，請檢附候選人資料表(公告於本校及本院網站，請自行下載
填具)及相關證明文件(含紙本及電子檔)，以限時掛號或親送方式於上
述收件日期截止前，送(寄)達本委員會。
地 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一號設計館 651-1 室 設計學院
收件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 院長遴選委員會
聯絡人：謝欣頻小姐
電 話：(02)2771-2171 轉 4560
E-mail：q11646@mail.ntut.edu.tw
五、 本啟事同時刊登於網頁：
（一）本校網站 https://www.ntut.edu.tw/
（二）設計學院網站 https://dc.ntut.edu.tw/
（三）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網站 https://www.nstc.gov.tw
(四) 聯合報
六、 符合資格審查合格之參選人或被推薦人，本委員會將另行通知，並應於
本委員會擇定之日期向設計學院專任教師說明推動院務理念政見發表
會。
七、 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院長遴選注意事項」及「設計學院院長遴選及
連任作業要點」及設計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之相關規定因應辦理。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
院 長 遴 選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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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 Announcement for Dean of College of Design
a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pei Tech) invites applicants and nominations for
the position of Dean of the College of Design. The College of Design offers bachelor’s and
master’s degrees in three academic departments: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Department of Interaction Design, and there are also two multidisciplinary
programs affiliated to it, that is, Doctoral Program in Design and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Creative Design.
Candidacy Requirements
 The status of full-professorship (or equivalent) certifi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utstand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expertise in any of the disciplines of design.



Excellent leadership skills and rich experiences in academic or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Being enthusiastic and dedicated to advanced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full consideration, applicants are expected to submit a complete personal information form
and related documents. Please submit both a hard copy via registered mail and an electronic copy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no later than 12pm, September 28, 2022.
Contact
College of Desig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o. 1, Sec. 3, Zhongxiao E. Rd., Taipei 10608, Taiwan, R.O.C.
Hsin-Pin Hsieh
Tel: +886-2-27712171 Ext. 4560
E-mail: q11646@mail.ntut.edu.tw
This notice is also posted on the United Daily News and the following websites:
https://www.ntut.edu.tw
https://dc.ntut.edu.tw/
https://www.nstc.gov.tw
Qualified candidates or nominees will be notified by the committee and should present one’s
statement of career planning at College of Design on the designate date.
All issues will be resolved by the Dean Search Committe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an Search
Protocol of the College of Design and other relate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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