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岗位介绍 所学专业 岗位条件 备注

1 辅导员岗位 12
承担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工
作及学生公寓值班。

医学及相关专业、思
想政治教育、教育学
、心理学等优先

1.学历：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年龄： 35岁以下中共党员或28岁以下共青团员；
3.热爱学生工作，善于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学期
间担任过学生干部者优先；
4.政治立场坚定、品行端正，奉献精神强，具有较强的事业
心和责任感；
5.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处理突发
事件能力；
6.能熟练掌握和运用新媒体技术。

2
网络运维技

术岗位
1

负责校园网络技术维护及
规划。

计算机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网络工程，及相

关专业）

1.学历：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年龄：30岁及以下。
3.政治素质好（中共党员优先考虑），具有良好的文档写作
能力、学习能力、执行能力、自我驱动能力，具有良好的与
业务部门沟通的能力；有较强的业务工作能力和组织协调能
力。
4.熟悉局域网和广域网设计，具备交换机、路由器操作能力
以及各种网络硬件设备的基本维护和故障诊断处理能力。
5.具有一定的相关工作经历，有信息化项目建设和管理经
验；
6.具备相关专业技术职称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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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安全管

理岗
1

负责校园网网络安全管理
、安防设备维护及开展网

络安全教育等。

计算机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网络安全，及相

关专业）

1、学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工/理学硕士学位；
2、年龄：35岁及以下；
3、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品行端正，政治素质好（中共党
员），具有较强的业务工作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有较强的
进取心和学习能力；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表达能力；
4、具有较好的公文写作能力；
5、保密意识强，责任意识强；
6、对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的法律法规和基本知识有一定了
解，具备一定的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建设能力；
7、熟悉网络知识，对网络交换机、路由器、以太网、无线
WiFi网络等比较了解；
8、熟悉网络与信息安全相关知识，以及Windows Server和
CentOS 6.x等主流操作系统、Web服务器、数据库及其他应用
软件的安全加固方法；
9、具有信息安全专业学历或信息安全技术认证证书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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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事岗 1
负责学校外事管理等相关
工作。

英语外事管理、商务
英语、英语翻译方向
、英语国际传播方向
。

1、学历：硕士研究生（含）及以上学历；
2、年龄：30岁及以下；
3、英文口语流利，发音标准，有大型外事活动同传、交传经
验；
4、具有较强的笔译和英文写作能力，能承担学校外事年报、
计划等的英文翻译及写作工作；
5、形象气质俱佳，熟悉外事活动的规则和礼仪，性别不限；
6、做事细致、灵活，沟通、组织与协调能力强，能妥善协调
各方关系，有效组织和安排各项外事活动；
7、有3年以上涉外工作经验优先；
8、能承受较高强度工作压力。

5
眼视光技术
专业教师岗

1

参与眼视光技术专业建设
、课程开发与科研等工
作；承担眼视光技术专业
课程教学工作，按规定完
成所承担课程的教学文件
撰写。

眼视光学、临床医学
（眼视光方向）

1.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2.年龄要求：35岁及以下；
3.其他：有行业一线5年以上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验光
员、定配工等相关职业资格者优先；本科为眼视光医学、眼
视光技术等相关专业者优先。



序号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岗位介绍 所学专业 岗位条件 备注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17年下半年人事代理岗位招聘计划表

6
医学影像技
术专业教师

岗
1

参与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建
设、课程开发与科研等工
作；承担医学影像技术专
业课程教学工作，主要为
医学影像技检查技术等课
程的教学；按规定完成所
承担课程的教学文件撰写
。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2.年龄要求：35岁及以下；
3.其他：有行业一线5年以上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影像
技术职称者优先。

7
康复治疗技
术专业教师

岗
1

参与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建
设、课程开发与科研等工
作；承担康复治疗技术专
业课程教学工作，主要为
康复技术和疾病康复等课
程的教学；按规定完成所
承担课程的教学文件撰写
。

医学技术（康复治疗
方向）、康复医学与
理疗学、康复医学

1.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要求其本科为康复治疗技
术、康复治疗学、运动康复与康复治疗、运动康复与健康、
运动人体科学等相关专业；
2.年龄要求：35岁及以下；
3.其他：有行业一线5年以上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康复
治疗师或康复医师的相关职业资格者优先。

8
康复治疗技
术专业实验

岗
1

负责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实
训室建设及管理等工作。

康复治疗技术、康复
治疗学、运动康复与
康复治疗、运动康复
与健康、运动人体科
学

1.学历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年龄要求：30岁及以下；
3.其他：有行业一线3年以上工作经验、康复专业领域技师及
或医师以上相关职业资格者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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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岗

2

1、承担我校思想政治课教
学工作《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
》课程。
2、有一定的科研能力，承
担我校科研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中
共党史、政治学理论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国
际政治

1.学历：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
学科硕士学位及以上，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2.年龄：35岁及以下；
3.中共党员，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在事关政治原则、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的问题上与党中
央保持一致；
4.愿意投身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经
验者优先。

10
体育课教师

岗
1

1、承担体育教学，运动队
训练，课外体育活动组织
实施工作。
2、承担体育教学秘书工
作，教学文件归档以及日
常教研室其他工作。

体育教育、体育教育
训练学

1.学历：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年龄：35岁及以下；
3.具有运动员国家一级及以上资格。

11
计算机教师

岗
1

1、承担我校计算机课程教
学和课程建设工作
2、有一定的科研能力，承
担我校计算机科研工作。

计算机科学技术、软
件工程

1.学历：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年龄：35岁及以下；
3.有一定的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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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医学基础课

程教师
2

1、承担各专业《人体解剖
学与组织胚胎学》《生物
化学》《病理学》《病原
生物与免疫学》等医学基
础课程理论教学、实验教
学、课程建设工作；
2、承担基础医学课程教学
研究工作。解剖实验标本
制作、解剖实验准备。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
学、影像医学与核医
学、康复医学与理疗
学、针灸推拿学、临
床医学、内科学、外
科学、儿科学、老年
医学、法医学、口腔
医学、细胞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免疫学、病原生
物学

1.学历：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年龄：40岁及以下；
3.热爱教育教学事业，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
4.身体健康，能适应岗位工作；
5.具有临床行业工作经历或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教师、生
物化学教师和病原生物与免疫学教师工作经历者优先。

13
基础医学教
学部机能实

验岗
1

机能实验室教学仪器、设
备的管理与维护、实验教
学前的准备、实验教学后
的物品归类与整理，实验
动物的计划与管理，实验
室管理以及实验室相关的
工作，协助教师顺利完成
实验教学工作。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护理学、医学影像
技术、康复治疗学、
康复治疗技术、麻醉
学、口腔医学、针灸
推拿、医学检验技术

1.学历：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年龄：30岁及以下；
3.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
4.身体健康，工作认真、细致，有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能
适应本岗位工作；
5.能承担实验教学工作；
6.其他：有医学院校实验室工作经历或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者
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