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学年中职学校专业课师资需求

序号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招聘
人数

所需资格条件

最高年龄 性别 最低学历 最低学位 所学专业 其他条件

1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财会专业教师 2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10.财政金融
类；16.会计
与审计类

具有3年及以上会计、审计、金融等相关领域企业
工作经验

2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电子商务专业教师 2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9.经济贸易
类；13.工商
管理类；14.
电商物流类

具有3年及以上电子商务、营销领域企业工作经验

3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

业教师
2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46.机械类

   具有3年及以上汽车生产企业或汽车维修企业从
事技术岗位工作经验

4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46.机械类
具有3年及以上汽车生产企业或汽车维修企业从事
新能源汽车或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岗位工作经验

5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国际贸易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9.经济贸易类 具有3年及以上国际贸易相关领域企业工作经验

6 集美工业学校 服装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77.纺织科学
与工程类

具有3年及以上纺织类企业从事本专业工作经验

7 集美工业学校 机械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46.机械类 具有3年及以上机械类企业从事本专业工作经验

8 集美工业学校 工业分析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34.化学类 具有3年及以上化工类企业从事本专业工作经验

9 集美工业学校
食品加工技术专业

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76.食品科学
与工程类

具有3年及以上食品类企业从事本专业工作经验

10 集美工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

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46.机械类

具有3年及以上汽车类企业从事新能源汽车维修工
作经验

11 集美工业学校 微电子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57. 计算机硬
件技术类；
49.电子信息

具有3年及以上电子类企业从事本专业工作经验

12 集美工业学校 物联网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54. 计算机网

络技术类
具有3年及以上物联网企业从事本专业工作经验

13 集美工业学校 机电实习指导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50.通信信息
类；51.电气
自动化类

具有3年及以上机电类企业从事本专业工作经验

14 集美工业学校
工业分析实习指导

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34.化学类 具有3年及以上化工类企业从事本专业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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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厦门市集美职业技术

学校
计算机专业教师 2 35 不限 研究生 硕士

52.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类                   

53. 计算机软
件技术类                    

54. 计算机网
络技术类                    

55. 计算机信
息管理类                    

56.计算机多
媒体技术类                   

57. 计算机硬
件技术类     

1.具有3年及以上计算机专业企事业工作经验或计
算机专业知识从教经验；                     
2.符合以上条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年龄放宽
至40周岁：                         
（1）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获得本专业二等奖或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一等奖及以上（含指导参加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省
赛或进入国家集训队前三名），指导教师排序第一
人；（2）承担过市级及以上产业类（含产学研）
科研课题并获市级二等奖及以上。                                                      
3.符合条件1、2的市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学历放宽
至本科、学位放宽至学士、年龄放宽至45周岁。                               
4.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获得本专业一等奖或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
奖第一名及以上（含指导参加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
获省赛第一名或进入国家集训队前三名），指导教
师排序第一人，学历放宽至本科，学位放宽至学士
、不限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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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厦门市集美职业技术

学校
模具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研究生 硕士 46.机械类

1.具有3年及以上本专业相关企事业工作经验或本
专业从教经验；                                      
2.符合以上条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年龄放宽
至40周岁：                                                                                     
  （1）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获得本专业二等奖或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一等奖及以上（含指导参加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
省赛或进入国家集训队前三名），指导教师排序第
一人；（2）承担过市级及以上产业类（含产学
研）科研课题并获市级二等奖及以上。                                                                                    
3.符合条件1、2的市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学历放宽
至本科、学位放宽至学士、年龄放宽至45周岁。                                                    
4.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获得本专业一等奖或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
奖第一名及以上（含指导参加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
获省赛第一名或进入国家集训队前三名），指导教
师排序第一人，学历放宽至本科、学位放宽至学士
、不限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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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厦门市集美职业技术

学校
单片机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研究生 硕士

51.电气自动
化类          

53.计算机软
件技术类

1.具有3年及以上本专业相关企事业工作经验或本
专业从教经验；                                       
2.符合以上条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年龄放宽
至40周岁：                                                  
（1）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获得本专业二等奖或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一等奖第一名及以上（含指导参加世界技能大赛选
拔赛省赛或进入国家集训队前三名），指导教师排
序第一人；（2）承担过市级及以上产业类（含产
学研）科研课题并获市级二等奖及以上。                                                                            
3.符合条件1、2的市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学历放宽
至本科、学位放宽至学士、年龄放宽至45周岁。                                     
4.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获得本专业一等奖或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
奖第一名及以上（含指导参加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
获省赛第一名或进入国家集训队前三名），指导教
师排序第一人，学历放宽至本科、学位放宽至学士
、不限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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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厦门市集美职业技术

学校
烹饪专业教师 2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15.旅游餐饮
类

1.具有3年及以上本专业相关企事业工作经验或本
专业从教经验；                                      
2.持有烹饪类专业技师及以上技能等级证书（中、
西餐、烘焙、面点）；                                 
3.符合以上条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年龄放宽
至40周岁：                                     
（1）副高及以上职称；（2）市级及以上技术能
手； （3） 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获得本专业二等奖或福建省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一等奖及以上（含指导参加世界技能大赛选
拔赛省赛或进入国家集训队前三名），指导教师排
序第一人。                                                                                              
4.符合条件1、2的市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年龄放宽
至45周岁；                                          
5.具备条件1、2者且为研究生学历、学位者，不限
专业；或符合条件3（3）者，技能等级可为高级工
。

19
厦门市集美职业技术

学校
车身修复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46.机械类

1.具有3年以上本专业相关企事业工作经验或本专
业从教经验；                                         
2.持有本专业技师及以上技能等级证书；            
3.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获得本专业一等奖或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
奖第一名及以上（含指导参加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
省赛或进入国家集训队前三名），指导教师排序第
一人。                                    
4.符合以上条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年龄放宽
至40周岁：                                 
（1）副高及以上职称；（2）市级及以上技术能
手；（3）符合条件3者                                                                                   
5.符合条件1、2的市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年龄放宽
至45周岁。 6.符合条件3者技能等级可为高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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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厦门市集美职业技术

学校
物流服务与管理专

业教师
1 35 不限 研究生 硕士

13.工商管理
类             

14.电商物流
类            

73.港口运输
类

1.具有3年及以上本专业相关企事业工作经验或本
专业从教经验；    2.持有本专业相关岗位职业资
格或技术技能证书；                         
3.符合以上条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年龄放宽
至40周岁：                                             
（1）副高及以上职称；（2）市级及以上技术能
手；   （3） 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获得本专业二等奖或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一等奖及以上（含指导参加世界技能大赛
选拔赛省赛或进入国家集训队前三名），指导教师
排序第一人。                                                                                                                          
4.符合条件1、2的市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学历放宽
至本科、学位放宽至学士、年龄放宽至45周岁。5.
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
得本专业一等奖或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
第一名及以上（含指导参加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获
省赛第一名或进入国家集训队前三名），指导教师
排序第一人，学历放宽至本科、学位放宽至学士，
不限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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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厦门市集美职业技术

学校
电子商务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研究生 硕士

13.工商管理
类                 

14.电商物流
类

1.具有3年以上本专业相关企事业工作经验或本专
业从教经验；                                        
2.持有本专业相关岗位职业资格或技术技能证书；                                 
3.符合以上条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年龄放宽
至40周岁：                                             
（1）副高及以上职称；（2）市级及以上技术能
手；    （3） 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获得本专业二等奖或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一等奖及以上（含指导参加世界技能大赛
选拔赛省赛或进入国家集训队前三名），指导教师
排序第一人。                                                                                                                               
4.符合条件1、2的市级以上高层次人才学历放宽至
本科、学位放宽至学士、年龄放宽至45周岁。 5. 
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
得本专业一等奖或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
第一名及以上（含指导参加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获
省赛第一名或进入国家集训队前三名），指导教师
排序第一人，学历可放宽本科、学位放宽至学士、
不限专业。                                                 

22
厦门市海沧区
职业中专学校

旅游服务与管理专
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不限
15.旅游餐饮
类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3年及以上旅游服务与
管理工作经验；2.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技
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获本专业三等奖及以上或具有本专业相关的高
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即本专业的行业（协会）执
业资格（或行业特许证）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行业主管部门颁发证书均可】（其中本人参赛
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选拔
赛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本专业三等奖及以上
的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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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厦门市海沧区
职业中专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
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不限 46.机械类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3年及以上汽车运用与
维修工作经验；2.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技
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获本专业三等奖及以上或具有本专业相关的高
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即本专业的行业（协会）执
业资格（或行业特许证）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行业主管部门颁发证书均可】（其中本人参赛
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选拔
赛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本专业三等奖及以上
的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

24
厦门市海沧区
职业中专学校

人工智能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不限
57.计算机硬
件技术类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3年及以上人工智能工
作经验；2.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技能大赛
、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
本专业三等奖及以上或具有本专业相关的高级工及
以上职业资格【即本专业的行业（协会）执业资格
（或行业特许证）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行
业主管部门颁发证书均可】（其中本人参赛或指导
学生参加全国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或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本专业三等奖及以上的年龄
可放宽至4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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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厦门市海沧区
职业中专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教师

2 35 不限 本科 不限
56.计算机多
媒体技术类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3年及以上数字媒体艺
术工作经验；2.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技能
大赛、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获本专业三等奖及以上或具有本专业相关的高级
工及以上职业资格【即本专业的行业（协会）执业
资格（或行业特许证）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颁发证书均可】（其中本人参赛或
指导学生参加全国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
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本专业三等奖及以上的
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

26
厦门市海沧区
职业中专学校

物流服务与管理专
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不限

13.工商管理
类；
14.电商物流
类73.港口运
输类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3年及以上物流服务与
管理工作经验；2.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技
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获本专业三等奖及以上或具有本专业相关的高
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即本专业的行业（协会）执
业资格（或行业特许证）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行业主管部门颁发证书均可】（其中本人参赛
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选拔
赛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本专业三等奖及以上
的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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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厦门市海沧区
职业中专学校

电子商务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不限

9.经济贸易
类；
13.工商管理
类；
14.电商物流
类；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3年及以上电子商务工
作经验；2.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技能大赛
、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
本专业三等奖及以上或具有本专业相关的高级工及
以上职业资格【即本专业的行业（协会）执业资格
（或行业特许证）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行
业主管部门颁发证书均可】（其中本人参赛或指导
学生参加全国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或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本专业三等奖及以上的年龄
可放宽至40周岁）。

28
厦门市海沧区
职业中专学校

会计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不限
16.会计与审
计类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3年及以上会计工作经
验；2.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技能大赛、世
界技能大赛选拔赛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本专
业三等奖及以上或具有本专业相关的高级工及以上
职业资格【即本专业的行业（协会）执业资格（或
行业特许证）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行业主
管部门颁发证书均可】（其中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
参加全国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或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获本专业三等奖及以上的年龄可放
宽至40周岁）。

29
厦门市同安

职业技术学校
烹饪

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15.旅游餐饮
类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3年及以上的中式烹饪
工作经验或中式烹饪专业知识从教经验；
2.具有本专业高级工（三级）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
证书；
符合以上两个条件，且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职
业院校技能比赛本专业赛项国赛三等奖及以上者，
或者持有本专业一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者，年龄可
放宽到4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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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厦门市同安

职业技术学校
动漫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6.艺术设计类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3年及以上的动漫专业
工作经验或动漫专业知识从教经验；
2.具有动漫专业图形图像处理模块（PS平台）高级
工（三级）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符合以上两个条件，且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职
业院校技能比赛本专业赛项国赛三等奖及以上者，
或者持有本专业一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者，年龄可
放宽到40周岁；

31
厦门市同安

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

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 46.机械类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3年及以上的汽修专业
工作经验或汽修专业知识从教经验；
2.具有汽修专业汽车维修工高级工（三级）及以上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符合以上两个条件，且本人参赛或指导学生参加职
业院校技能比赛本专业赛项国赛三等奖及以上者，
或者持有本专业一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者，年龄可
放宽到40周岁；

32
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

学校
旅游管理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学位

15.旅游餐饮
类

具有3年及以上旅游管理相关专业工作经验或旅游
管理相关专业从教经验

33
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

学校
电商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学位

13.工商管理
类

具有3年及以上电子商务相关专业工作经验或电子
商务相关专业从教经验

34
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

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

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学位

46.机械类 具有3年及以上汽车领域企业相关专业工作经验或
汽车维修相关专业从教经验

35
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

学校
数控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学位 46.机械类

具有3年及以上机械数控相关专业工作经验或机械
数控相关专业从教经验

36
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

学校
土建专业教师 1 35 不限 本科 学士学位 59.土建类

具有3年及以上建筑工程或建筑类相关专业的工作
经验或从教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