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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递

本期导读
人才推荐
编号 20182101（意向：全国）
学科：新闻与社会传播学
学位：硕士
职称：无
年龄：35
毕业学校：【波兰】波兹南社会科学学院

编号 20182106（意向：京沪地区 211 高校）
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
学位：博士（在读，联合培养）
职称：无
年龄：27
毕业学校：【中】北京理工大学&【美】康奈尔大学

编号 20182102（意向：全国）
学科：数学
学位：博士
职称：研究员
年龄：30
毕业学校：【中】大连理工大学

编号 20182107（意向：全国）
学科：化学工程
学位：博士（应届）
职称：无
年龄：30
毕业学校：【澳】莫纳什大学

编号 20182103（意向：全国）
学科：英美文学
学位：博士
职称：助理教授
年龄：48
毕业学校：【中】中山大学

编号 20182108（意向：全国）
学科：学前家庭教育
学位：博士（在读）
职称：无
年龄：30
毕业学校：【英】爱丁堡大学

编号 20182104（意向：全国）
学科：宗教哲学
学位：博士（应届）
职称：无
年龄：29
毕业学校：【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编号 20182109（意向：全国）
学科：管理学
学位：博士（应届）
职称：高级讲师
年龄：35
毕业学校：【新西兰】奥塔哥大学

编号 20182105（意向：全国）
学科：比较文学
学位：博士
职称：无
年龄：40
毕业学校：【中】台湾辅仁大学

编号 20182110（意向：全国）
学科：艺术学
学位：博士
职称：无
年龄：28
毕业学校：【俄】俄联邦戏剧艺术学院

简历索取请联系：
编号 20182101-20182103

李

倩

编号 20182104-20182106

娄亚琼

编号 20182107-20182110

张

璐

索取简历联系邮箱：consultant@acabridge.edu.cn

快讯

活动预告：2018 年高校海外人才招聘会
各有关高校:
在我国大力推行人才强国战略，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由中国教育在线学术桥主办以“创
业创新，服务发展，强校兴国”为主题的“2018 年度，第 23 届—26 届海外高层次人才招聘会”
将于 2018 年 3 月、5 月、10 月在中国、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全球人才聚集地召开 。
活动日程：
2018 年 3 月 1 日-10 日

网络视频招聘+英国现场招聘会

2018 年 5 月 24 日-28 日

网络视频招聘+澳大利亚现场招聘会

2018 年 10 月 22 日-28 日

网络视频招聘+美国现场招聘会

会议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加快推进科教
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宗旨，采用网络视频招聘和现场招聘相结合的方式，以招、择、引等多种
方式鼓励海外优秀人才回国服务。
此次招聘活动得到驻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等使领馆和 60 多家海外学联联谊
会、学者专家组织及美国华人电台等支持，以线下宣传、网络广告和新媒体宣传等多种形式，吸引留
学人员，特别是有意参加“长江学者”和“千人计划”的高层次人才的积极参与。
诚邀国内各高校参加！
中国教育在线

单位预报名联系人：吴晓彬
邮箱：wuxb@eol.cn

联系电话：+86-13580371252

国籍：波兰

现居住：卡塔尔

毕业院校：【波兰】波兹南社会科学学院

学术桥

概况

年龄：35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2101

专业：新闻与社会传播学
意向工作地区：全国

教育背景
Jour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September 2008 – June 2011
(Master’s Degree)
Pozna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Poznan, Poland
The Bachelor of Journalism Degree March 2003 – June 2008
Pozna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Poznan, Poland

工作经历
Conversational English Teacher December 2013 - June 2016
Jingying Foreign Language Primary School
Shijiazhuang, Hebei Province, China
Primary and Secondary September 2012 - May 2013
Education Teacher
Walk Beside Me For Knowledge
San Pedro Sula and Villanueva,
Honduras, Central America
Secondary Education Teacher September 2011 - May 2012
Nicolas Copernicus Polish Saturday School
Peterborough, England
4

Polish Red Cross Movement
Chorzow, Poland

学术桥

其他信息

人才速递 ——

Press Officer May 2010 - June 2011

团队展览：12 次
主要媒体报道：5 次
主要著作：3 本
国际奖项：16 项
国家奖项：9 项
语言：波兰语（母语），英语（精通），西班牙语（初学）
主要成就：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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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加纳

现居住：中国

年龄：30

学术桥

概况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2102

毕业院校：【中】大连理工大学
专业：数学
研究方向：金融数学、精算学
工作单位：【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越南】孙德胜大学

研究员

意向工作地区：全国

教育背景
Ph.D. Mathematical Sciences (Financial Mathematics & Actuarial Science) (2013-2017),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China.
Masters, Finance (2011-2013),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China.
BSc. Actuarial Science (2006-2010), Kwame Nkrum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masi,
Ghana.

工作经历
As a F.R.S - FNRS Research Fellow (October 2017 - Present) at Institute of Statistics,Biostatistics and
Actuarial Science,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Belgium
As a Researcher (December 2017 - Present) at Faculty of Finance & Banking, Ton Duc Thang
University, Vietnam
Postdoc, Actuarial Science (Risk Management and Pricing in Finance and Insurance) (2017-2018),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Biostatistics and Actuarial Sciences,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Louvain-La-Neuve, Belgium.
As a Principal Research Analyst (October 2013 - December 2016) at Renhold Investments, Uganda
As a Graduate Teaching Assistant (March 2012 - August 2013) at Jiangsu University
As a Graduate Management Assistant (February 2013 - August 2013) at Jiangsu University
6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s a Loan Recovery Personnel (November 2009 - September 2011) at E. A. Mills Financial Services

学术桥

其他信息

人才速递 ——

As a Teaching and Research Assistant (September 2010 - September 2011) at Kwame Nkrumah

论文：15 篇，含 1 篇 SSCI，4 篇 SCI，1 篇 CPCI-S/ISTP
主要荣誉：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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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美国

现居住：中国 年龄：48

概况
毕业院校：【中】中山大学

学术桥

专业：英美文学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2103

工作单位：【中】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助理教授
意向工作地点：全国

教育背景
BA in Music History and Theory, University of Richmond, Virginia, 1988-1992
MA in Music Education (Vocal concentration), Shenandoah Conservatory of Shenandoah University,
1992-1997
PhD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00-2007

工作经历
Lecturer in English at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00-2001
Assistant Professor in English at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3-present

其他信息
期刊论文：3 篇
研讨会论文：15 篇
专著：1 本，专著论文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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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加拿大 年龄：29

概况

学术桥

毕业院校：【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应届）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2104

专业：宗教哲学
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佛教
意向工作地区：全国

教育背景
2006-9 至 2010-6

本科

华东师范大学

新闻学

2010-9 至 2013-6

硕士研究生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哲学

2013-09 至 2018-08

博士研究生

麦吉尔大学

宗教哲学

其他信息
近五年发表论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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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中国 年龄：28

学术桥

概况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2105

毕业院校：【中】台湾辅仁大学
专业：比较文学
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意向工作地区：全国

教育背景
1999-09 至 2003-01

本科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2008-09 至 2012-01

硕士研究生

中興大學

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

2012-09 至 2019-06

博士研究生

輔仁大學

比較文學

其他信息
近五年发表论文：2 篇 ，SSCI
主要获奖：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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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中国

年龄：27

学术桥

概况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2106

毕业院校：【中】北京理工大学&【美】康奈尔大学
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
意向工作地区：京沪地区 211 高校

教育背景
2016/10-2017/10 康奈尔大学（常青藤联盟） 应用经济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2014/09-今 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14 级博士生（3.79 / 4.0） 北京
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研究方向： 低碳交通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
2013/09-2014/06 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13 级硕士（3.5 / 4.0） 北京
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研究方向：碳金融与碳市场
2009/09-2013/0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09 级本科（3.24 / 4.0） 北京

实习经历
2017/02

美国东方贸易公司

总经理助理

美国

2012/06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

赛迪集团监理版块 项目管理实习生

北京

2011/08

MassMutual 美国万通亚太总部（世界 500 强）

2010/08

海通证券工体北路营业部（中国第二大证券公司） 销售交易部实习生 北京

财务管理实习生

香港

其他信息
论文：7 篇
11

著作：3 部
参加学术会议并作报告：3 次

学术桥

参与科研项目：8 项

人才速递 ——

科技报告：2 篇

国际交流活动：4 次
荣誉和获奖：16 项
计算机水平： Office（尤其是 PPT）、 STATA、 EVIEWS、 MATLAB、 JMP、 R、 Visual Studio
数学水平：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运筹学
英语水平： 雅思、 四级、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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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澳大利亚

年龄：30

概况

专业：化学工程

学术桥

毕业院校：【澳】莫纳什大学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2107

意向工作地区：全国

教育背景
2015-2018 Expected PhD in Engineering, Chem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Monash University，Melbourne, Australia
2011-2014 Double Master of Engineering
Master degree from China-EU institute of Clean and Renewable Energy awarded by ParisTech, Paris,
France.
2007-2011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Batchelor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warded by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China.

工作经历
Academic Work Experience
8/2015-10/2017: Tutor/Lab demonstrator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Monash University
10/2011-7/2013: Assistant of both college office and faculty secretary office
Industrial Work Experience
05/2014-09/2014 Central Southern China Electric Power Design Institute, Wuhan, China.
09/2013-11/2013 Aquaculture Centre, Hebei, China

研究兴趣
Utilization of CO2 released from fossil-fuel fired power plants for microalgae cultivation is a driver of
13

Subsequently, this study is focused on the conversion of microalgae to liquid transportation fuels via
catalytic pyrolysis.

adsorption denitrogenation.

学术桥

Finally, further investigation is conducted on upgrading the quality of microalgae bio-oil by

人才速递 ——

the research.

The fuels produced can supplement or replace petroleum-based fuels such as gasoline and
diesel,minimizing the dependency on fossil fuels.The following sections are the main topics for this
research project.
The following sections are the main topics for this research project.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2 concentrations on microalgae growth and characteristics.
·Investigate the pyrolysis products and components under different pyrolysis conditions and
optimize pyrolysis parameters to achieve a high-quality bio-oil.
·Develop catalysts which are capable of removing oxygen- and nitrogen-containing compounds
from bio-oil.
·Develop adsorbents which are capable of removing nitrogen-containing compounds from bio-oil.

其他信息
研究项目：4 项
论文：11 篇
获奖和认证：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机动车驾驶证（C1）; TG / DTA 操作资格（TPA）资格; TPA
资 格 证 书 ; 学 术 会 议 先 进 工 作 者 ; 国 家 鼓 励 奖 学 金 ; 教 师 协 会 基 金 会 计 划 （ CHE 3163 的
Monash_tutor）; 示威者发展计划（CHASH 3165 的 Monash_demonstrator）; 能源，燃料和反
应工程实验室经理。
参与国际会议：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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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英国 年龄：30

概况

专业：学前家庭教育

学术桥

毕业院校：【英】爱丁堡大学（在读）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2108

意向工作地区：全国
求职意向：高校教育学科教学或科研岗位

教育背景
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在读（2015.01 至今），研究学前家庭教育
欧盟伊拉斯谟奖学金项目硕士，就读于欧洲四国（2012 年 08 月-2014 年 11 月）， 学前教
育硕士：挪威奥斯陆大学学院；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大学；马耳他大学；瑞典哥德堡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本科，主修学前教育学，辅修英语语言文学第二学位，2007 年 9 月至 2011 年
7 月

工作经历
英国爱丁堡大学 2015 年 1 月至今
英国谢菲尔德 儿童媒体大会 2015 年 7 月和 2016 年 7 月
爱尔兰都柏林 Holy Child Preschool 幼儿园 2013 年 5 月－2013 年 6 月
包头市第二中学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8 月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 2010 年 9 月至 2010 年 11 月所在年级培优班英语教师
北京新东方学校 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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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或参与研究项目：7 项
学术论文与会议发表：10 篇

学术桥

参与学术会议：3 次

人才速递 ——

其他信息

熟练运用数据分析软件（NVivo, SPSS 等）
熟练掌握办公软件高级应用（Word， Excel， PowerPoint 等）
教师资格证书（幼儿教师，高中英语）
普通话等级考试证书（二级甲等）
外语水平（多年海外研究与工作， 可在中英语言间自由切换， 商务英语高级，法语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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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美国

年龄：35

学术桥

概况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2109

毕业院校：【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应届）
专业：管理学
工作单位：【新西兰】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

高级讲师&研究主管

意向工作地区：全国

教育背景
2013.5-2018.8

PhD in Management 管理学博士学位, University of Otago (UO)新西兰奥塔哥

大学, New Zealand (Under Examination)
2008.2-2011.8

Master of Commerce with Distinction in Management 管理学硕士学位成绩卓

越, UO
2007.2-2007.12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Commerce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贸

易学士后文凭, UO
2003.2-2005.12

Bachelor of Commerce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贸易本科学位,

UO

工作经历
Senior Lecturer 高级讲师 and Research Stream Leader 研究方法论小组带头人, Pacific
International Hotel Management School (PIHMS), New Plymouth, New Zealand (8 February 2016 till
now)
Guest Lecturer 客座讲师, MANT332, Management Department, UO (17 July 2015)
Tutor 助教, BSNS105, Management Department, UO (2014 S2, 2015 S1)
17

Tutor 助教, MANT217, Management Department, UO (2008 S1, 2009 S1)

学术桥

其他信息

人才速递 ——

Lecturer 讲师, SQA HND program of International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China) (2010 -2012)

科研项目：5 项
专著章节：2 章
会议论文集：12 册
发表论文：3 篇
会议演讲：15 次
编写教材：8 册
奖学金和研究经费奖：10 项
期刊编辑审稿委员会委员：1 本
期刊审稿人：12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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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现居住：中国

年龄：28

毕业院校：【俄】俄联邦戏剧艺术学院

学术桥

概况

人才速递 ——

人才编号：20182110

专业：艺术学
工作单位：【中】重庆话剧愿有限责任公司 导演
意向工作地区：全国

教育背景
2017 Ph.D DEGREE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派“艺术类人才”项目计划赴俄罗斯-圣彼得堡攻读博士学位
就读于俄联邦戏剧艺术学院（原圣彼得堡国立戏剧学院）
专业 | 艺术学
2010 MASTER’S DEGREE
毕业于俄联邦戏剧艺术学院（原圣彼得堡国立戏剧学院）
专业 | 戏剧导演
2008 BACHELOR’S DEGREE
毕业于重庆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专业 | 戏剧影视表演

工作经历
重庆话剧愿有限责任公司
• 于创作中心任职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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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
• 于表演系，任职表演专业教师

学术桥

• 任期 2016-2017

人才速递 ——

• 任期 2016-至今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艺术学院
• 于表演系，任职表演专业教师
• 任期 2012-2013

其他信息
研究项目：1 项
参演多部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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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自荐简历：
consultant@acabridge.edu.cn
索取人才资料：
consultant@acabridge.edu.cn
投放招聘广告：
wuxb@eol.cn
免费订阅《人才速递》
http://acabridge.mikecrm.com/
f.php?t=y3vHHc

微信扫描关注了解更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