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朝阳市教育局直属学校2022年公开招聘教师岗位需求信息表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朝阳市第二高级中学、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

序号
招聘
岗位

招聘

人数

招聘条件
招聘单位

学历学位 专业 资格证书

1 高中
数学

11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数学类、学科教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数学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
教学【数学研究方向】

高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2人
朝阳市第二高级中学2人
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7人

2 高中
语文

6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中国语言文学类、汉语国际教育类、学科教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
文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语文研究方向】

高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二高级中学1人
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5人

3 高中
英语

4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英语语言文学、学科教学（英语）、外国语言文学【英语研究方向】、外国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研究方向】、 课程与教学论【英语研究方向】、
学校课程与教学【英语研究方向】

高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4人

4
高中
思想
政治

7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政治学类、哲学类、学科教学（思政）、课程与教学论
【思政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思政研究方向】

高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4人
朝阳市第二高级中学1人
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2人

5 高中
历史

2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历史学类、学科教学（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历史研究方向】、学校课程
与教学【历史研究方向】

高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2人

6 高中
地理

8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地理学类、学科教学（地理）、课程与教学论【地理研究方向】、学校课程
与教学【地理研究方向】

高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3人
朝阳市第二高级中学3人
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2人



7 高中
物理

8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物理学类、学科教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物理研究方向】、学校课程
与教学【物理研究方向】

高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3人
朝阳市第二高级中学1人
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4人

8 高中
化学

3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化学类 、 学科教学（化学）、 课程与教学论【化学研究方向】、学校课程
与教学【化学研究方向】

高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3人

9 高中
生物

2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生物学类、学科教学（生物）、课程与教学论【生物研究方向】、学校课程
与教学【生物研究方向】

高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二高级中学1人
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1人

10 高中
音乐

2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音乐、音乐学、 学科教学（音乐）、音乐与舞蹈学、课程与教学论【音乐研
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音乐研究方向】

高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1人
朝阳市第二高级中学1人

11 高中
体育

3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体育学类、体育类、学科教学（体育）、课程与教学论【体育研究方向】、
学校课程与教学【体育研究方向】

高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1人
朝阳市第二高级中学2人

12
高中
信息
技术

1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教育技术学、课程与教学论【信息技术研究方向】、
学校课程与教学【信息技术研究方向】、现代教育技术、科学与技术教育

高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1人

13
高中
心理
健康

1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 、心理健康教育、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应用心理

高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1人

朝阳市直初中、朝阳市特殊教育中心、朝阳市教育幼儿园

序号
招聘
岗位

招聘

人数

招聘条件
招聘单位

学历学位 专业 资格证书



1 初中
数学

12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研究生：数学类、学科教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数学研究方向】、学
校课程与教学【数学研究方向】 

初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一中学1人；一中燕都分校4人；
朝阳市第二中学2人；朝阳市第四中学
2人；朝阳市第六中学1人；朝阳市第七中
学2人                

2 初中
语文

14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语文、语文教育、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教育、对外汉语、汉语言
、汉语国际教育、华文教育
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类、汉语国际教育类、学科教学（语文）、课程与教
学论【语文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语文研究方向】

初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一中学1人；一中燕都分校4人；

朝阳市第二中学3人；朝阳市第四中学
2人；朝阳市第六中学1人；朝阳市第七中
学1人；朝阳市第八中学2人    

3 初中
英语

14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英语、英语教育
研究生：英语语言文学、学科教学（英语）、外国语言文学【英语研究方向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研究方向】、 课程与教学论【英语研究
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英语研究方向】

初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一中学1人；一中燕都分校4人；

朝阳市第二中学2人；朝阳市第三中学
1人；朝阳市第四中学2人；朝阳市第五中
学2人；朝阳市第六中学1人；朝阳市第八
中学1人                         

4

初中
道德
与法
治

8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政治学类、哲学类、学科教学（思政）、课程
与教学论【思政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思政研究方向】

初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一中燕都分校2人；朝阳市第二中学1人；

朝阳市第三中学2人；朝阳市第四中学
1人；朝阳市第七中学1人；朝阳市第八中
学1人                                 

5 初中
历史

9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历史、历史学、历史教育
研究生：历史学类、学科教学（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历史研究方向】、
学校课程与教学【历史研究方向】

初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一中燕都分校2人；朝阳市第二中学1人；    
朝阳市第三中学2人；朝阳市第四中学
1人；朝阳市第五中学1人；朝阳市第七中
学1人；朝阳市第八中学1人                                             

6 初中
地理

5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地理、地理教育、地理科学
研究生：地理学类、学科教学（地理）、课程与教学论【地理研究方向】、
学校课程与教学【地理研究方向】

初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一中燕都分校2人；朝阳市第二中学1人；  
朝阳市第四中学1人；朝阳市第八中学1人     

7 初中
物理

5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物理、物理学、物理教育
研究生：物理学类、学科教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物理研究方向】、
学校课程与教学【物理研究方向】

初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一中学1人  ；朝阳市第二中学
1人；朝阳市第三中学1人；朝阳市第四中
学1人；朝阳市第六中学1人                      



8 初中
化学

6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化学、化学教育
研究生：化学类 、 学科教学（化学）、 课程与教学论【化学研究方向】、
学校课程与教学【化学研究方向】

初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一中学1人；朝阳市第三中学
1人；朝阳市第四中学1人；朝阳市第六中
学1人；朝阳市第七中学1人；朝阳市第八
中学1人                                        

9 初中
生物

6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生物、生物教育、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研究生：生物学类、学科教学（生物）、课程与教学论【生物研究方向】、
学校课程与教学【生物研究方向】

初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一中燕都分校2人；朝阳市第二中学1人；      
朝阳市第四中学1人；朝阳市第五中学
1人；朝阳市第八中学1人                                             

10 初中
音乐

3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音乐、音乐学、音乐教育、艺术教育【音乐方向】、音乐表演
研究生：音乐、音乐学、 学科教学（音乐）、音乐与舞蹈学、课程与教学论
【音乐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音乐研究方向】

初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一中学1人；一中燕都分校1人；          
朝阳市第二中学1人      

11 初中
体育

9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体育、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休闲体育、社会
体育
研究生：体育学类、体育类、学科教学（体育）、课程与教学论【体育研究
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体育研究方向】

初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一中学1人； 一中燕都分校3人；
朝阳市第二中学2人；朝阳市第八中学
2人；朝阳市特殊教育中心1人

12 初中
美术

4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美术、美术学、美术教育、绘画、书法学、中国画、艺术教育【美术
方向】
研究生：美术、美术学类、学科教学（美术）、课程与教学论【美术研究方
向】、学校课程与教学【美术研究方向】

初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第一中学1人； 一中燕都分校1人；
朝阳市第二中学1人；朝阳市特殊教育中
心1人

13
初中
信息
技术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计算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育技术学
研究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教育技术学、课程与教学论【信息技术研究
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信息技术研究方向】、现代教育技术、科学与技
术教育

初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一中燕都分校1人

14
初中
心理
健康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应用心理学、心理学
研究生：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 、心理健康教育、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
心理学、应用心理

初中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一中燕都分校1人



15 特殊
教育

2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特殊教育
研究生：特殊教育、特殊教育学

小学及以上层
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特殊教育中心2人

16 学前
教育

5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学前教育
研究生：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学

幼儿园
教师资格

 朝阳市教育幼儿园5人

17
幼儿
园体
育

2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体育、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休闲体育、社会
体育
研究生：体育学类、体育类、学科教学（体育）、课程与教学论【体育研究
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体育研究方向】

幼儿园及以上
层次教师资格

朝阳市教育幼儿园2人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文化课）、朝阳市财经学校（文化课）、朝阳市卫生学校（文化课）

序号
招聘
岗位

招聘

人数

招聘条件
招聘单位

学历学位 专业 资格证书

1 中职
数学

2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研究生：数学类、学科教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数学研究方向】、学
校课程与教学【数学研究方向】 

高中（中职）
及以上层次教

师资格

朝阳市财经学校1人     
朝阳市卫生学校1人

2 中职
语文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语文、语文教育、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教育、对外汉语、汉语言
、汉语国际教育、华文教育
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类、汉语国际教育类、学科教学（语文）、课程与教
学论【语文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语文研究方向】

高中（中职）
及以上层次教

师资格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1人

3 中职
英语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英语、英语教育
研究生：英语语言文学、学科教学（英语）、外国语言文学【英语研究方向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研究方向】、 课程与教学论【英语研究
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英语研究方向】

高中（中职）
及以上层次教

师资格
朝阳市财经学校1人



4
中职
思想
政治

6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政治学类、哲学类、学科教学（思政）、课程
与教学论【思政研究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思政研究方向】

高中（中职）
及以上层次教

师资格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2人         
 朝阳市财经学校2人   
 朝阳市卫生学校2人            

5 中职
历史

4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历史、历史学、历史教育
研究生：历史学类、学科教学（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历史研究方向】、
学校课程与教学【历史研究方向】

高中（中职）
及以上层次教

师资格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1人
朝阳市财经学校2人
朝阳市卫生学校1人              

6 中职
地理

2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地理、地理教育、地理科学
研究生：地理学类、学科教学（地理）、课程与教学论【地理研究方向】、
学校课程与教学【地理研究方向】

高中（中职）
及以上层次教

师资格
朝阳市财经学校2人

7 中职
物理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物理、物理学、物理教育
研究生：物理学类、学科教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物理研究方向】、
学校课程与教学【物理研究方向】

高中（中职）
及以上层次教

师资格
朝阳市财经学校1人

8 中职
生物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生物、生物教育、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研究生：生物学类、学科教学（生物）、课程与教学论【生物研究方向】、
学校课程与教学【生物研究方向】

高中（中职）
及以上层次教

师资格
朝阳市财经学校1人             

9 中职
体育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体育、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休闲体育、社会
体育
研究生：体育学类、体育类、学科教学（体育）、课程与教学论【体育研究
方向】、学校课程与教学【体育研究方向】

高中（中职）
及以上层次教

师资格
朝阳市卫生学校1人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专业课）、朝阳市财经学校（专业课）、朝阳市卫生学校（专业课）

序号
招聘
岗位

招聘

人数

招聘条件
招聘单位

学历学位 专业 资格证书



1
畜禽
生产
技术

4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动物医学、动物科学
研究生：兽医学 、基础兽医学、预防兽医学、临床兽医学、畜牧学、动物遗
传育种与繁殖、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不限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4人

2

汽车
运用
与维
修

2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研究生：车辆工程

不限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2人

3

农资
营销
与服
务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市场营销、市场营销教育、电子商务、会计学、财务管理
研究生：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会计学、财务管理

不限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1人

4
焊接
技术
应用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焊接技术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材料加工工程

不限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1人

5 物联
网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物联网工程、传感网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生：物联网工程、物联网工程与技术、物联网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不限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1人

6 建筑
装饰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研究生：艺术设计【环境设计、环境艺术、环境艺术设计、室内设计、视觉
传达设计、视觉传达研究方向】

不限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1人

7
工程
测量
技术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测绘工程
研究生：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

不限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1人

8

电气
运行
与控
制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农业电气化、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研究生：电机与电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不限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1人



9 美术
设计

2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美术学、绘画、艺术设计学、艺术与科技、视觉传达设计
研究生：美术学、设计学、艺术设计、美术、艺术【美术研究方向】

不限 朝阳市财经学校2人

10 旅游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旅游管理、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研究生：旅游管理

不限 朝阳市财经学校1人

11 计算机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研究生：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安全技术与工程、计算
机技术、网络与信息安全

不限 朝阳市财经学校1人

12 电商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及法律、跨境电子商务
研究生：电子商务

不限 朝阳市财经学校1人

13 播音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广播影视编导
研究生：广播电视艺术学、播音主持艺术学、广播电视

不限 朝阳市财经学校1人

14 护理 4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护理学类
研究生：护理、护理学、基础护理学、临床护理学、社区护理学

不限 朝阳市卫生学校4人

15 药学 2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药学、临床药学、药物制剂、药物分析、药物化学、应用药学
研究生：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理学、药物分析学、药学

不限 朝阳市卫生学校2人

16
中医
康复
保健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中医学、中医康复学、康复治疗学、康复物理治疗
研究生：康复医学与理疗学、运动医学、中西医康复学、康复治疗学、中医
、中医学

不限 朝阳市卫生学校1人



17 医学
检验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实验学、医学实验技术
研究生：临床检验诊断学、免疫学、医学检验学、医学检验技术

不限 朝阳市卫生学校1人

18 生理
生化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生物医学、生物技术、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生物科学、生物医学科
学
研究生：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医学生理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生物化
学与分子生物学、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医学生物化学、医学生物化
学与细胞生物学

不限 朝阳市卫生学校1人

19 中医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中医学、中医康复学、中西医临床医学
研究生：中医基础理论、中医临床基础、中西医结合基础、中西医结合临床
、中西医结合、中医、中医学

不限 朝阳市卫生学校1人

20 解剖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临床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基础医学
研究生：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内科学、外科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

不限 朝阳市卫生学校1人

21 口腔 1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
（且须具备本科学历、学士学
位）

本科：口腔医学类、口腔医学技术、口腔修复工艺学
研究生：口腔基础医学、口腔临床医学、口腔医学

不限 朝阳市卫生学校1人

注：1.“招聘条件专业”栏内“研究生”专业要求的【**研究方向】和“本科”专业要求的【**方向】证明方法： 毕业证书中已明确注明或提供高校出具的《关于考生所学专业（研
究）方向的证明》（附件5）。
       2.高中教师资格与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相互通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