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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表 

姓 名 陳 靜 美 

Chen ching-mei 

 

電話/E-

mail 

049-2897047 

sharon.chen@sdatac.org.com 

地址 555 

南投縣魚池鄉瓊文巷 39 號 

學 歷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暨國際貿易系學士 

2002~2008 

 

1985~1988 

 

1981~1985 

現 職 三育基督學院專任副教授兼教育系主任 
2018~ 

經 歷 永達技術學院專任副教授兼綜合教學部主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兼任副教授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兼任副教授 

永達技術學院社區總體營造文教基金會秘書長 

 

專任資歷： 

三育基督學院立案博雅實驗大學計畫共同主持人 

2008~2014（副字第
37193 號） 

2012~2018 

 

2013~2018 

 

2008~2011 

 

2011~2013 

 

2008~2018 

 

200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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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合格職前訓練師 

財團法人中華國際工商證照培育協會職前訓練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多元職能推廣協會職前訓練師 

永達技術學院綜合教學部主任 

永達技術學院服務學習中心主任 

永達技術學院校教評委員 

永達技術學院校務委員 

永達技術學院教務暨課程委員 

永達技術學院綜合教學部教評委員 

永達技術學院考績委員 

永達技術學院福利委員 

永達技術學院學生輔導委員會委員 

永達技術學院運動健康休閒指導委員會委員 

永達技術學院社區總體營造文教基金會秘書長 

永達技術學院第六屆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永達技術學院電子科、企管系導師 

 

永達技術學院《永達學報》人文及社會科學類審查委員 

永達技術學院講座小組委員 

永達技術學院學術審查委員 

永達技術學院遠距教學推動小組委員 

永達技術學院改進教學小組審查委員 

永達技術學院通識教育課程召集人 

學術專長 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基督教育原理、儒家教育哲

學、道家生命哲學、心靈哲學、兒童哲學、宗教哲學、

倫理學、美學、兩性哲學、中國文化思想、人生哲學與

應用倫理、生命教育與生涯規畫 

 

開設課程 教學課程概論、教學原理、現代教育思潮、教育實務專

題、普通心理學、大學理念與人文思維、兒童哲學、哲

學與人生、人生的哲理、新時代思潮、東方哲學與生命

智慧、老莊與人生、美學、審美與生活、生活與藝術、

科技與文化、應用倫理與現代社會、成人心理學、生死

含國立空中大學、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

學院、正修科技大

學、永達技術學院

等校所開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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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概論、兩性生命教育、台灣本土宗教信仰、禪學與

生活、法律與人生、溝通與表達、生涯規畫、生活教

育、人格修養、公民與社會、應用倫理與跨領域對話、

問題分析與處理、研究方法、國文、中文鑑賞與寫作、

寫作技巧、文學欣賞、中國文學名篇欣賞、華語文相關

課程、文學之理解與實踐 

研究獎助 
計畫名稱：「現階段通識教育之解構與建構」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編號：YTIT-101-H8-103 

計畫職稱：計畫主持人 

委託單位：永達技術學院 

執行期限：101/10/25~101/12/10 

執行單位：綜合教學部 

 

計畫名稱：「提升通識課程教學品質改善」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編號：YTIT-100-H8-12 

計畫職稱：計畫主持人 

委託單位：永達技術學院 

執行期限：100/10/25~100/12/10 

執行單位：綜合教學部 

 

計畫名稱：98學年度第 2學期通識教育課程計畫—生死意義之

探索 

計畫編號：MOE-099-04-03-2-23-2-982098 

計畫職稱：計畫主持人 

委託單位：教育部 

執行期限：99/02/01-99/07/31 

執行單位：永達技術學院綜合教學部 

網址：http://www1.ytit.edu.tw/edu/ge/LD/index.htm 

 

教學獎助 
102學年度第 1學期改進教學獎助 

   "中文鑑賞與寫作"（上）遠距教學影音課程（EverCam）Ⅱ 

   "中文鑑賞與寫作"（下）遠距教學影音課程（EverCam）Ⅱ 

 

101學年度第 2學期改進教學獎助 

   "中文鑑賞與寫作"（上）遠距教學課程Ⅰ 

   "中文鑑賞與寫作"（下）遠距教學課程Ⅰ 

 

http://www1.ytit.edu.tw/edu/ge/LD/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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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第 1學期改進教學獎助 

   "中文鑑賞與寫作"（下）課程 

 

100學年度第 2學期改進教學獎助 

   "中文鑑賞與寫作"（上）課程 

 

100學年度第 1學期改進教學獎助 

   "生命教育"課程 

 

99學年度第 2學期改進教學獎助 

   "人生的哲理"課程 

   "新時代思潮"課程 

 

99學年度第 1學期改進教學獎助 

   "生死意義之探索"課程 

 

98學年度第 2學期編纂教材獎助 

   "人生哲學"課程數位化教材 

 

98學年度第 1學期編纂教材獎助 

   "科技與文化"課程數位化教材 

 

97學年度第 2學期編纂教材獎助 

   "新時代思潮"通識課程數位化教材 

   "國文"課程數位化教材(下) 

 

97學年度第 1學期編纂教材獎助 

   "國文"課程數位化教材 

   "生死意義之探索"通識課程數位化教材 

 

著

作 

代

表

著

作 

陳靜美：《莊子「氣」概念思維》（上），林慶彰編《中國學術思

想研究輯刊》，第八編，第三冊（台北：花木蘭文化出

版社，2010.03）ISBN：978-986-254-187-6 

 

陳靜美：《莊子「氣」概念思維》（下），林慶彰編《中國學術思

想研究輯刊》，第八編，第四冊（台北：花木蘭文化出

版社，2010.03）ISBN：978-986-254-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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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位

出

版 

陳靜美：大學另類教育之博雅理念與實踐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Proceeding?PublicationID=P20210902001&type=P002 

 

2021.08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Proceeding?PublicationID=P20210902001&type=P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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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著

作 

 

專書部分－ 

陳靜美：《荀子的教育哲學─以「成德理論」為進路》，林慶彰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第十編，第四冊（台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09）ISBN：978-986-254-333-7 

 

陳靜美等著《大學國文選─中文鑑賞與寫作》（台北：東華書局出

版，2007.9） 

 

陳靜美等著《實用詞曲選：賞析與創作》（台北：五南書局出

版，2006） 

 

期刊、學報部分－ 

陳靜美：〈自王陽明之「致良知」論知識與道德之關係〉文明探

索叢刊；2011.04（第 65卷）p 57-70 

 

陳靜美：〈孟子、王陽明與牟宗三之「良知」說〉鵝湖月刊；

2011.01（第 36卷，第 7期）p 13-26 

 

陳靜美：〈『女性主義』的哲學思維－「傳統西方方法論之省思」

與「建構女性自覺主體意識」為進路〉文明探索叢刊；

2009.10（第 59卷）p 45-66 

 

陳靜美：〈聖徒性的特質及其心理論述〉文明探索叢刊；2009.04

（第 57卷）p 61-86 

 

陳靜美：〈自荀子之歧出論朱子的繼別為宗〉當代華人哲學學

報；2009.3（第 15期）p45-62 

 

陳靜美：〈牟宗三先生詮釋《老子》道與德之思想探析〉（上）鵝

湖月刊；2008.11（第 34卷，第 5期）p 23-35 

 

陳靜美：〈牟宗三先生詮釋《老子》道與德之思想探析〉（下）鵝

湖月刊；2008.12（第 34卷，第 6期）p 54-62 

 

陳靜美：〈陳白沙之心學思想〉當代中國哲學學報；2008.3（第

11期）p 63-93 

 

陳靜美：〈初論莊子「氣論」思想〉當代中國哲學學報；2007.12

（第 10期）p 83-101 

 

陳靜美：〈GETTIER 問題之研究〉文明探索叢刊；2007.7（第 50

 



 7 

卷）p 79-89 

 

陳靜美：〈關於女性主義的三大面向－哲學層面、心理層面、社

會層面〉文明探索叢刊；2007.1（第 48卷）p 47-66 

 

會議發表部份－ 

陳靜美：〈王龍溪「良知」學之意蘊〉「屏東台東澎湖第五屆通識

教育聯合學術研討會」永達技術學院主辦；2012.03；

p1-12 

 

陳靜美：〈自主體意識論女性主義〉「台灣哲學學會 2009學術研

討會」國立中山大學主辦；2009.10

（http://phen.nsysu.edu.tw/2009TPAC/） 

 

陳靜美：〈自秋水篇詮釋莊子的人生哲學〉「二 oo六多元教學學

術研討會」永達技術學院主辦；2006.4；p115-125 

 

陳靜美：〈白沙思想之工夫論與境界論〉「二 oo五多元教學學術

研討會」永達技術學院主辦；2005.4 

http://phen.nsysu.edu.tw/2009T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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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技證書 
證書名稱：委外師資訓練教學專業技能培訓實施計畫結訓證書 

發證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證書字號：高分署（推）字第 1043952190號 

發證日期：2015.08 

 

證書名稱：委外師資訓練教學專業技能培訓實施計畫結訓證書 

發證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證書字號：高分署（推）字第 1031361146號 

發證日期：2014.11 

 

證書名稱：華語文教學人員數位教學能力培訓計畫班結業證書 

發證單位：中國文化大學 

證書字號：（100）校廣訓字第 325826號 

發證日期：2011.08.30 

 

證書名稱：華語文師資培訓理論實務班結業證明書 

發證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證書字號：高師大語結證字第 1000331號 

發證日期：2011.08.11 

 

證照名稱：99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 

證照等級：普考華語導遊人員及格證書 

發照機關：考試院 

證照字號：（99）專普導字第 002440號 

發照日期：2010.05.11 

 

校外服務 
審查委員－ 

南台灣大學校院通識教育策略聯盟《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vol.2 

No.2 June 2013編輯委員委員（ISSN 1991-473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第七卷 第一期 March 

2013審查委員（ISSN 1996-798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第五卷 第四期 

December 2011審查委員（ISSN 1996-7985） 

 

論文口試委員－ 

陳奕靜〈褚柏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會通儒道思想研究〉，簡

光明教授指導，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3.01 

 

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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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第六屆「菊曦文學獎」複審委員 2014.05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02學年度「博雅叢書閱讀心得徵文比賽」評

審委員，2014.04 

 

試務評閱委員－ 

103學年度技術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試務

工作會擔任「103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國文科寫作

測驗」評閱委員 103.05.06-103.05.10；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

院 

 

101學年度技術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試務

工作會擔任「101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國文科寫作

測驗」評閱委員 101.05.08-101.05.12；亞東技術學院 

 

100學年度技術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試務

工作會擔任「100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國文科寫作

測驗」評閱委員 100.05.03-100.05.06；亞東技術學院 

 

99學年度技術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試務

工作會擔任「99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國文科寫作

測驗」評閱委員 99.05.18-99.05.23；亞東技術學院 

 

執行委員－ 

教育部南區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103年度執行委員 

 

研討會主辦人、主持人、引言人、評論人、講座、導讀、與談－ 

「2014文學與電影學術研討會－海洋文化」研討會主持人，國

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通識教育中心主辦，2014.12.19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落實科技產業就業人才培育教學計畫

『教師心靈成長讀書會』」主領、導讀、與談人，永達技術

學院綜合教學部承辦，2013.10.15、10.22、11.05、11.12 

 

「2013年通識教育理念與實務學術研討會暨屏東台東澎湖地區

大專校院第六屆通識教育聯合學術研討會」評論人，國立台

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2013.04.19 

 

「東亞莊學研究：研究生論文暨成果發表會」主持人，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辦，2012.12.21 

 



 10 

「2012文學與電影學術研討會－空間與地景」研討會主持人，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通識教育中心主辦，

2012.10.13 

 

「屏東台東澎湖地區大專校院第五屆通識教育聯合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主辦人，永達技術學院主辦，2012.03.15 

 

「屏東台東澎湖地區大專校院第四屆通識教育聯合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評論人，美和科技大學主辦，2011.10.28 

 

南區教學資源中心「廣化全人化教育具體成果分享計畫－全人化

教學工作坊&成果展」工作坊引言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主

辦，2011.10.28 

 

「通識教育學科發展特色教學研討會」研討會講座，慈惠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主辦，2011.09.16 

 

「2011慈惠醫專第一屆全國通識教育教學學術研討會」研討會

主持人，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主辦，2010.07.05 

 

演講人－ 

育達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110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廣亞書院講

座」「新時代公民素養之倫理議題」專題講座－『千禧世代

的後疫情思維』；2021.05.05 

 

永達技術學院/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落實科技

產業就業人才培育教學計畫「經驗傳承攜手精進」「教師心

靈成長讀書會」專題講座－『哲學咖啡館與企業哲學家的誕

生』；2013.11.15 

   （計畫主持人：陳文恭副教授、執行單位：永達技術學院南

區教學資源中心） 

 

永達技術學院/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落實科技

產業就業人才培育教學計畫「經驗傳承攜手精進」「教師心

靈成長讀書會」專題講座－『中年無危機』；2013.11.05 

   （計畫主持人：陳文恭副教授、執行單位：永達技術學院南

區教學資源中心） 

 

永達技術學院/102年度新生迎新暨服務學習研習營專題演講－

『T.A.工作倫理與教學技能』；2013.10.25（執行單位：永達

技術學院課外活動指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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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達技術學院/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落實科技

產業就業人才培育教學計畫「經驗傳承攜手精進」「教師心

靈成長讀書會」專題講座－『維繫一段關係』；2013.10.22 

   （計畫主持人：陳文恭副教授、執行單位：永達技術學院南

區教學資源中心） 

 

永達技術學院/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落實科技

產業就業人才培育教學計畫「經驗傳承攜手精進」「教師心

靈成長讀書會」專題講座－『最近，哲學為何再度引起重

視』；2013.10.15 

   （計畫主持人：陳文恭副教授、執行單位：永達技術學院南

區教學資源中心） 

 

永達技術學院/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落實科技

產業就業人才培育教學計畫「經驗傳承攜手精進」專題演講

－『TA工作倫理與教學技能』；2013.09.26 

   （計畫主持人：陳文恭副教授、執行單位：永達技術學院南

區教學資源中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育部 101學年度通識課程數位教材教學實

施計畫「生死學」專題演講－『探索莊學的生死智慧』；

2013.04.26 

   （計畫主持人：羅慎平副教授、執行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育部 101學年度通識課程數位教材教學實

施計畫「生死學」專題演講－『老子生死觀的生命啟發』；

2012.11.02 

   （計畫主持人：羅慎平副教授、執行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苗栗縣政府家庭教育中心「學習讓我們更懂

得愛」計畫專題演講－『網路世代大學生的愛情價值觀』；

2012.10.30 

   （計畫主持人：楊錫林教授、執行單位：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苗栗縣政府家庭教育中心「學習讓我們更懂

得愛」計畫專題演講－『大學生的愛情樂章』；2012.10.30 

   （計畫主持人：楊錫林教授、執行單位：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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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101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卓越計畫「藝術講

座」－『關於繪本世界的印象哲思』；2012.09.27 

   （分項計畫主持人：杜奉賢主任、執行單位：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永達技術學院/100學年度校慶活動專題演講－『繪本故事的藝

饗視界』；2012.04.30 

   （主辦單位：永達技術學院社區總體營造文教基金會、承辦

單位：綜合教學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育部 100學年度通識課程數位教材教學實

施計畫「生死學」專題演講－『道家生死義涵的現代意

義』；2012.04.20 

     （計畫主持人：羅慎平副教授、執行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 

參考網站 三育基督學院 

https://www.sdatac.org.tw/ 

http://ge.ytit.edu.tw/files/13-1006-2034.php?Lang=zh-tw 

永達技術學院首頁→教學研究→綜合教學部→行政主管→陳靜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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