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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智 簡歷 

任職單位：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學歷：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  

分機：(04) 23323456 轉 1915 

E-mail： meichi@asia.edu.tw  

 

經歷  

1.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  

2.東海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3.曾任亞洲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4.97-100 全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實地訪評委員  

5.98 雲林縣政府身心障礙保護服務/99 台中縣山線個管外聘督導 

6.99 台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方案、團體、機構輔導與評鑑暨獎勵 

 計畫方案主持人  

7.98-100 中區職業輔導評量中心輔導委員  

8.100 台中市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與需求調查計畫共同主持人 

9.104~107 臺中市身心障礙轉銜小組委員  

10.106-107 臺中市第四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  

 

專長 

1. 身心障礙社會工作 

2. 非營利組織經營與管理研究 

3. 婦女/性別社會工作 

 

榮譽 

1 107 學年度創新教材數位類傑出獎 

2 106 學年度優良班級導師（校級） 

3 106 學年度服務學習內涵課程服務教學卓越獎 

4 106 學年度傑出教學獎（校級） 

5 106 年度創新教學法獎勵競賽特優獎 

6 105 學年度服務學習內涵課程服務教學傑出獎 

7 104 學年度服務學習內涵課程教學卓越獎 

8 103 學年度服務學習內涵課程教學卓越獎 

9 91 學年度優良班級導師（校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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