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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陳君山 

 

學歷：德國特里爾(Trier)大學社會學博士 

   東吳大學社會學學士、社會學碩士 

 

現職：國立聯合大學文化創意與數位行銷學系暨資訊與社會研究所助理 

      教授 

      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常務理事 

      社團法人臺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常務理事 

 

經歷:  

社團法人臺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理事長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專任助理教授 

世新大學社會心理學系兼任助理教授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心理及社會工作學系兼任助理教授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人力處薦任科員 

 

考試資格： 

教育部八十三年公費留學考試社會政策學門第一名錄取赴德。 

公務人員八十二年高考一級人事行政類科第二名錄取分發。 

 

資歷： 

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專輔中心輔導委員（現職） 

苗栗縣政府廉政會報外聘委員（現職） 

苗栗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現職） 

108 年度桃竹苗區職務再設計暨企業輔導團訪視輔導委員（現職） 

客家產業創新育成計畫培訓講師 

教育部縣市政府社區大學業務推動評鑑委員暨社區大學獎補助款審查

委員 

臺中市社區大學發展委員會委員（現職） 

臺中市學習型城市計畫地方諮詢委員（現職） 

臺中市終身學習推動委員會委員（現職） 

臺中市樂齡學習推動小組輔導委員 

勞委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複審委員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公民與社會考科命題及審題委員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福利基金會顧問 

苗栗縣南庄鄉東河社區發展協會（瓦祿部落）顧問 

臺北市政府社區大學校務評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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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終身學習委員會委員（現職） 

政大社區學習研究發展中心優質課程徵選評選委員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社區大學「學校經營與公共參與」認證委員 

臺北縣政府社區大學審議委員會委員 

臺中市政府社區大學校務評鑑委員（迄今） 

台南市政府社區大學校務評鑑委員 

台東縣政府社區大學校務評鑑委員 

桃園縣政府社區大學校務評鑑委員（迄今） 

新竹市政府社區大學校務評鑑委員（迄今） 

新竹縣政府社區大學校務評鑑委員（迄今） 

新竹縣政府終身學習推動委員會委員（現職） 

苗栗縣政府社區大學校務評鑑委員 

彰化縣政府社區大學校務評鑑委員（迄今） 

彰化縣政府社區大學課程審查委員（迄今） 

新竹縣政府社區大學課程審查委員（迄今） 

新竹市政府社區大學課程審查委員（迄今） 

雲林縣政府社區大學審議委員會委員（現職） 

 

近年委託研究案 

陳君山(2019)，「來去於理論與行動之間─「社會學」課程設計與教學

實踐」，教師推動創新教學實踐計畫，2019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子計畫，計畫主持人。（執行中） 

陳君山(2018-2019)，「臺中市社區大學發展願景及短中長期發展策略

規劃」，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研究案，計畫主持人。（執行完

畢） 

陳君山(2018-2019)，「以營造對話聆聽培養集體創造力為核心之翻轉

課程設計」，2018 教育部大專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計畫主

持人。（執行完畢） 

陳君山(2018)，「融入式課程的課程設計與操作策略─以文化地理學和

社會學課程教學為例」，教師推動創新教學實踐計畫，2018 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子計畫，計畫主持人。（執行完畢） 
陳君山(2015)，「臺北市文化創意產業指標調查」，臺北市政府文化局

委託，計畫主持人。 

陳君山(2014)，「客家文化產業化、客家產業文化化」？─苗栗縣客家

傳統產業轉型策略之研究，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計畫主持人。   

陳君山(2013) ，「記憶拼圖之無牆博物館影音資料蒐集建檔」委託

案，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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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君山(2012) ，記憶拼圖-無牆博物館的建置委託案，新竹縣政府文

化局，計畫主持人。 
陳君山(2012) ，苗栗客庄節慶、地方依附及地方認同之研究–以世代

差異作為分析觀點，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計畫主持人。 
陳君山(2012) ，苗栗縣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地理資訊系統建置與

應用，苗栗縣政府，計畫主持人。 
陳君山(2010-2011) ，原住民數位典藏資料庫永續經營與部落產業文

化創新，行政院國科會國家型科技計畫，共同主持人。 
陳君山(2010) ，苗栗地區客家聚落發展與生活空間形塑的人文區位重

建：以地理資訊系統（GIS）做為再現及整合平台，行政院客

家委員會，計畫主持人。 
陳君山(2010) ，社區大學財務結構合理性適用標準之探究，教育部，

計畫主持人。 
陳君山(2010)，苗栗文化創意產業調查—台灣經濟研究院執行，苗栗

縣文化局，共同主持人。 

 
近年期刊論文 

陳君山、徐仁清（2017），〈以近景攝影測量法再現研究場域空 
間樣貌初探〉，休閒研究，第九卷第一期，2019 月 5 月 1 日， 
頁 52-70。 

Yieh, Kaili, Chen, Jiun-shan & Wei, Maggie Biwei, (2012),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y Readiness on Customer Perceived Value: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33(2)。 
李威霆、陳君山、鄭志成 (2012)。〈苗栗縣文創產業產值推估與業態 

分析〉，聯大學報(第九卷第一期)。 
李威霆、陳君山、鄭志成（2011）。〈苗栗縣文創產業調查分析〉， 

《產業苗栗》，10：44-51。 

 
近年專書論文 

 陳君山、何春媛（2015）。〈客庄老年生活風格與日常生活世界之空間差

異探究〉，收入張維安、劉大和（編），《客家映臺灣：族群文化

與客家認同》。台北。ISBN：978-957-7306-37-1。 
 陳君山、劉美玲（2015）。〈竹苗地區女性警察工作與家庭壓力之研

究〉，收入李威霆（編），《閱讀山城女書：苗栗女性的在地生存

境遇與反思》。台北。ISBN：978-986-7599-72-8。 
 陳君山（2011）。〈生活風格群體分析作為老年社會學的新研究取向〉，

收入葉肅科、胡愈寧（編），《老化、照護與社會：社會老年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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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台北。ISBN：978-957-784-389-0。  
 陳君山、駱利萍（2011）。〈青少年網路使用行為與親子互動之探討〉，

收入《2011 前瞻管理學術與產業趨勢研討會》，苗栗：國立聯合

大學，ISBN：978-986-02-7724-1。 
 陳君山、彭慧貞（2010）。〈利用 Web GIS 技術探討苗栗市休閒遊憩活動

以貓貍山自行車步道為例〉，收入《第七屆數位地球國際研討會

論文集》，台北：中國文化大學，ISBN: 978-6710-71-1，頁 389-
403。 

 陳君山、賴坤成（2010）。〈GIS 與文化觀光結合之探討－以苗栗三義鄉為

例〉，收入《第七屆數位地球國際研討會論文集》，台北：中國文

化大學，ISBN: 978-6710-71-1，頁 376-388。 
 陳君山、簡得洲、李光明（2010）。〈竹南觀光旅行路線規劃－傾聽歷史〉，

收入《第七屆數位地球國際研討會論文集》，台北：中國文化大

學，ISBN: 978-6710-71-1，頁 361-375。 

 
近年學術研討會論文 

陳君山（2019），〈社區大學運動實踐歷程的結構性困境之剖析〉，2019 年

社區大學學術研討會「社會重建與在地實踐─社大教與學的視野

與方法」，12 月 26-27 日，國立宜蘭大學，宜蘭。 
陳君山、徐仁清（2017），〈以近景攝影測量法再現研究場域空間樣貌初

探〉，第二十三屆資訊管理暨實務研討會，12 月 9 日，國立聯合

大學，苗栗。 
陳君山、劉思如（2016），〈如果沒有次文化—青少年矯正教育的現場反

思〉，2016 第三屆全人健康促進（國際）學術研討會，8 月 31
日，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桃園。 

陳君山、蘇鈺嵐（2016），〈客家系譜性別：一位客家女性修譜者的田野

反思〉，2016 第七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5 月 14
日，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桃園。 

陳君山、官芝伃（2016），〈新竹玻璃藝術工作室轉型之研究〉，2016 文

化．創意．：設計國際學術研討會，4 月 12 日，玄奘大學設計

學院，新竹。 
陳君山、古佩菁（2013），〈苗栗地區傳統產業的新春天─以文化創意產

業為例〉，2013 觀光餐旅暨語言文化趨勢研討會，4 月 10 日，僑

光科技大學觀光學院，台中。 
陳君山、羅明坤（2013），〈建置多媒體數位典藏平台-以新竹縣記憶拼圖-

無牆博物館為例〉，發表於 2013 年 EITS2013 數位教學暨資訊實

務研討會，3 月 27 日，台南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主辦，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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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君山、郭安勝（2013），〈地理資訊系統於身心障礙資料分析之應用〉，

發表於 2013 年 EITS2013 數位教學暨資訊實務研討會，3 月 27
日，台南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主辦，台南。 

陳君山、徐仁清（2011）。〈因特網地理信息系統(WebGIS)整合全景攝影

技術的虛擬實境平台之開發及其應用：以客家古蹟文物的數位典

藏為例〉，發表於 2011 年第五屆海峽兩岸客家高峰論壇，6 月

22-25 日，第五屆海峽兩岸客家高峰論壇籌委會主辦，廣東梅

州。 
 陳君山、徐仁清（2011）。〈從專業球形全景拍攝到社區影像培力活動設計教

學〉，發表於 2011 年第十屆離島資訊技術與應用研討會，5 月 13-14
日，國立台東大學理工學院與資訊管理學系主辦，台東。 

 陳君山、駱利萍（2011）。〈青少年網路使用行為與親子互動之探討〉，

發表於 2011 前瞻管理學術與產業趨勢研討會，4 月 30 日，國立

聯合大學管理學院主辦，苗栗。 
 陳君山（2010）。〈客庄老人老年生活風格群體與日常生活世界的空間差

異之探究〉，發表於 2010 年數位典藏地理資訊學術研討會，10 月

12-13 日，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分項計畫—地理資

訊應用推廣子計畫及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主辦，台

北。 
 陳君山（2010）。〈族群多樣性社區的社會資本形成與地方產業振興之探

究─以苗栗縣南庄鄉東河社區(瓦祿部落)為例〉，發表於 99 年鉅

視社會工作學術與實務研討會：由「資源」、「資產」與「資本」

建構實務方案，10 月 8-9 日，內政部社會福利工作人員研習中心

主辦，玄奘大學社會福利學系承辦，新竹。 
 陳君山、簡得洲、李光明（2010）：〈竹南觀光旅行路線規劃－傾聽歷史〉，

發表於第七屆數位地球國際研討會，5 月 20-21 日，中國文化大學

數位地球研究中心主辦，台北。 

 陳君山、賴坤成（2010）：〈GIS 與文化觀光結合之探討－以苗栗三義鄉為

例〉，發表於第七屆數位地球國際研討會，5 月 20-21 日，中國文

化大學數位地球研究中心主辦，台北。 

 陳君山、彭慧貞（2010）：〈利用 Web GIS 技術探討苗栗市休閒遊憩活動

以貓貍山自行車步道為例〉，發表於第七屆數位地球國際研討

會，5 月 20-21 日，中國文化大學數位地球研究中心主辦，台北。 

 
其他（通訊∕報刊∕雜誌） 

陳君山，2020.04.30，社區大學「在地性」與「公共性」的實踐使命與原

罪，獨立評論@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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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君山，2017.02.20，已收尾還是剛上場？年金改革的幾點觀察，獨立評

論@天下。 
 陳君山，2016.10.12，讓社區大學成為另一個教育選項，獨立評論@天

下。 
 陳君山，2013.03.11，社區大學的治理弔詭與危機，台灣立報/教育版。 
 陳君山，2012.09.24，社區大學低吟悲歌，中國時報/時論廣場。 
 陳君山，2011.08.11，社大開講：回應「他的評鑑，我們的反思」一文，

台灣立報/教育版。 
 陳君山，2010.09.10，延長國教 當然是全民共識，中國時報/時論廣場

/A22 版。 
 陳君山，2010.08.27，全國教育會議 別再淪為大拜拜，中國時報/時論廣

場/A19 版。 
 陳君山，2009.11.25，庶民經濟別成了媚民經濟，中國時報/時論廣場

/A19 版。 
 陳君山，2009.03.03，何謂 NPO？淺談非營利組織，大玩偶之家月刊第

十期，社團法人臺北市大玩偶失親關懷協會。 
 陳君山，2009.02.25，長照保險不要倉卒上路，中國時報/時論廣場/A22

版。 
 陳君山，2008.03.29，請讓莊國榮回政大，中國時報/時論廣場/A22 版。 
 陳君山，2008.03.20，誰還在乎競選承諾？中國時報/時論廣場/A19 版。 
 陳君山，2008.02.28，扁謝切割的假議題，中國時報/時論廣場/A1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