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資料 

姓名： 卓美惠 Mei-Hui Zhuo 

TEL： (03)5381183-8324 

E-MAIL： marychou@mail.ypu.edu.tw 

 主要學歷 

 逢甲大學中文所 

 重要經驗 

1.教學經驗 

（1）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理系講師 

（2）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講師 

（3） 正修科大兼任講師 

（4） 高苑科大兼任講師 

2.工作經驗 

（1） 元培醫專文書組組長 

（2） 元培科大出版組組長 

（3） 元培校訓編輯 

（4） 元培學報編輯 

3.研究相關經驗 

（1） 教育部閱讀書寫課程推動與革新計畫 101、102、103、104 年



「閱讀・書寫・經典創意教學工坊」示範教案講師 

（2） 2015 年教育部閱讀書寫課程推動與革新計畫核心教師團隊種

子教師 

（3） 四庫全書總目研讀計畫(ㄧ):集部，教育部顧問室，2005/01

－2007/12。 

（4） 第二梯次提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中國醫事文本選讀編

輯，國文組教師，教育部，2003/01－2005/07。 

4.相關證照 

（1） 考試院華語領隊人員及格證書（105）專普領字帝 002357 號

（2） 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證照代碼 11876 

International Air Fares and Ticketing— Foundational 

Level 

（3） 文化創意管理師證照代碼 10581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4） CCC 文創策展人員(乙級)證照代碼 10456 

Cultural and Creative Curator 

（5） CTTP 文化主題遊程規劃師(甲級)證照代碼 11250 

（6） TFMP 觀光工廠行銷規劃師(甲級)證照代碼 11251 

（7） LFMP 休閒農場行銷規劃師(甲級)證照代碼 11252 



（8） SCTP 銀髮族遊程規劃師(甲級)證照代碼 11249 

（9） TRIZ 創新種子師資 

學術專長 

（1） 傳統散文、詩歌、小說；現當代散文、詩歌 

（2） 教材教案設計寫作、示範 

（3） 旅遊文學與文化觀光 

教授課程 

（1） 大一中文 

（2） 應用中文 

（3） 創意表達 

（4） 旅遊文學與文化 

（5） 職涯規劃 

論文著作 

1.期刊論文  

（1） 卓美惠，「《四庫全書總目》「《孝經》類」提要研究」，

儒學研究論叢，第 4 期，民國 100 年 12 月，p.1-p.42 頁。 

（2） 卓美惠，「悼念故人」，國文天地，第 27 卷第 6 期，民國

100 年 11 月，p.37-p.38 頁。 

2.研討會論文 



（1） 卓美惠，「『看見愛』：張讓〈親子沉思〉中生命美感經驗

之詮敘」，健康與管理學術研討會---身心靈組，新竹：元

培醫事科技大學，民國 104 年 10 月 31 日－民國 104 年 10

月 31 日。 

（2） 卓美惠、張清文、陳麗蓮，「人間最美是親情──張讓〈親

子沉思〉教案設計分享」，閱讀書寫經典創意教學工坊會議

手冊，臺中：臺中，民國 104 年 3 月 7 日－民國 104 年 3 月

8 日，pp.237-243 頁。 

（3） 卓美惠，「真實、譎幻嬗遞的心靈獨白—楊牧〈又是風起的

時候了〉的大學生命感悟」，健康與管理學術研討會---身

心靈組，新竹：元培科技大學，民國 103 年 10 月 25 日－民

國 103 年 10 月 25 日。 

（4） 卓美惠，「文本與自我生命的連結--楊牧〈又是風起的時候

了〉 教案分享」，閱讀書寫經典創意教學工坊會議手冊，

臺中：臺中，民國 103 年 3 月 8 日－民國 103 年 3 月 9 日，

pp.211-234 頁。 

（5） 卓美惠，「遣懷、療癒的生命書寫— 論杜甫〈登高〉一詩

的抒情模式」，健康與管理學術研討會---身心靈組，新竹：

元培科技大學，民國 102年 6月 8日－民國 102年 6月 8日。



（6） 卓美惠，「自我的焦慮與超越-以沈既濟〈枕中記〉為例」，

閱讀書寫經典創意教學工坊會議手冊，臺中：靜宜大學，民

國 102 年 3 月 9 日－民國 102 年 3 月 10 日，pp.46-60 頁。

（7） 卓美惠，「王昌齡送別詩的書寫策略－以芙蓉樓送辛漸二首

為例」，健康與管理學術研討會---身心靈組，新竹：元培

科技大學，民國 101年 10月 27日－民國 101年 10月 27日。

（8） 卓美惠，「大一中文閱讀教學策略/文本與自我生命的連結-

以沈濟既〈枕中記〉為例」，2012 越界與融合-文學與教學

的多元向度研討會論文集，基隆市：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民國 101 年 6 月 6日－民國 101 年 6 月 6 日，pp.155-182

頁。 

（9） 卓美惠，「窮厄與閒適，尋找生命的出口--以蘇軾〈超然台

記〉為例」，閱讀書寫經典創意教學工坊會議手冊，臺中：

靜宜大學，民國 100 年 3 月 10 日－民國 100 年 3 月 11 日，

pp.21-24 頁。 

3. 專書及專書論文  

（1） 卓美惠、葉錦霞、朱榮智、邵曼珣、陳美琪、周志川；古典

小說選-唐傳奇-枕中記， 唐宋詩選--王昌齡*芙蓉樓送辛漸

-杜甫*登高-李白*贈孟浩然，當代散文選--美麗新世界，當



代小說選--周的眼淚；《大學國文選》，978-986-295-130-9，

台北，民國 101 年 7 月。 

（2） 卓美惠、葉錦霞、朱榮智、邵曼珣、陳美琪、周志川；古典

小說選-唐傳奇-枕中記，唐宋詩選--王昌齡*芙蓉樓送辛漸-

杜甫*登高-李白*贈孟浩然，當代散文選--美麗新世界，當

代小說選--周的眼淚；《大學國文選》，978-986-295-237-5，

台北，民國 102 年 9 月。 

（3） 卓美惠、葉錦霞、周志川、邵曼珣、陳美琪；古文選-刺客

列傳，古典小說選-唐傳奇-枕中記，唐宋詩選--杜甫*登

高 ，當代散文選--微笑老妞，當代詩選--在我們生活的角

落；《大學國文選》，978-986-295-474-4，台北，民國 104

年 9 月。 

4.技術報告及其他著作 

（1） 改良式電線桿，中華民國，新型 M 388161 號，卓美惠，卓

美惠，新型專利，無，已核准，民國 99 年 9月 1 日－民國

108 年 10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