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資料 

 

姓名： 葉錦霞 

TEL： (03)5381183-8324 

E-MAIL：  chinhsia@mail.ypu.edu.tw 

 

 主要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博士 

 

 重要經驗 

 

1.教學經驗 

2.工作經驗 

3.產學研究相關經驗 

(1) 應用文書數位教材製作與應用（6062-03），北區教學資源中心，2011/08

－2012/12。 

(2) 強化臺灣特色之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之基礎應用人才培育中程計畫-全

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革新計畫（moe-100），教育部，2011/08－

2012/07。 

(3) 讀寫生命映象課程計畫（moe-101-003-004-022），教育部，2012/08－

2013/07。 

(4) 讀寫生命映象（102-COMP6062-09），新學林出版社，2013/03－2013/10。 

(5) 「推動技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計畫」活動型計畫─預約幸福職人

（1052160087公文號），教育部青年發展署，2016/02－2016/05。 

(6) 微紀錄片融入多媒體實務教學成效研究（125），教育部，2019/08－

2020/07。 



4.相關證照 

(1)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認證 

(2)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認證種子教師 

(3) CTTP文化主題遊程規畫師-甲級證照 

(4) SCTP銀髮族遊程規劃師-甲級證照 

(5) FEEP時尚活動展覽企劃師-乙級證照 

(6) FBMP時尚品牌行銷企劃師─乙級證照 

(7) BBOM休閒民宿經營管理人才─乙級證照 

(8) CPM策展專案管理師-甲級證照 

(9) MBMP微電影品牌行銷規劃師 

(10) DTL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認證推廣 

(11) DTL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認證監場 

(12) DTL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認證推廣 

(13) IAFT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監場 

(14) IAFT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推廣 

(15) IAFT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監場 

(16) IAFT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推廣 

(17) 旅館專業人員認證推廣 

(18) 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推廣 

(19) 105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及格證書 

(20) DTL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認證監場 

 

 學術專長 

 

(1) 時尚品味與文化美學 

(2) 文化創意與旅遊產業 

(3) 旅遊文案與多媒體實務 

(4) 實用中文 

(5) 現代文學 

(6) 小說 

 



 

 授教課程 

 

(1) 中文 

(2) 職場文書 

(3) 時尚品味與文化美學 

 

 論文著作 

 

1. 期刊論文 

(1) 「《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類》論析政治與學術發展之關係」，儒學研究論

叢，民國 99年 12月，15頁。 

2. 研討會論文 

(1) 「試析佛斯特《小說面面觀》預言一篇」，2010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新竹：元培科技大學，民國 99 年 10 月 29 日 －民國 99 年 10 月 29

日 。 

(2) 「通識(教育)中心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孝經類論析 」，《四庫全書總

目》提要研讀會 ，台灣新竹：元培科技大學，民國 99年 3月 27日 －

民國 99年 3月 27日 。 

(3) 「李銳《太平風物》之農具隱喻」，健康管理研討會，新竹：元培科技

大學，民國 100年 10月 28日 －民國 100年 10月 28日 。 

(4) 「李銳《厚土》女性形象研究」，健康管理研討會，新竹：元培科技大

學，民國 101年 10月 27日 －民國 101年 10月 27日 。 

(5) 「桃竹苗政府觀光旅遊網地景書寫分析」，2015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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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旅遊微電影敘事結構分析 ─以官方發布之微電影為例」，2017 健康

管理學術研討會，新竹市：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民國 106 年 11 月 3 日 

－民國 106年 11月 3日 。 

(7) 「以教學反思與學習成果探討大一中文課程教學」，健康管理學術研討



會，新竹：香山，民國 107年 10月 18日 －民國 107年 10月 18日 。 

(8) 「多角化策略對台灣飯店業技術效率之影響」，健康管理學術研討會，

新竹：香山，民國 107年 10月 18日 －民國 107年 10月 18日 。   

(9) 「景氣循環樣態與相關違約風險對於觀光休閒產業風險」，健康管理學

術研討會，新竹：香山，民國 107 年 10 月 18 日 －民國 107 年 10 月

18日 。 

(10) 「度假去吧！旅遊對於健康效益之研究」，健康管理學術研討會，新竹：

香山，民國 107年 10月 18日 －民國 107年 10月 18日 。 

(11) 「規模愈大愈好?台灣觀光旅館經營效率之研究」，2019 健康管理學術

研討會暨國際尖端醫學論壇，新竹：香山，民國 108年 11月 1日 －民

國 108年 11月 1日 。 

(12) 「動履歷制作在大學生就業增能的學習效益效果」，2019健康管理學術

研討會暨國際尖端醫學論壇，新竹：香山，民國 108年 11月 1日 －民

國 108年 11月 1日 。 

(13) 「大學生參與路跑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2019健康管理學術研討會暨

國際尖端醫學論壇，新竹：香山，民國 108年 11月 1日 －民國 108年

11月 1日 。 

(14) 「歐洲小鎮節慶活動之體驗觀察─以捷克 Lipta50 藝術節為例」，2019

健康管理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尖端醫學論壇，新竹：香山，民國 108年 11

月 1日 －民國 108年 11月 1日 。 

(15) 「自然音景之療癒特性研究」，2019健康管理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尖端醫

學論壇，新竹：香山，民國 108 年 11 月 1 日 －民國 108 年 11 月 1

日 。  

3. 專書及專書論文 

(1) 寓言選─彌子瑕、牝牡驪黃；唐宋詞─相見歡；現代小說─藥，惹事；

現代詩選─偶然，大學國文，978-986-6729-2，台北：新學林出版公司，

民國 99年 8月。 

(2) 血滴子、在暗夜中狂奔、彌子瑕、孤獨十五歲華年、藥，讀寫生命映象，

9789862951309，台北：新學林出版社，民國 101年 9月。 

(3) 為了下一次重逢作者導讀、洗澡作者導讀、島嶼巡航作者導讀，閱讀樂

讀，978-986-295-474-4，台北：新學林出版社，民國 104年 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