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教師個人基本資料表
姓名

葉怡矜 Yi-Jin Ye

最高學歷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休閒研究哲學博士 (Ph. D.)

現職

國立體育大學管理學院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副教授

Email

yijinye@ntsu.edu.tw

校內分機

03-328-3201 ext. 8606

專長

水域遊憩管理、海洋休閒遊憩管理、戶外遊憩管理、
休閒行為研究

專職經歷

2017(2003 至今)副教授: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2008-2012 副秘書長：亞洲運動管理學會(Asia Association for Sport
Management)
2007-2011 執行委員： 亞洲運動科學委員會 (Asia Council of Exercise and
Sport Sciences (ACESS)
2010-2011 審查委員：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運動管理（MASMA）」期刊
2010-2016 分科審查召集人：國立體育大學「休閒遊憩研究」期刊
2009-2010 審查委員：「亞太運動科學（APJESS）」國際期刊編輯委員
2008-2009 分科審查召集人：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論叢編輯委員會
2004-2006 交流教育組暨外賓接待組組長： 國立體育學院國際交流中心
2002-2003 研究計畫協調人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餐旅館與遊憩經營管理學院
2001 教學助理：美國賓州州立大學餐旅館與遊憩經營管理學院
1999-2001 研究助理：美國賓州州立大學餐旅館與遊憩經營管理學院

一、期刊論文(2012-2016）
所屬資料庫或國科會
評定等級

篇名
1.

葉怡矜、鄭雅汶（2016）。都會運動公園自行車活動參與者生活
型態容忍度、遊憩衝突與遊憩滿意度之研究。臺灣體育運動管理
學報。

科技部體育學門 A 級
期刊

2.

葉怡矜、黃彥綾（2016）。宜蘭牽罟轉型觀光休閒漁業之挑戰:
以質性研究之觀點。台灣體育學術研究。

3.

Huang,F.-H.,*Ye, Y.-J.,& Kao, C.-H.(2015). Developing a
novel intuitionistic Fuzzy Importance-performance
Expert Systems with
Analysis for evaluat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Application
sport tourism event.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
(SCI)
42(19).

4.

侯昌佑、葉怡矜（2015）。臺灣冒險旅遊初探。2015 第 17 屆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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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體育學門 B 級
期刊

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暨國際論壇論文集。
5.

黃瑩、葉怡矜（2014）
。遊客知覺藝術節慶效益之研究。2014 第
16 屆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暨國際論壇論文集。

6.

劉嘉豪、葉怡矜（2012）
。運動觀光參與者之動機與背景之探討。
休閒研究

二、專書
書名

ISBN

張少熙（總校閱）
、葉怡矜等譯（2014）
。休閒研究概論。臺北：華騰
文化。

9789866287541

葉怡矜（主編）等譯（2014）。高齡者休閒遊憩活動規劃與設計─以
嬰兒潮世代為例。臺北：華騰文化。

9789865998592

劉宏裕、葉怡矜等(2007)。運動研究方法。台北：華都文化。

9789866860072

葉怡矜、王偉琴等譯 (2005)。休閒遊憩概論—探索生命中的休閒。
台北：品度。

957824875X

三、研討會論文(2014-2016）
篇名

備註

孫蕙嫻、葉怡矜（2016）。八里左岸自行車騎乘者對自行車道環境之
評估。2016 國際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門
大學
陳婷婷、葉怡矜（2016）。淡季淡水漁人碼頭遊客旅遊動機與滿意度
之研究。2016 國際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
門大學

優秀論文

高皓筠、葉怡矜（2016）。都會親水公園水域活動參與者遊憩涉入與
幸福感之研究－以微風運河為例。2016 國際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
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門大學

優秀論文

吳盛傑、葉怡矜（2016）。淡水漁人碼頭遊客特性在遊憩動機與知覺
擁擠之差異研究。2016 國際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
國立金門大學
葉蓮薰、葉怡矜（2016）。濱海自行車遊客遊憩體驗之研究－以八里
左岸為例。2016 國際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
金門大學
黃浩瑋、葉怡矜（2016）。以重要與表現程度分析法探討觀光漁市遊
客滿意度－以永安漁港觀光漁市為例。2016 國際運動賽會與產業經
營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門大學
陳茗玉、葉怡矜（2016）。淡水漁人碼頭遊客知覺擁擠與滿意度之研
究。2016 國際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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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論文

學
洪怡姍、葉怡矜（2016）。觀光漁市遊客特性與滿意度之研究－以永
安漁港為例。2016 國際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國
立金門大學
林巧婷、葉怡矜（2015）
。水域遊憩衝突研究-以興達港情人碼頭為例。 優秀論文
2015 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門大學。
林鈺婷、葉怡矜（2015）
。興達港遊艇觀光商業區發展分析。2015 運 優秀論文
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門大學。
楊正隆、葉怡矜（2014）。休閒漁港設置行人徒步區可行性分析─以
桃園竹圍漁港為例。2014 旅遊與健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7-220。
臺北：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旅遊健康研究所。
蘇秀娥、葉怡矜（2014）。竹圍漁港轉型休閒漁港遭遇瓶頸之研究。
2014 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門大學。

ISBN:9789860403800

董郁蕙、蕭名欣、葉怡矜（2014）。基隆港及車站周邊觀光行銷策略

優秀論文

探討。2014 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門大學。 ISBN:9789860403800
蕭名欣、董郁蕙、葉怡矜（2014）。基隆港及火車站周邊遊憩設施滿
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研究。2014 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
門：國立金門大學。

ISBN:9789860403800

余宗珮、葉怡矜（2014）
。基隆港的轉型、再造與未來觀光規劃。2014 ISBN:9789860403800
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門大學。
葉明惠、葉怡矜（2014）。竹圍漁港發展休閒之遊憩衝突研究。2014
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門大學。

ISBN:9789860403800

黃翠萍、葉怡矜（2014）
。評估竹圍漁港休閒設施之研究。2014 運動 ISBN:9789860403800
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門大學。
譚琪、葉怡矜（2014）
。淡水漁人碼頭觀光吸引力、遊憩滿意度對重
遊意願影響之研究。2014 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
國立金門大學。

ISBN:9789860403800

戴似伃、葉怡矜（2014）。交通工具使用對於遊憩滿意度影響之研究

ISBN:9789860403800

－以基隆市為例。2014 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國
立金門大學。
洪文龍、葉怡矜（2014）
。桃園縣運動觀光資源探討與分析。2014 運 ISBN:9789860403800
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門大學。
周瑞雯、葉怡矜（2014）。竹圍漁港基礎設施現況之調查研究。2014
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門大學。

ISBN:9789860403800

郭品均、葉怡矜（2014）
。竹圍漁港觀光遊憩易達性之研究。2014 運 優秀論文
動賽會與產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金門：國立金門大學。
ISBN:9789860403800

四、研究專案與產學合作
3

遊艇活動對臺灣漁港遊艇碼頭之經濟效益分析與未來預測研究
(2013)。主持人。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

99 年度桃竹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海洋運動遊憩推廣人才培育
計畫(2011)。主持人。

教育部

五、教學
五年內開授課程
學年度

課程名稱

學制

1032

體驗教育與休閒遊憩專題討論

博士班

102-105

遊憩區規劃與經營

研究所

102-105

海洋休閒規劃管理專題

研究所

1022-1052

休閒遊憩研究

研究所

102-105

休閒產業論壇經營

研究所

104-105

研究論文寫作指導

研究所

1032-1042

海洋休閒遊憩經營管理

大學部

1031-1041

遊憩區經營與管理

大學部

102-106

進階管理實務見習

大學部

102-106

休閒產業管理實務

大學部
五年內指導學生狀況

學年度

碩士班（人）

博士班（人）

102-105

13

1

六、校內外各級公共事務參與
年月

校內/外

項目

2017

校外

106 年桃園自在遊第一季＆第二季永續遊程審查委員

2017

校外

教育部體育署游泳教學輔導團委員

2016-2017

校外

教育部體育署救生員檢定授證制度相關事務訪視輔
導案訪視委員

2016

校外

教育部體育署學校游泳池復生及擴充計畫委員

2014

校內

協助推動教師本校教師評鑑標準表修正草案

2013-2014

校內

教務處業務暨發展中心主任

2013

校內

協助撰寫教學卓越計畫-奧林匹克五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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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專業學術服務工作項目
年月

校內/外

項目

2017

校外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暨觀光 期刊審查委員

2016

校外

大專體育審查委員

2016

校外

第八屆亞太餐旅教育聯盟暨第十六屆觀光休閒暨餐旅產
業永續經營學術研討會 論文審查委員

2015

校外

進行水域休閒運動產業與遊艇俱樂部學術領域講座於上
海體育學院

2014

校外

進行遊艇及帆船俱樂部休閒產業發展與趨勢講座於開南
大學

2014

校外

進行臺灣海洋生態保育與永續發展講座於東南科大

八、教學與研究獎勵事蹟
年月

校內/外

項目

2016

校內

國立體育大學學術研究獎

2014-2016

校外

運動賽會與產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獲得最佳論文獎

2014

校外

指導博士班學生榮獲教育千里馬計畫前往 ASU 研究

2014-2015

校內

獲得國立體育大學優良導師獎

2013-2015

校外

指導學生參加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獲得全國第
四名與佳作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