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資料 

 

 

姓名：黃麗雪  

TEL：03-538-1183 #8308  

E-MAIL：rachel@mail.ypu.edu.tw 

主要學歷 

日本東北大學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言語科学)碩士 

主要經驗  

● 教學經驗  

(1)淡江大學日文系講師 

(2)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講師 

● 工作經驗  

(1)淡江大學日文系助教 

(2)宏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 研究相關經驗  
(1) 編譯整理計畫／末成道男１９８３『臺灣阿美族之社會組織與其變化』（東京大學出版社），中研

院民族所，2006/01－2006/12。 

 

● 相關證照 

 

學術專長  

請提供一張個人照 
 



 

 

● 日語教學 

● 日本文化 

授教課程  

● 餐飲專業日文(一) 
● 餐飲專業日文(二) 

● 餐飲日語會話 

論文著作  

● 期刊論文  

(1) 黃麗雪，「有關~shitearu 與~shiteoku 之考察」，日本語學科論集-言語學‧日本語學‧日本語教育學，第 4

號，民國 83 年 9 月，13-25 頁。  

(2) 黃麗雪，「shiteiru 形的動貌表現與漢譯對照調查」，日本言語文藝研究，第 4 號，民國 92 年 12 月，62-

81 頁。 

(3)黃麗雪、楊淑雲，「日本語シテイル形の基本的用法に対応する中国語の一考察」，中華日本研究，第 2

期，民國 99 年 12 月。  

(4) 楊淑雲、黃麗雪，「擬態語の語尾についての再考」，日本言語文藝研究，第 12 卷，民國 100 年 12 月。  

(5) 楊淑雲、黃麗雪，「疊語型的擬態語與動詞之關係-由過程性與結果性觀之」，育達科大學報，第 37 期，

民國 103 年 4 月，43-60 頁。 

● 研討會論文  

(1)黃麗雪,「有關”SHITEIRU”的漢譯研究」, 2007 年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元培科技大學, 新竹, 2007,05,26   

(2)黃麗雪,「有關“動貌”的漢日語認知研究」,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元培科技大學, 新竹, 2007,11,24 

(3)黃麗雪,「漢日語情態動詞之比較」,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元培科技大學, 新竹, 2008,12,20 

(4)黃麗雪,「從中日對照看テアル形」,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元培科技大學, 新竹,2009,11,5 

(5)黃麗雪,「音象徴語と動詞タイプとの関わり」, 2010 年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元培科技大學, 新竹, 

2010,10,29     

(6)楊淑雲、黃麗雪,「擬態語の語尾についての再考」, 台灣日本語言文藝研究學會, 長榮大學, 台南, 

2010,11,20     

(7)黃麗雪,「漢日語移動動詞之研究 」,2011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元培科技大學, 新竹, 2011,10,29 

(8)黃麗雪,「オノマトペ副詞と動詞タイプについて-畳語形を中心に-」, 2012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元培

科技大學, 新竹市, 2012,10,27     

(9)楊淑雲、黃麗雪,「畳語形のオノマトペと動詞との関わりについて」, 2013 新生醫專「應用英、日語教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新生醫專, 桃園, 2013,8,6     

(10)黃麗雪, オノマトペの様態副詞のアスペクト表現について」, 2014 年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元培醫事

科技大學, 新竹市, 2014,10,25 



 

 

(11)黃麗雪，「日語擬態語副詞之動態(aspect)指定」，2015 年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新竹市：元培醫事科

技大學，民國 104 年 10 月 31 日－民國 104 年 10 月 31 日。  

(12) 黃麗雪，「有關形容美味的象聲詞」，2016 年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新竹市：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民

國 105 年 11 月 4 日－民國 105 年 11 月 4 日。 

(13) 黃麗雪，「日語中表達美味的擬聲‧擬態詞研究」，2017 健康管理學術研討會，新竹：新竹，民國 106

年 11 月 3 日－民國 106 年 11 月 3 日。 

● 專書及專書論文  

(1) 高津正照、陳美玲、謝美珍、黃麗雪、施秀青，加油!日本語①，978-986-6882-61-6，台北市，民國 97

年 4 月。  

(2) 高津正照、陳美玲、謝美珍、黃麗雪、施秀青，加油!日本語②，978-986-6882-62-3，台北市，民國 97

年 4 月。  

(3) 黃麗雪、施秀青，暢遊日本語 1，978-986-6946-64-6，台北，民國 98 年 4 月。  

(4) 黃麗雪、施秀青，暢遊日本語 2，978-986-6946-88-2，台北，民國 99 年 12 月。 

 


	基本資料
	姓名：黃麗雪
	TEL：03-538-1183 #8308  E-MAIL：rachel@mail.ypu.edu.tw
	主要學歷 日本東北大學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言語科学)碩士
	主要經驗
	● 教學經驗
	(1)淡江大學日文系講師
	(2)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講師
	● 工作經驗
	(1)淡江大學日文系助教
	(2)宏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 研究相關經驗
	(1) 編譯整理計畫／末成道男１９８３『臺灣阿美族之社會組織與其變化』（東京大學出版社），中研院民族所，2006/01－2006/12。
	● 相關證照
	學術專長
	請提供一張個人照
	請提供一張個人照
	● 日語教學
	● 日本文化
	授教課程
	● 餐飲專業日文(一)
	● 餐飲專業日文(二)
	● 餐飲日語會話
	論文著作
	● 期刊論文
	(1) 黃麗雪，「有關~shitearu與~shiteoku之考察」，日本語學科論集-言語學‧日本語學‧日本語教育學，第4號，民國83年9月，13-25頁。
	(2) 黃麗雪，「shiteiru形的動貌表現與漢譯對照調查」，日本言語文藝研究，第4號，民國92年12月，62-81頁。
	(3)黃麗雪、楊淑雲，「日本語シテイル形の基本的用法に対応する中国語の一考察」，中華日本研究，第2期，民國99年12月。
	(4) 楊淑雲、黃麗雪，「擬態語の語尾についての再考」，日本言語文藝研究，第12卷，民國100年12月。
	(5) 楊淑雲、黃麗雪，「疊語型的擬態語與動詞之關係-由過程性與結果性觀之」，育達科大學報，第37期，民國103年4月，43-60頁。
	● 研討會論文
	(1)黃麗雪,「有關”SHITEIRU”的漢譯研究」, 2007年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元培科技大學, 新竹, 2007,05,26
	(2)黃麗雪,「有關“動貌”的漢日語認知研究」,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元培科技大學, 新竹, 2007,11,24
	(3)黃麗雪,「漢日語情態動詞之比較」,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元培科技大學, 新竹, 2008,12,20
	(4)黃麗雪,「從中日對照看テアル形」,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元培科技大學, 新竹,2009,11,5
	(5)黃麗雪,「音象徴語と動詞タイプとの関わり」, 2010年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元培科技大學, 新竹, 2010,10,29
	(6)楊淑雲、黃麗雪,「擬態語の語尾についての再考」, 台灣日本語言文藝研究學會, 長榮大學, 台南, 2010,11,20
	(7)黃麗雪,「漢日語移動動詞之研究 」,2011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元培科技大學, 新竹, 2011,10,29
	(8)黃麗雪,「オノマトペ副詞と動詞タイプについて-畳語形を中心に-」, 2012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元培科技大學, 新竹市, 2012,10,27
	(9)楊淑雲、黃麗雪,「畳語形のオノマトペと動詞との関わりについて」, 2013新生醫專「應用英、日語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新生醫專, 桃園, 2013,8,6
	(10)黃麗雪, オノマトペの様態副詞のアスペクト表現について」, 2014年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新竹市, 2014,10,25
	(11)黃麗雪，「日語擬態語副詞之動態(aspect)指定」，2015年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新竹市：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民國104年10月31日－民國104年10月31日。
	(12) 黃麗雪，「有關形容美味的象聲詞」，2016年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新竹市：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民國105年11月4日－民國105年11月4日。
	(13) 黃麗雪，「日語中表達美味的擬聲‧擬態詞研究」，2017健康管理學術研討會，新竹：新竹，民國106年11月3日－民國106年11月3日。
	● 專書及專書論文
	(1) 高津正照、陳美玲、謝美珍、黃麗雪、施秀青，加油!日本語①，978-986-6882-61-6，台北市，民國97年4月。
	(2) 高津正照、陳美玲、謝美珍、黃麗雪、施秀青，加油!日本語②，978-986-6882-62-3，台北市，民國97年4月。
	(3) 黃麗雪、施秀青，暢遊日本語1，978-986-6946-64-6，台北，民國98年4月。
	(4) 黃麗雪、施秀青，暢遊日本語2，978-986-6946-88-2，台北，民國99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