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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專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SM11001 格林跳密室脫逃整合行銷企劃案 曾祥景老師
張雲喬 黃品純 郭宇倩
魏知儀 吳采叡 林家羚

SM11002 綠藤生機整合行銷企劃案 林育則老師
潘芷芸 李元禎 陳珈淇
黃亭慈 羅梓軒 李    昕

SM11003 舊夢旗袍整合行銷企劃案 黃麗霞老師
林芷妤 陳穎姿 鍾日昇
林玟萍 闕姝綺 林崇恩

SM11004 嘉義優鮮整合行銷企劃案 劉上嘉老師
許修銘 李藝帆 張    鈺

許竣為 張詩穎

SM11005 如火如茶創新創業企劃案 林耀南老師
陳俞岑 高海綺 夏郁程
張絜詠 胡䜜璁 熊則睿

SM11006 樂木集整合行銷企劃案 黃麗霞老師
林宛欣 劉東諺 胡晉嘉

林家慶 高永軒

SM11007 台灣鹽酥雞行銷整合企劃 顧宜錚老師
温沛晴 莊子毅 蔡懿嫺
洪浩瑜 李政憲 周彥宇

SM11008 進擊的美食販賣機！自由食間整合行銷企劃案 高義芳老師
張欣如 潘思羽 許豪仁

林暄慈 沈子權 大山祐慶

財專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SF11001  基金合併對績效之影響分析 邱琦倫老師
陳元碩 林偉喬 謝承祐
竇文鴻 李翔宇 黃韋捷

SF11002 公司庫藏股財富效果再探 許培基老師 李昀珊 辛亞庭 李丞哲
李毓沛 金兌炫

SF11003 基金更名對投資人的效果 邱琦倫老師
章博文 邱家嫻 尤歆雅
薛詩俞 許凱斌 鍾佩樺

SF11004 中國庫藏股回購宣告效果之研究 江淑貞老師
林倩 雷幃如 黃淳婷

洪子晴 謝雨芯

SF11005 比特幣市場價格預測:機器學習與時間序列模型 連育民老師
李嘉軒 魏翊暄 陳家羚
黃楚鈞 鄭學謙 吳宇恆

生專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SO11001 遊戲產業分析 楊⾧林老師
蔡宗翰 李三微 張承楷
林冠廷 陳宜佑 蔡孟恩

SO11002 建立回饋與核實機制以改善房仲業現有之問題 陳銘芷老師
王運喆 邱時環 鐘尹敏

蔡旻諺 王姝茵 王婕

SO11003 作業環境中主視覺對專注度影響之研究 黃榮華老師
許敬淳 林于雅 陳可霖

林榆恆 昝世恩

SO11004 星旅-旅遊平台規劃與建置 楊⾧林老師
陳往誼 邱詠慈 曹希羽
陳卉萱 林芸薇 羅子晴

SO11005 The HUB - Where people meet 非營利咖啡廳之經營分析與改善 陳麗妃老師
陶妤榛 杜存淵 陳    彤
張睿耘 林均恩 吳子璿

策略與組織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BU11001 區域智慧資本的創新管理-以桃園復興區水蜜桃咖啡為例 李禮孟老師
楊哲綸 唐洧婕 游雅瑄

蕭雨涵 李凱文

BU11002 綠色餐廳推廣計畫-以M&Y咖啡廳為例 張詠晴老師
周逸群 石軒齊 劉侑晴
邱暐琦 高宜廷 陳慧伃

BU11003 到網美餐廳吃健康？影響健康餐點消費意願因素之研究 林瑩滋老師
李旻瑾 王仁妤 劉子瑜
周子涵 陳姝潁 陳姵均

BU11004 山珍之王—椴木香菇 李禮孟老師
林宥辰 師葦珊 金智元
周育萱 陳柏綸 呂哲安

BU11005 當ASMR與電子書相遇—「悅聽舒」創新創業企劃書 楊君琦老師
李雨涵 陳映寰 陳靜怡
王心妤 楊于慧 張又心

BU11006 Green Economy, beyond the scope 黃愷平老師
潘莉慈 陳依旋 武藤悠海

余東山 劉嘉成 歐斯陸

BU11007 曾經的不織布針軋機龍頭——首行機械結束營業給我們的啟示 周宗穎老師
陳玠諴 林泰吉 王憲澤
朴峻滿 王智頡 許嘉展

BU11008 國片「怪胎」計畫：發行商驅動的電影供應鏈整合升級策略 顏孟賢老師
趙厚任 蔡岳嵩 陳柏宏
沈珈安 袁敦佑 陳冠宇

BU11009 創業就是㇐場「驚喜製造」：新創公司運用動態能力拓展新商業模式 顏孟賢老師
高德瑜 吳冠和 楊樹翰
曾    言 羅紹瑋 魏志軍

BU11010 【驚爆】室內設計業：什麼樣的服務品質讓人口耳相傳？顧客滿意度從中作梗 林瑩滋老師
王涵郁 吳昊翰 周婷敏
趙家昌 吳玉屏 謝翊雯

BU11011 危機處理「精英」！ 與多方利害關係人之動態競合策略 顏孟賢老師
陳淯彤 王   晴 薛靖縈
杜倩儀 莊喻雯 黃宣儒

人專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HR11001 Z世代的網路宣傳工具—破解迷因之謎 林瑩滋老師
徐千方 黃丹妮 葉語伃

李柏睿 陳樓尚欽 葉哲源

HR11002 派遣公司職涯管理規劃能否影響派遣員工的工作表現？ 夏侯欣鵬老師
何祈安 林冠廷 賴劭綸
張致杰 鍾之喬 劉軒愷

HR11003 主動積極的員工會在職場做環保嗎？道德反思和環境意識的角色 楊君琦老師
陳渝翔 陳祈軒 廖羿婷
蘇庭萱 周思惟 紀雅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