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銷專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SM10701 輔大商管學程整合行銷企劃案 顧宜錚老師
王冠懿 李佳頤 林威帆
黃姵親 黃人堂 林啟安

SM10702 阿蘭城手工釀醋整合行銷企劃案 高義芳老師
梁珮儀 張瑞文 周建宇
張庭禎 楊蕙綸 潘思妤

SM10703 吉芽農創整合行銷企劃案 黃麗霞老師
林芳儀 林育安 闕訢卉
巫繶瑄 金亦渲 張家維

SM10704 輔大醫院整合行銷企劃案 林耀南老師
林羿嘉 蘇元貞 朱宥蓁
黃俊文 陳致中 鍾敏柔

SM10705 米膚整合行銷企劃案 林育則老師
李宣億 周子捷 蘇煒翔
江芷鈺 黃暐婷 許根嘉

SM10706 Wandering House 汪汪森林館創新創業整合行銷企劃案 林耀南老師
楊宜倫 高仲佑 林虹伶
黃彥慈 黃莉詒 陳昱廷

SM10707 Boson 整合行銷企劃案 高義芳老師
蒲姿羽 林芷帆 陳昱寧
彭冠霖 林峻銘 賈宇軒

SM10708 Goodtime好時節農莊整合行銷企劃案 顧宜錚老師
李偉嘉 潘力誠 王翊瑋
沈建成 徐芳惠 尤弈蒨

SM10709 MayaWorks紡織整合行銷企劃案 劉上嘉老師
黃    宇 黃千慈 林皖昕
鍾澄緯 韓易德 劉    捷

SM10710 Curves 南京復興店整合行銷企劃案 林育則老師
王亮喨 莊昀晏 楊硯涵
邱心瑜 王舒瑾 林辰

SM10711 LINs PHOTO STUDIO林照相館行銷整合企劃案 黃麗霞老師
褚儒雅 林思旻 莊惠棋
詹凱翔 黃冠程 蔡盼芸

SM10712 《六重六焙實驗所》現泡茶館產業整合行銷企劃案 劉上嘉老師
周大鈞 李景煌 宋承穎
洪振華 林昀萱 何怡萱

財專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SF10701 金融3.0對中國銀行業績效的影響 江淑貞老師
徐瑄庭 黃品瑄 蔣鈺梅
陳昱安 張偉豪 韓啟桐

SF10702 政治連結對中國企業IPO及長期績效之影響 邱琦倫老師
陳昱維 林鶴年 何彝安
丁琬燁 劉啟君 龔芳禾

SF10703 綠色債券報酬特性探討__以S&P綠色債券指數為例 邱琦倫老師
江賢豪 王 新    葉俊奇
楊棣寒 郭家宇

生專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SO10701 廢鉛蓄電池的逆物流績效評估模型之建構 黃榮華老師
簡辰勳 王藝學 葉宗樺
余浩任 徐鈺琳 高    雅

SO10702 創皂奇肌,油你開始: 潔顏產品市場分析及新產品開發 陳麗妃老師
陳莉涵 施昀萱 蘇子喬
詹郁怡 朴恩曙 李瑋哲

SO10703 5% Design Action 社會設計平臺 2.0 服務模式 陳麗妃老師
劉月瑩 安妗宜 陳妤昕
蔡佳玲江育萱

策略與組織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BU10701 Embrace Taiwan 翻轉心宿計畫-萬華 周宗穎老師
溫宇欣 魏孜芸 張家嘉
鄭安晴 蘇浩承 歐哲郡

BU10702 社區發展與推廣計畫—以美華社區為例 胡哲生老師
王慧珊 林高名 陳仲宇
周以婷 陳泓維 蕭清雲

BU10703 社區、善思、國際—共想空間創業計畫 李禮孟老師
林怡君 黃伊禎 錢佩琪
林畯彣 楊軒豪 林奕辰

BU10704
Ambiguous Masks of Social Enterprise: Inspect the Prevalence and
Propose Future Directions

黃愷平老師
唐乃媛 黃宇揚 葉姿妤
陳健力 陳建達 陳宇聖

BU10705 古魯部落發展計畫 胡哲生老師
謝基業 黃正育
劉亞承 莊孟儒 郭念維



BU10706 萬華區東南亞新住民生活品質改善之研究 周宗穎老師
蘇盈如 連慈俐 龔貴彰
周冰雪 潘麒升 丘靜婷

BU10707 小宇宙工作室創業企劃 李禮孟老師
趙品茜 王思雅 卓瑋慈
李育涵 梁芷瑄

人專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HR10701 以工作活動概念建構大學學生關鍵發展歷練模式 夏侯欣鵬老師
洪子茜 陳韻帆 劉佳綺
鄧鈞至 廖婉如 劉秋茹

HR10702 社會新鮮人進入職場的壓力與因應策略探討 夏侯欣鵬老師
林彥緯 邱柏易 盧立辰
王鼎鈞 林奕呈 陳品翰

HR10703 遊戲沈浸體驗的前因與後果—以女性沈浸推塔遊戲為例 楊君琦老師
呂曉威 張祐晨 張嘉玫
蔡昀燊 李任雅 周玨妙

HR10704
縮短工時政策對勞工之影響與企業的因應策略-以台灣 2016 年勞工基準
法修訂為例

楊君琦老師
洪德成 李承翰
陳宣霈 蔡佩誼 林祐豪

HR10705 企業從業人員對Fintech教育訓練觀點之探討 許培基老師
李昀軒 陳鈺茹  楊   琳
郭子嘉 王勝風 吳承霖

HR10706 技術職類工程師行為職能之訓練地圖建置與應用-以 IC 封測產業為例 楊君琦老師
陳信安 蕭弘粵 吳育丞
鄭光哲 廖婕妤 陳盈錡

HR10707
以 IC 封測產業為例工作投入程度與離職意願高對工作績效的影響-以餐
飲業為例

江淑貞老師
黃喬莉 朱翊瑄     郭又瑄
李怡靜 黃氏黃如 蔡欣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