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銷專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SM10801 竹峰茗茶行銷整合企劃案 林耀南老師
戴信昱 游士豪 陳證剛
張靖維 李杰洋

SM10802 瘋紙文創整合行銷企劃案 黃麗霞老師
黃筱庭 王筱顏 陳念偉
黃子庭 黃建凱 嚴    雋

SM10803 T2F-EasyGo App整合行銷企劃案 顧宜錚老師
盧宥靜 周邑庭 葉禹彤
郭冠伶 周毓心

SM10804 小田農創整合行銷企劃案 高義芳老師
雷懷安 李瑞芹 邵紀衡
陳竑至 李宜蓁 吳鎮宇

SM10805 糖話整合行銷企劃案 劉上嘉老師
高上婷 劉芊儀 曹家瑜
朱敏榕 韋淨耀 趙    敏

SM10806 木客微光整合行銷企劃案 黃麗霞老師
陳雅怡 林芷安 金耘齊
陳彥瑋 陳浩軒 林昆佑

SM10807 Richart 網路銀行App整合行銷企劃案 林育則老師
林翰緒 紀俊宏 鄧建聲
游育傑 邱予辰

財專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SF10801 論客戶集中度對貿易信貸的影響 邱琦倫老師
袁潔琪 謝青芸 周助成
林冠辰 陳致廷

SF10802 P2P借貸平台成敗關鍵之分析—以拍拍貸及e租寶為例 江淑貞老師
曾姿涵 鍾武岳 顏嘉瑩
杜威頡 呂瑋芯 廖宇翔

SF10803 創投策略分析─以紅杉與IDG為例 江淑貞老師
徐晨昕 袁宏亞 葉詠心
林佳葳 李佾錚 黃國琛

SF10804 兩篇比特幣之研究 連育民老師
楊健頎 林士勛 鄭期鴻
鍾淯至 林芳伃 姜翊威

SF10805 女性董事對併購績效的影響 許培基老師
王志晨 林詩容 周芸秀
童郁婷 周伯謙 李大山

SF10806 臺灣股市動差效果分析 邱琦倫老師
徐子涵 林芸禎 李昱萱
王博玄 邱珮慈 林睿軒

生專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SO10801 提示物對垃圾分類成效之影響－以輔仁大學為例 黃榮華老師
陳芝羽 柳昕逸 曾家其
磨佳瑩 毛瑜婕 吳宜諳

SO10802 iStim組裝流程之現況分析及改善 黃榮華老師
胡育愷 張沐田 萬承澔
杜功順 蔡承泰 鄒云螢

SO10803 「簡單點」功能與服務流程改善 陳麗妃老師
劉冠廷 蕭博駿 吳咏潔
郭韋廷 施詠懷 陳佳雯

SO10804 利用六標準差管理提升醫院服務品質-以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為例 陳麗妃老師
王柏雅 賴威廷 林驪花
丁庭莙 莊佳鑫 賴竑廷

SO10805 寵物醫療及相關消費之會員制產品設計 陳銘芷老師
蕭富聰 黃建中 林清宏
劉哲安 蘇子涵 許峻奇

策略與組織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BU10801 寵物依附關係與寵物友善餐廳之消費需求、行為與滿意度之研究 林瑩滋老師
李奕賢 支元妤 陳哲瑋
何于評 羅亭喬



BU10802 Organic Beautea 李禮孟老師
陳韻淳 姜采妮 徐浩洋
姚翔宇 陳昺翰 林嘉偉

BU10803 日子郵局 世代留聲 李禮孟老師
曾莉婷 許珮甄 黃語柔
符富雅 余芷君 楊宜錚

BU10804 B型企業認證運動在臺發展之研究 張詠晴老師
楊惠雅 謝錚瑄 黃立潔
劉絲禎 李宜蓉 陳秀清

BU10805 台北的影子-萬華 周宗穎老師
劉昭伸 李    恩 林芸如
陳巧珊 陳柏諺 王昱程

BU10806 Rethinking Social Enterprise: From Its Nature to Practice 黃愷平老師
詹崴昊 張玟婕 吳芳如
孫文薇 呂育誠 鄭傑云

BU10807
The Myth of Sharing Economy: Probing Its Nature by Indicators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Investigation

黃愷平老師
吳品萱 馬詩閑 郭科良
張嘉祥 陳昕婷 張雅涵

BU10808 B型企業之輔大校園推廣 張詠晴老師
鄭涵文 田中美紗希 胡琬晶
李愷翎 王詩貽 謝愛美

人專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HR10801 直播主特色與遊戲忠誠度真的有關係嗎？ 林瑩滋老師
杜    威 林依潔 郭浩維
鄭傑文 吳哲豪 鄢宇光

HR10802 自我效能提升對專題表現影響之研究 夏侯欣鵬老師
胡珺傑 駱敬鎧 王宇辰
吳日毓 吳至鈞 林柏叡

HR10803 輔大農學市集實踐組織學習的歷程與成效分析 楊君琦老師
郭元正 洪筱彤 張詠欣
季珉如 嚴雋皓 林仁楷

HR10804 年輕人你為什麼不好好工作？—以工作特徵論探究新世代人的工作動機 夏侯欣鵬老師
黃云龍 繆    琰 陳意婷
吳柏諺 孫健竣 洪千玉

HR10805 程式老爹人才培育體系規劃與實作 楊君琦老師
張良豪 陳有瀚 黎映汝
陳宣宏 洪瑋瑩 楊家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