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銷專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SM10901 樂朗奇整合行銷企劃案 顧宜錚老師
馬瑀壎 何艾倫 林鳳怡
陳奕廷 許文揚 陳樂維

SM10902 Fun-Maker整合行銷企劃案 黃麗霞老師
謝依庭 劉怡君 彭筱晴
劉栢瑞 林彥和 魏任愷

SM10903 茶酒間 Hometown Bar 創新創業企劃案 林耀南老師
郝浩瑜 余乾輔 連承佑
尚哲民 杜建華 溫旻揚

SM10904 黑犬咖啡廳整合行銷 林育則老師
莊欣蕎 楊富宸 黃清海

阮氏燕 郭家妤

SM10905 程式老爹整合行銷企劃案 曾祥景老師
宋廷遠 王偉任 陳柏彰

陳嘉笙 陳憶涵 西澤寶花

SM10906 好學市集整合行銷企劃案 黃麗霞老師
黃薰樂 林玟君 許博舜
唐胤㟏 江東霖 侯恁暄

SM10907 錢都涮涮鍋整合行銷企劃案 劉上嘉老師
何佳樺 謝皓晴
謝雨潤 紀薇菈

SM10908 La New 整合行銷企劃案 高義芳老師
游東銳 曾心彤 何冠霆
萬昱緯 楊展杰 傅天摯

財專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SF10901 跨期VIX期貨ETF避險分析 連育民老師
張   瀚 何晏如 李勁嶢
胡家芸 陳勁安 呂若言

SF10902 策略聯盟如何影響貿易信貸 邱琦倫老師
張軒庭 朱培瑜 黃菁菁
曹峻豪 李旻謙 唐梅花

SF10903 中國IPO之詢價圈購與蜜月效果 江淑貞老師
蕭人瑋 林靖宗 吳心慈
江昀蒨 陳楷文 康琇婷

SF10904 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公司經營績效之影響-以科技業為例 許培基老師
蔡秉翰 陳秋雅 黃雅苹
陳妙媛 林育旻 許祐綺

生專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SO10901 一個用愛成立的咖啡廳Klesis Cafe經營改善 楊長林老師
盧品聿 郭紹威 陳鴻瑤
蔡文瑄 周駿嚴 羅亞蓓

SO10902 從服務學習到社會企業-資源整合平台建置 楊長林老師
紀妤臻 袁郁雯 曾靖涵
葉依庭 周鈺培 蔡昇翰

SO10903 休閒農場活動設計之研究-以白匏湖生態農場為例 陳銘芷老師
李柏億 楊淨雯 廖翊廷
萬國瑋 郭俊杰 王昭淳

SO10904 連鎖零售商店之經營成功因素與評估模型建構之研究 黃榮華老師
王威傑 張雅婷 徐君豪
陳俞君 蔡乙玄 鄭玉歆

SO10905 SOGOOD-企業推行CSR對員工之影響 陳麗妃老師
方奕翔 周佩頤 張芷芸
朱宥鑫 樓  高 沈柏廷

SO10906 惜食廚房之管理分析與改善-以糧膳坊為例 楊長林老師
簡于婷 張石宜 陳韻淇
朱書慧 廖于萱 莊高閔

策略與組織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BU10901 馬告，不只是香料的文化瑰寶 李禮孟老師
謝梓凌 王怡蓁 林沁昀
曾意雯 丁楷齡 黃芝穎

BU10902
The nature and the implement of Circular Economy-The case of
Taiwan

黃愷平老師
方浩安 陳致愷
許恩愷 王昱升

BU10903 YouTuber代言對廣告效果之影響— 以GoPro運動相機為例 林瑩滋老師
黃暐婷 歐陽廷虹 張育維
陳芊蓉 陳王晧 林家維



BU10904 地方創生翻轉城鄉-琉璃仙境個案探討 張詠晴老師
張人云 陳品蓁 李奕萱
黃玟瑜 許耿禎 張立誠

BU10905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Developing Indicators for Model
Construction and Case Study

黃愷平老師
陳姵璇 蘇柏銘 徐睿為
陳建華 施月大 吳昀洛

BU10906 綠遊遊桌遊教育發展計畫 李禮孟老師
黃鏹宸 王聖瑋 顏則銘
傅宣瑋 簡嘉樺 林品均

BU10907
選物販賣機經營策略之探討：商品擺設、商品種類、商品數量及玩法之
實驗

林瑩滋老師
黃章泰 李昆翰
王嘉祥 劉勁甫

BU10908 綠色消費推廣計畫-以Unpackaged.U商店為例 張詠晴老師
李曉秋 陳可妘 江玥潼
鄭屹君 王俊凱 曾韋翰

BU10909 KOL的影響力行銷與實際應用成效探討:以KKOBA為例 林瑩滋老師
金成國 白哲綸 辜馨慧
陳羿伶 盧建仰 陳冠頻

BU10910 產品履歷結合區塊鏈之平台計畫 周宗穎老師
游雅媃 唐靖媛 傅百妤
石又昕 蕭    淇 賴宛宜

人專 題目 指導老師 組員

HR10901 小型醫美診所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優化與實作-以魅綺生技公司為例 楊君琦老師
鄭湘瑩 張馨云 楊蕙瑜
張程凱 楊鈞凱 陳偉濠

HR10902 期望與現實對新鮮人的衝擊-以資訊處理理論為基礎 夏侯欣鵬老師
周寶傑 陳揚景 蔡瑞謙
周育辰 何驊芳 周姵萱

HR10903 食農教育訓練規劃、實作與成效分析之研究-以苡儂國際為例 楊君琦老師
王竹敏 謝佳儒 陳彥誠
呂峻葳 洪語苓 林冠廷

HR10904 如何用桌遊提升大學生的生涯適應力 夏侯欣鵬老師
張雅筑 邵詩晴 林欣瑩

林羿汝 廖杏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