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學年度第1學期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專題競賽 

第1頁/共4頁

 班級 學號 姓名 指導教授 組別 競賽成績 專題方向 類別

10133236 張儷馨

10133208 許雅筑

10123243 陳品臻

10133104 林雅文

10113122 劉普恩

10113105 黃宜君

10113103 劉庭安

10113121 董睿杰

10113144 單家揚

10113146 王妍珺

10113164 許振棠

10113120 楊偉立

10113136 陳彥融

10113142 黃律寬

10113159 許漢威

10113115 熊子倫

10113116 黃想容

10113124 王姿涵

10113130 林婉婷

10113139 熊書瑜

10113157 簡淑婷

10113113 林書睿

10113154 藍紫馨

10113119 陳奕誌

10113163 劉宜雯

10113158 吳政彥

10113135 林夆

10113125 王仁欣

10113110 林佩均

10113160 曾子芸

10113109 高燕玲

10113111 李欣穎

10113145 蔡佳芯

10113162 林諺瑋

10113138 周芷瑄

10113102 王婉瑄

10113107 馬薇晴

10113128 黃詩雅

10113131 劉萱宜

10113118 周宜蓁

10113149 郭予文

10113148 洪詩涵

10113150 柯靜雯

10113155 鄧婷宇

10113156 黃翊寧

10113106 余宛儒

10113117 鍾佳穎

10113129 陳貞巧

10113141 陳怡萱

10113112 葉力瑄

12

11

10

3

13

1

13

7

5

6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遊樂園APP開發-以六福村主題樂園為

例
謝獻章行四A6

□行銷企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黃貴祥行四A

行四A4 袁劍雲

食品安全問題引發消費者行為之探討

5

運籌服務業的人力資本、服務能耐與

績效之探討

黃建榮行四A3

擁擠知覺與滿意度之關係研究

羅啓峰行四A2

愛購I Go -  公益購物平台

謝獻章行四A1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APP消費者人格特質及其行銷模式分

析

8 行四A 葛致慧

使用者原創內容分享行為之研究-以

icook愛料理線上食譜為例

歐麗裘展覽行銷之研究 －評估關鍵因

9 行四A 吳壽進

文創行銷怎麼型（行）？以LINE素人

貼圖為例

10 行四A 吳壽進

以物聯網技術與應用導入智慧商圈之

研究-以淡水商圈為例

7 行四A 謝獻章

新興網路創雙贏-有一種果味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87.43

88.33

79.80

92.00

84.33

76.13

86.00

92.67

91.33

8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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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 學號 姓名 指導教授 組別 競賽成績 專題方向 類別

10113114 郭芷伶

10113132 邱嬿如

10113133 王佑竹

10113104 游凱喧

10113152 楊薏璇

10113140 張雅琳

10113134 黃思煜

10113143 劉謹逸

10113153 簡家瑋

10113151 林逸華

10113108 楊惠雯

10113137 呂佳穎

10113207 陳冠吟

10113259 李玠佑

10113246 鄭圻宣

10113202 張庭瑄

10113228 林彥宏

10113232 楊智凱

10113261 吳富綸

10113224 王嘉鈴

10113247 周和雨

10113237 王芷昀

10113260 莊禮慈

10113240 許育雯

10113204 楊雅婷

10113233 莊博丞

10113252 謝博雅

10113251 許儷馨

10113257 黃怡臻

10113217 王怡萱

10113214 魏嬿庭

10113215 陳怡璇

10113218 謝佳彣

10113262 林慧盈

10113209 陳芝儀

10113210 李雅琪

10113220 陳奕誠

10113231 許芷晴

10013216 陳威辰

10113248 曾億婷

10113222 林郁苓

10122243 王蔚珊

10113254 巫讚樺

10113242 李威達

10113203 黃任偉

10113244 王思樺

10113212 陳雙晟

10113264 古晶華

10110101 黃威閎

10113265 肖美惠

8

4

9

7

16

4

1

18

15

14

12

■行銷企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20 行四B 謝承憲

消費者對餐飲外送物流品質與飲食行

為之研究-以foodpanda空腹熊貓為例

行四B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羅啓峰

專業證照與就業關係之研究

21

18 行四B

袁劍雲

19

行四B 陳建佑

幽默與名人廣告大挑戰！何者為知覺

價值與品牌共鳴的Mr. Right？

行四B 謝承憲

國際第三方物流在台經營策略之效益

評估-以DHL為例

陳建佑

偶像劇名人依附、目的地印象與難忘

的旅遊經驗之影響關係

黃貴祥

消費者使用悠遊卡的使用情境、服務

便利性、知覺風險以及生活型態對於

使用意願之研究行四B

網路平台使用者產生顧客公民行為之

探討-以遊戲直播平台Twitch為例

行四B

16

17

15

行四AB 林繼昌

高經濟價值作物兩岸海運運籌模式探

討-以台東鳳梨釋迦為例

14

11 行四A 吳壽進

 

素及綠色行銷觀點

行四A13 黃建榮

從預告片探討消費者觀看電影之意願

連鎖書局經營策略之探討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12 行四A 袁劍雲

運用AIDMA概念分析電視節目冠名贊

助之行銷效果及品牌效益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87.65

90.33

66.33

80.73

81.47

78.78

84.42

91.33

82.00

77.82

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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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 學號 姓名 指導教授 組別 競賽成績 專題方向 類別

10113253 翁至瑩

10113205 黃鈺軒

10113225 鄭慈

10113243 楊智翔

10113206 蘇意云

10113216 林妙筑

10113223 張佩雯

10113239 蔡佳伶

10113238 陳燕

10113236 林昀

10113241 葉書亨

10113249 蔡長珈

10113201 劉晏汝

10113211 陳盈雯

10113226 陳孟嫺

10113227 陳妍陵

10113221 陳和謙

10113250 白軼炘

10113245 黃郁婷

10113235 張家盛

10113258 張克謙

20313514 康家琪

20313516 郭慧容

20313529 陳筱茜

20313547 辜振豪

20313548 林子傑

20313519 傅凱婕

20313540 陳思吟

20313535 郭子綾

20313508 黃玉欣

20313507 廖政宇

20313532 陳芃竹

20313538 張思穎

20313533 陳俐頻

20313526 卓品汝

20313506 陳品全

20313527 林芳郁

20313524 蔡欣怡

20313528 陳俐雯

20313501 楊于萱

20313520 游雯雯

20313539 蔡瑩萱

20313551 王瑞瑜

20313593 潘玉玲

20313513 陳佳宜

20313541 張舒晴

20313512 張雅婷

20313545 陳怡廷

20313592 陳氏彩幸

20313554 曾心愉

2

2

14

19

11

18

6

16

26 行四B 謝承憲

探討ETC數據研究交通量之相關應用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23 行四B 黃建榮

人力資本、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對物

流績效的影響：以國際物流業為例

24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大學生共依附特質與戀愛分手因應策

略之研究-以新北市、台北市大學生為

研究對象黃建榮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長榮航空顧客忠誠度與其決定因素：

以大台北地區的旅客為例

黃建榮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建構綠色機場營運策略之探討-以桃園

8

9

10

25 行四B 葛致慧

社群通訊軟體LINE遊戲App分享行為

之探索：使用與滿足理論觀點

行四D 黃建榮

直銷商的道德銷售、信任與滿意與會

員購後行為之研究

28

行四B

29

陳建佑

行四D 黃建榮

行四D

謝承憲

消費者排隊意願之變數影響行銷方針-

以「愛不是手-肉乾店」為例

行四B

黃建榮

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關係

之研究 －以台灣高鐵為例

83.42

77.67

83.32

32 行四D 黃建榮

全聯福利中心的服務品質、顧客滿意

度與忠誠度關係之研究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31 行四D

產品屬性與知覺價值可以決定購買意

願嗎？以大台北地區男性保養品消費

者為例

22

30

27

行四D

80.00

73.77

83.33

81.70

92.33

91.67

76.63

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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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 學號 姓名 指導教授 組別 競賽成績 專題方向 類別

20313542 黃渝珊

20313511 李蕎

20313544 陳彥儒

20313590 阮氏圈

20313502 黃曼瑄

20313518 蔡幸芷

20313522 林秋茹

20313523 王郁雯

20313534 曾珮瑜

20313546 張家豪

20313521 孫綉婷

20313543 謝佳芯

20313552 楊巧琳

20313515 郭姿余

20313517 王彤

20313530 黃詩涵

20313553 劉姿伶

20313555 吳姿穎

20313557 王筱甄

20313509 吳真瑩

20313510 李敏華

20313531 朱薇儒

20313594 阮友清廉

20313537 莊惠絜

20313525 鄭伃芮

20313549 郭怡辰

20313550 魏睿彥

17

5

3

15

17

19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黃建榮

排隊經濟學-中國海底撈服務當飯吃？

產品稀少性對購買意願之影響-以海底

撈為例

國際機場為例

38 行四D 黃建榮

影響綠色產品的購買之因素-以電動機

車產品為例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34 行四D 黃建榮

綠色認知、生活型態對支持度之影響-

以大台北地區綠色飯店為例

33 行四D 林繼昌

36 行四D 陳建佑

消費者購買決策：排隊知覺價值與網

路口碑誰與爭鋒

37 行四D 黃建榮

知覺價值、購買意願及顧客滿意度影

響關係之研究-以CACO(加州椰子)美

式休閒服飾為例

35 行四D

75.72

82.33

89.33

90.00

78.67

82.67


	分組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