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學年度第1學期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專題競賽 

 班級 學號 姓名 指導教授 組別 競賽成績 專題方向 類別

10213141 彭文萱

10213103 洪鈺婷

10213105 陳以璇

10213119 黃安伶

10213150 黃琳瑜

10213176 楊雅筑

10213143 游雅晶

10213101 李侑靜

10213127 何紀蓉

10213170 洪妤瑄

10213172 陳志嘉

10213106 陶融

10213156 林妍妤

10208313 楊姵俞

10223105 張正佳

10213142 葉菁淳

10213173 陳怡秀

10213145 林俐璇

10213140 翁嘉鴻

10213152 周佳樺

10213157 王婉瑄

10213160 田昌弘

10213134 李怡靜

10213148 林巧雯

10213126 許翠珊

10213116 葉芷廷

10213174 吳柏陞

10213110 王姵心

10213107 周詩容

10213124 林怡君

10213123 董育如

10213125 林孟柔

10213147 林雅萍

10213132 陳維堯

10213153 陳愷妮

10213118 羅郁青

10213117 楊惟媛

10213115 王威民

10213151 簡妤庭

10213146 李佳萱

10213155 黃芷暄

10213131 陳彥宇

10213149 劉冠甫

10213171 吳品萱

10213214 蘇祖柔

10213206 林薪蕙

10213219 楊婉瑜

10213254 戴巧蓁

10213223 張辰

10213229 莊若筑

10213249 葉雨軒

10213210 吳靜婷

10213207 林雨蓁

10213204 吳玟萱

10213234 林巧涵

10213201 邱麗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2 行三A 謝獻章 80.15

多功能e-CARE網路APP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1 行三A 黃貴祥 86.00

「吾」與倫比，畫出商機–淺談吾熊

之品牌打造

1

7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4 行三A 黃建榮 85.67

體驗行銷、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

關係之研究-以UNIQLO為例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3 行三A 黃貴祥 85.33

線上訂房系統品牌知覺風險之顧客忠

誠度-以Agoda為例

10

12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6 行三A 袁劍雲 90.00

國際郵輪旅客岸上觀光產品策略-以

基隆港為探討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5 行三A 黃貴祥 85.00

國內外電影置入性行銷研究

3

8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8 行三A 葛致慧

遊戲直播平台使用者動機與滿足：以

Twich為例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7 行三A 袁劍雲 84.65

城市旅遊偏好與城市行銷 -以大台北

國際觀光客之觀點探討

2

6 89.00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10 行三B 蕭勝華 87.62

大專生對城市觀光意象及旅遊選擇影

響-以南投為例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9 行三B 蕭勝華 82.67

置入性行銷效益分析-以太陽的後裔

為例

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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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3215 阮怡琄

10213208 廖柏全

10213220 尤藝晴

10213221 魏嘉儀

10213222 林鈺娟

10213227 蕭依庭

10213211 李品瑤

10213216 戴珮羽

10213255 黃思涵

10213237 黃珮琳

10213252 莊雅涵

10213243 鄧心柔

10213213 徐綺涵

10213217 蕭靜怡

10213218 羅珮芸

10213248 李珮瑜

10110375 林宛臻

10213241 魏靖虹

10213232 邱筱筑

10213257 林庸群

10213259 金玨玗

10213256 賴慈麗

10213245 胡馨文

10213246 張淑晴

10213240 王德瑞

10213258 薛筑云

10213239 林信翰

10213136 王莉虹

10213138 溫閔晴

10213109 黃姵綺

10213133 徐郁棋

10213128 謝瑀婕

10213209 王思涵

10213253 黃芸蓁

10213225 廖珮玲

10213233 盧新

10213235 李蕙慈

10213224 陳雅筑

10213114 朱晨瑄

10213113 陳睦柔

10213120 宋子筠

10213135 何柏樺

10213154 金怡萱

10213247 葉修丞

10213230 姜竹庭

10213122 施佳惠

10213212 俞雨彤

10213250 李欣頤

10213251 劉俞里

10232150 張哲瑋

20413524 劉安庭

20413507 陳柏榕

20413509 徐至妤

20413517 陳詠璇

20413540 黃惠鈴

20413547 潘姿伶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12 行三B 陳建佑 81.00

韓國化妝品-關鍵成功因素(KSF) 調查

分析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11 行三B 謝承憲 81.00

台灣特有種文創商品行銷分析

7

4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14 行三B 吳壽進 87.25

網實通路整合行銷以kosmetik專業美

容雜誌為例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13 行三B 羅啓峰 85.33

電子貼圖使用價值對品牌態度、品牌

知覺、品牌信任與購買意願關係之探

討
11

9

15 行三B 陳建佑

色彩對於網頁促銷專區點擊意願及購

買意願之影響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16 行三AB 黃貴祥 82.00

實體商店的服務品質暨服務稽核與體

驗行銷對行為意圖之影響—以藥妝業

為例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5

2

83.65

17 行三AB 羅啓峰 88.78

擁擠知覺、消費者負面情緒與顧客難

纏行為關係之研究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19 行三AB 陳建佑 88.33

產品稀少性、知覺價值、非理性行為

關係之研究，以Uniqlo為例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18 行三AB 吳壽進 89.00

粉絲專頁與O2O2O行銷之研究

3

15

13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20 行三D 謝獻章 77.92

Silver Tour-銀髮旅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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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13534 魏詩耕

20413501 杜威

20413539 呂連彤

20413544 余思瑩

20413557 高郡屏

20413590 申氏梅

20413508 張憶婷

20413515 裴昱惠

20413550 何姍蓉

20413519 汪逸寧

20413535 陳馨

20413594 阮梅青

20413514 蕭辰安

20413513 吳宜庭

20413526 蕭珮萱

20413510 林琬齡

20413537 郭乃萱

20413543 黃苡茹

20413503 陳麒堯

20413504 陳若瑜

20413505 林芃彣

20413528 盧鈺珮

20413549 林義翔

20413555 黃郁婷

20413541 蔡文豪

20413511 李羽雯

20413512 張嘉育

20413522 何彥杰

20413532 吳珮瑜

20413591 范氏蘭

20413530 吳昱勳

20413516 江芝岑

20413520 王裕順

20413553 葉家貝

20413554 李旻蓉

20413593 阮清華

20413548 余聖筌

20413523 林倖如

20413525 許茹淳

10213231 關強

10213260 張安嫕

20413552 楊于萱

20413518 李妍頤

20413592 阮秋恒

20413533 蔡佳容

20413529 郭于瑄

20413521 陳俐諼

20413527 吳姿霖

20413506 陳科仲

20413538 王禎

20413546 張馨云

20413536 林宴慈

20413556 林靖芳

20413551 林芷欣

21 行三D 林繼昌 87.43

探討無附設食堂校園點餐機制管理平

台接受模式：以致理科技大學為例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14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23 行三D 羅啓峰 86.90

觀光工廠實務應用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22 行三D 黃建榮 83.38

快時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 KSF)經營模式-以西班牙知名平

價服飾品牌ZARA為例
8

10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25 行三D 謝承憲 78.25

跨境電商平台使用者偏好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24 行三D 黃建榮 87.30

部分時間工作者基幹勞動力化程度與

工作滿足：工作特性之中介效果

6

1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27 行三D 林繼昌 82.92

網路廣告干擾對使用者使用手持式裝

置瀏覽網站之影響效果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26 行三D 林繼昌 84.33

使用科技接受模式探討消費者對

iBeacon  的使用意願─以林口三井

outlet為例
5

11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29 行三D 葛致慧 86.67

修圖APP之行為研究

▓行銷企劃

□全球運籌

□其它

28 行三D 林繼昌 80.67

供應鏈對食品安全的影響

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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