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年彰雲嘉大學校院聯盟學術研討會 
【活動議程表】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7 日 

時間 議程 活動地點 

08：30 ~ 09：20 報到、領取相關資料 
活動中心 
M205 會議室 

09：20 ~ 09：40 

【開幕致詞】 
大葉大學   武校長東星 
聯盟理事長 楊校長永斌 

活動中心 
M205 會議室 

09：40 ~ 10：40 

【專題演講】 
題目：發明創意對台灣未來國際地位之影響

主講人：鄧鴻吉教授 

活動中心 
M205 會議室 

10：40 ~ 11：00 茶敘 活動中心 2F 

11：00 ~ 12：00 

【論文發表】 
口頭發表(A、D、E、F、G、H 管院研討室)
        (B、C 管院 1 樓) 
海報發表(管院 1 樓中庭) 

管理學院 1 樓、 

管理學院研討室 

12：00 ~ 13：00 午餐時間 B008 研討室 

13：00 ~ 14：00 

【論文發表】 
口頭發表(A、D、E、F、G、H 管院研討室)
        (B、C 管院 1 樓) 
海報發表(管院 1 樓中庭) 

管理學院 1 樓、 

管理學院研討室 

14：00 ~ 14：20 中場休息  

14：20 ~ 15：20 

【論文發表】 
口頭發表(A、D、E、F、G、H 管院研討室)
        (B、C 管院 1 樓) 
海報發表(管院 1 樓中庭) 

管理學院 1 樓、 

管理學院研討室 

 



2012 年彰雲嘉大學校院聯盟學術研討會 
【口頭發表場次安排】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7 日 

研討室：A      管理學院 D007 

序號 發表時間 論文題目 作者 服務單位 

A-1 11：00~11：15
非營利組織志工靈性觀與組

織承諾關係之研究 
羅志成、陳怡君、

陳宗明、袁桂瑛 
國立彰化師範

大學 

A-2 11：15~11：30
銀髮族節能減碳行動經驗與

自覺健康狀況之關係研究 
胡子陵、黃顯智 康寧大學 

A-3 11：30~11：45
行為正直、員工主管適配性與

工作滿足關係之研究 
楊豐華、李泊諺、

黃威權、謝文程 
大葉大學 

A-4 11：45~12：00 組織內危機溝通之研究 姚惠忠、林秀俞 大葉大學 

12：00~13：00    午餐時間  B008 休息室 

A-5 13：00~13：15
品牌標誌視覺意象之研究-以
全球知名品牌為例 

楊朝翔、林昆範 中原大學 

A-6 13：15~13：30
南科園區從業人員休閒活動

與體適能健康俱樂部參與意

願關係之研究 
羅淑芳、尤信雄 台南科技大學 

A-7 13：30~13：45
關稅局通關服務品質影響因

素與提升策略之探討 
白凢芸、林士雯 

國立彰化師範大

學 

A-8 13：45~14：00
物聯網觀念於可行性應用案

例之分析 

陳雍宗、章硯翔、
林朝源、鄭淑貞、
關年貝、劉美真、

葉瓊霞 

大葉大學 

14：00~14：20 中場休息 

A-9 14：20~14：35
數學課後補習對學生數學學習

態度與學習策略影響之研究 
林朝源、黃怡美 大葉大學 

A-10 14：35~14：50
應用 Fuzzy AHP 評估紙容器

製造業之經營策略 
林朝源、林小嬿 大葉大學 

A-11 14：50~15：05
知覺自由、社會支持、休閒效

益、休閒參與與幸福感之相關

研究-以登山步道健行者為例 
施建彬、涂淑蕊 大葉大學 

A-12 15：05~15：20
影響國內股票型基金週轉率

因素之研究 
陳素莉、吳勝景 大葉大學 



 

研討室：B      管理學院 B101 

序號 發表時間 論文題目 作者 服務單位 

B-1 11：00~11：15
國二國文實施多元教學評量

之行動研究 
郎亞琴、劉柏坤 大葉大學 

B-2 11：15~11：30
兒童氣質、同儕關係與攻擊行

為之研究 
謝智玲、廖梅芬 大葉大學 

B-3 11：30~11：45
青少年依附、情緒調節與問題

行為之研究 
謝智玲、莊惇安 大葉大學 

B-4 11：45~12：00
學童樂活知識態度與行為之

研究-以彰化縣中興國小高年

級為例 
鄭又豪、魏漣邦 大葉大學 

12：00~13：00    午餐時間   B008 休息室 

B-5 13：00~13：15
活躍老化學習策略與學習需

求分析 
郭乃禎 國立台南大學 

B-6 13：15~13：30
國小六年級長方體表面積之

補救教學探究 
宋佳穎、姚如芬 國立嘉義大學 

B-7 13：30~13：45
女性軍士官親密關係與心理

健康之相關研究 
高心藝 樹德科技大學 

B-8 13：45~14：00
多媒體教學對國小學童全球

暖化議題學習成效之探討 
黃秀惠、吳春生 康寧大學 

14：00~14：20 中場休息 

B-9 14：20~14：35
青少年對觀看網路色情媒體背

後心靈脈絡分析 
黃珮真、陳斐娟 

雲林縣立虎尾國

中 

B-10 14：35~14：50
科學讀寫模式對國小學童科

學素養之成效研究 
劉威德、賴秋香 雲林縣立仁國小

B-11 14：50~15：05
中部地區國小藝術與人文課

程美術材料包類型與能力指

標之研究 
陳威汝 

國立台中教育大

學 

B-12 15：05~15：20
工作投入與工作壓力對國小

教師教學品質之影響研究 
葉子明、謝佩伶、

巫錦秀 
大葉大學 



研討室：C      管理學院 B102 

序號 發表時間 論文題目 作者 服務單位 

C-1 11：00~11：15
以改良型粒子濾波法進行視

訊物件偵測與追蹤 
曾政賢、林孝杰、 
L. Lan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C-2 11：15~11：30
以光流為輔助的動態背景視

訊物件偵測 
紀伯靜、林孝杰、 
戴世峯、L. Lan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C-3 11：30~11：45
Robust Adaptive Beamforming 
in Cognitive Radio Networks 

武維疆 大葉大學 

C-4 11：45~12：00
以整數線性規劃法解決 3D 超

大型積體電路增量式平面規

劃 

梁峰碩、鄭威佑、 
程仲勝 

大葉大學 

 12：00~13：00    午餐時間     B008 休息室 

C-5 13：00~13：15
音樂性社團參與者流暢體驗

對行為意圖之影響 
盧芷鋆、鍾志強 

國立雲林科技大

學 

C-6 13：15~13：30
撞球流暢經驗、測驗壓力與運

動表現之關係研究 
林衢良、林淑芬 國立聯合大學 

C-7 13：30~13：45
「羊男的迷宮」中的性別角力

之探討 
張瓈文、吳振岳 大葉大學 

C-8 13：45~14：00
知覺公平對補救後滿意度、信

任與購後行為之影響 
白凢芸、林泉丞 

國立彰化師範大

學 

14：00~14：20 中場休息 

C-9 14：20~14：35
以不同濃縮比二氧化鈦溶膠製

作染敏太陽電池之研究 
林維恩、姚品全 大葉大學 

C-10 14：35~14：50

An Improvement of 
Delay-Derivative-Dependent 
Asymptotic Stability Criterion 
for Interconnected Switched 
Systems with Time-Varying 
Delays 

楊明憲 建國科技大學 

C-11 14：50~15：05
電離 E 層 Farley-Buneman 電

漿波在不同背景電場之風切

效應研究 

馮志龍、黃孟隆、

黃建華 
國立雲林科技大

學 

C-12 15：05~15：20
小型奈米碳管加勁複合材料

平板揚聲器之最佳化設計與

製造 

賴峯民、施煒聖、

陳政宏、樓譯仁、

馮筱庭 
大葉大學 



研討室：D      管理學院 B001 

序號 發表時間 論文題目 作者 服務單位 

D-1 11：00~11：15
正交網格網路之不連續線段

的重複路徑研究 
崔世選、黃俊平 

國立虎尾科技

大學 

D-2 11：15~11：30
免疫演算法於自動販賣機貨

物配送路線規劃問題之探討 
許正良、謝益智 

國立虎尾科技

大學 

D-3 11：30~11：45
應用 FMEA 結合詮釋結構分

析探討中小企業供應鏈風險

之關鍵因素─以食品公司為例

張洝源、黃瀚德 
國立虎尾科技

大學 

D-4 11：45~12：00
運用免疫演算法於電動機車

充電站設址問題之探討 
林鄉邑、謝益智 

國立虎尾科技

大學 

12：00~13：00    午餐時間    B008 休息室 

D-5 13：00~13：15

Application of Permutation 
Entropy and Statistical 
Complexity Measure in Crude 
Oil Price Time Series 

陳偉星、諶升裕 大葉大學 

D-6 13：15~13：30
Developing Shopping Website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using 
the fuzzy DEMATEL method  

孫嘉祈 淡江大學 

D-7 13：30~13：45
自調適四元樹數值水槽之建

立 
陳怡吟、蔡加正 

國立高雄海洋科

技大學 

D-8 13：45~14：00
運用層級分析法分析澎湖玄

武岩地質公園遺跡構面因子

之研究 
陳正男、林婷婷 南台科技大學 

14：00~14：20 中場休息 

D-9 14：20~14：35
電子教科書融入社會領域教學

學習成效與態度之研究 - 以
國小六年級學童為例 

林靜華、施智超 中華大學 

D-10 14：35~14：50
幼教師與家長知覺親師溝通

困境之研究 
郭紫宸、林楚欣 永春國小 

D-11 14：50~15：05
資訊融入數學教學對學習態

度影響之研究─以昌爸數學網

站為例  
李宜臻、吳明果 康寧大學 

D-12 15：05~15：20
數位教材融入音樂教學對學

生音樂學習成效之探討 
蔡岱蓁、吳明果 康寧大學 



研討室：E      管理學院 B003-1 

序號 發表時間 論文題目 作者 服務單位 

E-1 11：00~11：15
促進形成有活性單體胰島素

的胜肽蛋白 GHTD 之開發與

生產 
洪永聰、簡宏堅 大葉大學 

E-2 11：15~11：30
研究 DTNBP1 基因上的單一

核苷酸多態性與台灣精神分

裂症的關聯性 

王淑紅、卓良珍、 
施佳伶、黃清德、 
蔡明勳 

大葉大學 

E-3 11：30~11：45 16s rRNA 片段序列於台灣黑

鰻苗品種鑑定之應用 

黃瀛生、張格銓、 
黃尉東、劉富光 

大葉大學 

E-4 11：45~12：00
腦垂體腺苷酸環化酶激活肽

對體外培養雄性吳郭魚性腺

蛋白質表現之二維電泳分析 

邱洪磬、陳建豪、

劉景堯、周承翰、

唐品琦、黃尉東 
大葉大學 

12：00~13：00    午餐時間     B008 休息室 

E-5 13：00~13：15
Formation of nanostructured 
droplet in O/W emulsion 
system 

Wen-Chien Lu、 
Zhang Ting Jie、 
Zeng Fang Wu、 
Po-Hsien Li 

大葉大學 

E-6 13：15~13：30
環境因子對篩選之
Oscillatoria sp. Wu1 生產藻膽
蛋白之研究 

李秀珠、陳冠伶、 
鄭鈞維、許銘展、 
陳柏榮、顏裕鴻、 
吳建一 

大葉大學 

E-7 13：30~13：45 環境因子對Klebsiella sp. Wu1
菌株生產 2,3-丁二醇之影響 

陳功弦、林雯婷、 
黃端文、陳小玲、 
施英隆、吳建一 

大葉大學 

E-8 13：45~14：00
嗜鹽菌 Haloferax mediterranei
紅色色素之抗氧化與美白活
性之評估 

何宜倩、蕭湘琳、
高家珍、林銘澤 

耕莘健康管理專

科學校 

14：00~14：20 中場休息 

E-9 14：20~14：35
The role of Desmocollin-2 
(DSC2) gene in huma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cell 

陳祐翊、黃士庭、

歐柏均、許育誌、

林怡廷、李泰林、

蔡孟峰 

大葉大學 

E-10 14：35~14：50
PLEK2 基因促進肺腺癌細胞

CL1-0轉移和侵入能力之研究

黃正誠、唐琬珺、

黃皓瑜、傅沛琦、

鄭宇哲、李泰林、

蔡孟峯 

大葉大學 

E-11 14：50~15：05
應用腰鞭毛藻與光合菌於微

生物燃料電池之開發 
方慧萍、黃佩菁、

吳佳晏、林重宏 
大葉大學 

E-12 15：05~15：20 深部腦刺激術之改良 
洪至里、洪聖柔、

張舜長 
大葉大學 



研討室：F      管理學院 B003-2 

序號 發表時間 論文題目 作者 服務單位 

F-1 11：00~11：15
電動載具之電池通訊管理與

檢測 
張舜長、林奕丞、

張騰躍 
大葉大學 

F-2 11：15~11：30
具區間時變延遲基因調節網

路強健穩定度分析 
劉柄麟 建國科技大學 

F-3 11：30~11：45 直昇機滑動模式控制器設計 
陳茂林、林眠彤、

池錦祥、朱吉皇、

施政樂、陳鵬仁 
建國科技大學 

F-4 11：45~12：00
考慮定剪摩擦下已結合雙層

複合圓環旋轉壓縮成形之有

限元素模擬最佳化 

鄒國益、姜庭隆、

邱中毓 
國立屏東科技大

學 

12：00~13：00    午餐時間     B008 休息室 

F-5 13：00~13：15
基於雲端運算之無線電力監

控系統設計與實作 
賴佳瑋、洪敏雄 中國文化大學 

F-6 13：15~13：30
以 SOA來建置GAE數位學習

系統 
吳昌憲、黃培栩 

國立虎尾科技大

學 

F-7 13：30~13：45
Apple iOS 行動應用程式之

開發--以校務行政系統為例 
吳昌憲、陳建翔 

國立虎尾科技大

學 

F-8 13：45~14：00
以影像辨識實現智慧型導覽

系統 
朱益進、黃惠藩 亞洲大學 

14：00~14：20 中場休息 

F-9 14：20~14：35 可遠程監控警報系統之實作 謝雅萍、黃培壝 大葉大學 

F-10 14：35~14：50
以整數線性規劃法解決全客

戶式超大型積體電路增量式

平面規劃 

許育源、江峻瑋、 
程仲勝 

大葉大學 

F-11 14：50~15：05
研討會網站生成系統之設計

與實作 
許珈豪、黃鈴玲 大葉大學 

F-12 15：05~15：20
學術期刊投稿暨審稿管理系

統 
洪惠真、黃鈴玲 大葉大學 



研討室：G      管理學院 B005-1 

序號 發表時間 論文題目 作者 服務單位 

G-1 11：00~11：15 我國就業保險法的研究 邱祈豪 大葉大學 

G-2 11：15~11：30 兩岸外交政策演變分析 柯明光 建國科技大學 

G-3 11：30~11：45
出版社行銷武俠小說的文化

創意─以八大書系與遠流出版

社為例 
陳韻琦 國立聯合大學 

G-4 11：45~12：00
新派武俠小說的典範建立──
以金庸與古龍為例 

陳韻琦 國立聯合大學 

12：00~13：00    午餐時間     B008 休息室 

G-5 13：00~13：15
試論海峽兩岸民商事案件中

的"返家"現象及其合理限制 
于亮 中國文化大學 

G-6 13：15~13：30
臺灣與日本閱讀推廣方案與

成效之比較 
林益群、李佳蓉、 
翁明鋒 

國立彰化師範大

學 

G-7 13：30~13：45
新 E 世代老人生命意義與死

亡態度之心理分析 
王淑媛、林子馨 華南師範大學 

G-8 13：45~14：00
論「儒家」在後現代主義文化

中的角色 
王國安 

國立屏東科技大

學 

14：00~14：20 中場休息 

G-9 14：20~14：35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Models in Taiwan -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Business 
Operations 

魏逢亨 建國科技大學 

G-10 14：35~14：50
Gothic Horror and Technology 
in Frankenstein 

黃婉綾 國立中正大學 

G-11 14：50~15：05

Past Everywhere: Eternal 
Influence on the Holocaust 
Survivor's Family in Art 
Spiegelman's Maus 

黃馨瑩 國立中正大學 

G-12 15：05~15：20

DIRECTING STUDENTS' 
ATTENTION TO LANGUAG 
USAGE IN THE REAL-LIFE 
CONTEXT 

郭筱晴 
國立台北商業技

術學院 



研討室：H      管理學院 B005-2 

序號 發表時間 論文題目 作者 服務單位 

H-1 11：00~11：15
公司治理與企業績效對董監

薪酬之影響 
張椿柏、黃于珊 大葉大學 

H-2 11：15~11：30
Dynamic Hedging in Stock 
Index Futures via Copula 
Multiplicative Error Model 

賴奕豪、鄭孟玉、

姚冠宇 
大葉大學 

H-3 11：30~11：45
探討個人特徵對組織氣候、工

會角色認知與組織承諾之差

異性研究 

陳孟修、周德光、 
游鳳珠、謝怡雅、 
林麗芬 

南台科技大學 

H-4 11：45~12：00
不當督導對工作壓力與工作

倦怠感影響之研究 
鍾育明、黃識維 大葉大學 

12：00~13：00    午餐時間    B008 休息室 

H-5 13：00~13：15
Development of Probabilistic 
Response Spectra in Kinmen 

許宗傑、陳冠雄 國立金門大學 

H-6 13：15~13：30
Risk Estimation of Blast 
Damage to Buildings 

陳冠雄、許宗傑、

王毓蘭、許育傑 
國立金門大學 

H-7 13：30~13：45
混凝土結構物鑽心試體強度

與試體尺寸之關係 
林万傑、盧俊愷 

國立屏東科技大

學 

H-8 13：45~14：00
Maple在高階偏微分值求解問

題上的應用 
余啟輝 南榮技術學院 

H-9 14：00~14：15
MAG 製程參數對熱軋低碳鋼

銲道特性影響 
曾光宏、范哲維 

國立屏東科技大

學 



【海報發表張貼編號】 
地點：管理學院 1 樓中庭      張貼時間：9：00~15：30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7 日 

序號 論文題目 作者 服務單位 

I-1 高鐵雲林站接駁公車之路線規劃 
柳永青、江曉柔、

鄭心婷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I-2 以 K-sigma 法探討國民中學校園安全之研究 鄧肖琳、張鶴騰 中華大學 

I-3 研究不同櫥窗設計對消費者之吸引程度 
官海葳、劉芸希、

鄭博文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I-4 
大眾運輸設置無障礙設施之研究-以台中市公車為

例 
胡懿芬、楊進煌、

歐錦文 
南開科技大學 

J-1 
Successful Taiwanes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Reading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蔡正章 南開科技大學 

J-2 
Backward Design: Constructing American 
Geography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into Practice 

蔡正章 南開科技大學 

J-3 
以 Samuel Gerson 的第三者已死來分析 Art 
Spiegelman 的鼠族 

宋明緯 國立中正大學 

J-4 
女性主義中之女性身份認同及精神分析學派對其

之影響 
蔡旻志 國立中正大學 

J-5 
阿特斯皮格曼圖像小說《鼠族》中視覺符號與動

物象徵對德國猶太大屠殺的歷史印象紀實 
林毓謹 國立中正大學 

J-6 
The Holocaust Trauma Reacts on the Tense Father 
and Son Relationship in Maus I & II 

吳佳芬 國立中正大學 

K-1 催眠在針灸運用上之研究 葉修文、王淑媛 中國人民大學 

K-2 電場逆境及抗生素處理對共生藻生長生理的影響 
林王昱傑、吳佳晏、

陳美晨、林志旻、

王帥皓、林重宏 
大葉大學 

K-3 
運用耶氏酵母菌胞外分泌系統執行降血糖機能性

胜肽 GHP 之蛋白質開發與生產 
李至軒、簡宏堅 大葉大學 

K-4 
運用耶氏酵母菌胞外分泌系統執行降血糖機能性

胜肽 GQE 之蛋白質開發與生產 
翁毓晴、簡宏堅 大葉大學 

K-5 
添加不同高分子聚合物原位培養以修飾細菌纖維

素之結構 
毛昱舜、吳建一 大葉大學 

K-6 
基因轉殖斑馬魚卵母細胞於產製新型抗高血壓胜

肽之應用 

李建旻、謝婉玲、

邱洪磬、周承翰、

林巧淳、朱書宏、

陳小玲、黃尉東 

大葉大學 

K-7 
Aspergillus terreus Yua-6 菌株對草莓灰黴病菌與

木瓜炭疽菌病之拮抗能力分析 

曾敏華、王昇陽、

余聰安、彭瑞菊、

劉興隆、江主惠 
大葉大學 



K-8 
逆境轉錄因子 Msn2 對 Scheffersomyces stipitis 木
糖發酵乙醇之保護作用 

翁丞姿、金佩瑜、

徐嘉慧、李泰林、

張雲祥、黃尉東、

劉淑瑛、游志文 

大葉大學 

K-9 
白點症病毒核鞘性蛋白質 VP664(ORF419)交互作

用之鑑定 
鄭雅云、王品涵、

張雲祥 
大葉大學 

L-1 以敘事批評分析台灣少子化現象之因應策略 鄭昱芳 南華大學 

L-2 
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學生在專題製作科目學習動

機與學習滿意度之研究-以電機與電子群為例 
張紹勳、賴怡君 

國立彰化師範

大學 

L-3 
熱血格鬥類卡通收視行為對國中生在校霸凌行為

影響之研究 
林朝源、戴瑞宏 大葉大學 

L-4 
雲林縣高中職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師效能與

工作滿意之研究 
謝文英、陳秋苹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L-5 彰化縣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程實施成效之探討 蕭太偉、蕭揚基 
彰化縣永靖國

中 

L-6 公立幼稚園辦理課後照顧之個案研究 朱美錡 
嘉義縣忠和國

小 

L-7 苗栗縣推動學習型社區策略之研究 劉由貴 國立中正大學 

M-1 氣候變化與小島嶼國家：圖瓦盧的困境與出路 于亮 中國文化大學 

M-2 
論傭船契約之法律性質與我國海商法第三十八條

之修正 
黃正宗 

稻江科技暨管

理學院 

M-3 
客家人的生活與伯公信仰的關係：以五溝地區為

例 
李珊伶 國立中央大學 

M-4 
音樂為故事文本之繪本研究---以臺灣麥克出版之

繪本天鵝湖為例 
張育鈞 

臺中市中區光

復國小 

M-5 「偵查不公開」之現狀與發展 呂秉翰 國立空中大學 

M-6 
大學生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內容需求之初探性研

究 
方韻、林明傑 國立中正大學 

M-7 兩種多重瑕積分的求解問題 余啟輝 南榮技術學院 

M-8 
Maple 的應用－以某種指數型函數的微分問題為

例子 
余啟輝 南榮技術學院 

M-9 
頑皮跳跳燈─觀者對「天外奇蹟」故事與角色的詮

釋初探 
陳玉珠 

國立彰化師範

大學 

N-1 
高效能影像描述法應用於不同光照條件之影像比

對 
廖鴻瑜、黃惠藩、

林智揚 
亞洲大學 

N-2 
各類機器學習方法在太陽黑子數目預測上之效能

評估 
胡文品、陳啟瑋、

陳健勛、朱彥煒 
亞洲大學 

N-3 數位教材融入視覺藝術教學之學習成效比較 葉純佑、吳明果 康寧大學 



N-4 
享樂品對大學生快樂編輯原則的變動：以 iPhone
為例 

賴靖為、何孟儒、

羅亦斯 
中臺科技大學 

N-5 商業智慧系統之建置 吳昌憲、羅元皓 
國立虎尾科技

大學 

N-6 密碼學教學系統之建置 吳昌憲、沈俊仲 
國立虎尾科技

大學 

N-7 以 R 軟體來探討 ERP 導入成敗之關鍵因素 吳昌憲、徐永龍 
國立虎尾科技

大學 

N-8 手機擴增實境於英文單字之學習 吳昌憲、李世育 
國立虎尾科技

大學 

N-9 結合手機與雲端之行動學習系統 吳昌憲、曾惟農 
國立虎尾科技

大學 

O-1 
Time-Reversal Spac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over 
Multi-path Channels 

武維疆 大葉大學 

O-2 反應性射頻磁控濺鍍法成長鉿鈦氧氮薄膜之研究 
陳世志、蕭如宏、

張志有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O-3 地點追蹤顯示器之居家防盜研製 
陳茂林、許馨云、

施政樂、朱吉皇、

陳鵬仁 
建國科技大學 

O-4 電動滑板車語音辨識應用設計 
陳茂林、鄭博懋、

何建昌、施政樂、

朱吉皇、陳鵬仁 
建國科技大學 

O-5 
應用於矽異質接面太陽能電池之基板沉積前電漿

處理研究 
謝孟樵、李彥志、

陳世志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O-6 
運用部份子載波群組結合壓伸技術以降低

WiMAX-OFDM 訊號峰對均值功率比 
李金椿、蔡哲瑋 大葉大學 

O-7 
場效電晶體閘極下方植入非對稱氧化層之模擬分

析 
陳力源、張文俊、

楊明儒、蘇聖謙 
南台科技大學 

P-1 
Seismic Fragility Analysis of Water Pumping 
Stations 

陳冠雄、蔡榮根、

周芳萍 
國立金門大學 

P-2 
新穎多孔性木料綠建材之熱性質測定與數值模擬

熱流分析 
曾憲中、鄭澤明、

徐維廷、周序潔 
建國科技大學 

P-3 旋轉圓柱體於側面衝擊噴流下之熱傳特性研究 
鄭澤明、曾憲中、

徐睿 
建國科技大學 

P-4 多功能 LED 頭燈 
蔡吉勝、陳昱中、

黃弘力、蔡晉晏 
建國科技大學 

P-5 可拆換電源模組之 LED 燈管之研製 
蔡吉勝、黃佳偉、

龔杰宏、施振棠 
建國科技大學 

Q-1 
探討台灣社會所面臨的教育及薪資結構問題－以

澳洲打工渡假事件為例 
游家麟、李信輝 長榮大學 



Q-2 
陸生在台社交行為之探討-以建國科技大學交換陸

生為例 
郭永聖 建國科技大學 

Q-3 
群體凝聚力對工作滿意影響之研究－以性別為干

擾變數 
楊碩蓉 大葉大學 

Q-4 國小學童低碳生活實踐現況之探討 王凱媚、胡子陵 康寧大學 

Q-5 IC 儲值卡使用意願之研究 林千惠 高苑科技大學 

Q-6 幼稚園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度之研究 林朝源、陳文琮 大葉大學 

Q-7 
PZB 服務品質模型探討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度之

研究 
林朝源、秦儀庭 大葉大學 

Q-8 華夏技術學院-建置課程地圖以企管系為例 
汪文政、吳瑋庭、

李彥蓉、鄭雅芸 
華夏技術學院 

Q-9 
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知覺與品牌形象認知、

品牌態度及購買意圖的關聯模式-以星巴克為例 
吳淑鶯、王文宣 

國立勤益科技

大學 

Q-10 
以自我決定理論探討藝術才能音樂班學生之學習

動機與趨向行為 
鄧肖琳、賴麗君 中華大學 

Q-11 
以集群分析探討不同的主管領導集群對工作壓力

與工作滿足之差異性研究 

陳孟修、周德光、

張元昌、連晧葳、

林麗芬 
南台科技大學 

Q-12 
探討個人特徵對生涯管理、人格特質與自我效能

的差異性研究 

陳孟修、陳桂莉、

蔣美惠、劉高廷、

林麗芬 
南台科技大學 

Q-13 探討組織政治知覺、組織公平與工作行為之研究 
陳孟修、陳桂莉、

林逸峰、郭又勳、

林麗芬 
南台科技大學 

Q-14 休閒酒莊之酒類包裝設計研究 曾毓姮 
國立台中教育

大學 

Q-15 
休閒產業遊客體驗與滿意度之關係－以斗六太平

老街為例 
游丞秀、鍾志強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Q-16 
新港板陶窯剪粘工藝園區之旅遊意象對遊客行為

意圖之影響 
張育菁、蔡維雅、

鍾志強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Q-17 害怕失敗對運動員行為表現之影響 何承穎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Q-18 馬場騎乘遊客涉入程度對馬術騎乘體驗之影響 
蔡維雅、張育菁、

鍾志強、楊美月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Q-19 台灣政府機構菸害防治海報配色設計之分析 趙苧容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Q-20 
文化資產與社區發展之研究：以彰化縣泉州社區

為例 
林群芳、吳振岳 大葉大學 

Q-21 
地方文化產業與生產策略關聯之研究－彰化社頭

織襪為例 
蕭淑汎、吳振岳 大葉大學 



Q-22 
環境教育設施場域認證輔導之研究-以斗六市愛牧

生態休閒園區為例 
張子見、陳子姗 環球科技大學 

Q-23 
宗教節慶活動遊客涉入與體驗之研究－以斗六受

天宮為例 
李玲慧、沈秀蓁 

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 

Q-24 我國銀行業處理不良資產之問題及對策 周大方、鄭紹材 中華大學 

Q-25 
品牌形象、服務品質、滿意度、忠誠度對再購買

意願之影響─以智慧型手機為例 
吳昌憲、陳仕弦 

國立虎尾科技

大學 

Q-26 台南大天后宮傳統設計之研究 郭旭姬 
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Q-27 社群網站粉絲專頁使用因素之研究 白凢芸、蕭郁蓁 
國立彰化師範

大學 

Q-28 
屏東縣四重溪及旭海地區溫泉產業永續發展之探

討 
張瑞裕、丁澈士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Q-29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以屏東縣屏東高工為例 張麗君、丁澈士 
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 

Q-30 中彰投高職生服飾網路消費行為之研究 

施靜君、王怡茹、

賴貞岑、洪雅庭、

林碧茹、賴奕如、

陳俐芊 

建國科技大學 

Q-31 連鎖藥妝店消費者行為之探討：以中部地區為例 

施靜君、賴韋如、

王鈺嵐、趙怡萍、

魏孜敏、謝佩君、

張碧芬 

建國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