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計畫書口試時間表 

第一組 

教室：M319 

場次 時間 題目 組員 指導老師 口試委員 

1-1 1330-1350 南投市旺來休閒農業區規劃案 呂 o瑀、陳 o頤 

李 o柔、黃 o瑄 

林銘昌老師 林銘昌老師 

張曼玲老師 

湯大緯老師 1-2 1350-1410 大學生購買手搖飲料的消費行為之

研究 

許 o容、官 o淳 

洪 o茵、楊 o鈞 

林銘昌老師 

1-3 1410-1430 大學生手機遊戲消費行為 朱 o揚、莊 o賢 林銘昌老師 

1-4 1430-1450 鄉村輕旅行 葉 o葶、陳 o芸 

吳 o學 

林銘昌老師 

1-5 1450-1510 同事間人際關係之互動品質對 LMX

之影響 

陳 o珊、魯 o汝 

陳 o靈、何 o蓉 

張曼玲老師 

 1510-1520 休  息  時  間 

1-6 1520-1540 主管的幽默是無聊還是有趣 蘇 o婗、廖 o怡 

廖 o妍、江 o諺 

張曼玲老師 

1-7 1540-1600 外表的流行度是否影響成功面試 賴 o緯、歐 o聲 張曼玲老師 

1-8 1600-1620 咖啡渣再利用製程之開發 潘 o慈、王 o涵 

蔡 o臻、黃 o儀 

湯大緯老師 

1-9 1620-1640 緩慢文旅×臺南古根旅館與在地觀

光的結合 

楊 oo伊、廖 o

妤、陳 o羽 

湯大緯老師 

 

注意事項： 

1. 各組請在 1月 10日(三)13:20以前到各教室內儲存檔案，並於教室外完成簽到手續。 

2. 大二同學請於 13:30分前完成簽到手續入場，並於結束後簽退。 

3. 由專人負責計時，每組共 20分鐘，口頭報告 10分鐘，9 分鐘按一短鈴提示，10分鐘按長鈴結束報

告；無論是否簡報完畢，時間到應立即停止。提問與回覆 8分鐘，時間到按長鈴結束提問與回覆。 

4. 所有簡報人員請著正式服裝。 

5. 指導老師不評論，但參與口試評分。 

6. 休息時間為換場時間，口試委員得視情況是否休息。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計畫書口試時間表 

第二組 

教室：M417 

場次 時間 題目 組員 指導老師 口試委員 

2-1 1330-1350 以推拉動機探討金門目的地意象對旅

遊行為意圖之影響-知覺風險之干擾

效果 

洪 o燕、陳 o琳 

林 o慧、Moe  

呂佳茹老師 呂佳茹老師 

林宜欣老師 

許世芸老師 

2-2 1350-1410 運用重要-績效分析法探討頭社休閒

農業區體驗活動效益 

李 o蓉、吳 o恩 

張 o婷、張 o文 

呂佳茹老師 

2-3 1410-1430 應用消費價值理論探討旅客選擇島嶼

旅遊之因素 

徐 o絹、李 o蕙 

黃 o瑗 

呂佳茹老師 

2-4 1430-1450 休閒體驗價值對體驗滿意度及重遊意

願之影響-以頭社休閒農業區為例 

溫 o葇、陳 o憶 呂佳茹老師 

2-5 1450-1510 社會企業之社會使命對品牌形象與服

務品質之影響 

王 o 萁、周 oo 佩 林宜欣老師 

 1510-1520 休  息  時  間 

2-6 1520-1540 臺中國際機場服務重要程度與滿意度

之研究 

張 o翾、張 o葦 

林 o宏、劉 o任 

林宜欣老師 

2-7 1540-1600 探究國家風景區的目的地意象與旅遊

阻礙 

林 o蓁、羅 o茹 

李 o霈、李 o雪 

林宜欣老師 

2-8 1600-1620 志工的參與動機，涉入程度和幸福感

之研究 

吳 o穎、袁 o朗 許世芸老師 

2-9 1620-1640 大學生對食品安全認知之研究 張 o菁、劉 o真 

謝 o瑩、Saito  

許世芸老師 

 

注意事項： 

1. 各組請在 1月 10日(三)13:20以前到各教室內儲存檔案，，並於教室外完成簽到手續。 

2. 大二同學請於 13:30分前完成簽到手續入場，並於結束後簽退。 

3. 由專人負責計時，每組共 20分鐘，口頭報告 10分鐘，9 分鐘按一短鈴提示，10分鐘按長鈴結束報

告；無論是否簡報完畢，時間到應立即停止。提問與回覆 8分鐘，時間到按長鈴結束提問與回覆。 

4. 所有簡報人員請著正式服裝。 

5. 指導老師不評論，但參與口試評分。 

6. 休息時間為換場時間，口試委員得視情況是否休息。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計畫書口試時間表 

第三組 

教室：M513 

場次 時間 題目 組員 指導老師 口試委員 

3-1 1330-1350 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關聯性-以王

品旗下平價火鍋店為例 

謝 o穎、黃 o慈 

蘇 o晴 

羅鳳恩老師 羅鳳恩老師 

童秋霞老師 

高立學老師 3-2 1350-1410 松居居酒屋創業企劃 黃 o瑋、謝 o富 

吳 o程 

羅鳳恩老師 

3-3 1410-1430 食品安全 謝 o璿 羅鳳恩老師 

3-4 1430-1450 炭烤三明治行動快餐車 謝 o 安、張 o 桂 

賴 o 翰、王 o 全 

羅鳳恩老師 

3-5 1450-1510 台灣主題客房對顧客的吸引力及回

流率之影響 

李 o靜、陳 o 童秋霞老師 

 1510-1520 休  息  時  間 

3-6 1520-1540 新竹縣橫山鄉林業體驗活動之遊程

設計 

劉 o偉、劉 o得 

徐 o、張 o鈞 

童秋霞老師 

3-7 1540-1600 大學生休閒活動參與與人際關係之

研究 

吳 o翰、林 o禎 

黃 o凡 

童秋霞老師 

3-8 1600-1620 休閒體驗類型和腦波反應之跨領域

研究-以籃球和書法為例 

吳曉 o、林 o綺 

呂 o旻 

高立學老師 

3-9 1620-1640 比較高雄世運、台北聽奧和台北世

大運之舉辦效益、賽事吸引力和觀

賞效益 

郭 o廷、連 o涵 

柯 o慈、王 o晴 

高立學老師 

 

注意事項： 

1. 各組請在 1月 10日(三)13:20以前到各教室內儲存檔案，並於教室外完成簽到手續。 

2. 大二同學請於 13:30分前完成簽到手續入場，並於結束後簽退。 

3. 由專人負責計時，每組共 20分鐘，口頭報告 10分鐘，9 分鐘按一短鈴提示，10分鐘按長鈴結束報

告；無論是否簡報完畢，時間到應立即停止。提問與回覆 8分鐘，時間到按長鈴結束提問與回覆。 

4. 所有簡報人員請著正式服裝。 

5. 指導老師不評論，但參與口試評分。 

6. 休息時間為換場時間，口試委員得視情況是否休息。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計畫書口試時間表 

第四組 

教室：M519 

場次 時間 題目 組員 指導老師 口試委員 

4-1 1330-1350 
文資景點之策略營造-點亮省府舊

教育廳 

吳 o純、陳 o淳 

郭 o羽、黃 o靖 

林錫銓老師 林錫銓老師 

賴政豪老師 

張祐誠老師 
4-2 1350-1410 

食農風景之創意推廣-山腳田園之

社會創新 

吳 o慧、周 o璇 

郭 o宛 

林錫銓老師 

4-3 1410-1430 
活動行銷之觀光創價行動研究-省

議會民主園區的人文再造 

連 o昀、陳 o銘 

戴 o維 

林錫銓老師 

4-4 1430-1450 
山腰詩歌圖書館活動群聚效益之策

略行銷研究 

拔 o淳、顏 o彤 

張 o林 

林錫銓老師 

4-5 1450-1510 
Homecafe寵物認養餐廳-顧客滿意

度之研究分析 

林 o 妤、戴 o 鳴 

黃 o 凱、李 o 呈 

張祐誠老師 

 1510-1520 休  息  時  間 

4-6 1520-1540 
日韓旅遊的動機與目的和滿意度影

響重遊意願之研究 

陳 o芪、盧 o晴 

林 o宣、許 o智 

張祐誠老師 

4-7 1540-1600 
主題飯店體驗價值與滿意度研究-

以潛力方為例 

黃 o鈞、陳 o玟 

蕭 o汶、晏 o庭 

張祐誠老師 

4-8 1600-1620 

了解七喜廚房消費者企業社會責任

認知、綠色消費認知與購買意願之

影響 

張 o睿、楊 o幃 

王 o鈴 

賴政豪老師 

4-9 1620-1640 

夜市隊體驗價值與體驗滿意度、重

遊意願之研究-以逢甲夜市與旱溪

夜市做比較 

林 o舟、許 o耀 

林 o 勳、伍 o 文 

賴政豪老師 

4-10 1640-1700 

中部地區大學生對日韓旅遊方式旅

遊意象與知覺風險對重遊意願之研

究 

洪 o筑、許 o淇 

白 o玟、吳 o 

賴政豪老師 

 

注意事項： 

1. 各組請在 1月 10日(三)13:20以前到各教室內儲存檔案，並於教室外完成簽到手續。 

2. 大二同學請於 13:30分前完成簽到手續入場，並於結束後簽退。。 

3. 由專人負責計時，每組共 20分鐘，口頭報告 10分鐘，9 分鐘按一短鈴提示，10分鐘按長鈴結束報

告；無論是否簡報完畢，時間到應立即停止。提問與回覆 8分鐘，時間到按長鈴結束提問與回覆。 

4. 所有簡報人員請著正式服裝。 

5. 指導老師不評論，但參與口試評分。 

6. 休息時間為換場時間，口試委員得視情況是否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