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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策略聯盟高中職專題製作競賽 
行銷策略組A組-入選決賽名單 

流水號 
報告

梯次 

報告

順序 
學校名稱 專題名稱 指導老師 學生一 學生二 學生三 學生四 學生五 學生六 

1007 一 1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高級職業學校 「衣」觸即發－GU 創造時尚尖端 鄭○蘭   王○棻 邱○薇 潘○欣       

1043 一 2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白天不懂夜的黑-師大夜市之探討 孫○德   邱○庭 高○珺 謝○君       

1040 一 3 私立大同高中 叮寧與歐護防蚊液之顧客滿意度 孔○明   陳○雯 郭○慧 吳○瑄 吳○樺     

1016 一 4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高級職業學校 夏季「凍」起來—Cold Stone Cold Stone 薛○町   朱○臻 邱○柔         

1022 一 5 新北市清傳高級商業職學校 消費者對雞排滿意度調查以 2 派克雞排和豪大大雞排為例 鄧○玉   朱○靜 李○怡 邱○瑩 蔡○軒     

1079 一 6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贏在起跑點-何嘉仁與芝麻街美語幼兒園家長滿意度之探

討 
吳○雲   朱○碩 陳○瑜         

1091 一 7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異於傳統，食在創新－中西式早餐之 PK，以永和豆漿、蕃

茄村為例 
蔡○菁 鄭○華 施○桁 王○怡 何○涵       

1082 一 8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創」造奇蹟-探討大創百貨之行銷策略 鍾○賢   吳○芳 高○雯         

1001 二 9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陶陶不絕，來漆陶！－鶯歌陶瓷老街複合式行銷與體驗行

銷之探討 
楊○麟   林○姍 王○虹 卓○庭       

1028 二 10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嘆為「觀」止，留「蓮」忘返～觀蓮有機蓮花農場體驗行

銷推廣 
朱○真   江○慧 沈○ 林○姸 何○薇 吳○怡 陳○寧 

1037 二 11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窗口邊的小豆豆-探討宜蘭地區消費者對公平貿易咖啡的

認知與選擇 
蔡○珍   林○賓 屈○亞 賴○璇       

1031 二 12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木工體驗，創「益」無限－大鼻子自由創作社區產業發展

與體驗行銷之研究 
蔡○珍   陳○妍 陳○晴 方○庭 方○庭     

1034 二 13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員山「騎機」一日遊程推廣─以橫山頭休閒農業區為例 蔡○珍   陳○樺 陳○婷 莊○弘       

1025 二 14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來自大海的鮮味~「六源味」行銷策略之分析 朱○真   曾○歆 黃○蒂 游○皓       

1076 二 15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平價服飾時代---喬丹諾 V.S 優衣褲 許○婷   邱○曦 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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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策略組B組-入選決賽名單 

 

流水號 
報告

梯次 

報告

順序 
學校名稱 專題名稱 指導老師 學生一 學生二 學生三 學生四 學生五 學生六 

1050 一 1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新舊時代書局生存法則-探索金石堂網路與實體店之行銷 孫○德   朱○錚 張○瑤 歐○蓁       

1041 一 2 私立大同高中 臺灣泡麵市場的消費者行為分析及品牌滿意度調查 白○君   張○祥 張○棋 張○倫 莊○澤 黃○鈞 籃○評 

1071 一 3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巧克力夢工廠－探討巧克力的製作過程及士商學生對其喜

愛程度 
劉○慈   江○軒 李○瑩 洪○珊       

1002 一 4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鍋中小「爸」王─吃到飽火鍋餐廳之研究 徐○裏   曾○婷 陳○妗 徐○君       

1005 一 5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高級職業學校 出"貘"商機 鄭○蘭   陳○婷 許○婷         

1008 一 6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高級職業學校 走出平面世界──「LINE FRIENDS STORE」 鄭○蘭   彭○雨 胡○瑄 黃○婕       

1080 一 7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禮尚網 Line」大台北地區民眾對通訊軟體的消費行為與

滿意度分析-以 Line 與 WhatsApps 為例 
鄭○華   林○謙 楊○諠 鄭○妘 鍾○凌     

1089 一 8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豬排專賣店的服務品質研究-以銀座杏子日式豬排為例 許○騰   李○ 李○馨         

1014 二 9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探討威秀影城電影院之消費者顧客滿意度-以信義威秀影

城為例 
楊○麟   蔡○淳 楊○萱         

1032 二 10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水火椒融-探討礁溪辣椒文創館行銷策略及顧客滿意度調

查 
蔡○珍   鄧○婷 游○沛         

1026 二 11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風箏的故鄉~冬山風箏文化推廣 朱○真   劉○芹 陳○菁 陳○伶       

1092 二 12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行銷學策略應用及分析-以 Barbie Café為例 鄭○華   楊○茹 林○霜 洪○筠 蘇○儀     

1035 二 13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茶葉產銷之探討－以宜蘭馨山茶園為例 蔡○珍   劉○暘 簡○丞 賴○汝       

1038 二 14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種藝大銀家－銀山果園行銷策略與體驗活動滿意度之研究 蔡○珍   廖○如 黃○穎 張○繻       

1029 二 15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羅東鎮農會養生文化觀光工廠行銷策略之分析 朱○真   賴○婕 蕭○蓉 賴○玄       

1077 二 16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贏在「淇」跑點－7-11 與全家超商霜淇淋之爭 許○婷   邱○琪 葉○妏 蘇○尹 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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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策略組C組-入選決賽名單 

流水號 
報告

梯次 

報告

順序 
學校名稱 專題名稱 指導老師 學生一 學生二 學生三 學生四 學生五 學生六 

1072 一 1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超商東西軍-國高中生對 7-11 與全家同距離選擇之研究(以

自有品牌、咖啡、多媒體機台為例) 
劉○慈   黃○霖 葉○展 張○蕙       

1042 一 2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妝』飾藝術─平價美妝的興起：以 86 小舖及小三美日為

例 
蔡○雪   吳○靜 張○瑄 陳○琳       

1039 一 3 私立大同高中 86 小舖行銷策略探討及顧客滿意度分析 孔○明   呂○穎 李○真 許○慧 劉○婕 林○寬 陳○凱 

1066 一 4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從網路行銷看國民平價服飾 Lativ 周○連   郭○寧 葉○妏 曾○珍       

1015 一 5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

學校 
「衣」值千金─ZARA 的品牌形象及顧客忠誠度 莊○賢   陳○妤 鄭○卉         

1021 一 6 新北市清傳高級商業職學校 走過 20 年依舊誘人的排隊下午茶-米朗琪 鄧○玉   吳○儒 林○樺 謝○倢       

1024 一 7 新北市清傳高級商業職學校 超級比衣比 - 高中職對名牌、潮牌、平價服飾購買意願之影響 洪○涵 鄧○玉 葉○婷 石○玉 葉○禎       

1081 一 8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文創黑馬，來貘入侵－淺談文創品牌馬來貘之行銷策略 劉○芬   朱○萱 楊○雯 周○含       

1078 二 9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越「夜」越美麗，追尋美麗新「市」界─北北基高中職生

「夜市」滿意度之探討 
吳○雲   江○萱 林○妤         

1090 二 10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微」你讓我「風」狂─購物中心行銷策略之滿意度研究 鄭○華   吳○妮 賴○玲 鍾○亭       

1036 二 11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閃「藥」新樂「園」-千里光與大安藥園行銷推廣之研究 蔡○珍 郭○渝 陳○璇 黃○慈 黃○茜       

1054 二 12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觀光工廠蠟藝彩繪館 DIY 體驗活動之探討_以體驗行銷模

式、服務場域及 IPA 法分析 
王○鴻 謝○文 李○維 林○志 張○欣 周○涵 陳○靜   

1030 二 13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不得無”禮”消費者偏愛伴手禮與消費者滿意度之調查-

以諾貝爾食品有限公司羅東店為例 
蔡○珍   趙○雅 劉○瑜 鄭○婕       

1027 二 14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傳統油行競爭力分析¬─以二結「全興油行」為例 朱○真   王○欣 林○廷 簡○哲       

1033 二 15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民宿的發展現況及行銷推廣研究-以禾風竹露生態體驗農

場民宿為例 
蔡○珍   吳○柔 林○ 林○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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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管理 A 組-入選決賽名單 

流水號 
報告

梯次 

報告

順序 
學校名稱 專題名稱 指導老師 學生一 學生二 學生三 學生四 學生五 學生六 

2053 一 1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

校 
「原」味「西」餐「石」在「Hot」 陳○燕   趙○瑄 劉○均 曾○涵       

2005 一 2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高級職業學校 玩線上遊戲會變暴力嗎?—以江子翠捷運站砍人事件為例 鄭○蘭   許○彬 萬○銘 洪○倫 李○龍     

2045 一 3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商標的流變 劉○慈   郭○庭           

2049 一 4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儲蓄你的現在，保險你的未來─以富邦儲蓄型保險為例 劉○慈   蔡○頵 闕○蓁 魏○萱       

2015 一 5 台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學校 騎得安心 ，笑得開心-探討 U-Bike 的經營模式及使用者滿意度 樊○慧   凃○君 李○瑄 李○璇 沈○琳     

2033 一 6 私立大同高中 主題餐廳顧客滿意度-以阿朗基為例 黃○榮   曹○偉 顏○芳 王○潔 張○晴 許○恩   

2041 一 7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經濟效益之分析 周○連   廖○吟 林○ 駱○珍       

2013 一 8 台北市私立靜修女子高級學校 
吃到飽火鍋店和單點火鍋店在行銷管理策略上之探討─以

聚北海道昆布火鍋店與 momo paradise 火鍋店為例 
樊○慧   李○瑩 楊○雯 楊○瑜 王○賀     

2057 二 9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級中學 
「配置銷售」模式在休閒食品通路之可行性探討&女性上班

族對休閒食品偏好調查 
劉○芬   蘇○萱 張○茜         

2039 二 10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宜蘭縣發展銀髮養生旅遊產業的經濟效益之研究－應用投

入產出模型、養生認知與旅遊需求 
王○鴻 黃○鏢 郭○婕 林○姿 吳○剛 彭○偉 賴○瑄   

2031 二 11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探討休閒渡假對礁溪溫泉地區房地產之影響 蔡○珍 陳○之 黃○珊 林○芳 陳○圓       

2019 二 12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集」思廣義─探討便利超商集點促銷活動對高中生購買意

願影響 
陳○州   楊○健 楊○晴 鄭○威 賴○馨 簡○涵   

2059 二 13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翻轉未來●快樂E學習－廣告理論（AIDAS）在E化教育的應用 鄭○華   朱○葶 黃○雅         

2027 二 14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蔥」滿勝蒜-三星「青蔥文化館」消費者行為之探討 朱○真   黃○婷 林○妍 林○珈       

2055 二 15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妝膜作漾，非一日之韓─ETUDE HOUSE 韓系美妝小屋行銷

策略與滿意度之探討 
蔡○菁   苑○ 陳○君 楊○宣       

2061 二 16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女生的好夥伴 UFT 草本衛生棉 焦○真   金○玲 翁○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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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管理 B 組-入選決賽名單 

流水號 
報告

梯次 

報告

順序 
學校名稱 專題名稱 指導老師 學生一 學生二 學生三 學生四 學生五 學生六 

2040 一 1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家有一老，企業賺飽─銀髮族群消費需求與商機之研究 周○連   陳○慧 楊○雯         

2004 一 2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高級職業學校 減重聖品 -紅豆水 ? 鄭○蘭   林○妤 林○容 曾○芳 楊○如 陳○成   

2024 一 3 新北市清傳高級商業職學校 ASUS 企業品牌形象與智慧型手機選購之消費行為關聯性 洪○涵 鄧○玉 劉○君 吳○紋         

2036 一 4 私立大同高中 舒濕新體驗─濕式衛生紙消費者接受度研究 蔡○薇   陳○仁 陳○亮 陳○融 許○菘 連○徹 薛○天 

2006 一 5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高級職業學校 “專”業”科”技－ Q10 防曬新秀 鄭○蘭   陳○靜 曾○嘉 蔡○函       

2034 一 6 私立大同高中 航空業消費經驗及滿意度調查－以中華航空為例 白○君   洪○哲 林○修 胡○成 張○棟 鄭○   

2002 一 7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高級職業學校 麥當勞食品添加「勿」-以日本為例 鄭○蘭   吳○宏 李○原 盧○修 蘇○宇 劉○邦   

2032 一 8 私立大同高中 王品集團教育訓練與顧客滿意度之關聯性 黃○榮   闕○綺 梁○甯 畢○ 陳○玫 陳○安 洪○婷 

2062 一 9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環境、藝術與文化的美麗饗宴－淡水環境劇場之西仔反傳說 焦○真   呂○璇 李○靜         

2056 二 10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放大美麗新「視」界－基北地區民眾對隱形眼鏡品牌之偏

好分析 
蔡○菁   王○芸 陳○妍 朱○聿       

2058 二 11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Tasty「戴」領員工做出好品質 許○騰   張○慈 張○婷 賴○雯       

2026 二 12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虎牌米粉產業文化館」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分析 朱○真 郭○渝 林○佑 林○宇 賴○志       

2030 二 13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走入桃花「原」，擁抱「農」情秘境~以布農族太平部落

為例 
蔡○珍   劉○欣 陳○儀 李○嬴       

2016 二 14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宜蘭傳統零食之探討—以三合蔬食燒餅店為例 施○聰   李○芳 林○騏 林○茗 陳○瑜 游○翔   

2028 二 15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五星級豪華「饗宴」消費者忠誠度分析 朱○真   陳○瑋 張○慈 林○羽       

2018 二 16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員員不絕，生生不息─宜蘭高商員生消費合作社經營現況

之研究與建議 
陳○州   簡○一 潘○懋 黃○琳 黃○順 陳○安   

2054 二 17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城市的放逐-羊角村及琉鑫夢田民宿的經營管理與滿意度

分析 
許○婷   陳○庭 吳○寰 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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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應用 A 組-入選決賽名單 

 

流水號 
報告

梯次 
報告順序 學校名稱 專題名稱 指導老師 學生一 學生二 學生三 學生四 學生五 學生六 

4025 一 1 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鷹眼模擬系統 張○雄   李○龍           

4020 一 2 台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有機森活趣 吳○慧 陳○豐 賴○葶 林○羽 李○杰 蔡○霖 林○偉   

4017 一 3 台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藝手摺天 吳○慧 陳○豐 林○翰 高○澤 李○潔 王○芸 林○均 沈○辰 

4026 一 4 台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糕朋滿座 吳○慧 詹○邦 陳○伶 許○婷 江○璇 簡○ 楊○翔 曾○恆 

4018 一 5 台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創造奇屐 吳○慧 陳○豐 陳○霖 董○興 李○儀 張○涵 魏○恩 林○任 

4021 一 6 台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讓愛凍起來 吳○慧   張○瑄 謝○翰 陳○廷 徐○澄 李○ 葉○儀 

4019 二 7 台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環保「衣」起來 吳○慧   林○妤 潘○均 吳○諺 劉○廷 汪○嘉 吳○輿 

4024 一 8 台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愛不柿手 吳○慧 陳○豐 劉○佑 呂○輝 余○嫻 吳○琪 莊○賢 張○ 

4005 二 9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千變「萬華」 吳○宏   巫○城 李○賢 劉○愷       

4008 二 10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會快碰碰車 吳○宏   康○凱 許○翔 曾○倫 丁○     

4010 一 11 台北市景文高級中學 貓夫人的猴硐微革命 謝○如 謝○翰 周○樺 王○河 王○夫 李○瑄 呂○謙 陳○銘 

4009 二 12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鶯式陶源 吳○宏   林○伃 林○芸 郭○婷       

4022 二 13 台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轉動人生 吳○慧 陳○豐 謝○翰 吳○億 楊○茜 王○強 張○愷 吳○育 

4007 二 14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手」牽手去「和果」 吳○宏   林○樺 張○雯 張○倫       

4006 二 15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足不出「滬尾」道來 吳○宏   許○瑋 鄭○玫 林○芸       

4023 二 16 台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挑玻璃間 吳○慧 陳○豐 林○芳 詹○婷 蕭○恩 傅○仁 王○蓉 林○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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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外語 A 組-入選決賽名單 

流水號 報告梯次 報告順序 學校名稱 專題名稱 指導老師 學生一 學生二 學生三 學生四 學生五 學生六 

3003 二 1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Affections for Nature:Shanshuilu Ecological Park 張○英   李○瑜 何○文 蔡○育       

3002 二 2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The Rise of Latte Art 李○菁 翁○毅 陳○錡 洪○宜 徐○銘 金○辰 李○ 陳○妗 

3004 二 3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System loyalty of smart phone 莊○青   吳○容 李○如 張○涵 郭○如 劉○鈴   

3001 二 4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The Top Three Xiao-Chi of Shilin Night Market 李○菁 翁○毅 吳○漢 祝○雯 李○賢 王○棠 盧○穎   

  

 

 
104.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