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2 大學部實務專題口試暨碩士班 proposal 場次表
大學部實務專題，共四間教室—MB101、MB102、MB105、MB106
教室

場次

時間
18:00-18:30

MB101

A
18:30-19:00

19:30-20:00

MB101

B

發表人
B10021115 陳家君、B10021124 蕭允毓、
B10021141 許雅竹、B10121148 柯映竹
B10021007 江政翰、B10021020 吳政慶、
B10021048 陳秉豪、B10028010 林泯斌
B10021002 廖元暉、B10021013 張之倩、
B10021040 賴姵綺、B10021044 王淑瀅

20:00-20:30 B10021021 丁慶維、B10021024 林昱呈

發表題目

指導教授

公部內推動內部控制之探討一以雲科大為例

古東源

工廠實務改善一以中部某腳踏車配件工廠為例

邱靜娥

工廠實務改善一以二水窗簾組裝業為例

陳敏生

工廠實務改善一以志士達交通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為例

呂明山

B10021111 李婉綺、B10021117 林佳玫、
20:30-21:00 B10021119 楊雅評、B10021137 王人慶、 工廠實務改善一傑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陳敏生

B10028014 劉雅佩

教室

場次

時間

發表人

發表題目

指導教授

B10021039 黃建融、u9821007 劉純良、
17:30-18:00 B10021023 詹凱文、B10021032 黃俊傑、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實習改善案

鄭博文

B10021045 沈易星
MB102

A

18:00-18:30

18:30-19:00

B10021034 林銘國、B10021041 方莉雯、
B10021103 陳凱譯、B10021120 吳承穎
B10021004 劉宏定、B10021012 林庭伃、
B10021047 司聖德、B10021061 陳玟君
B10021014 蘇廷筠、B10021015 郭峻銘、

19:30-20:00 B10021025 林昌儒、B10021033 湯高銘、
B10028031 曾贊旗
MB102

B

20:00-20:30

20:30-21:00

教室

場次

時間
18:00-18:30

MB105

A
18:30-19:00

19:30-20:00

MB105

B

20:00-20:30

20:30-21:00

工廠實務改善─以 C 工廠為例

童超塵

檢驗醫學部抽血站改善–以某醫院為例

鄭博文

應用中文能力檢定口說與聽力線上評量系統之
規劃

B10021101 郭渼萱、B10021108 張雅涵、 利用評價促發法與 ECT 理論評估校園 e 化系統
B10021126 林皓瑋、B10021133 范國政

優使性:以個案大學選課系統為例

B10021109 楊凱雯、B10021116 蔡秉翰、 應用中文能力檢定閱讀與寫作線上評量系統之
B10021130 陳宗平、B10021142 黃珮均

規劃

發表人
B10021001 林晉逸、B10021008 林怡儒、
B10021010 巫宜珊、B10021038 陳盈卉

發表題目
中部某製紙業實務改善

B10021029 湯正中、B10021042 吳婉如、 工廠佈置改善與人員績效一以中部某焊接工廠
B10021048 趙浩君、B10028013 林怡君

為例

B10021118 蔡峻誠、B10021122 陳韋達、 應用擴散張量影像於失智症患者與正常受測者
B10021138 陳姿融、B10021149 林坤霈
B10021009 楊友善、B10021017 林敬霖、
B10021018 方敬硯、B10021043 蔡嘉聆
B10021123 葉佳昊、B10021129 羅振杰、
B10021127 洪傳智、B10021105 蔡仁祥

之辨識

蘇純繒

林怡君

蘇純繒

指導教授
黃志剛

黃志剛

傅家啓

彰源企業包裝作業改善

侯東旭

永佢機械有限公司一工廠改善

侯東旭

教室

場次

時間
17:30-18:00

MB106

A

18:00-18:30

18:30-19:00

19:30-20:00

MB106

B

20:00-20:30

20:30-21:00

發表人

發表題目

B10021106 廖盈君、B10021110 黃于庭、 存貨管理與物料管理電腦化一以源順食品股份
B10021121 許學誠、B10021140 李益亘

有限公司為例

B10021128 許喆勝、B10021139 黃品瑗、 雲端用藥管理 APP 之建置與評估一以慢性肝病
B10021144 張語軒、B10021145 蔡安琪
B10021132 林冠廷、B10021143 謝宇翔、
B10021102 楊佳霖、B10021136 吳敦祐

病患為例
存貨管理電腦化及庫存分析一以翊太公司為例

B10021005 李岳樵、B10021016 張家綺、 備品分級聯合補貨決策制定一以海外廠實務個
B10021028 陳俊德、B10021039 郭育菁
B10021006 鍾棠諭、B10021031 方信堯、
B10021019 黃致皓、B10021026 王富稼

案為例
雲科大圖書館動態訊息管理 APP

B10021104 黃珮瑜、B10021107 施宛妮、 配送人員最適派工與庫位規劃法則-以某輪胎
B10021112 李至允、B10021114 蔡侑峻

公司為例

指導教授
駱景堯

呂學毅

駱景堯

吳政翰

林怡君

吳政翰

碩士班 Proposal (本場次不開放聆聽)
教室

場次

時間

發表人

發表題目

指導教授

MA204

A1 18:00-18:30 M10102602 張雯婷

海運永攬業之冷凍櫃併櫃可行性分析

陳敏生

MA204

A2 18:30-19:00 M10121032 洪義發

以派翠網路為基礎的製造系統重構成本分析

呂明山

MA204

B1 19:30-20:00 M10126007 吳柏緯

民眾對於剩餘、過期與廢棄藥品回收意願之探討

鄭博文

MA204

B2 20:00-20:30 M10126009 黃柏鈞

MA204

B3 20:30-21:00 M10121023 陳信豪

探討長期照護機構住民孤寂感、社會支持與服務品質滿意度對幸
福感之影響
醫院血庫需求量之管理與預測-以雲林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洪正芳
鄭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