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學年研究所畢業論文 

 年度 學號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103 997703 薛景瑚 影響國中生學業成就之因素：家庭社經地位，社會資本與學習態度之討論 李俊豪 

103 1017802 陳偉舜 
非營利組織推動古蹟保存與都市更新的兩難抉擇-以台北市新北投火車站風

華重現運動為例 
謝登旺 

103 1027801 張進益 桃園市非行少年形成與輔導之探究 謝登旺 

103 1027802 劉惠慈 金牌是王道:T女同志運動員的現身經驗 李玉瑛 

103 1027803 陳萍 原住民部落發展文化觀光產業之探討:以復興鄉珍珠部落計畫為例 謝登旺 

103 1027807 郝中慧 高中生父母教養方式與教育期望的研究 洪泉湖 

103 1027824 唐于婷 

選修客家語課程學生之語言學習與族群認同之相關性研究 —以桃園市中壢

區國小六年級生為例 

劉宜君 

103 1027830 李惠美 運用兒童讀經實施孝順與禮貌品德教育之研究-以《弟子規》教學為例 洪泉湖 

103 1027834 陳晉銘 新住民子女自我概念與利社會行為之研究──以桃園市中壢區國小高年級 劉宜君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07839%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17802%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17802%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01%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02%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03%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07%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21%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21%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30%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3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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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為例 

103 1027842 鍾沂芬 教師正向管教與學生學習態度之研究-以桃園市國小高年級為例 陳勁甫 

103 1027845 邱勺玲 桃園縣校園自由軟體推廣與使用因素之研究 陳勁甫 

103 1017706 張書維 宅男性別氣質的異想世界 吳兆鈺 

103 1017805 葉佳勛 閩客地區端午節慶活動之比較-以龍潭鄉及礁溪鄉為例 劉阿榮 

103 1017813 曾麗盈 台灣體制外小學之探究-以二所蒙特梭利小學為例 劉阿榮 

103 1017824 呂可俐 曼陀羅繪畫介入日常生活研究-以某學障少年個案為例 謝登旺 

103 1027701 黃瑜庭 
失智老人家庭照顧者的照顧負荷與社會支持-以利害關係人為取向之評估途

徑 
劉宜君 

103 1027702 方聖堯 高齡者活躍老化行為之研究-以桃園市崇德常青會休閒參與活動為例 劉宜君 

103 1027704 王羿艷 休閒與勞動的對話：台灣合法民宿打工換宿者之經驗分析 洪泉湖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34%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42%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45%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17706%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17805%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17813%22.&searchmode=basic
曼陀羅繪畫介入日常生活研究-以某學障少年個案為例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701%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701%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702%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70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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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27712 鄭佩雯 馬來西亞新聞倫理認知之研究 陳勁甫 

103 1027805 郭珮嘉 節慶活動與城市行銷-以 2014桃園地景藝術節為例 謝登旺 

103 1027808 張育彬 從社群主義論看社會童軍運動型塑公民素養之研究 謝登旺 

103 1027810 盧乙仲 桃園市三類型地區國中生環境素養之研究 劉阿榮 

103 1027811 林振春 
都市原住民部落的權力吶喊與認同重建-撒烏瓦知從群體抗爭至部落重建，

2008~ 
謝登旺 

103 1027812 楊維真 地方節慶活動與無形文化資產保存之研究-以 2014年雞籠中元祭為例 謝登旺 

103 1027813 曾敏理 改制行政法人後採購作業之探討-以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為例 陳勁甫 

103 1027814 王佳如 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對輔導計畫觀感之研究--以桃園市為例 劉宜君 

103 1027815 黃子珍 理財認知對國小學童金錢態度之影響-以桃園市國小高年級學童為例 劉宜君 

103 1027817 華國銳 國內面臨重大災難時聯合應變機制與組織之探討-以高雄氣爆事件為例 王佳煌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712%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05%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08%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10%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11%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11%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12%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13%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14%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15%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1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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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27818 鄭冠瑛 班級文化與偏差行為相關之研究-以桃園市國小高年級學童為例 劉宜君 

103 1027819 洪嘉霞 身心障礙生學校適應之研究-以北區私立大學為例 洪泉湖 

103 1027820 王麗娟 
國小新住民子女國語文能力、學習成就與自我認同之研究-以桃園市二所新

住民重點國小為例 
洪泉湖 

103 1027822 成佩璇 戰爭、離散與記憶:懷鄉文學之探析 劉阿榮 

103 1027823 李延俊 從閱讀政策探究國小學童閱讀發展-以桃園市為例 劉阿榮 

103 1027824 林默馨 廟宇與地方社會之發展-以北港朝天宮為例(1945-2014) 劉阿榮 

103 1027826 談玉鳳 早療機構轉型社會企業之探討-以寶貝潛能發展中心為例 劉阿榮 

103 1027829 江美倫 在家教育與社會支持之探討：一個家庭的生命成長旅程為例 謝登旺 

103 1027831 劉建國 網路保險發展評析-行動者網絡理論之應用 李玉瑛 

103 1027833 鄭惠文 高齡者休閒參與及阻礙因素之研究:以桃園市平鎮區老人會為例 謝登旺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18%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19%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20%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20%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22%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23%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24%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26%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29%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31%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33%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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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27837 廖曉慧 青少年 LINE使用行為與人際關係之研究-以桃園市國中生為例 劉宜君 

103 1027838 歐建偉 深度休閒的知識探索-以貝殼收藏為例 李玉瑛 

103 1027840 蕭加佳 
影響幼托整合政策滿意度因素之探究-以桃園市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為

例 
劉宜君 

103 1027843 石逸眉 高齡者對手機接受度之研究-以桃園市為例 劉宜君 

103 1027844 詹瑞源 台灣職棒發展的社會行銷策略研究 丘昌泰 

103 1027849 邱文貞 宮廟志工之參與動機與持續參與因素之探討:以桃園市八德區三元宮為例 謝登旺 

103 1027850 陳裕青 學生規律運動行為相關因素之研究-以桃園市國中為例 劉宜君 

103 1027851 林雅雯 男人凝視下的人造美女-男性對整形女性的意象 劉阿榮 

103 1027853 林良玉 桃園市國小高年級學童學校環境與健康行為相關之研究 劉宜君 

103 1027854 陳復生 舞獅的現代社會互動之研究-以漢明國術館學員為例 劉宜君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37%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38%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40%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40%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43%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44%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49%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50%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51%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53%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2785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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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37812 鍾筱平 特殊教育課程大綱實施現況與影響之研究-以桃園市為例 陳勁甫 

103 1037825 蔡瑞真 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童視力保健行為與相關因素之研究 劉宜君 

103 1037833 徐心儀 學校生活適應與家庭氣氛對國小高年級學童上學意願之影響-以桃園市為例 陳勁甫 

103 1037841 李尚倫 以理性行為模式探討 Z世代在臉書上「加父母為朋友」行為 陳勁甫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37812%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37825%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37833%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s.yz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0S1037841%22.&searchmode=bas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