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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行政管理研究計畫，「提升畢業校友企業評價之研究」，民國98年，主持人。

58.

桃園縣政府地方稅務局委託計畫，「99年為民服務與施政滿意度調查計畫」，民國99年，主持人。

59.

桃園縣政府觀音鄉公所委託計畫，「編撰績效報告資料採購計畫」，民國99年，主持人。

60.

桃園縣政府觀音鄉公所，「99年度觀音鄉公所施政與為民服務工作滿意度調查」，民國99年，主持
人。

61.

桃園縣政府，「99年度桃園縣政府農業發展處施政與為民服務工作滿意度調查計畫」，民國99年，
主持人。

62.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計畫，「地方產業相關輔導計畫執行成效評估」，民國99年，主持
人。

63.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計畫，「促進就業計畫效益評估」，民國99年，主持人。

64.

桃園縣政府，「農業發展處委託整理工程品質管理相關資料採購計畫」，民國99年，主持人。

65.

國科會，「『看熱鬧也看門道』：從網絡管理觀點探究亞洲醫療觀光政策之執行」，民國99年，主
持人。(NSC99-2410-H-155-052)

66.

嶺蓁企業有限公司，「營運績效報告資料」，民國99年，主持人。

67.

行政院衛生署委託計畫，「長期照護保險組織與照顧管理人力規劃」，民國100年，主持人。

68.

桃園縣政府農業局委託計畫，「民眾對於樂福米認知調查計畫」，民國101年，主持人。

69.

桃園縣政府地方稅務局，「101年為民服務與施政滿意度調查計畫」，民國101年，主持人。

70.

桃園縣政府消防局委託計畫，「101年度提升服務品質暨廉政實況問卷調查計畫」，民國101年，主
持人。

71.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計畫，「延後退休年齡對公部門人力可能衝擊之評估研究」，民國102
年，主持人。

72.

桃園縣政府農業發展局，「強化農業生產資訊調查業務資料整理計畫」，民國102年，主持人。

7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訓局，「檢討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民國102年，主持人。

74.

桃園縣政府地方稅務局，「102年為民服務與施政滿意度調查計畫」，民國102年，主持人。

75.

國科會，「除了泡湯之外─溫泉合法登記與溫泉保健之研究」，民國102年，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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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102-2410-H-155-019-MY2)
76.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委託計畫，「前瞻醫療衛生科技政策與先驅評估研究採購案「全民健康保險會運
作過程評估相關研究」，民國102年，主持人。

77.

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委託計畫，「我國社會福利服務提供方式之電話調查計畫」，民國102年，主持
人。

78.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委託計畫，「二代健保擴大民眾參與對給付效益及行政效能之影響評
估」，民國103年，協同主持人。

79.

連江縣政府委託計畫，「103年連江縣老人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暨社會福利服務計畫」，民國103年，
協同主持人。

80.

桃園縣政府地方稅務局委託計畫，「103年為民服務與施政滿意度調查計畫」，民國103年，主持人。

81.

科技部，「文化產業的生活融入與政策發展」，民國103年，協同主持人。(MOST 103-2632-H-155 -001
-MY3)

8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計畫，「實施 3K 產業外勞新制之影響及效益評估」，民國103年，協同
主持人。

83.

科技部，「國際航空城計畫對桃園地方族群社會資本的影響研究：社會影響評估角度」，民國104
年，主持人。(MOST 104-2420-H-155-002)

84.

衛生福利部委託計畫，「公共衛生及社會福利中高階人才長期培訓計畫」，民國104年，主持人。

85.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104年為民服務與施政滿意度調查計畫」，民國104年，主持人。

86.

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活動評估計畫」，民國104年，主持人。

87.

桃園市政府農業局，「紅火蟻防治計畫推動業務資料整理計畫」，民國104年，主持人。

88.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青年政策需求評估計畫」，民國104年，主持人。



論文指導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高子嵐

少子化對國民小學教育的影響與因應—以桃園縣為例

林建良

桃園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組織氣氛與組織認同關係之研究

陳子昂

桃園縣公立國小教師金錢態度與理財行為之研究

張淑卿

桃園縣國中生自我概念與自傷行為之相關性研究

曾思宜

老人社區參與行為與生活滿意度之研究-以桃園縣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為例

邱雅鈴

桃園縣國小教師網路資源應用與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以知識管理為途徑

計弘真

青少年家庭狀況與憂鬱情緒之相關性研究—以桃園縣高職生為例

陳淑琳

桃園縣公立國小級任教師情緒管理與班級經營效能之研究

徐貴裡

桃園縣公立國小教師人格特質與工作滿意度相關性之研究

張艾君

桃園縣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童的父母教養方式對其子女社會能力之影響

陳淑芳

國小學生情緒管理與班級氣氛關係之研究－以桃園市公立國小高年級為例

張瓊文

超商集點贈品對國小學童消費行為之影響：以桃園縣國小高年級學童為例

陳淑芳

國小學生情緒管理與班級氣氛關係之研究-以桃園市公立國小高年級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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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莉

國小學童課後托育需求滿足與學業成就之研究:以桃園市為例

曾清蘭

國小教師職場風險與自我效能之研究-以桃園縣為例

曾豐琪

桃園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口腔衛生知識、態度與行為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陳麗君

桃園縣國小高年級級任教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關係之研究

陳科吟

桃園縣國民小學級任教師逆境商數與班級經營效能關係之研究

徐雅琪

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生活型態與團購消費行為相關之研究

楊友欣

桃園縣原住民的國小學生數位落差現況之研究-以復興鄉為例

江世欣

高齡學習者課程選擇類型與社會支持之關係:以桃園縣樂齡學習中心為例

賴玉情

參與志願服務的動機、障礙與意願之關係研究-以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為例

林明慧

青少年手機使用行為與手機依賴之研究-以桃園縣國中生為例

楊可欣

國小高年級學童資源回收認知與行為之研究—以桃園縣為例

王若琪

桃園縣國小學童社會技巧與學校適應之研究

左金蘭

環境風險認知與環境態度、環境行為之研究─以臺灣成年民眾為例

黃玉佳

桃園縣國小教師人格特質、風險容忍度與理財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鄭怡君

桃園縣國中導師工作壓力、社會支持與教師效能感之相關研究

王姿婷

國小教師工作價值觀與幸福感之研究—以桃園縣為例

李佳芳

學生對超額比序中志願服務的政策認知及參與意願之評估─以桃園縣國中生為例

趙玉茹

父母教養方式與教師家長式領導對國小學童品格表現的交互作用－以桃園縣為例

唐于婷
陳晉銘
蔡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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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移民子女自我概念與利社會行為之研究─以中壢市國小高年級學童為例
以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國小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意願與使用行為—以桃園
縣為例

江淑華

桃園縣國中生社會正義觀與公民參與態度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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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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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淳羽

桃園縣偏遠地區中高齡者對遠距居家照護需求之探討

陳蓉舒

校內志願服務參與動機與意願之相關研究──以桃園縣國小高年級生為例

顏藻媚

桃園縣國小學童運動性社團參與動機、人際關係與學習成效之研究

陳復生

民俗的社會互動與阻礙因素研究─以漢明國術館舞獅成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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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逸眉

高齡者對手機接受度之研究－以桃園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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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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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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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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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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加佳

影響幼托整合政策滿意度因素之探究－以桃園縣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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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子珍

理財認知對國小學童金錢態度之影響─以桃園縣國小高年級學童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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