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學院 指導教授 學生學校 申請人 條碼編號 計畫名稱

1 鄭光明 國立政治大學哲學系 林怡仲 107CFA0200002
隱私、規約與自我:Deigh 的隱私規約說與

Rachels 的隱私訊息控制/人際關係說

2 鄭光明 國立政治大學哲學系 楊立佳 107CFA0200005 論智慧財產權的合理性及言論自由的限制

3 宋韻珊 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洪駿錫 107CFA0200008
《論網路語言中的符號化現象—以實況(直播)

LNG WorkShop為觀察對象》

4 林遠澤 國立政治大學哲學系 陳韻如 107CFA0200010 理性、上癮與自由：古丁的禁菸論證

5 林宏明 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謝忠晟 107CFA0200021 殷墟甲骨文龜甲納藏類刻辭研究

6 王德權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 田悅承 107CFA0200026
從公文書運行看唐代三省制到中書門下體制的

政治空間演變

7 林桂如 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何妤柔 107CFA0200047
從《嶺南摭怪》之動物意象論中國故事在越南

之傳承與變衍

8 劉祥光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 李旻樺 107CFA0200048 從收繼婚與貞節觀論元代蒙漢文化交流

9 黃厚銘 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翁嘉瑩 107CFA0200060 電競作為運動如何可能

10 涂艷秋 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廖晨甫 107CFA0200061 《世說新語》與《高僧傳》僧人形象比較

11 陳婉真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學系 洪逸珊 107CFA0200006
輔導教師角色壓力與工作滿意度之關係：與心

理師跨專業合作為中介變項

12 張宏慶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張育翔 107CFA0200012

「可預期之偶發性活動」於車流量預測之效益

(Traffic Flow Prediction with

Predictable Sporadic Events)

13 張宏慶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李洋筠 107CFA0200013
在霧計算環境中實現機器學習以改善Youbike

的及時調度問題

14 楊立行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學系 李冠霖 107CFA0200015
卷積類神經網路模型於自然類別特徵分析之應

用

15 陳恭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陳子軒 107CFA0200018
以Haskell與形式化方法實作輔助開發導向之

以太虛擬機

16 廖峻鋒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林資超 107CFA0200019
基於ICMPv6設計輕量化的家庭網路隨插即用服

務管理機制

17 廖峻鋒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吳映函 107CFA0200020
基於區塊鏈與CWMP的多租戶家用閘道器韌體佈

署機制

18 李蔡彥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林定軒 107CFA0200022 情緒傳播對人群影響之虛擬實境互動模擬

19 李蔡彥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郭芷瑄 107CFA0200023 虛擬片場中的攝影機推薦鏡頭

20 黃啟泰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學系 周嘉萱 107CFA0200028
從故事中學習：探討自我遠離策略對於兒童從

虛幻故事運用類比推理的影響

21 蔡子傑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洪辰瑋 107CFA0200029 以伺服器為交流平台之Pepper機器人互動開發

22 紀明德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謝秉瑾 107CFA0200030 具物理特性的無人機智慧路徑學習

23 陳恭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林銘泉 107CFA0200039
區塊鏈中具拜占庭容錯能力共識算法的形式化

方法設計與研究

24 楊建銘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學系 林俞涵 107CFA0200050 部分睡眠剝奪及其對於主客觀睡意的影響

25 張家銘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林倢希 107CFA0200053
利用機器學習與圖形理論找尋卵巢癌篩檢重要

的 miRNA 與 mRNA

26 張家銘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徐子崴 107CFA0200056 蛋白質功能之大數據預測利用深度學習平台

27 郭建志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學系 周昱全 107CFA0200058

Organisational Trojan-horse Behaviour:

Revisit & Alternative Taxonomy of Extra-

role Work Behaviours

28 蔡宗漢 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楊  晞 107CFA0200003
「天然獨」大專生的台獨意識：以政大學生為

例

29 陳建綱 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廖浩翔 107CFA0200004
效益主義作為學生權利之基礎？對彌爾式權利

觀的探究

30 甯方璽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方芃蓁 107CFA0200007
自行組裝低成本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NSS)接收

儀測試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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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甯方璽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柯騰達 107CFA0200011
利用GNSS連續觀測站進行臺灣地區水平速度場

與變形模型之研究

32 黃季平 國立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曾祥宇 107CFA0200025 台灣原住民族口傳文學中的平地人形象

33 白仁德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呂政孝 107CFA0200033 各國公共自行車系統使用及管理策略之比較

34 孫振義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黃照軒 107CFA0200037
從都市環境公益性觀點探討都市更新規劃設計

容積獎勵

35 孫振義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吳怡葶 107CFA0200038
都會型智慧社區評估指標系統-以商業區及住

宅區為例

36 林士淵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吳彥誼 107CFA0200041 雷達干涉技術偵測地表變形程序之研究

37 黃東益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 李承彥 107CFA0200044
促進數位時代的公民參與：以虛擬遊戲進入參

與式預算的世界

38 陳鎮洲 國立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黃文逸 107CFA0200051
共享經濟、市場競爭與消費者選擇行為：以

YouBike和oBike為例

39 俞振華 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林富睿 107CFA0200052

論台灣民主轉型期「鄉土劇」中的文化政治與

「台灣人認同」形塑 －解嚴後到第一次政黨

輪替前

40 傅凱若 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廖宇雯 107CFA0200055
從市政型參與預算探討行政官僚對公民參與的

態度

41 陳信木 國立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李至承 107CFA0200057
台灣地區人口發展－縣市及鄉鎮市區層級之人

口推估

42 黃程貫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 陳東晟 107CFA0200009 以現行勞動法探討專櫃暨銷售人員之勞動條件

43 傅玲靜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 林家妤 107CFA0200014
環境調解制度運用於開發案件土地使用紛爭中

之法制研究

44 林良榮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 張廷維 107CFA0200017
團體協約法第13條禁止搭便車條款之研究—以

華航案等實務為中心觀之

45 陳貞如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 簡郁錡 107CFA0200034
論國際法污染者付費原則於陸源海洋污染之運

用

46 劉宏恩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 陳禹齊 107CFA0200035
論我國夫妻婚前協議之標的與效力—以我國實

務與美、日比較法為中心

47 吳秦雯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 陳冠仁 107CFA0200040
次文化權與公物 —— 以青少年街舞使用之

「權利」為中心

48 廖元豪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 舒柏翃 107CFA0200042
政黨解散條款之適用—— 從大韓民國憲法裁

判所統合進步黨解散案出發

49 孫蒨如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 楊郁慈 107CFA0200059 訊息性質影響個體對犯罪行為之歸因及評價

50 張欣綠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林奕辰 107CFA0200001
物聯網應用與社群優化校園運動之應用程式研

究設計

51 林怡伶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莊雅媜 107CFA0200016 行動擴增實境之幼兒教育應用程式-Kinder

52 尚孝純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何妮臻 107CFA0200043 LoraWAN技術傳送感測器資料在醫療之應用

53 荒井夏來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

易學系
馬詩淇 107CFA0200045 臺灣薪資停滯現象解析-從各行業試探原因

54 荒井夏來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

易學系
曾怡嘉 107CFA0200046

美國貨幣政策在不同時期對於台灣貨幣政策之

影響

55 林士貴 國立政治大學金融系 方麒豪 107CFA0200054 機器學習在風險管理之應用-衡量風險值

56 王經仁
國立政治大學阿拉伯語文學

系
陳柏銓 107CFA0200024

英語與法語的兩難 阿爾及利亞學生對第一外

語的選擇

57 薩文蕙 國立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張哲禎 107CFA0200032
Orthographic Satiation: Frequency, Sound

Radicals and Sex

58 林蒔慧
國立政治大學斯拉夫語文學

系
呂齊弘 107CFA0200036 捷漢委婉語對比研究

59 鄭慧慈
國立政治大學阿拉伯語文學

系
劉弘恩 107CFA0200049 阿拉伯語回指研究

60 國際事務學院 翁燕菁 國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李宜靜 107CFA0200031
以國際人權法規範論強制住院之程序保障與有

效救濟

外國語文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

法學院

商學院



備註 : 

一、資料來源自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系統查詢，製表日期2018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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