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 1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74 王子溦 

4a5i0060 周湘綺 

4a5i0085 杜欣玶 

4a5i0097 徐詩婷 

(第一組) 

使用 3c 產品之時間長短在專注力上是否

有顯著差異 

高家斌 
隔代教養與非隔代教養在同儕互動上是否

有顯著差異 

飼養寵物與否對於幼兒的社會行為是否有

顯著差異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17 王晨馨 

 4a5i0023 吳姿蓓 

 4a5i0024 林佩璇 

 4a5i0030 劉雅馨 

(第二組) 

探討主題式繪本設計及對幼兒語言的影響 

沈玫宜 
探討主題式繪本設計及對幼兒語言的影響 

幼兒桌遊設計與延伸活動探究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43王郁評 

  4a5i0068洪銘涓 

  4a5i0069廖安妮 

  4a5i0076黃鈺筑 

(第三組) 

探討親子共讀繪本 

陳志盛 

從中學習-語言教具教學 

幼兒音樂探討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16陳宣羽 

  4a5i0018洪沛誼 

  4a5i0051陳富享 

  4a5i0088徐怡煖 

(第四組) 

青少年親子溝通家庭互動之研究 

卓美芳 

大學生對諮商輔導之研究 

注意力缺失兒童行為輔導之研究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22 江偉甄 

4a5i0029 黃瓊蕓 

4a5i0077 李憶欣 

4a5i0078 陳苡瑄 

(第五組) 

代間「齡」距離:代間活動設計與帶領 

陳志盛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38 張靖涓 

4a5i0021 朱芳儀 

4a5i0072 范書瑞 

4a5i0073 郭佳佩 

(第六組) 

解夢 

張治遙 

 

 

四技幼保三甲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20 宋婉瑄 

4a5i0033 謝宛陵 

4a5i0095 蔡文瑜 

(第七組) 

幼兒園教師教學壓力 

高家斌 
幼兒攻擊行為 

3C對於幼兒發展影響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49 林憶馨 

4a5i0082 陳汎瑄 

4a5i0066 杜伊巧 

4a5i0026 陳芃均 

(第八組) 

社交技巧的桌遊 

楊淑娥 

接納別人不一樣的桌遊 

正確的表達情緒的桌遊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06 陳巧庭 

4a5i0013 曾冠雯 

4a5i0037 李宜倩 

(第九組) 

童玩製作與延伸教學設計 

沈玫宜 

新住民繪本活動遊戲設計 

透過環保自製教具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908 杜昀蓁 

4a5i0907 黃心綺 

4a5i0098 洪雅亭 

(第十組) 

繪本製作 

陳志盛 

親子共讀對幼兒口語表能力之研究 

探討有聲書和故事媽媽對幼兒之影響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35 陳怡均 

4a5i0036 黃郁晴 

4a5i0040 侯羽柔 

4a5i0045 鄭子瑩 

4a5i0039 陳思樺 

(第十一組) 

父母教養態度對幼兒情緒之影響 

高家斌 

幼童性侵害對幼兒行為影響 

身心障礙幼兒在校遭受霸凌之探討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08 黃郁婷 

4a5i0062 高靜渝 

4a5i0071 陳沛潔 

(第十二組) 

 

幼兒遊戲活動設計與肢體發展重要性研究 

魏欣儀 

幼兒音樂教具設計 

幼兒音樂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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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04李晏茹 

4a5i0005郭麗萍 

4a5i0009鄭佳欣 

4a5i0057陳香瑜 

(第十三組) 

幼兒情緒教育繪本對幼兒了解自己情緒發

生之探討-以「幼兒園大班」為例 

歐慧敏 行為改變技術對 4 歲幼兒哭鬧行為影響之

個案研究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32鄭雅安 

4a5i0034葉映彤 

4a5i0039楊惇綺 

4a5i0075楊美芳 

(第十四組) 

新住民繪本設計及遊戲研發 

沈玫宜 
遊戲活動延伸設計與教學 

臺灣本土繪本創作與研發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1c041吳亞柔 

4a5g0010林欣儀 

4a5i0084蔡勻勻 

4a5i0901楊雅然 

(第十五組) 

父母管教方式與幼兒社會行為的相關研究 

張治遙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11張嘉勤 

4a5i0012林佳儀 

4a5i0054劉兆娟 

4a5i0079蘇慧安 

(第十六組) 

品德教育繪本賞析對幼兒利他行為之作用 

蔡其蓁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70廖婉庭 

4a5i0902蔡雅涵 

4a5i0904陳映均 

4a5i0905葉庭妤 

(第十七組) 

幼兒教育 

卓美芳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437025鄭彥翔 

4a5g0007陳夏凡 

4a5g0094蔡依倫 

4a5i0014李怡瑩 

(第十八組) 

學齡前幼兒專注力探討 

歐慧敏 

教師對於特殊幼兒融合教育情形之研究 

教師對學齡前特殊幼兒接受度之研究 

四技幼保三乙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10吳奕萱 

4a5i0024林佩萱 

4a5i0065陳又均 

4a5i0909徐藝甯 

(第十九組) 

0-6歲語言障礙之遊戲治療 

楊淑娥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27陳翊彤 

4a5i0028黃思云 

4a5i0031蔡佳琪 

4a5i0052何柔慧 

(第二十組) 

對 ADHD 之幼兒激動情緒介入對策對其情緒

適應個案研究 

魏欣儀 音樂多樣運用對其成人情緒影響之研究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i0047王詠萱 

4a5i0048孟祥慧 

4a5i0058許舜婷 

4a5i0094方子涵 

(第二十一組) 

肢體障礙幼兒律動遊戲之探討 

蔡其蓁 
以繪本培養幼兒情緒能力之探討 

以遊戲帶入幼兒音樂之探討 

學生姓名 暫定題目名稱 確定的指導教授 

4a5h0058楊億銘 

4a5i0041李子函 

4a5i0042羅筱惠 

4a5i0906吳坤麟 

(第二十二組) 

 

張治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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