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播藝術系 107 學年度畢業專題企編提案審查結果 

序號 提案類別 提案人 學號 提案(作品)名稱或主題 審查結果(可指導教師名單) 

1 MV  潘碧琪 10520129 如果你能感同我的身受 呂南湖     

2 MV  卓沄萱 10520058 貪心-江松霖 黃順幸     

3 紀錄片 何致豪 10520401 阿罩霧囍轎班會 呂南湖 紀文章    

4 紀錄片 李懿倫 10520137 下一站，台灣 李郁青 陳美合    

5 紀錄片 湯麗生 10520149 春天 未通過 

6 紀錄片 江玟君 10520006 障礙者的愛與性 李家驊     

7 紀錄片 許菲瑜 10520086 廢墟少女 紀文章     

8 紀錄片 齊文榆 10520164 進擊歐巴桑 安碧芸 李家驊 馬立君   

9 紀錄片 林怡靚 10520045 神風特技隊 安碧芸 林有慶 紀文章 許維哲  

10 紀錄片 林靖騏 10520072 起音 未通過 

11 紀錄片 張凱妮 10520052 河堤邊的人 李宜珊 李郁青 紀文章   

12 紀錄片 徐雅茜 10520114 歪爆浪潮 安碧芸     

13 紀錄片 陳家婕 10520033 Jump!少女 呂南湖     

14 紀錄片 王敏 10520019 偏鄉 林有慶 紀文章 許維哲 郭昭蘭 黃順幸 

15 劇情片 許菲瑜 10520086 平凡的末日 李家驊     

16 劇情片 陳奕帆 10520003 清明 李宜珊     

17 劇情片 劉雍恩 10520140 跨 李宜珊     

18 劇情片 張牧民 10520034 夜不語 未通過 

19 劇情片 梁鎬辛 10520130 父親 黃順幸     

20 劇情片 陳湘婷 10520069 願望扭蛋機 未通過 

21 劇情片 巫則緯 10520079 叫小村乖一點 未通過 

22 劇情片 郭云柔 10520040 犯罪片 黃順幸     

23 劇情片 徐福呈 10520061 廢物 李宜珊 黃順幸    

24 劇情片 鄭琪 10520156 窺欠 黃順幸     

25 劇情片 王岑瑜 10520071 In white 李宜珊     

26 劇情片 王韋喬 10520166 社會的死 未通過 

27 劇情片 王韋喬 10520166 挖ㄟ阿嬤 李家驊     



序號 提案類別 提案人 學號 提案(作品)名稱或主題 審查結果(可指導教師名單) 

28 劇情片 潘碧琪 10520129 遺忘 陳美合     

29 劇情片 羅曦林 10520138 約定 黃順幸     

30 劇情片 廖旎均 10520106 誰被綁架了? 黃順幸     

31 劇情片 吳易軒 10520126 美人痣 黃順幸     

32 劇情片 吳易軒 10520126 人生好難 未通過 

33 劇情片 羅曼宣 10520042 2025的最後一天 李家驊     

34 劇情片 張牧民 10520034 百日草 未通過 

35 劇情片 劉芳妤 10520158 自私者 未通過 

36 劇情片 卓峻為 10520028 阿廣和奇奇 林有慶     

37 劇情片 曾品倫 10520104 勇者海恩 未通過 

38 劇情片 顧立琳 10520036 艾東凱兒 未通過 

39 劇情片 胡伯霖 10520049 加九寮 李宜珊 李家驊 黃順幸   

40 劇情片 王昱雯 10520044 冤家 未通過 

41 劇情片 葉佩恩 10520134 碧海如夢 未通過 

42 劇情片 陳祈旭 10520417 成功 黃順幸     

43 劇情片 謝毅霖 10520159 分號人生 黃順幸     

44 劇情片 朱子睿 10420141 油膩兄弟 未通過 

45 劇情片 林晏瑩 10520026 無聲的抗議 未通過 

46 劇情片 湯麗生 10520149 活著 黃順幸     

47 劇情片 湯麗生 10520149 旭東與麥莉 未通過 

48 劇情片 王裕程 10520067 功德市風雲 李宜珊 黃順幸    

49 劇情片 李靜 10520062 縮影 李家驊     

50 電視新聞/電視節目製作 周思竹 10520118 權勢性侵 未通過 

51 電視新聞/電視節目製作 蘇雲慈 10520099 志工那些事 許維哲 鄭淑慧    

52 電視新聞/電視節目製作 蔡汶蒨 10520013 職業心探索 馬立君 許維哲    

53 電視新聞/電視節目製作 張之穎 10520094 最後的選擇 李郁青 馬立君 許維哲   

54 廣告片 葉佩恩 10520134 免除摩擦 未通過 

55 廣告片 任宜真 10520011 莫尼概念店 呂南湖 郭昭蘭 黃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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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其他傳播類(實驗片) 黃亦茹 10520082 休息 李家驊     

57 劇本創作 王裕程 10520067 女屍復仇案 未通過 

58 劇本創作 莊韋軒 10520023 黑炭少女 鄭淑慧     

59 劇本創作 白芮嘉 10520047 金屬的溫度 林有慶 鄭淑慧    

60 劇本創作 張子軒 10320111 社焦 呂南湖 林有慶    

61 劇本創作 蔣昱昌 10420019 拆彈英雄 呂南湖     

62 論文研究 陳亭蓁 10520005 
研究日本妖怪及怪談文化

-以日本電影為例 

未通過 

63 論文研究 蔣昱昌 10420019 基因工程與混沌理論 未通過 

64 論文研究 洪靖郁 10520016 女性在雜誌中的凝視 安碧芸 馬立君 郭昭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