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  仁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期待您來分享我們的成果 

 

 
 

 

時間：96 年 12 月 10 日～12 月 14 日 

地點：輔仁大學羅耀拉大樓一樓 117 會議室 



  

09：00-09：25 劉晏慈 文化資本與學業關係之研究--以新台灣之子為例 丁劭詩 洪金佑 

09：30-09：55 姜炎辰 從消費行為看青少年如何建構自我認同 丁劭詩 張亞文 

10：00-10：25 高星知 大學生的生活風格與飲食消費關係之研究 吳素倩 洪金佑 

10：30-10：55 王蒲苓 現代大學生學習現況之研究--以輔仁大學為例 吳素倩 吳貞宜 

11：00-11：25 劉人緯 球員對球隊認同之研究--以輔大系壘球員為例 吳素倩 王銘麟 

11：30-11：55 劉蘊儒 集體記憶的建構--即將消失的福德平宅 吳素倩 曾雅蓮 

13：00-13：25 黃宜君 大學生對身體形象、減重行為與自尊--以輔大學生為例 吳素倩 謝佳書 

13：30-13：55 吳珮菱 瘦身者世界之建構 陳輝立 蔡志強 

14：00-14：25 李浩誠 現代台灣佛教組織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方式--以台灣慈濟為例 陳輝立 蔡志強 

14：30-14：55 李宏國 台灣民眾的政治參與 陳輝立 施喻玹 

15：00-15：25 黃寬田 道教文化與台灣社會文化 陳輝立 施喻玹 

 

15：30-15：55 陳仲冠 嘻哈文化產業與消費模式 陳輝立 古尤美 

09：00-09：25 蔡沛芸 傳統與高科技產業的產業群聚：以台灣檳榔產業及半導體產業為例 謝宏仁 崔家棟 

09：30-09：55 蔡雨修 誰綁架你的視聽--媒體產業集團化的批判觀點 謝宏仁 曾薏珊 

10：00-10：25 吳振銘 影響台灣球迷支持 MLB 不同球隊的因素--以紐約洋基與波士頓紅襪為例 謝宏仁 郭振生 

10：30-10：55 鄭萍慧 外來速食產業與本土速食產業之影響與比較--以麥當勞和頂呱呱為例 謝宏仁 許宏儀 

11：00-11：25 藍建茗 高鐵計畫對台灣社會效益的可行性 謝宏仁 謝佳書 

11：30-11：55 廖炯偟 孫子兵法與領導--以醒新社愛盲隊為例 謝宏仁 蔡德暐 
 

13：00-13：25 蔡佳旻 就業安全與勞資關係重構--以派遣勞動為例 吳宗昇 崔家棟 



 

13：30-13：55 王維瑋 美國職棒產業研究：薪資制度與球員勞動商品 吳宗昇 蔡依玲 

14：00-14：25 鄧凱倫 台灣科學園區的發展--以中部科學園區為例 謝宏仁 史旻玠 

14：30-14：55 陳政億 台灣電影產業衰退原因之初探 謝宏仁 江牧芸 

15：00-15：25 許維筑 中國當代藝術推手 吳宗昇 郭振生 

15：30-15：55 邱于真 家庭關係在企業集團中的影響探討--台灣與韓國企業集團的比較 吳宗昇 廖涵羽 

16：00-16：25 吳威廷 從 Fligstein 的市場理論觀看跨國出版企業進入台灣雜誌市場 吳宗昇 劉欣嵋  

16：30-16：55 楊霈琳 影響就業因素之探討--以輔大聽障畢業生為例 吳宗昇 蕭玉蟬 

09：00-09：25 李韻如 父母的教養方式與親子互動之研究--以台北市為例 黃俊傑 廖涵羽 

09：30-09：55 李文灝 香港青少年賭博行為之探討 黃俊傑 陳心圍 

10：00-10：25 唐梓健 青少年使用火星文對社會的影響 黃俊傑 賴益如 

10：30-10：55 陳靖婷 婚姻暴力之防治--以台北市為例 黃俊傑 蘇厚宇 

11：00-11：25 洪漢中 品牌認知與消費者購買經驗之探討 王慶中 陳心圍 

13：00-13：25 王亭螢 網路購物消費行為之後設分析探討 陳正和 蔡德暐 

13：30-13：55 郭建伶 職場性別歧視後設分析 陳正和 林慈聰 

14：00-14：25 邵于娟 單一選區兩票制社會影響之研究--後設分析 陳正和 林慈聰 

14：30-14：55 趙芊惠 影響都市空間結構的因素和結果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吳怡蓉 

 

15：00-15：25 沈明輝 自殺後設分析 陳正和 吳怡蓉 

09：00-09：25 賴怡伶 第二外語學習下之文化態度探討--以輔大法國文學系學生為例 丁劭詩 陳萱蘋 

09：30-09：55 顏伶伃 日式文化商品對台灣女性自我認同影響--以 Hello Kitty 商品為例 丁劭詩 高靜婷 

 10：00-10：25 洪宛君 語言政策對族群意識之影響 丁劭詩 簡嘉宏 



 

10：30-10：55 伍雪苹 恐怖電影之運作機制與觀眾的心裡投射過程 魯貴顯 唐園荷 

11：00-11：25 林立恆 小說如何可能 魯貴顯 黃義傑 

11：30-11：55 陳建廷 照片中的自然如何存在？攝影中主體對周遭的概念畫與客體化 魯貴顯 黃義傑 

13：00-13：25 吳瑋婷 台灣文化消費與社會階層研究以音樂消費為例 胡克威 林丞閎 

13：30-13：55 劉亞瑄 台灣民眾對外籍人士的看法 胡克威 林丞閎 

14：00-14：25 李家明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社會流動與階層 胡克威 張亞文 

14：30-14：55 林敬育 大學生對民調可信度評價影響之研究--以輔大學生為例 胡克威 蔡琬琦 

 

15：00-15：25 鄭宇捷 閱聽人對新聞媒體觀感之初探研究 胡克威 劉書羽 

09：30-09：55 黃睦淳 都市另類的休閒活動--台北縣立板橋第二體育場的流動卡拉 OK 為例 戴伯芬 林素玲 

10：00-10：25 蘇育弘 寵物消費之研究--從飼主心理面向之分析 戴伯芬 林素玲 

10：30-10：55 謝明芬 女性消費空間氛圍與性別認同建構--以美容指甲店為例 戴伯芬 吳長育 

11：00-11：25 王姿婷 空間密度對消費者購買意願的影響--以新莊夜市為例 戴伯芬 許宏儀 

11：30-11：55 謝宛玲 女體美的自我營造--以瑜珈教室為例 戴伯芬 王銘麟 

13：00-13：25 呂孟樺 想瘦、享受？--身體符號化下的瘦身狂熱 張漢音 陳萱蘋 

13：30-13：55 阮盈盈 文化性表演中符號力量的成效與侷限--以蘋果日報為例 張漢音 劉欣嵋 

14：00-14：25 何育甄 政治語言符號操作的得益和損失及影響因素：以陳水扁先生 2004-2006 為例 張漢音 高靜婷 

14：30-14：55 柳美伊 社會網絡與社會適應--以在台外籍學生為例 張漢音 唐園荷 

 

15：00-15：25 劉睿瀅 兩馬觀光季之夢想成真--關於行動力轉化功能之探討 張漢音 帥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