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  仁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第三十九屆應屆畢業生學士論文發表會  

 

期待您來分享我們的成果 

 

 
 

時間：99 年 12 月 13 日～12 月 17 日 

地點：輔仁大學羅耀拉大樓一樓 117 會議室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2
月

13
日 

(一) 
 

09:30-09:55 葉  桐 生活過程中集體記憶的形塑 魯貴顯 謝霈璇 

10:00-10:25 姚  萱 到底報導了什麼呢？—以蘋果日報犯罪新聞為例 魯貴顯 許菀琪 

10:30-10:55 曾繁萍 身體消失了--探討醫療情境中身體的可見與不可見 魯貴顯 黃于倫 

11:00-11:25 吳昭儒 電影觀賞中的傳散效果 魯貴顯 林慈聰 

11:30-11:55 翁誠禧 究竟是賣給了誰？--電視購物的主體及客體研究 魯貴顯 黃義傑 

14:00-14:25 林柏勳 產品包裝與產品訊息對購買意圖之影響 陳輝立 林慈聰 

14:30-14:55 蔡峻憲 施用毒品者其用藥態度之探討-以搖頭族群為例 陳輝立 黃世傑 

15:00-15:25 戴慈慧 服務學習，志工與性別—以輔仁大學為例 陳輝立 蔡欣倫 

15:30-15:55 吳宗勳 參加服務學習後的態度分析-輔大學生為例 陳輝立 江昱昇 

16:00-16:25 黃弘吉 媒體形塑下的民族英雄—以王建民為例 陳輝立 熊晨妤 

12
月

14
日 

(二) 

09:30-09:55 林寬榮 台灣卡債者自救會的社會學分析 吳宗昇 陳致融 

10:00-10:25 王安琪 銀行陷阱中的誘餌-信用卡與現金卡電視廣告分析 吳宗昇 帥文欣 

10:30-10:55 劉采茹 從陶瓷嘉年華談地方文化如何創造社會利益 吳宗昇 林敬育 

11:00-11:25 黃亦葳 分析社會企業的創新與挑戰：以地球樹和禾掌屋為例 吳宗昇 蔡志強 

11:30-11:55 江奕翰 誰的貿易才公平—台灣公平貿易咖啡豆的對話 吳宗昇 徐文彥 

14:00-14:25 劉毓翔 性別化護理工作-以新進男性護理人員的勞動經驗為例 戴伯芬 熊晨妤 

14:30-14:55 蔡佳穎 電影艋舺對於青少年的影響 戴伯芬 徐春蘭 

15:00-15:25 鄭姵錀 食肆內的人與社區網絡—以香港茶餐廳為例 戴伯芬 唐園荷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二) 

15:30-15:55 潘詠琪 博彩行業對博彩從業員的影響—以澳門博彩從業員為例 戴伯芬 謝冠弘 

16:00-16:25 江啟暉 部落格美食訊息影響讀者消費意願之探討 陳輝立 曾邵真 

16:30-16:55 陳雅晴 閱讀漫畫與故事書之間的閱讀成就差異：PIRLS 2006 資料檔分析比較 陳輝立 徐春蘭 

12
月

15
日 

(三) 

09:30-09:55 徐佳豪 國家考試與性別設限之研究：以基層警察人員特考、海巡特考和調查局特考為例 黃俊傑 蔡欣倫 

10:00-10:25 陳治仁 我國老人福利政策與各國之比較 黃俊傑 陳郁婷 

10:30-10:55 陳泱儒 兒童虐待社工處遇經驗研究：以台北縣為例 黃俊傑 陳郁婷 

11:00-11:25 游灈卜 大學生休閒活動參與及休閒阻礙之研究—以輔仁大學為例 黃俊傑 王怡婷 

11:30-11:55 陳瀅如 青少年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成癮之影響 黃俊傑 王怡婷 

13:00-13:25 陳廷瑤 影響未婚男女對婚姻態度相關因素探討 陳正和 鍾秉融 

13:30-13:55 鄭和嵐 父母家庭休閒活動參與之態度與親子互動關係之探討 陳正和 郭紋綺 

14:00-14:25 黃美霓 同儕關係與休閒阻礙對青少年休閒活動參與的影響 陳正和 郭紋綺 

14:30-14:55 黃瑩瀅 探討影響家務參與的因素 陳正和 鍾秉融 

15:00-15:25 蔡雅婷 從女性主義犯罪學觀點探討女性犯罪行為 陳正和 陳庭儀 

15:30-15:55 彭碧瑩 以性別比理論與現代化論探討女性犯罪 陳正和 楊凱迪 

12
月

16
日 

(四) 

09:30-09:55 張紘綸 科系與性別的不同對暖化看法的比較-以輔大社會系和經濟系為例 謝宏仁 陳致融 

10:00-10:25 周鈺絜 過去的以農養工，如今的歷史再現？ 謝宏仁 蔡德暐 

10:30-10:55 林政毅 以環境社會學的視野淺談台灣的環境問題 謝宏仁 唐園荷 

11:00-11:25 吳士暉 永恆的烙印：以刺青為展現自我獨特方式之研究 謝宏仁 蔡德暐 

13:00-13:25 黃蔚欣 香港人的政治參與：投票的選擇 胡克威 陳思婷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2
月

16
日 

(四) 

13:30-13:55 陳宏亘 紅專孰重？影響當代中國城市居民收入因素之探討 胡克威 吳至涵 

14:00-14:25 羅傑茗 中國市場轉型中個人社會地位取得的再探 胡克威 翁志遠 

14:30-14:55 洪于凱 社會變遷與犯罪率相關性之研究-以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為例 張漢音 黃義傑 

15:00-15:25 王靜誼 虛擬社群與其成員觀感改變之關係 張漢音 楊凱迪 

15:30-15:55 吳宣慈 小說中的社會事實—村上春樹《舞舞舞》與石田衣良《波上的魔術師》文本分析 張漢音 吳礎均 

16:00-16:25 邱琬葶 我攝故我在？台灣 LOMO 社群的自我形塑與風格展演 張漢音 鍾佳伶 

16:30-16:55 王心穎 女性美妝廣告符號操作研究-以代言人性別差異為例 張漢音 帥文欣 

17:00-17:25 戴玉華 探討非營利組織鑲嵌在金融界成員組成關係下的發展潛力 張漢音 陳思婷 

12
月

17
日 

(五) 

10:00-10:25 張伊昇 女大學生婚姻態度 、擇偶條件之探討-以輔大女學生為例 吳素倩 黃有容 

10:30-10:55 莊育杰 影響國民中學在校生課堂學習態度因素之探討 吳素倩 黃有容 

11:00-11:25 吳若男 校園暴力行為之相關因素探討-以金門地區國中生為例 吳素倩 陳欣如 

11:30-11:55 李郡哲 青少年校外生活的文化現象 吳素倩 黃世傑 

15:00-15:25 楊植凱 部落格(網誌和相簿)對於自我認同和人格特質 林美惠 林暉騰 

15:30-15:55 陳慧文 大學生打工與工作價值觀之關聯性探討 林美惠 陳芳宇 

16:00-16:25 林依珊 大學生對同性戀刻板印象影響同性戀態度調查—以輔仁大學為例 林美惠 許菀琪 

16:30-16:55 王文俊 孤獨感形成之相關因素探討—以輔仁大學學生為例 林美惠 陳芳宇 

17:00-17:25 馮彥翔 直銷產業的組織文化與管理策略—以美商安麗公司為例 林美惠 傅筠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