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  仁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第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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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0年 12月 12日～12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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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 

(一) 
 

09:00-09:25 陳鴻均 中小企業經濟活動中的社會因素影響–以台灣重車零件貿易產業為例 吳素倩 張義興 

09:30-09:55 黃建凱 社區大學學生對社區大學的學習態度研究-以三重社大為例 吳素倩 張義興 

10:00-10:25 蔡宗儒 大學生動漫迷研究 陳輝立 翁誠禧 

10:30-10:55 徐小原 網路社群匿名性與人際關係相關 陳輝立 傅筠駿 

11:00-11:25 陳冠勳 在台緬華女性的適應與媒介使用-以華新街為例 陳輝立 賴益如 

11:30-11:55 麥頌昇 大學生對服務學習的參與態度與成長之相關研究 陳輝立 譚  琪 

13:30-13:55 詹凱謀 社會運動與意見反映 胡克威 陳雅晴 

14:00-14:25 田亦君 中國已婚婦女就業型態轉變探討 胡克威 陳雅晴 

14:30-14:55 夏中蘭 誰的教育比較高-以2007年台灣社會變遷為例 胡克威 王安琪 

15:00-15:25 張芷瑄 影響中國已婚婦女婚後就業原因之探討 胡克威 徐春蘭 

15:30-15:55 黃雅善 中國教育階層化:1949-2008 胡克威 徐春蘭 

16:00-16:25 王衍華 社會主觀不平等之研究 胡克威 羅傑茗 

16:30-16:55 李霈霖 主觀社會不平等─從三個不同職業的收入中探討 胡克威 羅傑茗 

12
月
13
日 

(二) 

10:00-10:25 吳崎牟 藝術電影院做為藝文場域的氛圍形塑 魯貴顯 葉信昌 

10:30-10:55 陳映攸 國際志工的異想視界 魯貴顯 陳思婷 

11:00-11:25 宋翔倫 誰讓幹成為幹？－以情境脈絡探討髒話的功能 魯貴顯 杜永吉 

11:30-11:55 陳明君 KTV 歌唱包廂中的互動及意義共享 魯貴顯 許菀琪 

13:00-13:25 王博賢 擇偶態度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郭紋綺 

13:30-13:55 齊沛瑜 再犯研究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郭紋綺 

14:00-14:25 劉軒育 白領犯罪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鄭又銘 

14:30-14:55 曾韻如 網路霸凌相關議題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陳庭儀 

15:00-15:25 陳姵杉 教育機會不均等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陳郁婷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二) 

15:30-15:55 曹筑婷 咖啡連鎖店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關係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傅筠駿 

16:00-16:25 吳珮儀 「外遇」原因、發展歷程、相關變項之探討 陳正和 鄭又銘 

16:30-16:55 郭瑞玟 影響嬰幼兒死亡率相關因素之探討：一個後設分析 陳正和 陳庭儀 

17:00-17:25 李岱芬 夫妻資源與家務分工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張抒凡 

12
月

14
日 

(三) 

09:00-09:25 徐鈺屏 社區大學學員生活與意識-以新北市三重社區大學為例 吳素倩 唐園荷 

09:30-09:55 吳若彤 Cosplayer 與不同同儕團體間相處時符號使用的差異 吳素倩 卓亞萱 

10:00-10:25 吳永凡 影響民眾參加社大意願之因素─以三重居民為例 吳素倩 曾蓮紅 

10:30-10:55 周劍雄 社區大學與教育發展之相關因素探討- 以三重社區大學為例 吳素倩 曾蓮紅 

11:00-11:25 謝宜宏 家在何處_以社會新鮮人生涯規劃與住宅需求來檢視社會住宅概念 戴伯芬 蔡欣倫 

11:30-11:55 黃采芝 單親家庭子女的性別角色與家庭價值觀 戴伯芬 譚  琪 

13:00-13:25 黃冠芸 哈韓研究之探討-以輔大學生為例 戴伯芬 翁誠禧 

13:30-13:55 林姍穎 流浪動物保護組織在台灣–以「中華民國流浪動物花園協會」為例 戴伯芬 楊凱迪 

14:00-14:25 劉世妍 符號消費與認同－以韓國女性歌迷為例之分析 戴伯芬 蔡欣倫 

14:30-14:55 孫靖媛 父母離婚對於子女人際關係的影響──以年輕世代為例 戴伯芬 王安琪 

15:00-15:25 蔡幸芳 影響女性扮裝與消費因素之探討－以輔大女學生為例 戴伯芬 楊凱迪 

15:30-15:55 方禹婷 安其位與不得其所－房地產代銷業跑單女性生命史 戴伯芬 熊晨妤 
16:00-16:25 邱泓凱 將團組織的社會行動網絡－以蘆洲哪吒劇坊為例 戴伯芬 許菀琪 
16:30-16:55 林之淯 雲門舞集舞蹈教室成人律動學員與文化品味之探究 戴伯芬 熊晨妤 

17:00-17:25 何青芳 新移民女性在台適應情形與生活歷程 戴伯芬 陳慧文 

15
日 

(四) 

08:30-08:55 蔡佳恬 社會住宅在台灣落實可行性之研究 謝宏仁 曾繁萍 

09:00-09:25 劉興陽 台灣電子競技的發展及與外國之競合關係 謝宏仁 曾繁萍 

09:30-09:55 周彥伶 懸在全球舞台上絢爛的殺戮－熱錢的社會學研究 謝宏仁 黃靖軒 

10:00-10:25 喬天鼎 大學生飲酒行為之探討 謝宏仁 林寬榮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2
月

15
日 

(四) 

10:30-10:55 勞嘉樂 知識經濟時代與其人力資源之探討 謝宏仁 黃有容 

11:00-11:25 廖勇勝 以第三產業-服務業的觀點探討詐騙集團的跨國分工犯罪模式 謝宏仁 黃有容 

11:30-11:55 郭晉佑 全球化下的台灣農業政策分析－以農業補貼為例 謝宏仁 張詠翔 

13:30-13:55 劉彥甫 補習班每日生活分析 翁志遠 劉毓翔 

14:00-14:25 徐群佑 不一樣的網路團體:以「依稀渴望」為例 翁志遠 劉毓翔 

14:30-14:55 柯欣妤 台灣地區健康梯度探討-以代謝症候群為例 翁志遠 唐園荷 

15:00-15:25 黃意娟 家庭結構與青少年憂鬱情緒:檢視親子關係的緩衝作用 翁志遠 施明玉 

15:30-15:55 王雙乾 社經地位與資本對老人生活滿意度之影響 翁志遠 江啟暉 

16:00-16:25 陳盈臻 重大生命事件與青少年憂鬱-檢視不同復原力概念的緩衝效果 翁志遠 陳宜弗 

16:30-16:55 黃郁芬 重大生命事件與青少年憂鬱－個人心理資源的中介效果 翁志遠 陳宜弗 

17:00-17:25 陳艾欣 父母教育期望、心理資源、社會支持與青少年憂鬱症狀 翁志遠 陳思婷 

12
月

16
日 

(五) 

10:00-10:25 韋居明 品牌故事之符號探索 魯貴顯 陳彥瑞 

10:30-10:55 許世龍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與生活整合影響之初探 魯貴顯 呂昌佾 

11:00-11:25 姚  萱 報導了什麼?－以蘋果日報犯罪新聞為例 魯貴顯 陳郁婷 

13:00-13:25 黃煜翔 計時勞動─勞動時間紀律化的發展 吳宗昇 張抒凡 

13:30-13:55 張品羚 女工實習──被困住的是？ 吳宗昇 陳致融 

14:00-14:25 王安綺 工讀服務員、宴會廳需求及其互動關係初探 吳宗昇 江啟暉 

14:30-14:55 吳欣穎 負債如何造成貧窮世襲－以自身的債務家庭為例 吳宗昇 陳致融 

15:00-15:25 黃詩羽 我在上流社會旁邊的日子：VIP 室服務生的觀察 吳宗昇 黃瑩瀅 

15:30-15:55 葉柏鉅 大學生對社會文憑主義的自我認定之定位相關研究 吳宗昇 黃瑩瀅 

16:00-16:25 周柏銳 服務學習如何成為一種社會實踐 吳宗昇 蔡志強 

16:30-16:55 陳文嫺 道德經濟如何可能？柬埔寨一個小村莊的觀察 吳宗昇 蔡志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