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  仁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第四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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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12 月 16 日～1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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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 

(一) 
 

09:30-09:55 楊茜雯 聽障者的工作障礙－汙名標籤、障礙與職務再設計 吳宗昇 林后軒 

10:00-10:25 王秀琪 公營事業民營化是好的嗎?─以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例 吳宗昇 駱郁蓉 

10:30-10:55 楊采珺 迷與迷社群 吳宗昇 陳柔安 

11:00-11:25 蘇尹敏 夾縫中求生存─小型工廠因應之道 吳宗昇 黃于倫 

11:30-11:55 陳  薇 遊民生活自主的可能性－以大誌雜誌為例 吳宗昇 吳崎牟 

13:00-13:25 李亞涵 “布”能沒有你！－以尼泊爾婦女之志工服務為例 戴伯芬 林  俐 

13:30-13:55 施雅雯 成為藝術人？－以米開朗基羅特展為例 戴伯芬 洪宗儀 

14:00-14:25 林建良 傳統航空與廉價航空服務差別化與情緒勞動之比較 戴伯芬 王安綺 

14:30-14:55 朱虹樺 小別勝新婚？久別要離婚？－影響遠距家庭婚姻感情因素之探討 戴伯芬 朱啟東 

15:00-15:25 黃映靈 聽障者職場的困境與突破 戴伯芬 林后軒 

15:30-15:55 謝韻欣 男女宿舍大不同－以輔仁大學為例 戴伯芬 熊晨妤 

16:00-16:25 許雅婷 變臉─以 25-39 歲女性上班族微整型美容為例 戴伯芬 熊晨妤 

16:30-16:55 葉冠妤 不異化的表演勞動—以大型人偶扮演工作為例 戴伯芬 杜永吉 

17:00-17:25 鄧庭軒 臺北與香港公共住宅政策之比較 戴伯芬 杜永吉 

12
月
17
日 

(二) 

09:30-09:55 薛怡冠 時空跨越－2.5 次元 ACG 文化之初探 吳素倩 邱芊樺 

10:00-10:25 莊喬瑋 社區長青活力站對銀髮族之影響—以集集地區慈惠善行協會為例 吳素倩 林慈聰 

10:30-10:55 簡伯任 不動產政策下人格類型對賭屋行為影響之研究—以奢侈稅為例 吳素倩 林慈聰 

11:00-11:25 潘昇榆 原住民學生對升學優待政策之態度分析 吳素倩 宋翔倫 

11:30-11:55 涂瓊文 兩性在運動行為與態度上的探討－以輔大學生為例 吳素倩 黃有容 

13:30-13:55 陳盈穎 啟智教育教師工作壓力與離職傾向之相關研究-中介與調節變項 翁志遠 龍俊業 

14:00-14:25 陳柏憲 社會住宅預定地附近居民態度調查 翁志遠 劉軒育 

14:30-14:55 吳宛庭 壓力與高風險飲食型態－情緒性飲食之中介效果 翁志遠 陳柔安 

15:00-15:25 黃昱揚 性別刻板印象的外顯與內隱：不同科系間差異 翁志遠 龍俊業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7
日 

(二) 

15:30-15:55 詹惟捷 身心障礙者婚姻機會之影響因素 翁志遠 朱啟東 

16:00-16:25 張叡純 公益彩券消費行為及其人口論點、社會、心理之關聯－以大樂透為例 翁志遠 陳映攸 

16:30-16:55 黃亞諾 參與教會聚會的推力與拉力—以台北復興堂青年牧區為例 翁志遠 陳映攸 

17:00-17:25 蘇靖凱 大學人際關係與心理健康之影響 人際因應策略的調節效果 翁志遠 曾韻如 

12
月

18
日 

(三) 

08:30-08:55 鄭伊婷 管理不協調的互動－探討尷尬之情境規則與沉默行為之運作 曾凡慈 張義興 

08:55-09:25 蕭怡婷 想像生命－人用自我反思對生命意義的建構 曾凡慈 陳慧君 

10:00-10:25 林軒揚 次文化之聲－台灣獨立音樂之初探 曾凡慈 彭善豪 

10:30-10:55 管珈萱 行業特質對身體勞動的影響─以 Show girl 為例 曾凡慈 陳俞君 

11:00-11:25 蕭安娜 電視媒體如何消費女性的美貌？－以卸妝節目為例 曾凡慈 林子翔 

11:30-11:55 黃愉婷 「療效」如何可能？初探乩童與求診者形塑醫病宇宙觀的過程 曾凡慈 林  俐 

13:30-13:55 廖珮閔 音樂製作之行動者網絡初探 曾凡慈 吳欣穎 

14:00-14:25 陳思涵 人皮藝術的流行綻放還是強勢驚駭？探討刺青產業專業化現況下霸權與抗爭的辯證 曾凡慈 陳慧君 

14:30-14:55 牛志瑋 成長中的殺戮—經濟成長下的光明與黑暗 謝宏仁 吳欣穎 

15:00-15:25 林藝臻 少年維特的「薪」煩惱－我們都是 22K 的新世代？ 謝宏仁 張品羚 

15:30-15:55 李科賜 全募兵制下的探討：以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為例 謝宏仁 王衍華 

16:00-16:25 向峻霆 台北市社區營造推動歷程之比較分析 謝宏仁 曾繁萍 

16:30-16:55 曾佩玲 社會學當中的博愛座 謝宏仁 曾繁萍 

17:00-17:25 趙若文 在消費社會史性別角色形象的展現 謝宏仁 高士強 

19
日

(四) 

09:30-09:55 楊長興 規則所容忍的運動暴力─以冰球為例 吳宗昇 黃仁宏 

10:00-10:25 陳孟琪 待用是社會企業新型態？以板橋待用麵為例 吳宗昇 張義興 

10:30-10:55 江柏燕 紀實攝影中的主、客體轉換 吳宗昇 陳文嫻 

11:00-11:25 林  磬 社會企業如何可能？與臺灣合作運動歷程作比較 吳宗昇 陳文嫻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2
月

19
日 

(四) 
 

11:30-11:55 林安俐 隨歌聲沸騰：音樂介入社會之文化內涵 吳宗昇 社會實踐 

13:30-13:55 官延昭 台灣少子因素初探 胡克威 林敬育 

14:00-14:25 林盛智 生活滿意度對於選民態度是否有影響？ 胡克威 宋翔倫 

14:30-14:55 張涵瑜 選民傳播媒體的使用與政治參與之研究 胡克威 翁誠禧 

15:00-15:25 歐琬蘋 人力資本與人際關係對個人收入的影響 胡克威 翁誠禧 

15:30-15:55 許博竣 影響個人的信任感與生活滿意度之因素探討—以 2009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為例 胡克威 胡天儀 

16:00-16:25 郭峻容 分裂投票之因素探討-以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 胡克威 胡天儀 

16:30-16:55 吳紹維 探討文革「前」「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變化─從中國對美蘇態度的差異視之 胡克威 王衍華 

12
月

20
日 

(五) 

08:30-08:55 黃宗暐 網路拍賣的大敵—知覺風險研究 魯貴顯 王怡婷 

09:00-09:25 林宛臻 以戰馬之情感關係：研究人與動物的互動 魯貴顯 林家碧 

09:30-09:55 彭云洸 遊戲、成人與社會 魯貴顯 張品羚 

10:00-10:25 程士華 Vocaloid 虛擬偶像：創作者與迷的文化之行動者網絡初探 魯貴顯 江奕翰 

10:30-10:55 謝育茜 公共空間的人際關係與陌生感─以計程車司機與乘客互動為例 魯貴顯 吳崎牟 

11:00-11:25 江世威 征服的藝術——暴力建構秩序 魯貴顯 彭善豪 

11:30-11:55 鄭凱莉 失語 魯貴顯 社會實踐 

13:30-13:55 劉俊賢 社會化媒介對青少年偏差行為與犯罪的影響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魏元超 

14:00-14:25 徐瑜隆 以紮根理論探討中小企業「頭家娘」的角色地位 陳正和 郭瑞玟 

14:30-14:55 邱琴之 品牌的影響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駱郁蓉 

15:00-15:25 隋智安 打工度假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呂昌佾 

15:30-15:55 鐘一豪 社團活動對學生就業力的影響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呂昌佾 

16:00-16:25 葉蕙瑜 大學生對於博愛座的認知與行為表現初探 陳正和 張簡妙林 

16:30-16:55 嚴嘉明 賭博犯罪研究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魏元超 

17:00-17:25 林柏澈 依賴世界體系理論與犯罪率之量化研究 陳正和 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