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  仁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第四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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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12 月 14 日～12 月 18 日 

 

地點：輔仁大學羅耀拉大樓一樓 117 會議室 



 

12
月
14
日 

(一)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09:00-09:30 詹涵晴 
組織文化、組織支持、領導風格與員工幸福感之關聯 

－以某連鎖藥妝店為例 
戴伯芬 黃昱揚 

09:30-10:00 彭昕柔 你拉 K 了嗎？－以尖石鄉為例原住民少年用藥探討 戴伯芬 劉軒育 

10:00-10:30 謝宜文 自評就業力與報考公職趨力之因素調查分析－以輔仁大學為例 戴伯芬 江柏燕 

10:30-11:00 鄭裕程 社會印象：以參與萬華街遊被導覽者為例 戴伯芬 江世威 

11:00-11:30 詹曜瑋 無聲學習的突破：以學社會學概論為例 戴伯芬 許量然 

13:00-13:30 陳禎螢 當工作遇上旅遊 － 以打工換宿為例 吳宗昇 吳佳燁 

13:30-14:00 林子傑 「沒水喝？不會喝牛奶啊！」漫畫《百姓貴族》的文類分析 吳宗昇 張庭瑋 

14:00-14:30 鄧涵文 這些年，我們的服務時代－一段反思志願服務體制的實踐旅程 吳宗昇 蕭君陵 

14:30-15:00 陳思郁 河岸部落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以溪洲部落為例 吳宗昇 陳鈺婷 

15:00-15:30 涂䋖畇 青春中墮胎的那一頁－探討未婚男性、女性在墮胎事件中的角色 吳宗昇 黃昱揚 

 
 
 
 
 
 

12
月
15
日 

(二) 

08:00-08:30 陳昱翔 台灣大學生休閒娛樂阻礙因素研究 吳素倩 張聖翊 

08:30-09:00 林新政 霸凌者與被霸凌者的相關性─以大學生的校園霸凌經驗為例 吳素倩 龍俊業 

09:00-09:30 葉宣佑 大學生休閒活動之相關研究 吳素倩 林慈聰 

09:30-10:00 葉梓殷 甜點的迷思-大學生對西式甜點的偏好 吳素倩 張聖翊 

10:00-10:30 李璟俊 大學生校園生活的研究─以香港大學生為例 吳素倩 林佳欣 

10:30-11:00 游以謙 人際關係的影響力 吳素倩 王威龍 

11:00-11:30 劉軒豪 
大專一般生排球校隊參與者之參與動機、團隊凝聚力與參與程度

之相關研究 
吳素倩 杜永吉 

11:30-12:00 鄭宇倫 年輕族群網路成癮與社會支持之相關探討 吳素倩 林佳欣 

13:00-13:30 李怡靜 
學科背景對於大學生的正義觀與道德觀之形塑： 

商學院與社會科學院之比較 
翁志遠 程士華 

13:30-14:00 汪友基 
大學生對老年人的知覺與態度： 

學科背景與生活經驗的獨立影響與交互作用 
翁志遠 張庭瑋 

14:00-14:30 李映潔 一般成人關於失智症的知識素養及其影響因素 翁志遠 陳柔安 



 

12 
月
15
日 

(二)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4:30-15:00 余靜雯 參與登山行前訓練之行為意圖及其影響因素： 
計畫行為理論之應用 翁志遠 朱虹樺 

15:00-15:30 陳麗宇 銀行從業人員的工作壓力、自我效能與退休態度 翁志遠 江世威 

15:30-16:00 周本立 安親班老師的職涯規劃與勞動經驗 翁志遠 吳婕安 

16:00-16:30 王淳筣 幸福企業是否幸福及為何幸福?星巴克與 85 度 C 之比較 翁志遠 朱虹樺 

16:30-17:00 吳羿佳 
外地大學生北上就學之適應壓力與孤獨感受： 

媒體建構或社會真實？ 
翁志遠 陳鈺婷 

12
月

16
日 

(三) 

09:30-10:00 羅禹傑 傳統產業價值存續─以殯葬花店為例 魯貴顯 洪宗儀 

10:00-10:30 李修儀 功能還是炫耀？機車改裝族的需求研究 魯貴顯 張品羚 

10:30-11:00 李明穎 我拍故我在？─自拍作為網路社群中的自我展演 魯貴顯 葉冠妤 

11:00-11:30 劉佳俐 繪本超乎想像；繪本的本質與互動關係探究 魯貴顯 黃  奕 

11:30-12:00 鄭家盈 論少棒隊中教練與球員的暴力關係─以台中市力行國小為例 魯貴顯 牛志瑋 

13:00-13:30 曾竣穎 被拆解與建構的主體─康輔社作為一規訓系統 曾凡慈 黃愉婷 

13:30-14:00 歐芷芸 能生卻不生─成年女性非法墮胎的生命經驗以及自我認同的再建 曾凡慈 黃愉婷 

14:00-14:30 陳芷楠 制度信任差異及其對陌生人信任的影響─廣州與台北的對比研究 胡克威 馮  靜 

14:30-15:00 陳柏衡 打開酷聖石情緒勞動程式集 胡克威 葉冠妤 

15:00-15:30 黃國益 
探討大學生 LINE 及臉書使用行為 

與焦慮行為、「已讀不回」之關聯性 
胡克威 龍俊業 

15:30-16:00 黃文冠 
兩岸交流對兩岸政治態度的影響 

─以台灣民眾對中國投資、工作的態度為例 
胡克威 彭善豪 

17
日

(四) 

09:30-10:00 張鈞涵 她們的生理期─論經痛女性身體經驗 曾凡慈 陳俞君 

10:00-10:30 陳彥凱 身體的抗爭，抗爭的身體 曾凡慈 程士華 

10:30-11:00 劉均蘭 腦性麻痺的生命歷程與自我認同 曾凡慈 林韋成 

11:00-11:30 林希潔 藥師袍下的真相─社區藥局藥師的專業展演與情緒勞動 曾凡慈 陳柔安 



 

12
月

17
日 

(四)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1:30-12:00 夏晨涵 機車改裝世界、改裝技術接軌以及現象探討 曾凡慈 吳國丞 

13:00-13:30 彭芷琳 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生活之探討 石易平 劉軒育 

13:30-14:00 陳  潔 《世間情》中的性別價值 石易平 熊晨妤 
14:00-14:30 李姿慧 分裂與重組:單親家庭經濟資源與親子關係變遷 石易平 溫婷如 

14:30-15:00 麥竣如 家庭生活、代間關係與婚姻觀：單親子女的故事 石易平 許量然 

15:00-15:30 陳詒文 小劇場如何生產藝術 石易平 陳思涵 

15:30-16:00 簡妏玲 兒童電視廣告中的兒童意向與性別氣質再現 石易平 蕭君陵 

16:00-16:30 范家瑛 爵士樂的小小世界─以底細爵士樂團為例 石易平 牛志瑋 

16:30-17:00 林莉萍 寵物家人化：從日常生活到生老病死 石易平 熊晨妤 

12
月

18
日 

(五) 

08:30-09:00 張  晴 電話詐欺犯罪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劉自儀 

09:00-09:30 許涵柔 汽機車竊盜犯罪研究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廖珮閔 

09:30-10:00 胡逸昕 中輟生犯罪因素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溫婷如 

10:00-10:30 林柏翰 以紮根理論評析獨立樂團所創作之歌曲 陳正和 陳泓安 

10:30-11:00 周長昕 霸凌行為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林韋成 

11:00-11:30 林郁雅 男性肚皮舞者的學習歷程 陳正和 李上瑜 

11:30-12:00 盧郁霖 教會活動目的探討一以基督教信義會新莊教會為例 陳正和 吳佳燁 

14:00-14:30 馮瑋安 大學生失去方向感，迷茫的一代。 謝宏仁 陳  洋 

14:30-15:00 張亦萱 Wine 壞惹人愛？！探討台灣酒類廣告中的文化意涵 謝宏仁 簡銘宏 

15:00-15:30 曾威融 台灣獨立音樂中樂手與樂迷的自我認同 謝宏仁 曾嬿融 

15:30-16:00 潘怡安 選舉中的仇恨言論 謝宏仁 簡銘宏 

16:00-16:30 李沿君 
除了庇護工場外，我們還可以有其他選擇嗎？－探討非北部都市

區智能障礙者的工作權益 
謝宏仁 林士堯 

學士論文-社會實踐  展演時間:104 年 12 月 17 日(四)  BS204 
黃婷-消失的音符   蕭郁儒-消失農地事件簿   陳于廷-伊能再踏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