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  仁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第四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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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2 月 17 日～12 月 21 日 

 

地點：輔仁大學羅耀拉大樓一樓 117 會議室 



 

12
月
17
日 

(一)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09:00-09:30 李怡秀 鄉村仕紳化-三峽新舊城區的互動關係 王驥懋 張  弛 

09:30-10:00 陳柏蒝 宗教的環保回收市場展演：以花蓮慈濟環保教育站為例 王驥懋 溫爵安 

10:00-10:30 賴婷穎 勞動新藍圖-探討專案性活動與派遣勞動者之關係 王驥懋 高于凱 

10:30-11:00 張沐晴 不淨還是不靜？-以科技與社會探究月亮杯在台灣的發展現況 王驥懋 葉冠妤 

11:00-11:30 吳沛柔 機車改裝族群組織動員之研究─以 MR 手工車工作坊為例 王驥懋 莊佳涵 

11:30-12:00 林宸寬 現今鄉村社區發展網絡之建立-以雲林縣新吉社區為例 王驥懋 葉慧敏 

13:00-13:30 賴翊庭 服務性社團的沒落-以北台灣大專校院為例 戴伯芬 黃品馨 

13:30-14:00 童元泓 
原住民部落的毒品從何而來 

-以社會網絡分析北台灣某部落的毒品問題 
戴伯芬 黃品馨 

14:00-14:30 林敬宣 醫病關係中的互動與策略-以北部某中醫診所為例 戴伯芬 劉宇涵 

14:30-15:00 黃嘉柔 身心障礙者之職場排除與應對策略-以輕、中度腦性麻痺者經驗為例 戴伯芬 郭立婷 

15:00-15:30 王柏蓉 鐵飯碗中的障礙者 戴伯芬 謝宜文 

15:30-16:00 洪世閔 轉動的世界-一個腦性麻痺者的生命故事 戴伯芬 郭立婷 

16:00-16:30 翁淳郁 偏鄉護理師的來與去-以烏來地區為例 戴伯芬 劉宇涵 

12
月
18
日 

(二) 

09:00-09:30 楊亞欣 實體書店之生存分析-以誠品為例 吳宗昇 李彥鈴 

09:30-10:00 林柏宇 體驗行銷對高中籃球聯賽的運用及影響 吳宗昇 許量然 

10:00-10:30 王品皓 遊戲實況主如何展現自身價值探討人氣對於經紀公司合約之影響 吳宗昇 汪  澈 

10:30-11:00 顏毓潁 大學生免費線上遊戲使用與消費行為之研究-以輔仁大學為例 吳宗昇 簡銘宏 

11:00-11:30 林瑀柔 債務人消債前後之社會傷害研究–以卡債受害人自救會為例 吳宗昇 溫爵安 

11:30-12:00 羅曉韓 工作整合性社會企業之運作模式與挑戰：以珍珠家園為例 吳宗昇 陳鈺婷 



 

18
日 

(二)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3:30-14:00 李宜姍 
等一下先拍照！大學生的「手機先食」經驗： 

探討動機類型及其對社交與健康的影響 
翁志遠 蕭易怡 

14:00-14:30 林恩霓 高中生課業壓力與生活適應能力之關係：童年負面經驗的調節作用 翁志遠 鄧潔如 

14:30-15:00 辜玟諭 「窮忙世代」：台灣工作貧窮者的個人與結構成因探討 翁志遠 程士華 

15:00-15:30 山本清香 日本介護殺人現象的時間趨勢與地區差異 翁志遠 廖怡理 

15:30-16:00 黃冠瑜 社會體型焦慮、運動依賴與同儕關係 翁志遠 黃令皓 

12
月

19
日 

(三) 

09:00-09:30 陳㵾伃 在台無國籍兒童之日常經驗與制度困境-以台北市關愛之家為例 石易平 許量然 

09:30-10:00 凌乙心 「你是我們存在的理由」-台灣 KPOP 迷的行動與經驗 石易平 莊佳涵 

10:00-10:30 黃心柔 從交友軟體看現代人際關係的發展與對親密關係的影響 石易平 陳心瑩 

10:30-11:00 張政宇 單親女性的子女照顧協助 石易平 熊晨恩 

11:00-11:30 袁泉鈴 論乙女手遊的興起與親密關係的想像──以「戀與製作人」為例 石易平 許瑀芹 

11:30-12:00 徐靖婷 「我本平凡，只願平等。」—台灣女同志共組家庭之面向與困境 石易平 許瑀芹 

13:00-13:30 鍾子翔 台灣年輕世代生活風格之探討-以「反雞湯」現象為例 胡克威 陳  洋 

13:30-14:00 張佳禾 台灣直銷的汙名化與自我實現－以安麗為例 胡克威 待  定 

14:00-14:30 陳致遠 
權力的生成、施展與失控- 

一個社團指導老師在康輔社的考察紀實 
胡克威 待  定 

14:30-15:00 林宗佑 打工換宿之參與動機及其風險研究 胡克威 待  定 

15:00-15:30 吳念昀 “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研究參與者回饋：初入田野接觸訪談之規劃 胡克威 陳于廷 

15:30-16:00 黃威廉 台灣學生的自我調適-以研究所重考生為例 胡克威 高于凱 

16:00-16:30 黃俊欽 
從飲食習慣看新住民子女的文化認同 

-以木柵愛鄰陪讀班學生為例 
胡克威 待  定 



 

12
月

20
日 

(四)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09:00-09:30 洪  吉 從陌生人到流亡者：作為反抗現代性的手段 魯貴顯 田慧玲 

09:30-10:00 林頌傑 課堂事件紀錄-教學法與學生參與 魯貴顯 待  定 

10:00-10:30 周湘庭 話中有化–彩妝師的職業發展與轉變 魯貴顯 蕭易怡 

10:30-11:00 陳佳宏 符號消費與階級展演-酒類消費與酒吧文化 魯貴顯 程士華 

11:00-11:30 李佩筠 教會生活對青少年和外國學生的影響 魯貴顯 待  定 

11:30-12:00 莊雅婷 教育分流的十字路口，我該走哪條？以新加坡高等教育為例 魯貴顯 汪友基 

13:00-13:30 陳耀群 台灣兒少虐待情形趨勢變化分析 陳正和 江昱翰 

13:30-14:00 林宥辰 探討資訊與通訊科技影響犯罪率之相關因素分析 陳正和 鍾秉融 

14:00-14:30 古容瑄 婚姻暴力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李彥鈴 

14:30-15:00 林茹玥 實質與象徵性婚姻暴力反應之因素探討 陳正和 鍾秉融 

15:00-15:30 黃怡蒨 家庭結構與文化社會資本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之研究 陳正和 彭昕柔 

15:30-16:00 蕭𤫊璽 組織承諾與信念和行為之關聯-以真耶穌教會為例 陳正和 鄧潔如 

12
月

21
日 

(五) 

13:00-13:30 陳浩然 台商子女在中國之國家認同建構—以華東台商子女為例 謝宏仁 陳于廷 

13:30-14:00 歐  洋 
被遺忘的討海人：初探外籍漁工的勞動條件與跨文化適應 

-以澎湖時裡漁村為例 
謝宏仁 楊昕慈 

14:00-14:30 陳翰文 留學生的留學動機及後續發展與移民-以澳門留學生為例 謝宏仁 江世威 

14:30-15:00 吳豐旭 讓各位 Jordan 了-探討限量流行鞋款的排隊現象 謝宏仁 林佑儒 

15:00-15:30 魏子涵 憂鬱症患者的身體經驗與復原歷程 謝宏仁 劉佳俐 

15:30-16:00 王亭予 快速時尚與環境是否能維持和平共存，及其所帶來的影響和問題 謝宏仁 沈聖偉 

16:00-16:30 賴彥宇 都市原住民的就業探討 謝宏仁 沈聖偉 

16:30-17:00 盧亮瑜 從遊戲社群探討網路社群被視為生活場域的可行性 謝宏仁 江世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