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  仁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第四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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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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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6
日 

(一)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09:00-09:30 張劭瑋 教會外的信徒:台灣教會後基督徒之形成原因與身分維持 魯貴顯 鄧潔如 

09:30-10:00 雷  駿 
改宗過程中的宗教經驗與意識形態： 

以馬來穆斯林改宗基督教爲例 
魯貴顯 江世威 

10:00-10:30 鄭翔仁 文化創意產業中微型創業者的創業行為網絡與社會制約 魯貴顯 田慧玲 

10:30-11:00 游蕙寧 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刻板印象與去脈絡化——以荷蘭為例 魯貴顯 賴翊庭 

11:00-11:30 白初冉 韓國瑜的偶像崇拜與政治拜物教 魯貴顯 高  睿 

11:30-12:00 趙婕安 軍人服從秩序的再現 魯貴顯 陳于廷 

13:00-13:30 黃修安 精神疾病與人際互動—一名憂鬱症患者的現象學回顧 魯貴顯 吳承叡 

13:30-14:00 陳廷維 大學生通勤族交通方式之性別差異 石易平 葉慧敏 

14:00-14:30 莊雅茜 我們一起上街玩吧! 石易平 社會實踐 

14:30-15:00 劉芳庭 雙性戀者自我認同與出櫃之探討 石易平 許瑀芹 

15:00-15:30 王玟婷 單身收養家庭的制度困境與親職差異 石易平 許瑀芹 

15:30-16:00 洪于珺 餐飲業職業災害之相關探討 石易平 楊昕慈 

16:00-16:30 李  昕 挑戰性別框架：輔大學生男性球隊經理的經驗 石易平 葉冠妤 

16:30-17:00 詹云瑄 遮掩與坦蕩--台北地區大學女性抽菸研究 石易平 葉冠妤 

17:00-17:30 王偉霖 退休如何影響夫妻相處 石易平 溫爵安 

12
月
17
日 

(二) 

09:30-10:00 簡兆佑 以無包裝商店為例探討減塑的倫理消費運動 吳宗昇 陳鈺婷 

10:00-10:30  龔子芹 剩食終結者—NG 蔬果搖身一變成為「No Garbage 蔬果昔」 吳宗昇 社會實踐 

10:30-11:00 葉一寬 電子煙的出現與擋菸文化的改變－以學生抽菸團體為例 吳宗昇 李怡秀 



 

12
月
17
日 

(二)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1:00-11:30 蕭銘沂 台美學貸制度比較—從美國學貸風波談起 吳宗昇 郭立婷 

11:30-12:00 陳玟伶 共享經濟對台灣原有計程車產業與社會之影響-以 Uber 為例 吳宗昇 陳鈺婷 

13:30-14:00 謝宇騏 家庭政治社會化與政治參與之關聯探討 翁志遠 林恩霓 

14:00-14:30 陳冠豪 
大學生法律常識程度高低以及媒體接觸影響司法信任度的關聯－以

輔仁大學為例 
翁志遠 蕭易怡 

14:30-15:00 江至淳 大學生對長照 2.0 認知、態度與行為探討 翁志遠 蕭易怡 

15:00-15:30 楊欣諭 一般成人選擇預期提供的長照方式之影響因素 翁志遠 鄧潔如 

15:30-16:00 彭仁憶 探討網路時代民眾文化品味區分現象 翁志遠 陳冠甫 

16:00-16:30 程治軒 婚姻狀況變化對老人的身心健康影響 翁志遠 林恩霓 

16:30-17:00 莊凱叡 癲癇患者疾病知識、社會健康、自我管理、與相關因素初探 翁志遠 陳冠甫 

12
月

18
日 

(三) 

09:00-09:30 羅詠駿 社會網路與地區性社團組織動員招募之研究-以輔大南友會為例 王驥懋 葉慧敏 

09:30-10:00 李佳芸 探討現今年輕人參與大甲媽祖遶境的原因 王驥懋 李宜姍 

10:00-10:30 邱冠瑜 以行動者網絡理論看鄉村發展—以恆春九棚社區為例 王驥懋 待  定 

10:30-11:00 王怡婷 酒店文化與生態 王驥懋 高于凱 

11:00-11:30 林隴佑 華語辯論社群權力關係探討 王驥懋 待  定 

11:30-12:00 陳渟濡 高中生異議性社團之經營及轉變─以台中一中及台中女中為例 王驥懋 程士華 

13:30-14:00 蔡朔方 社會階層間的數位落差：手機與電腦使用習慣差異的探討 胡克威 李彥鈴 

14:00-14:30 曾梓恒 對中貿易政策對台灣社會的影響調查 胡克威 程士華 



 

18
日 

(三)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4:30-15:00 吳志達 衣服是你唯一的選擇？探討現今衣物過多的現象 胡克威 張詩華 

15:00-15:30 沈  柔 「創造英雄」─從大眾的消費文化解讀漫威電影之所以賣座的原因 胡克威 待  定 

12
月

19
日 

(四) 

13:00-13:30 黃昱博 台灣地區女性部分工時轉任全時工作分析 陳正和 王品皓 

13:30-14:00 陳鈺憲 公立動物收容所職員與志工之關係 陳正和 高福慧 

14:00-14:30 邱品臻 探討粉絲對偶像崇拜程度之差別－以韓國流行音樂文化為例 陳正和 凌乙心 

14:30-15:00 高詩涵 青少年網路使用對人際互動和個人生活滿意度之影響 陳正和 吳承叡 

15:00-15:30 林祐臣 影響台灣民眾司法信心相關因素之分析 陳正和 高福慧 

15:30-16:00 蔡迁睿 世界價值觀之迷亂比較 陳正和 楊昕慈 

16:00-16:30 崔德培 探討家庭社會資本對青年社會參與及社會適應之影響 陳正和 李彥鈴 

12
月

20
日 

(五) 

13:30-14:00 徐巧容 中國「一帶一路」經濟發展計畫在亞洲的困境之研究 謝宏仁 陳于廷 

14:00-14:30 游淨思 迷途「高」羊：上大學的意義與價值 謝宏仁 郭立婷 

14:30-15:00 柯智勝 Over my dead body 謝宏仁 待  定 

15:00-15:30 趙國匡 帝國盡頭的燈光─東方之珠的意外建構 謝宏仁 江世威 

15:30-16:00 楊勝鈞 探討保險業的增員動機－以富邦人壽為例 謝宏仁 賴翊庭 

16:00-16:30 林敏眞 移動中的剝削－以在台的印尼及越南勞工為例 謝宏仁 高于凱 

16:30-17:00 張軒翊 臺灣兵制變革對軍人造成的影響 謝宏仁 李怡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