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  仁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第四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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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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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10:00 沈庭瑜 
大學生活壓力與情緒性飲食之關聯:社會支持、人格特質的調節

作用 
翁志遠 林恩霓 

10:00-10:30 方瀚翔 女同志壓力感受、社會支持、心理健康之探討 翁志遠 林恩霓 

10:30-11:00 連康妤 身心靈團體對心理健康的作用與影響—以台灣生活的藝術為例 翁志遠 吳承叡 

11:00-11:30 林雨晴 代購票券者(俗稱黃牛)的內部探究與消費者的看法 翁志遠 鄧潔如 

11:30-12:00 吳孟紘 以 UTAUT2 模型探討影響民眾從事數位閱讀之因素 翁志遠 簡兆佑 

13:00-13:30 胡益禎 六年社會學之路－以無法完成學士論文為例 魯貴顯 蔡承宏 

13:30-14:00 葉子維 桌上遊戲產業分析 魯貴顯 林隴佑 

14:00-14:30 謝芯慈 技職教育的抬頭—職業試探的影響及升學迷思 魯貴顯 鄧潔如 

14:30-15:00 陳碩君 刺青師的工作與介紹 魯貴顯 崔德培 

15:00-15:30 吳品儀 Uber 和計程車的最佳解答?-多元化計程車 謝宏仁 鄧潔如 

15:30-16:00 連柏皓 
從無形到有形網路力量對學生社團活動宣傳的影響—以輔仁大

學學生社團為例 
謝宏仁 許量然 

16:00-16:30 廖彥翔 現代化過程中竄起的新興宗教：以佛教如來宗為例 謝宏仁 高于凱 

16:30-17:00 李汶諭 大學生打工初探-以手搖飲料店工讀為例 謝宏仁 黃子軒 

12
月
15
日 

(二) 

09:00-09:30 何映儀 老年性工作者的生存-以珍珠家園為例 吳宗昇 陳鈺婷 

09:30-10:00 王麗婷 城鄉浪人：「Laqi，你的家在哪裡」? 吳宗昇 陳鈺婷 

10:00-10:30  蔡庭宜 微型金融何去何從-台灣微型金融在商業銀行發展的可能性 吳宗昇 李怡秀 

10:30-11:00  余汶潞 為地下經濟奔走的人們—中港水貨客的形成與運作 吳宗昇 林宸寬 

11:00-11:30 李家齊 共享經濟的轉變-由搭便車了解車主與搭車者的心路歷程 吳宗昇 林宸寬 

11:30-12:00 陳玟臻 
社會是甚麼?農業社會企業的社會影響範圍分析——以好食機社

會企業為利 
吳宗昇 林宸寬 

13:00-13:30 楊涵如 
這件燒到我了!探討韓國網拍服飾社會心理行銷策略與消費者購

買心態 
陳正和 李宜姍 

13:30-14:00 李仁郁 男性在護理師行業中所造成的性別差異 陳正和 楊昕慈 

14:00-14:30 楊育捷 探討「2.5 次元偶像」臺灣粉絲之文化 陳正和 楊昕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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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曉茵 以後物質主義看安樂死—調查各年齡層民眾對安樂死的看法 陳正和 吳承叡 

15:00-15:30 呂姝嫻 賽神豬祭典之意義轉變研究 陳正和 陳鈺憲 

15:30-16:00 黃郁清 
歡迎光臨台灣!-東南亞新住民來臺原因探討臺灣對東南亞產生之人口

流動推拉力原因 
陳正和 莊凱叡 

16:00-16:30 鄧心怡 
隱藏在租屋廣告中的性別刻板印象-租屋者選擇各類型公寓之行為探

討 
陳正和  莊凱叡 

12
月

16
日 

(三) 

09:30-10:00 林澤愷 跨越維度的憧憬—以偶像大師迷群為例 翁志遠 廖佳恩 

10:00-10:30 黃慧慈 被噤聲的他—男性性騷擾受害經歷 翁志遠 廖佳恩 

10:30-11:00 顏晨羽 逆境中的青年：談「韌性」 翁志遠 陳冠豪 

11:00-11:30 鄭依珊 從外送產業看台灣經濟 翁志遠 崔德培  

11:30-12:00 吳恩翔 政策的改革對大學生就業選擇的影響-以年金改革為例 翁志遠 楊欣諭 

13:00-13:30 洪鈺瑋 屬地主義對台灣職業運動的影響-以 PLEAGUE+為例 謝宏仁 江世威 

13:30-14:00 陳玉銘 在台灣大型重機上國道得看大眾臉色? 謝宏仁 江世威 

14:00-14:30 顏正華 你很客家?論客家人刻板印象的真實性 謝宏仁 江世威 

14:30-15:00 陳羿州 酒店從業人員工作動機研究 謝宏仁 林慈聰 

15:00-15:30 羅培欣 獨立書店之文化影響力與反向動力 謝宏仁 林慈聰 

15:30-16:00 曾昭祺 住哪裡比較好?輔大學生居住類型之品質比較 謝宏仁  張軒翊 

16:00-16:30 林志嶸 
排擠不止於關係，談「權」力以「賦」的罪狀－以青少年同

儕團體為例 
謝宏仁 陳于廷 

16:30-17:00 呂憲紘 儒家思想對華人社會對同性戀態度之影響 謝宏仁 張軒翊 

17
日 

(四) 

08:30-09:00 黃思涵 泡沫經濟下的悲哀之小說《火車》內容分析－卡債與討論議題 吳宗昇 郭立婷 

09:00-09:30 簡名萱 貧窮人的逃生門:法條的改變以及銀行政策的變動 吳宗昇 郭立婷 

09:30-10:00 于光磊 手機遊戲符號消費分析－Fate/Grand Order 吳宗昇 郭立婷 

10:00-10:30 楊皓翔 台灣獨立音樂場域之秀異－獨立音樂裡的主流 吳宗昇 陳于廷 



 

12
月

17
日 

(四)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0:30-11:00 李牧玹 外籍漁工的經濟生活 吳宗昇 曾梓恆 

11:00-11:30 何依涵 懸釘在海峽之間：污名氛圍下口音的「體」現 吳宗昇 白初冉 

11:30-12:00 陳玟伶 精神疾病患者病識感與社會支持之關係 吳宗昇 陳鈺婷 

13:30-14:00 陳諺樑 從大寫的族名到日常文化的自我觸發–噶瑪蘭族的實踐之路 魯貴顯 黃義傑 

14:00-14:30 張凱勛 看不見的勞動—便利商店加盟主的勞動型態 魯貴顯 田慧玲 

14:30-15:00 林書怡 臺灣私人流浪動物收容所的現況 魯貴顯 歐  洋 

15:00-15:30 陳柏克 高目標性的補習班內,學生選擇的人際關係建立狀況 魯貴顯 張思愉 

15:30-16:00 柯佳緯 文本分析：漫威夜魔俠第二季 魯貴顯 田慧玲 

16:00-16:30 游理涵 影像工作者在文化菱形中扮演的角色—以凹焦工作室為例 魯貴顯 溫爵安 

16:30-17:00 張育誠 「美食外送:表象與真實」-UberEats 外送員分析 魯貴顯 溫爵安 

17:00-17:30 蔡孟芷 
「行為藝術場域中的學習與實踐」—以【鏈反應－展演藝術激力】

為例 
魯貴顯 陳冠穎 

12
月

18
日 

(五) 

09:30-10:00 江丞晉 居家擺設看品味-文化資本在私人空間的展現 石易平 歐栩韶 

10:00-10:30 粕谷有紀 迪士尼電影所描述的性別氣質之變遷 石易平 葉冠妤 

10:30-11:00 林廷頤 車隊文化的發展與轉變—以大台北大型重機車隊為例 石易平 陳冠豪 

11:00-11:30 鍾錦慧 探討陣頭參與者的生命歷程與文化認同—以新莊官將首為例 石易平 李宜姍 

11:30-12:00 孔俐婷 近代台灣 Cosplay 社群之發演脈絡與經驗 石易平 李怡秀 

13:00-13:30 王雅婷 「我喜歡玩這個！」——兒童喜好遊具調查 石易平 林恩霓 

13:30-14:00 游珺婷 「被限制的夢幻樂園」-探討遊戲場告示牌對於使用者的影響 石易平 許量然 

14:00-14:30 陳艾婷 「鬆」綁你的手,跟我一起動——孩童遊戲場互動關係 石易平 陳冠豪 

14:30-15:00 廖英竹 公園遊樂場使用誘因與家長需求 石易平 莊雅茜 

15:00-15:30 許嘉軒 大人眼中什麼才能玩?—兒童與家長間對遊樂設施的接受度 石易平 莊雅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