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  仁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第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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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12月 20日～12月 24日 

 

地點：輔仁大學羅耀拉大樓一樓 117會議室 



 

12
月
20
日 

(一)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09:00-09:30 柯文深 我看見、我喜歡、我消費—分析 Instagram 世代中的社交購物行為 吳宗昇 林宸寬 

09:30-10:00 簡德妍 新北市女性外籍配偶的社會網路 吳宗昇 鍾錦慧 

10:00-10:30 楊子萱 吸菸行為之社會學觀點與菸害防治政策之探討 吳宗昇 林宸寬 

10:30-11:00 林爾暄 我們不是夥伴：星巴克帝國外的咖啡文化符號與體驗 吳宗昇 林宸寬 

11:00-11:30 廖唯鈞 大學生對劇透行為之理解、態度及其行為背後的成因 吳宗昇 曾梓恆 

11:30-12:00 林佳郁 「人人都想成為台主?」-探討選物販賣機之社會現象 吳宗昇 曾梓恆 

13:00-13:30 黃名旖 
寄食關係所重構的傳統與文化—— 
以艋舺青山宮的遶境活動之發展過程為例 

魯貴顯 李怡秀 

13:30-14:00 李欣樵 影響法律系學生創造發想的關鍵因素及效果 魯貴顯 邱勇岳 

14:00-14:30 廖唯淳 論宗教與文化對讀經教育體制的影響——以耕德讀經班為例 魯貴顯 黃慧慈 

14:30-15:00 李俊彥 全球疫情影響下代購業者之生存探討 魯貴顯 羅詠駿 

15:30-16:00 許岑如 新冠肺炎疫情對北部電子業外籍移工衝擊影響之探討 魯貴顯 吳品儀 

16:00-16:30 朱悅嫺 神聖與世俗的再創造: 論個人在信仰實踐中的自我同一性之探索 魯貴顯 陳諺樑 

16:30-17:00 張雲浩 被遺忘的竹籬笆 - 淺談眷村文化之再現 魯貴顯 魯貴顯 

12
月
21
日 

(二) 

10:30-11:00 趙先皓 褪下球衣之後-探討學生籃球員場域之社會流動 吳宗昇 陳柏蒝 

11:00-11:30 林于晴 迷之探索-獨立樂迷與樂團的連結 吳宗昇 黃慧慈 

11:30-12:00 蔡孟軒 台灣龐克場景音樂外實踐與行動研究 吳宗昇 楊皓翔 

13:30-14:00 吳郁騏 
社群媒體 Instagram 對於大學生親密關係之影響： 

線上曬恩愛的利與弊 
翁志遠 蔡迁睿 

14:00-14:30 許方嫻 大學生的追劇程度及其動機與後果：以陸劇、陸綜為例 翁志遠 蔡迁睿 

14:30-15:00 馮雅翎 線上育兒交流社團的參與及其與社會資本和母職焦慮的關聯 翁志遠 陳鈺憲 



 

12
月
21
日 

(二)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5:00-15:30 吳宜蒨 「結不結婚有關係嗎？」—探討 Y 世代的婚姻價值 翁志遠 蕭易怡 

15:30-16:00 陳亮妘 假新聞的轉發行為：媒體素養與新聞來源的獨立效果與交互作用 翁志遠 沈庭瑜 

16:00-16:30 張幼勤 異性戀大學生膚色焦慮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 翁志遠 葉子維 

16:30-17:00 劉佳雯 
台灣高等教育中的心理健康與諮商服務: 
大學諮商中心人員的知覺、健康與態度 

翁志遠 葉子維 

17:00-17:30 邱盈慈 宗教虔誠度、道德觀與人際關係之相關性探討 翁志遠 吳孟紘 

12
月

22
日 

(三) 

08:30-09:00 簡伯融 「移工就愛亂花錢？」──新北桃園移工消費習慣研究 石易平 李逸群 

09:00-09:30 黃思雯 女性內衣之經驗與身體認同 石易平 張凱勛 

09:30-10:00 顏慧貞 親職教養和家長權力關係對另類兒童藝術教育的影響 石易平 鍾錦慧 

10:00-10:30 劉翰宇 演員丟接的角色：劇場溝通的公共性  石易平 鍾錦慧 

10:30-11:00 吳培煜 台語媽媽路：台語家庭代間傳承的母職實踐 石易平 劉芳庭 

11:00-11:30 劉子瑄 刺青作為一種身份：女體自主與性別刻板印象 石易平 張凱勛 

11:30-12:00 陳貝俞 「男生有什麼可怕的？」恐男者的同儕、家庭與自我認同 石易平 劉芳庭 

12:00-12:30 曹祥雲 新北市學生參與國中音樂班制度的多元動機與歷程 石易平 謝芯慈 

13:00-13:30 邱亞辰 「從制約中解放現代女性」—家務分工制約分析 謝宏仁 歐栩韶 

13:30-14:00 鐘康治 沒有你不行？線上遊戲玩家與遊戲成癮--以英雄聯盟為例 謝宏仁 陳廷維 

14:00-14:30 許水如 手機網路對於愛情的影響:以交友軟體為例 謝宏仁 林慈聰 

14:30-15:00 陳  肯 影音串流平台使用者研究—探討 OTT 時代對傳統媒體業的衝擊 謝宏仁 林慈聰 

15:00-15:30 徐邦碩 家庭功能與憂鬱症──以青少年憂鬱症脈絡及現況為例 謝宏仁 林志嶸 

15:30-16:00 楊君澈 肆虐的孤獨:新冠肺炎帶來的孤獨感影響-以大學生為例 謝宏仁 楊皓翔 

16:00-16:30 周欣穎 「繭中之人」——台灣繭居者的處境與心聲 謝宏仁 楊皓翔 



 

22
日 

(三)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6:30-17:00 楊雅婷 幽默與黑色幽默的劃分線—大學生對於地獄梗圖態度差異的探討 謝宏仁 林志嶸 

17:00-17:30 但家樂 「黑車」組織的存續基於社會學視角的解讀 謝宏仁 蕭𤫊𤫊璽 

12
月

23
日 

(四) 

09:00-09:30 吳念臻 我是誰?中產階級女性的工作身分認同 巫麗雪 黃  軒 

09:30-10:00 張育瑄 疫情下台灣餐廳外場服務人員的情緒勞動展演 巫麗雪 陳玟臻 

10:00-10:30 彭亦如 大學生與祖父母的互動樣貌 巫麗雪 陳玟臻 

10:30-11:00 葉昱君 是長輩還是平輩？年齡差大的手足關係 巫麗雪 楊  涓 

11:00-11:30 
陳逸汝 大陸女性配偶在台的工作歷程－ 

以 1990 年代因婚姻來台大陸配偶為例 
巫麗雪 楊  涓 

11:30-12:00 李心瑜 人文學科的焦慮及其應對 巫麗雪 楊  涓 

13:30-14:00 簡宜瑾 台灣工作貧窮的影響因素 巫麗雪 沈庭瑜 

14:00-14:30 高渝雯 我們與「東南亞」的距離：台灣民眾與東南亞人之社會距離初探 巫麗雪 林恩霓 

12
月

24
日 

(五) 

10:30-11:00 仇莉婷 探討青年從農原因—以金門為例 戴伯芬 白初冉 

11:00-11:30 陳  愷 
從媒體報導者視角分析宗教儀式在都市生活如何可能 
-以青山王祭為例 

戴伯芬 黃慧慈 

11:30-12:00 陳睿煖 網路化對清明祭祖儀式之影響——以天堂紀念網為例 戴伯芬 白初冉 

13:30-14:00 黃詩晴 文創工作者創業之經驗歷程-以邊緣人市集為例 戴伯芬 陳柏克 

14:00-14:30 張  寧 保險業務員的人際關係商品化與行銷策略 戴伯芬 林恩霓 

14:30-15:00 林子恒 跨物種的交會-人與鴿關係之探討 戴伯芬 吳承叡 

15:00-15:30 吳品萱 回歸物本質，二手新價值——以 taptot®拿點 APP 為例 戴伯芬 蔡迁睿 

15:30-16:00 簡芳品 「平安喜樂」-長輩圖的生產與流通 戴伯芬 陳鈺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