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  仁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第三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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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 3 月 5 日～3月 9日 

地點：輔仁大學羅耀拉大樓一樓 117 會議室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3 

月 

5 

日 

(一) 

13：00-13：25 陳佳伶 貪污的社會背後意涵--以布希亞擬象論闡釋 魯貴顯 周書帆 

13：30-13：55 吳怡蓉 交通論述中關於駕駛人的想像--以計程車司機為例 魯貴顯 吳詩怡 

14：00-14：25 林曉暐 複製行為研究--以五分埔成衣批發業為例 魯貴顯 魏鋕堉 

14：30-14：55 唐園荷 複製行為中的差異價值探討--以室內設計為例 魯貴顯 林振樺 

15：00-15：25 陳燕玉 解開仿冒與名牌之弔詭：複製對名牌的必要性 魯貴顯 崔家棟 

15：30-15：55 鍾筱涵 信任的建立--以電話詐欺形塑過程分析 魯貴顯 崔家棟 

16：00-16：25 陳彥瑞 表演自我的呈現--以玉山銀行大廳為例 魯貴顯 魏鋕堉 

16：30-16：55 黃義傑 華人家庭及同輩團體對大學生自我認同及角色期望影響之研究 魯貴顯 李怡慧 

 

 

 

3 

月 

6 

日 

(二) 

09：30-09：55 羅子淇 社會系學生對社會學本土化內涵之因素分析 王慶中 鄧伊文 

10：00-10：25 林丞閎 台灣獨立唱片廠牌的產業結構分析--以極端金屬/輾核風格為例 吳宗昇 廖涵羽 

10：30-10：55 黃喬馥 音像與聽眾情感的關係 吳宗昇 賴益如 

11：00-11：25 吳崡宇 政治社會化：台灣「外省人」政治態度之研究 吳宗昇 陳文麒 

11：30-11：55 游峻彰 聽障運動員在團體中的互動手語使用的分析 吳宗昇 蕭育蟬 

14：00-14：25 張宇萱 2006 輔大學生自殺意念因素之探討 謝宏仁 魯靜蘭 

14：30-14：55 徐小茹 現代文明病的發展趨勢--以科技新貴為例 謝宏仁 李虹儀 

15：00-15：25 洪祥哲 報紙停刊原因異同比較之初探--以《中時晚報》、《民生報》為例 謝宏仁 朱南燕 

15：30-15：55 張亞文 觀光賭場發展對澎湖的影響--以區位因素及發展優劣作分析 謝宏仁 朱南燕 

16：00-16：25 蔡琬琦 從心靈成長課程看人的自我探索與再建構 魯貴顯 李虹儀 

16：30-16：55 史旻玠 音樂風格的社會區分 魯貴顯 羅美惠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3 

月 

7 

日 

(三) 

08：30-08：55 溫國佑 數位化電影工業中的再現真實研究 魯貴顯  

09：00-09：25 彭淳英 賣藥廣播節目的類互動 魯貴顯 許宏儀 

10：00-10：25 張佳榕 影響大學生「個人形象塑造」原因探討 謝宏仁 張媖如 

10：30-10：55 陳錦萱 高學歷與高學力：剖析當前教育制度下的隱憂 謝宏仁 張媖如 

11：00-11：25 陳芃生 以社會制度支較度分析影響吸菸者態度之因素--以菸害防制法為例 謝宏仁 賴益如 

11：30-11：55 許致維 候選人、候選策略與民眾支持度的關係--以第十五屆台北縣長選舉為例 謝宏仁 陳心圍 

13：30-13：55 戴君潔 探討電子商務之信任問題--以 Yahoo!奇摩網站為例 吳宗昇 吳長育 

14：00-14：25 蔡佳龍 網路空間的隱私問題探討--採用理性行為模型 吳宗昇 楊宗儒 

14：30-14：55 魏得軒 資訊安全與隱私權的風險研究--以 RFID 系統為例 吳宗昇 高靜婷 

15：00-15：25 王烈賢 科技擴散與空間重組：RFID 的資訊社會分析 吳宗昇 趙士麃 

15：30-15：55 林書韻 高科技與傳統產業網路的比較：以 RFID 產業網路的分析 吳宗昇 謝佳書 

16：00-16：25 林鼎盛 信任與社會鑲嵌：迪化街布商的（延遲性付款）分析 吳宗昇 鄧伊文 

16：30-16：55 林鈺婷 金錢使用的態度與行為：現金卡卡債者的分析 吳宗昇 鄧伊文 

 

3 

月 

8 

日 

(四) 

08：30-08：55 王紹宇 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心理相關因素研究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林雅梅 

09：00-09：25 黃子晏 環境效應與區域政治對選民投票行為影響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李怡慧 

09：30-09：55 王貞懿 跨國籍女性家戶工作者雇傭問題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謝佳書 

10：00-10：25 曾薇家 隔代教養家庭研究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王銘麟 

10：30-10：55 黃筱婷 非核心國家生育率研究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李怡慧 

11：00-11：25 何曉涵 父母教養方式對子女偏差行為的影響 陳正和 魯靜蘭 



 

 

3 

月 

8 

日 

(四)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1：30-11：55 林巧宜 越界的韓國流行文化：「哈韓族」生活風格探討 陳正和 鍾文君 

13：00-13：25 林雨潔 國內中產階級研究變遷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蔡期輝 

13：30-13：55 林  瑩 家庭與父母對偏差與暴力犯罪青少年的影響--後設分析 陳正和 蔡期輝 

14：00-14：25 林暉騰 政治參與行為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許宏儀 

14：30-14：55 姜麟原 閱聽人收聽廣播的相關研究以後設分析研究 陳正和 林慈聰 

15：00-15：25 詹于涵 青少年性態度研究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陳心圍 

15：30-15：55 林和達 台灣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林慈聰 

16：00-16：25 陳柏彣 媒介建構事實之後設分析--以報紙為例 陳正和 趙士麃 

 

 

3 

月 

9 

日 

(五) 

09：00-09：25 高佩真 淺談涂爾幹自殺論 張漢音 余黛佳 

09：30-09：55 莊巧如 兩代之間的婚姻態度--五年級生 vs.七年級生 張漢音 余黛佳 

10：00-10：25 陳佳安 女性追求平等的挑戰：期待與行動意識的落差 張漢音 黃雅筑 

10：30-10：55 王宣茹 社會監督對業者心理和行為的影響--以旅遊業為例 張漢音 高靜婷 

11：00-11：25 周崇文 文化性表演與顧客忠誠關係之探討--以星巴克為例 張漢音 曾雅蓮 

11：30-11：55 郭佳寧 父母互動方式對不同排行子女的影響 張漢音 曾雅蓮 

13：00-13：25 曾薏珊 台灣報紙媒體再現女性之跨時代研究--以 1957 年及 2005 年的聯合報比較 張漢音 陳瑜萍 

13：30-13：55 黃瑋皓 台灣商品符號意義的轉變：1970 年與 2000 年報紙廣告之比較 張漢音 吳長育 

14：00-14：25 江牧芸 符號轉換的意涵--以陳水扁總統與美國互動為例 張漢音 李述智 

14：30-14：55 帥文欣 關於廣告符號的跨社會比較--以台灣、日本和美國為例 張漢音 呂冠樺 

15：00-15：25 紀采妤 預售制度下房地產廣告文本的分析解構—以台北區為例 張漢音 李述智 

15：30-15：55 蔡德暐 課堂中師生角色認知--以輔大社會系學生為例 謝宏仁 王銘麟 

16：00-16：25 侯喜雯 輔大聽障生人際關係之研究 謝宏仁 蕭育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