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  仁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第三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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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 12 月 15 日～1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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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5 

日 

(一) 

09：00-09：25 唐子婕 大學生對節慶消費之行為研究—以輔仁大學為例 吳素倩 王銘麟 

09：30-09：55 陳思婷 大學生休閒型態與影響因素分析研究 以輔仁大學為例 吳素倩 林素玲 

10：00-10：25 何文心 大學生之課外閱讀行為研究：以輔大學生為例 吳素倩 林丞閎 

10：30-10：55 林雨姍 現代大學生之金錢態度—以輔仁大學學生為例 吳素倩 柳美伊 

11：00-11：25 郭盈霈 高中生之補習行為因素探討—以某高中為例 吳素倩 林素玲 

11：30-11：55 葉書含 台灣學生參與美國暑期旅遊工讀之相關研究探討 丁劭詩 蔡志強 

13：00-13：25 林晏群 教師「階級意識」與組織動員：以三個教師團體的組成和變遷為例 戴伯芬 帥文欣 

13：30-13：55 李瑋婷 萬華大理街服飾商圈之研究 戴伯芬 蔡雨修 

14：00-14：25 洪慈吟 大學男女生的身體意象與整形美容接受度—以輔仁大學為例 戴伯芬 洪金佑 

14：30-14：55 張玉鳳 手錶消費行為之研究 戴伯芬 陳庭儀 

15：00-15：25 周怡均 獨立樂團內涵之研究—以 1976 樂團為例 戴伯芬 郭紋綺 

16：00-16：25 熊晨妤 台灣女性自我意識與身體展演方式—以肚皮舞為例 戴伯芬 陳萱蘋 

16：30-16：55 龔晉德 新世代社運的動員策略—以樂生自救運動為例 戴伯芬 柳美伊 

12 

月 

16 

日 

(二) 

09：00-09：25 曾泓翰 影響大學生吸煙行為的因素探討（以北部大學為例） 黃俊傑 魏鋕堉 

09：30-09：55 黃小茀 大學女生對婚後與公婆共同居住之意願探討 黃俊傑 吳宗龍 

10：00-10：25 鍾岳峻 大學生對工作限制與家庭分工影響的看法-以輔大社會系為例 黃俊傑 吳宗龍 

10：30-10：55 吳沁樺 輔大學生對社科院圖書館之滿意度分析 黃俊傑 李韻如 

11：00-11：25 劉霽慷 從海角七號論國片復興的可能 魯貴顯 史旻玠 

11：30-11：55 李濋沁 以齊格蒙˙包曼的液體現代論探討人際紐帶的脆弱性 魯貴顯 史旻玠 

13：00-13：25 呂雅惠 媒體的自我啟蒙 魯貴顯 唐園荷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2 

月 

16 

日 

(二) 

13：30-13：55 彭善豪 歷史的書寫與閱讀中的真實—以南京大屠殺之討論文獻為例 魯貴顯 林立恆 

14：00-14：25 林品含 驚奇事件的一般性 魯貴顯 林立恆 

14：30-14：55 凌主悅 社會運動中行動主體的形塑—以百萬人民倒扁運動為例 魯貴顯 吳怡蓉 

15：00-15：25 黃世傑 營利與非營利的合作與衝突：以公益 2.0 為例 吳宗昇 賴益如 

15：30-15：55 張義興 搶救貧窮大作戰：以生態綠與公益 2.0 作比較 吳宗昇 廖涵羽 

16：00-16：25 任 翔 營利組織與非營利組織的結合：公益 2.0 的分析 吳宗昇 廖涵羽 

16：30-16：55 楊佳瑋 公益微型創業對其社會網絡的影響：以公益 2.0 創業計劃為例 吳宗昇 賴益如 

17：00-17：25 左光平 獨立音樂操作模式的社會分析：以唯我群體工作室為例 吳宗昇 唐園荷 

12 

月 

17 

日

(三) 

  

09：30-09：55 陳姿涵 窮人的脫貧計畫：公益 2.0 與 KIVA 的比較分析 吳宗昇 蔡德暐 

10：00-10：25 林 真 台灣女性脫貧的可能性：以公益 2.0 為例 謝宏仁 蔡志強 

10：30-10：55 陳欣如 金門居民眼中的金門經濟興衰 謝宏仁 劉書羽 

11：00-11：25 顏如蕙 中國黑心商品的幕後推手 謝宏仁 劉書羽 

13：30-13：55 魏毓霈  升學壓力與身心健康、學業成就之相關因素探討—以林口高級中學二年級為例 林美惠 林慈聰 

14：00-14：25 廖珮伶 百貨公司的消費行為與文化認同關係之研究 林美惠 林慈聰 

14：30-14：55 黃靖軒 文化融合與換相-以台灣連續劇與日本趨勢劇為例 林美惠 吳怡蓉 

15：00-15：25 謝冠弘 配額制度與成衣產業分工模式國際化 謝宏仁 鍾秉融 

15：30-15：55 陳相綾  中國環境污染問題及其影響 謝宏仁 鍾秉融 

16：00-16：25 張雅茹  比較兩岸貪腐問題之研究 謝宏仁 帥文欣 

(四) 
09：30-09：55 林尹雯 解構女性雜誌中的女性想像 陳輝立 黃義傑 

10：00-10：25 吳礎均 志願服務者的參與動機—以台北縣家扶中心展愛服務隊與國際夥伴學習推展中心比較為例 陳輝立 黃義傑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2 

月 

18 

日 

(四) 

10：30-10：55 林湘渝 輔大伸展台─外語學院的美麗與哀愁 陳輝立 蔡德暐 

13：00-13：25 周雅姿 殺人率的跨國研究 陳正和 李韻如 

13：30-13：55 劉東霖 全球化下的森林樣貌—跨國性分析 陳正和 林丞閎 

14：00-14：25 葉蓁蓁 階級與休閒活動類別關係之探討 陳正和 吳至涵 

14：30-14：55 林 彤 不同文化資本下對國家認同變化的差異性探討 陳正和 王銘麟 

15：30-15：55 李怡慧 台北西門紅樓古蹟再利用～以集體記憶觀點分析 丁劭詩 蘇厚宇 

16：00-16：25 陳嬿如  台灣集體記憶與認同的建構—以高中歷史教科書為例 丁劭詩 蘇厚宇 

16：30-16：55 楊文慈  跨越時代的老台灣人-日本殖民統治與老台灣人的記憶建構 丁劭詩 譚  琪 

12 

月 

19 

日 

(五) 

09：30-09：55 黃凱琪 大眾社會下大學生對兩性理想體態的認知與審美價值觀 胡克威 魏鋕堉 

10：00-10：25 張春萍 影響台灣就業者被聘僱的因素之研究 胡克威 蔡沛芸 

10：30-10：55 廖家儷 台灣民眾對基因醫學態度之研究 胡克威 蔡沛芸 

11：00-11：25 潘建宇 網路遊戲與小白 胡克威 崔家棟 

11：30-11：55 許介瑋 兩岸學術交流對國族認同的影響-以輔仁大學之輔大-人大學術交流為例 胡克威 崔家棟 

13：30-13：55 蘇宗翔  廣告與廣告設計者的關係 張漢音 謝佳書 

14：00-14：25 王怡婷 個性化商品如何打造成功 張漢音 謝佳書 

14：30-14：55 鍾信得 電視新聞與政治人物在場域中的競爭 張漢音 江牧芸 

15：00-15：25 許宸翰 限量性商品廣告對於閱聽人的影響 張漢音 江牧芸 

15：30-15：55 劉育銘 網路生活化-探討北部地區青少年對電腦的依賴情形 張漢音 吳貞宜 

16：00-16：25 張家豪 喪葬文化：作為一個多元關係的互動場域初探 張漢音 吳貞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