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  仁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第三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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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 12 月 7 日～12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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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 

(一) 

10：00-10：25 黃弘吉 台灣棒球熱潮分析 陳輝立 劉育銘 

10：30-10：55 謝蕙茹 聽障子女的父母的社經地位以教養方式-以台灣北部為例 黃俊傑 陳欣如 

11：00-11：25 謝佳芳 從「日租屋」看城市 黃俊傑 龔晉德 

13：00-13：25 陳孟吟 影響台灣女性晚婚可能原因之探討 胡克威 吳至涵 

13：30-13：55 林雅潔 青少年上網頻率與其家庭關係、同儕關係之相關性 胡克威 吳至涵 

14：00-14：25 許菀琪 奴瑪社-對原住民學生自我認同與重朔 戴伯芬 徐春蘭 

14：30-14：55 李 昀 彩虹旗下的婚盟---同志對性、愛與婚姻之探討 戴伯芬 洪金佑 

15：00-15：25 朱憶庭 當兒童遇見花木蘭：迪士尼文化行銷對兒童價值觀的影響 戴伯芬 譚  琪 

16：00-16：25 李君皓 電視節目中的女性形象--綜藝節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之研究 戴伯芬 謝亞君 

16：30-16：55 詹雅戎 從牛到非牛的一個傳統市集---以北港牛墟為例 戴伯芬 徐春蘭 

17：00-17：25 陳雯琳 實驗性共生家庭教育初探─以台東七彩家園為例 戴伯芬 譚  琪 

17：30-17：55 曾惟甫 男子性氣概的轉變-以男性保養品為例 戴伯芬 熊晨妤 

12 

月 

8 

日 

(二) 

09：00-09：25 蔡欣倫 結構、慣習與體罰之關係—新莊市 B安親班之Ⅱ班為例 陳輝立 陳心圍 

09：30-09：55 宋秉諭 以經濟、教育、認同感探討大學生選擇休閒程度分析-以輔大學生為例 陳輝立 林慈聰 

10：00-10：25 紀富凱 單親家庭對子女所造成的影響問題之探討 陳輝立 呂雅惠 

13：30-13：55 鄭又銘 組織社會目的與商業化並存之可行性研究─以社會企業觀點分析公益 2.0 計畫 吳宗昇 蔡志強 

14：00-14：25 高紫恬 向窮走？向富走？從觀念和行為看經濟弱勢的現金流表現-以公益 2.0 的個案為例 吳宗昇 帥文欣 

14：30-14：55 鍾凱麗 心事誰人知~志願工作者的角色扮演─以公益 2.0 計畫的熱血觀察員為例 吳宗昇 熊晨妤 

15：00-15：25 謝霈璇 單親媽媽家庭對子女兩性態度之影響 吳宗昇 楊佳瑋 

15：30-15：55 蔡芷茵 擬態的信任—網路拍賣詐欺之判決分析 吳宗昇 林丞閎 

16：00-16：25 黃冠中 職棒選手假球事件的社會意義 吳宗昇 郭振生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   文   題   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二) 16：30-16：55 項建鳴 台灣夜店工作者的心境與態度-以調酒人員 Bartender 為例 吳宗昇 林丞閎 

12 

月 

9 

日

(三) 

09：00-09：25 林詩婷 職業劇對台灣高中生選擇職業志願之影響 吳素倩 凌主悅 

09：30-09：55 黃琪惠 老年人參與志願服務之動機與行為研究 吳素倩 王怡婷 

10：00-10：25 鍾佳伶 青少年金錢觀之研究─以台北市百齡高中為例 吳素倩 廖家儷 

10：30-10：55 曾劭真 高中生之部落格使用行為與態度-以國立陽明高中為例 吳素倩 王怡婷 

11：00-11：25 趙宛萱 國中生生活價值觀之研究(以百齡國中為例) 吳素倩 廖家儷 

11：30-11：55 蔡怡芳 高中生性行為與態度之探討以國立內壢高中為例 吳素倩 唐子婕 

13：00-13：25 朱慶昌  論現今社會的英雄形象與認同─以 Watchmen 為例 林美惠 陳致融 

13：30-13：55 杜永吉 淺談球隊認同感的建立--以輔大排球系隊為例 林美惠 林曉暐 

14：00-14：25 傅筠駿 閱聽人的媒體認知與其傳播行為之研究-以新莊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學生為例 林美惠 陳致融 

14：30-14：55 洪宗揚  輔大學生成績及排名對於學習態度的影響-以輔仁大學學生為例 林美惠 林暉騰 

15：00-15：25 彭賢杰   線上遊戲對輔大學生日常生活的影響─以輔大社會學系為例 林美惠 林暉騰 

15：30-15：55 陳芳宇 不同族群的性別階層化 陳正和 楊凱迪 

16：00-16：25 沈孟筑 以一般性犯罪理論探討少女犯罪行為 陳正和 鍾秉融 

16：30-16：55 詹芷婷 性別角色態度與家庭價值觀念對婚姻滿意程度的影響 陳正和 鍾秉融 

10 

日 

(四) 

09：00-09：25 黃于倫 北韓在核武議題中的競爭優勢—以 Bourdieu 的競爭概念分析之 張漢音 吳偵宜 

09：30-09：55 陳德康 港星陳冠希如何影響台灣次文化青少年穿著－以潮流買賣操作為例 張漢音 陳欣如 

10：00-10：25 張簡妙琳 你的權力來自於我—醫病關係中的依賴力 張漢音 帥文欣 

10：30-10：55 張詠翔 秦國的成功之道:以場域和符號互動為視角的探析 張漢音 姜炎辰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   文   題   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2 

月 

10 

日 

(四) 

11：00-11：25 陳學毅 閱聽者對於雜誌的選擇與品味 --以男性雜誌 GQ 和 FHM 為例 張漢音 呂孟樺 

11：30-11：55 王吟如  男性對男子氣概認知的轉變－以瑜珈參與者為例 張漢音 姜炎辰 

13：00-13：25 陳宜弗   單身主義者的選擇 張漢音 吳怡蓉 

13：30-13：55 林后軒 社會運動自我認同與行動形塑—以野草莓學生運動為例 魯貴顯 林寬田 

14：00-14：25 曾婕寧 生機飲食店的意義世界 魯貴顯 唐園荷 

14：30-14：55 林姿君 小吃店裡的社會---以筆者住家附近之永和豆漿店為例 魯貴顯 謝依君 

15：00-15：25 鄭竹廷 從 Facebook 探討真實與虛擬人際關係的交疊性－以保險業為例 魯貴顯 彭善豪 

15：30-15：55 朱冠瑋 非營利組織成員身分認同 魯貴顯 彭善豪 

12 

月 

11 

日 

(五) 

09：00-09：25 洪麒富 大學生的孤獨感-以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和音樂系為例 謝宏仁 劉書羽 

09：30-09：55 鄭絜文  到大陸闖天下，台商子女的教育新選擇－以留學中國的大學生為例 謝宏仁 陳心圍 

10：00-10：25 翁光燦 獨當一面或受人主宰：探討明清時期中國資本主義源起的可能 謝宏仁 黃義傑 

10：30-10：55 簡華韋 企鵝把拔真偉大-單親父親之適應與男性氣質研究 謝宏仁 唐園荷 

11：00-11：25 黃有容  連鎖餐飲業中懷舊情緒與社會認同之研究─以鮮芋仙為例 謝宏仁 黃義傑 

11：30-11：55 簡銘宏 無歌詞音樂之情境建構-以後搖滾為例 謝宏仁 凌主悅 

14：00-14：25 梁可為 台灣博奕業之發展前景－以澳門為例 謝宏仁 李濋沁 

14：30-14：55 黃幸悠 中國學生留學澳洲人數的增長 謝宏仁 李濋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