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  仁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第四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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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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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5
日 

(一)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08:00-08:25 李筱菁 台灣韓流粉絲專頁的組織與應援—以 EXO 十二聯站為例 曾凡慈 伍雪苹 

08:30-08:55 何宜穎 勞動者的志願性服從與勞動異化之關係—以麥當勞為例 曾凡慈 歐琬蘋 

09:00-09:25 陳怡晶 他們的故事：男性用藥者的自我認同 曾凡慈 蘇靖凱 

09:30-09:55 林韋成 性別皮囊下的破繭重生—扮裝的污名管理與認同 曾凡慈 鄭伊婷 

10:00-10:25 陳泓安 專家如何傳遞風險給民眾—以龍門核能發電廠為例 曾凡慈 林宛臻 

10:30-10:55 謝季庭 進退之間─長照機構內的生活秩序協商 曾凡慈 黃愉婷 

11:00-11:25 劉子涵 女人畫皮，男人畫骨—扮裝者自我認同與生命歷程 曾凡慈 黃愉婷 

11:30-11:55 蔡岳霖 
當個正常的同性戀 

—談雙重弱勢男同志在內群體的壓迫處境與生存法則 
曾凡慈 程士華 

12:00-12:25 林佑華 一個淑芬 曾凡慈 社會實踐 

13:30-13:55 陳俞廷 服務與勞工階級教養策略—以安親班學童為例 吳素倩 歐琬蘋 

14:00-14:25 王宣儒 網路媒介對於電視媒體之影響─以 PTT Gossiping 版為例 吳素倩 蘇靖凱 

14:30-14:55 林怡甄 收聽廣告購買行為分析-以廣播電台賣藥節目為例 吳素倩 朱虹樺 

15:00-15:25 蕭  韓 
家庭依附、社會依附和自我概念與青少年生活壓力和偏差行為之

關聯 
吳素倩 鄭伊婷 

15:30-15:55 喻詩婕 旅遊行為之研究—以大學生出國旅遊為例 吳素倩 黃翊婷 

16:00-16:25 張聖翊 那些人 那些事 吳素倩 社會實踐 

12
月
16
日 

(二) 

09:30-09:55 陳柏君 媒體再現之廣告內容：以生理用品廣告為例 魯貴顯 陳思涵 

10:00-10:25 林佳欣 浪漫值多少？探討婚禮角色衝突與符碼的金錢轉換 魯貴顯 謝育茜 

10:30-10:55 陳依盈 送行者的舞台-論禮儀師的情緒勞動 魯貴顯 林安俐 

11:00-11:25 江宣成 論女性身體經驗：以坐月子為例 魯貴顯 江世威 

11:30-11:55 江彥良 聲入淺出 魯貴顯 社會實踐 



 

 

12 
月
16
日 

(二)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3:30-13:55 黃知琴 就學貸款、心理福祉與未來展望-債務壓力的中介效果 翁志遠 張叡純 

14:00-14:25
莊心怡 

青少年面臨親子衝突的因應策略與生活適應 
--以金門高中學生為例 

翁志遠 張叡純 

14:30-14:55 王佑美 原住民日常生活歧視感受量表之編製與初步應用 翁志遠 龍俊業 

15:00-15:25 黃郁涵 工作壓力與睡眠品質之中介機制－以台灣金融業為例 翁志遠 龍俊業 

15:30-15:55 賴育檸 影響購買公平貿易商品的社會心理機制--以台灣消費者為例 翁志遠 林安俐 

12
月

17
日 

(三) 

09:00-09:25 張佩琳 消費者盲從流行的樣貌與衝擊 吳宗昇 吳佳燁 

09:30-09:55 林郁青 女生為什麼要運動─以女大生為例 吳宗昇 劉毓翔 

10:00-10:25 林重光 羽球場中的社會資本—以民生活動中心與球場為例 吳宗昇 程士華 

10:30-10:55
吳婕安 整個城市都是我的運動場_ 

探討女性使用 U BIKE 增加休閒活動頻率 
吳宗昇 呂采穎 

11:00-11:25 陳鈺婷 社區經濟如何運作？－以好楓戶農家為例 吳宗昇 陳文嫺 

11:30-11:55 蕭君陵 布農族音樂工作者 Sundaou 生命史之社會學研究 吳宗昇 江柏燕 

13:30-13:55 游喻涵 中等教育分流對自我認同影響之探討 胡克威 魏元超 

14:00-14:25 梁育慈 個人背景影響網路購物因素之分析 胡克威 陳映攸 

14:30-14:55 蘇敏正 臺灣地區社會地位與階層意識之探討 胡克威 陳映攸 

15:00-15:25 楊宜錚 人們如何看自己？－影響台灣民眾階級認同因素之探討 胡克威 王衍華 

15:30-15:55 張庭瑋 網際網路如何影響台灣學生的社會運動參與？ 
─以太陽花學運為例 

胡克威 王衍華 

(四) 
09:00-09:25 劉芳妤 夕陽產業的轉型 以紡織業為例 謝宏仁 陳俞君 

09:30-09:55 陳浚謙 學生壓力與自殺意念相關之研究─以輔大生為例 謝宏仁 朱虹樺 



 

 

12
月

18
日 

(四)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0:30-10:55 詹佳敏 誠品的符號消費與實踐：大學生觀點 石易平 陳慧君 

11:00-11:25 溫婷如 單親家庭對青少年親子關係及偏差行為的影響 石易平 蕭  瑋 

11:30-11:55 林辰洋 反映社會的聲音──音樂與社會議題的連結 石易平 社會實踐 

13:30-13:55 張媚菁 補習班如何作為一個社會化機構影響小孩的行為和情緒 石易平 劉軒育 

14:00-14:25 郭淑貞 課後安親班中的親師關係: 代理父母 v.s. 代理老師? 石易平 劉軒育 

14:30-14:55 林士堯 國際化的趨勢－台灣英語教育的應對與省思 石易平 駱郁蓉 

15:00-15:25 許量然 巧虎島的社會學初探──巧連智的家庭、性別、教養概念 石易平 駱郁蓉 

12
月

19
日 

(五) 

08:30-08:55 劉自儀 
創新還是抄襲？論智慧財產權對二次創作的衝擊 

──以同人創作為例 
謝宏仁 薛怡冠 

09:00-09:25 蕭之涵 一顆鳳梨的奇幻漂流 謝宏仁 葉冠妤 

09:30-09:55 羅心妤 為什麼會有冤案的發生？－以蘇建和案為例 謝宏仁 葉冠妤 

13:30-13:55 蘇怡如 致命的襲擊—加害者生命歷程之性別分析 陳正和 江世威 

14:00-14:25 徐煥傑 媒體之暴力後設分析 陳正和 簡伯任 

14:30-14:55 廖安悌 婚姻家庭中夫妻權力之探討 陳正和 邱琴芝 

15:00-15:25 楊淨雅 租稅徵免對非營利組織發展之影響 陳正和 邱琴芝 

15:30-15:55 楊景皓 國內毒品吸食者成因探討 陳正和 牛志瑋 

16:00-16:25 黃友誠 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牛志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