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  仁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第四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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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2 月 18 日～12 月 22 日 

 

地點：輔仁大學羅耀拉大樓一樓 117 會議室 



 

12
月
18
日 

(一)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09:00-09:30 張竣傑 台灣獨立音樂圈近年轉變因素 魯貴顯 簡銘宏 

09:30-10:00 張銘順 在學習中飄泊 - 作為聽障者的自我經驗 魯貴顯 魯貴顯 

10:00-10:30 楊昕慈 女子籃球的發展與現況 魯貴顯 蘇敏正 

10:30-11:00 林子榆 眾聲喧嘩──論阿里巴巴於當代中國 魯貴顯 陳于廷 

11:00-11:30 馮芊蓉 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人際關係與自我展演之研究-以 LINE 為例 魯貴顯 劉晉姍 

11:30-12:00 劉宇涵 影分身之術時代－聊天機器人的社會建構 魯貴顯 曾竣穎 

13:00-13:30 葉尚穎 社會支持與青少年偏差行為之研究 陳正和 謝宜文 

13:30-14:00 李咏祺 影響台灣民眾對於廢死意向之因素探討 陳正和 蘇敏正 

14:00-14:30 楊培楨 
跳舞等於偏差？-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與自我控制理論探討接觸舞

蹈青少年與偏差行為 
陳正和 李怡靜 

14:30-15:00 鄭任傑 探討國中生青少年之翹課與中輟行為因素之研究 陳正和 葉采婷 

15:00-15:30 王品涵 探討同居關係中的權力分配 陳正和 葉采婷 

15:30-16:00 莊雅嵐 探討大學生的愛情觀與純粹關係之關聯 陳正和 江世威 

12
月
19
日 

(二) 

09:00-09:30 顏怡君 「閉繪．不避諱」社會實踐–自閉症繪本創作 曾凡慈 社會實踐 

09:30-10:00 張凱越 動感超人－４堂ＡＤＨＤ兒童之藝術統合教育課程 曾凡慈 社會實踐 

10:00-10:30 鄧延康 內外教困－第一線教師面對ＡＤＨＤ學童的教學困境 曾凡慈 許量然 

10:30-11:00 劉謙儀 精神障礙者的身分認同與復元歷程 曾凡慈 楊亞璇 

11:00-11:30 卓沛穎 
「癲」覆你的「癇」言閒語– 

生病歷程中的污名經歷與自我認同探討–以癲癇為例 
曾凡慈 黃愉婷 

11:30-12:00 吳承叡 「植」入人生－探討電子耳使用者的身分認同 曾凡慈 林韋成 

12:00-12:30 林佳樺 親密關係中的避孕實踐與權力協商 曾凡慈 葉冠妤 



 

19
日 

(二)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13:30-14:00 蕭易怡 大學生的住宿型態與健康結果 翁志遠 鄧潔如 

14:00-14:30 黃品馨 台灣大學生「約炮」現象的質性探索：性別角色的解放或複製？ 翁志遠 簡銘宏 

14:30-15:00 鄧雲天 護生的實習壓力，健康狀態與職涯展望 翁志遠 陳冠甫 

15:00-15:30 李嘉偉 為何澎湖人更加堅定反對博弈產業─計畫行為理論的應用 翁志遠 鄧潔如 

15:30-16:00 何欣霓 大專生運動員的壓力調適與心理健康：學長制作為一種創傷經驗 翁志遠 汪友基 

16:00-16:30 莊佳涵 嗨！你是哪裡人？－大學地緣性聯誼社團之組織運作模式與實質功能 翁志遠 曾竣穎 

16:30-17:00 傅湘妮 大學生飲酒型態與酒後風險行為 翁志遠 程士華 

12
月

20
日 

(三) 

08:30-09:00 林  辰 Ｐｏｋéｍｏｎ Ｇｏ與家庭親子關係 石易平 程士華 

09:00-09:30 張容蓁 學生媽媽不是好媽媽？大學生懷孕事件之探討 石易平 陳柔安 

09:30-10:00 李彥鈴 寧靜的暴風雨：聽障者與原生家庭的自我敘說 石易平 黃 婷 

10:00-10:30 陳鵬飛 從阿督的生命歷程探討部落性別分工 石易平 羅 琳 

10:30-11:00 王喆逸 玩具推銷員的育兒論述 石易平 郭立婷 

11:00-11:30 邱安妮 我在蘭嶼過暑假—達悟學生的家庭時間與教育機會 石易平 葉冠妤 

11:30-12:00 朱婉瑜 我的家沒有媽媽——男性單親家庭親子關係之研究 石易平 許量然 

12:00-12:30 張思愉 音樂創作:第一次的接觸數位音樂 石易平 社會實踐 

13:30-14:00 許獻仁 一個交換生所看見的中國 胡克威 張  弛 

14:00-14:30 李岳文 從赤腳醫生到”看病貴看病難”-中國改革開放下醫療福利問題探究 胡克威 張 弛 

14:30-15:00 王育蓁 台灣民眾在食品安全方面的風險溝通與風險管理認知如何影響政府信任 胡克威 江世威 

15:00-15:30 黃靖宜 我當越南台幹的一天─以實習生身分進入越南台商 胡克威 陳于廷 

15:30-16:00 朱一全 世代間的階級複製—以醫生家庭出身之子女為例 胡克威 溫爵安 



 

12
月

21
日 

(四) 

發表時間 發表者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回應人 

08:30-09:00 紀子涵 可割可棄的鄉民運動─以割闌尾計畫為例 戴伯芬 林敬育 

09:00-09:30 陳  貞 選擇北部就業的臺灣外地學生─以中南部年輕世代女性為例 戴伯芬 林韋成 

09:30-10:00 郭欣婷 是學習還是勞動？─以護理師之實習為例 戴伯芬 潘子婷 

10:00-10:30 許真 輔大系排培力-穩穩接噴少年 戴伯芬 社會實踐 

11:00-11:30 劉以正 非典型人生—另類學校畢業生流向的教育社會學分析 戴伯芬 徐光成 

11:30-12:00 傅  陽 島隅「陸」人─男性大陸配偶的移動經驗與國族認同 戴伯芬 陳鈺婷 

13:00-13:30 王韋茹 社會網絡與心靈成長團體組織動員之研究—以女性參與者為例 王驥懋 黃愉婷 

13:30-14:00 葉慧敏 別說我不參與！影響社區居民動員之因素－以南機場社區為例 王驥懋 彭昕柔 

14:00-14:30 孫正熹 精釀啤酒的崛起 王驥懋 林佑儒 

14:30-15:00 許逸薇 小型養殖場之動物福利的社會分析-以台灣養豬業為例 王驥懋 王薇棻 

15:00-15:30 關芷頌 治理協力空間－家庭與工作場所以外的棲息地 王驥懋 吳宣儀 

15:30-16:00 徐雅庭 台灣青年返鄉政策對青年及農村的變化 王驥懋 林佑儒 

16:00-16:30 李 盈 
台灣農村社區總體營造發展中女性角色的扮演 

－以台南市稻米社區為例 
王驥懋 郭立婷 

16:30-17:00 高福慧 社大如何被看見─以新莊社區大學為例 謝宏仁 張佑維 

17:00-17:30 繆  鑫 名牌仿冒心態研究之大學生使用族群 謝宏仁 熊紀婷 

12
月

22
日 

(五) 

13:00-13:30 劉士綜 版權戰爭-被挾持的著作權！ 謝宏仁 劉自儀 

13:30-14:00 高于凱 大學生的課外活動經驗與困難 謝宏仁 陳芃文 

14:00-14:30 沈聖偉 
桌上角色扮演遊戲對青少年社會化及人際關係的影響 

─以克蘇魯的呼喚為例 
謝宏仁 張庭瑋 

14:30-15:00 鐘暐杰 未來世代的教育－探討台灣各類場域的新型態教育 謝宏仁 廖韋筑 

15:00-15:30 周怡均 大學生女性侵入式生理用品使用經驗 謝宏仁 吳  芸 

15:30-16:00 李昀擇 國際氣候協定對全球暖化的影響－以京都協定書中碳交易為例 謝宏仁 鍾秉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