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  仁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期待您來分享我們的成果 

 

 
 

時間：民國 101 年 12 月 17 日～1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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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 

(一)

08:30-08:55 何智群 末日謠言對科學社會的省思(511 王老師預言之社會行為研究) 戴伯芬 呂昌佾 

09:00-09:25 黃裕勤 霸權理論：以香港高中歷史科教科書為例 戴伯芬 凌主悅 

09:30-09:55 陳怡靜 社會實踐計畫－樂生服務紀錄與反思 戴伯芬 凌主悅 

10:00-10:25 趙薇婷 新住民子女學業成就受母親華語程度與家庭背景之影響 戴伯芬 熊晨妤 

10:30-10:55 賈伯楷 反開發環境運動的策略分析 戴伯芬 王鐘銘 

11:00-11:25 呂佩蓬 組成樂團對於青少年的影響─以 Murmur 樂團為例之分析 戴伯芬 陳文嫺 

11:30-11:55 周虹伶 都市原住民的勞動與居家空間關係 戴伯芬 熊晨妤 

13:30-13:55 龍俊業 超越工作的視角--臺北市十二號公園遊民休閒消費及意義解析 戴伯芬 杜永吉 

14:00-14:25 蕭 瑋 為什麼想結婚卻嫁不出去？－以公立國小女性教師為例 戴伯芬 劉毓翔 

14:30-14:55 洪儀儒 歡喜做甘願受?大學生打工的薪資與認同過程 吳宗昇 吳欣穎 

15:00-15:25 劉懿萱 台灣媒體產業的發展與轉型：媒體、閱聽人與政府的社會學分析 吳宗昇 邱泓凱 

15:30-15:55 蔡閩奇 消失的紙鈔，可信任的電子現金？－以台北悠遊卡（Easy-card）為例 吳宗昇 翁誠禧 

16:00-16:25 胡城語 大學生對於奢侈品消費現象之探討 吳宗昇 王安綺 

16:30-16:55 吳佳紋 迷的狂熱—以演唱會為例 吳宗昇 黃于倫 

17:00-17:25 陳俞君 我的媽媽是師姐─利他主義在非營利組織下的作用 吳宗昇 王安綺 

17:30-17:55 林  俐 從行動者網絡理論看社會企業的展演：以 CAMGOLDIA 為例 吳宗昇 張義興 

18:00-18:25 陳冠霖 「黑暗部落不日花」達蘭埠部落有機金針產業的經濟社會學考察 吳宗昇 陳文嫺 

12
月
18
日 

(二) 

08:30-08:55 謝令瑜 成功企業之經營要素─以星巴克為例 吳素倩 黃冠中 

09:00-09:25 孔怡蓉 校園霸凌與霸凌態度之相關因素研究─以台灣地區國中生為例 吳素倩 洪宗儀 

09:30-09:55 李櫻鈺 家庭背景、家庭支持與家庭內社會資本對於青少年學業成就與學習態度之影響 吳素倩 洪宗儀 

10:00-10:25 林家碧 大學生打工與學業成就探討--以輔仁大學學生為例 吳素倩 張義興 

10:30-10:55 江文心 網路使用行為對於大學生網路成癮與幸福感的相關影響 吳素倩 林沛瑾 

11:00-11:25 林子薰 社會依附關係與青少年道德判斷 吳素倩 魏元超 



 發表時間 發表者 論文題目 指導老師 回應人 

12
月
18
日 

(二) 

11:30-11:55 胡瑞琦 直銷與顧客關係之研究 吳素倩 蔡德暐 

13:30-13:55 高士強 勞動特質、工作滿意度與心理福祉 翁志遠 吳欣穎 

14:00-14:25 劉純維 網路霸凌、受害經驗與心理健康－以大學生為例 翁志遠 方禹婷 

14:30-14:55 林喬茵 家庭結構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檢視家庭復原力及個人復原力的中介效果 翁志遠 方禹婷 

15:00-15:25 沈佩函 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教育分流 翁志遠 黃冠芸 

15:30-15:55 湯雅婷 社群網站上的自我揭露與社會支持對大學生心理福祉之影響 翁志遠 宋翔倫 

16:00-16:25 劉至情 臉書讓你更焦慮？ 翁志遠 宋翔倫 

16:30-16:55 朱啟東 百善孝為先?奉養父母與接受子女奉養之態度及影響因素：跨時趨勢分析 翁志遠 陳映攸 

17:00-17:25 柯欣妤 台灣地區的健康梯度探討-以代謝症候群為例 翁志遠 張品羚 

17:30-17:55 陳柔安 飲食疾患的社會分佈－負向情緒、經濟壓力與壓力對應策略之調節效果 翁志遠 林依珊 

12
月

19
日 

(三) 

10:00-10:25 林怡珍 婚姻與族群邊界－以馬祖旅台人士為例 胡克威 劉毓翔 

10:30-10:55 湯適安 中國社會近年來年輕夫妻婚姻型態之探討─以電視劇的主角夫妻為例 胡克威 陳郁婷 

11:00-11:25 官延昭 台灣少子化起因探討 胡克威 夏中蘭 

11:30-11:55 盛 莉 兩岸婚姻移民女性的生活適應─以金門縣大陸配偶為例 胡克威 陳思婷 

13:30-13:55 張雯琪 女性對美麗的實踐–穿著高跟鞋前後態度的轉變 陳正和 陳慧君 

14:00-14:25 王威龍 性犯罪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江啟暉 

14:30-14:55 林文柔 電視戲劇節目與閱聽人的社會關連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吳宣慈 

15:00-15:25 林俊聰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對子女婚姻態度的影響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吳彥莉 

15:30-15:55 劉廷峰 校園霸凌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翁誠禧 

16:00-16:25 冼漢榮 社會經濟與犯罪相關因素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張欣雅 

16:30-16:55 林素貞 毒品再犯研究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林慈聰 

17:00-17:25 王蕎翎 受刑人在監適應情況之後設分析 陳正和 林慈聰 

(四) 
09:00-09:25 張庭瑋 由影劇作品看眷村文化集體記憶的再現 魯貴顯 林依珊 

09:30-09:55 林子崴 消費符號意義的建構以“標誌設計”為例 魯貴顯 陳映攸 



 發表時間 發表者 論文題目 指導老師 回應人 

12
月

20
日 

(四) 

10:00-10:25 蕭鈺霖 電腦軟體對親子互動之影響 魯貴顯 曾繁萍 

10:30-10:55 鍾宜叡 新生代的工作型態-高學歷青年勞動派遣 魯貴顯 陳郁婷 

11:00-11:25 柏 懿 網路社群中之自我形象塑造與情感互動型態 魯貴顯 陳思婷 

11:30-11:55 陳瑩芸 社會福利功能與反功能之討論─以台北市青少年自立生活方案個案為例 魯貴顯 曾繁萍 

13:30-13:55 汪紀安 校園價值觀改變從學業為重到打工做為生活價值 魯貴顯 呂昌佾 

14:00-14:25 游修羽 寵物貓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 魯貴顯 廖炯偟 

14:30-14:55 盧佳芳 中國出境旅遊之社會背景因素探討 胡克威 葉信昌 

15:00-15:25 李上瑜 從農村到城市－中國戶籍轉換之因素探討 胡克威 張抒凡 

15:30-15:55 蘇怡晴 中國人民面對全球化的態度－以 2008 年中國「全國綜合社會調查」為例 胡克威 張抒凡 

12
月

21
日 

(五) 

08:30-08:55 許凱晴 Gay 的自我展演與污名管理 曾凡慈 張簡妙琳 

09:00-09:25 陳誼雯 自閉症家長親職經驗初探－以家長自我覺察出發的調適與教養 曾凡慈 張簡妙琳 

09:30-09:55 陳思帆 從社會責任面向研究分析企業永續發展之影響 曾凡慈 劉軒育 

10:00-10:25 黃翊婷 基督徒同志的認同與矛盾 曾凡慈 葉信昌 

10:30-10:55 陳思穎 左邊永恆的守護－視障者與導盲犬生命經驗之研究 曾凡慈 許菀琪 

11:00-11:25 王詩涵 台灣電視劇中的親密關係與性別──以「犀利人妻」為例 曾凡慈 許菀琪 

11:30-11:55 陳凱甯 誰來關心助人者？社工員情緒勞動面向初探 曾凡慈 羅傑茗 

13:00-13:25 楊耀輝 「發展型國家理論」初探以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為例 謝宏仁 林沛瑾 

13:30-13:55 林忠鈞 從中國大陸蟻族反思當前台灣社會 謝宏仁 江啟暉 

14:00-14:25 劉依真 教育機會與延畢現象對學生未來成就及發展的影響 謝宏仁 張品羚 

14:30-14:55 吳國丞 台灣中小企業的現況與未來─夕陽或是朝陽？ 謝宏仁 周鈺絜 

15:00-15:25 劉冠儀 新世代的主人翁─淺談首投族票行為 謝宏仁 吳崎牟 

15:30-15:55 何 藝 台灣文創產業生態─正在開始還是準備結束？ 謝宏仁 張欣雅 

16:00-16:25 王彥迪 網路遊戲對於青少年自我建構分析 謝宏仁 陳慧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