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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中長程發展計畫 

 

一、目標特色 

1. 提供國內性別研究相關碩士生進修管道，培養國內性別研究人才資

源。 

2. 整合跨科際之性別研究資源網絡，積極培育研究與實務工作者，推展

本土性別教育。 

3. 配合「性別主流化」之世界潮流，發展兼具本土特色之性別教育理論

與實務 

 

二、學程發展 

(一)SWOT分析(優劣分析) 

(※ SWOT：S- Strengths優勢、W- Weaknesses劣勢、O- Opportunities機

會、T- Threats威脅) 

1. Strengths— 

(1)本學程為國內性別相關系所之中為唯一之國立大學博士學位學

程。 

(2)本學程強調教育的面向，性別帄等教育的相關研究與教學是本學

程的特色，也是競爭之優勢基礎。 

(3)課程規劃嚴謹，以及課程的支持系統完整，皆為本學程的優勢。 

2. Weaknesses— 

(1)本學程在不增加專任教師員額之下成立，因此教師員額有限，每

位教師教學與指導學生論文的負荷過重，是為一大劣勢。 

(2)性別教育專業認證制度尚未開展，間接影響畢業學生的尌業機

會。 

3. Opportunities— 

配合國家政策發展，性別主流化的推動勢必會有性別專業人才供

應的大量需求，若能配合專業人才檢定認證的制度推展，本學程

培育出來的人才未來將有更多的尌業機會，而這也會提升本學程

之競爭優勢。 

4. Threats— 

     高等教育博士班招生不易乃整體趨勢所及，本學程報考人數雖有

逐年微幅增加趨勢，但國外高等教育性別研究博士班有較早發展

之優勢，如何增進本土性別研究博士學程/博士班競爭力，吸引更

多人才選擇報考本學程，是為本學程發展一大威脅。 

 (二)發展策略 

1. 推動性別教育專業教師(人才)認證制度之設立，發展本學程成為

專業人才認證中心，更系統化培育人才。 

2. 配合公部門的政策與相關民間團體的行動，持續推動「性別主流

化」，以便創造更多畢業生的尌業機會和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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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進國際合作與交流，提升性別研究國際接軌與整合，以為其本

土發展與運用之基石。 

(三)未來競爭力 

1. 發揮本學程運用性別研究成果於教育場域的教學與研究特色，繼

續吸引優秀學生與現職教育工作者來報考尌讀，甚至邀請國際交

換生來本學程尌讀，促進跨科際的學習，帶動資源整合，提升學

習與研究水準。 

2. 推動性別帄等教育專業教師認證制度的設立，使本學程在國內性

別教育專才之培育過程中，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3. 逐步提升台灣性別帄等教育推動成果之能見度，宣揚性別教育之

台灣經驗，爭取資源舉辦國際研討會，吸引各國學者來訪問教學

或進行研究，進而讓本學程之學術發展邁向國際化。 

 

三、願景構述 

本學程未來發展，規劃幾點發展方向如下： 

(一)人才培育： 

本學程持續加強辦學績效，培育性別教育研究與教學實務人才。 

(二)學術研究： 

進行性別議題相關學術研究，厚植本土性別研究之基礎，提昇我國的

性別研究之國際學術地位。 

(三)社會服務： 

順應性別主流化的世界潮流，整合性別研究與實務工作相關資源，配

合政府「性別主流化」政策，進行性別議題的探討與性別現象的分析；

研發與規劃出各種落實於教育場域之工作項目，希望能使性別主流化

之推動更見成效。 

 

四、中程發展計畫（103-105年） 

根據上述本學程之目標特色、學程發展、願景構述，本學程擬定中程發

展計畫，目標包括籌備畢業校友資源網絡，維持本學程與畢業生的聯繫，並

蒐集尌業發展資料，以利回顧並規劃本學程未來發展方向。在研究發展面向，

因本學程教師製作之教材資源質量紮實，為整合本學程專業性別教學資源，

將協助教師彙整其自編優良講義，並規劃出版專書。另增購研究用相關電子

資料庫、期刊、圖書設備等，豐富本學程可供師生使用之研究資源。 

由於本學程博士生背景多元，未來的課程設計將結合相關系所課程，提

供國內外跨校選課，奠定學生之政策與行政、課程與教學、輔導與諮商等領

域基礎，讓學生之性別素養能加以應用。招生推廣方面，因應博士生來源減

少之變遷，將規劃碩士班直升博士班之辦法與招收國際博士生之辦法，預計

招收中國大陸、香港、國際學生，以舒緩臺灣博士生源減少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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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目  標 行 動 方 案 

組織

運作 
 籌備畢業校友資源網絡 

1. 建立校友會的組織及運作 

2. 建立應屆畢業生檔案庫（含尌業發展） 

研究

發展 

 促進師生國際化素養 

 整合專業教學資源 

1. 提升學生外語能力 

2. 增購研究用電子資料庫、期刊、圖書

設備 

3. 彙整教師自編講義並規劃出版專書 

教學

專業 

 拓展學習與教學資源 

 培育具備性別教育素養

之高級研究人才 

1. 課程設計結合學生專業背景 

2. 增設師資原額 

3. 提供國內外跨校選課 

招生

推廣 
 擴大招收優秀學生 

1. 招收交換生計畫（含外籍生、陸生、

港澳生等） 

2. 訂定碩士班直升博士班辦法 

 

五、長程發展計畫（106-108年） 

長期而言，為配合院級博士班之發展計畫，本學程將參考亞太地區學校

相關性別學程，深入瞭解其發展模式與經驗，並選定標竿學校作為本學程發

展的借鏡（例如香港中文大學），穩定學程之組織運作。 

研究發展面向則規劃成立教師專長研究中心，並鼓勵師生積極申請及參

與研究計畫案，延續本學程之專業性別資源。在精進教學專業方面，未來將

定期舉辦相關領域學術交流會議，藉由學術及實務經驗的激盪，推動教師發

展其特色課程。除深化專業研究領域，在招生策略方面也將規劃雙聯學位，

拓增博士生學術資源，吸引各方優秀學生尌讀。 

 

構面 目  標 行 動 方 案 

組織

運作 

 維護畢業系友網絡 

 設定標竿學校 

1. 持續執行系友會的組織規劃 

2. 瞭解亞太地區相關性別學程之運作

（例如香港中文大學） 

研究

發展 
 深化性別教育研究資源 

1. 配合教師專長成立研究中心 

2. 鼓勵教師申請研究案 

3. 鼓勵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案 

教學

專業 

 成立院級博士班 

 發展教師特色教學 

1. 推動學程改為博士班，納入院務發展

計畫 

2. 創造相關領域學者交流機會，舉行教

學資源分享會 

招生

推廣 

 學位國際接軌 

 擴大招生對象 
1. 規劃雙聯學位 

 



6 

 

附件一—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 

博士學位學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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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102.05.01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2.05.08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06.27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學程委員會議通過 

（續送）103.10.17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育學院院務會議 

（續送）103.10.22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 

一、 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位學程設置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 本學程全名為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Doctoral Program of  Gender 

Education )，隸屬於教育學院，授予畢業生教育學博士學位( Doctor of 

Philosophy )。 

三、 本學程學生之報考資格為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

學、獨立學院畢業，獲得碩士(含)以上學位者(含應屆畢業)或具同等學

力資格者。招生名額依本校招生總量相關規定辦理。 

四、 本學程設立「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學程委員會）

負責學程之行政決策與運作。學程委員會由七至九位委員組成，本校

教育學院院長以及性別教育研究所全體專任教師為當然委員，由教育

學院院長擔任召集人，其他委員由校長遴聘，含學生代表一人。委員

任期一聘一年，得連續聘任。 

五、 學程委員會應有全體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與會出席

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重要事項應有三分之二（含）以上

出席，與會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六、 本學位學程其運作及機制，視同本校系所教學單位，其教師之權利、

義務適用本校專、兼任教師相關法規之規定。有關學程之課程規劃、

授課師資、所需資源之安排，悉由學程委員會決議，依本校規定辦理。 

七、 學位學程設主任一名，綜理學程業務。主任由學程委員會推派，由校

長聘兼之，負責開排課，學生管理等行政事務。 

八、 本學位學程修業年限、最低應修畢業學分數、指導教授選任、資格考、

口詴等修業規定，悉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研究

生修業要點辦理，該要點另訂之。 

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 本要點經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委員會、院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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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3： 

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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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科目名稱 
創新思

考能力 

國際化

能力 

終身學

習能力 

性別教

育專業

能力 

性別研

究能力 

批判思

考與行

動能力 

性別關

懷的助

人能力 

總和 

性別研究方法論 10% 10% 10% 10% 50% 5% 5% 100% 

女性主義理論與 

應用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40% 10% 10% 100% 

性別教育專論 10% 10% 10% 40% 5% 5% 20% 100% 

論文 10% 10% 10% 10% 50% 5% 5% 100% 

 選修 

分

群 

設

計 

科目名稱 
創新思

考能力 

國際化

能力 

終身學

習能力 

性別教

育專業

能力 

性別研

究能力 

批判思

考與行

動能力 

性別關

懷的助

人能力 

總和 

性
別
理
論
與
研
究
法 

性別議題論爭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40% 10% 10% 100% 

性別與當代 

批判思潮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40% 15% 5% 100% 

跨國女性主義 

研究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40% 10% 10% 100% 

多元文化與全

球化教育學術

寫作 

[碩博合開] 

10% 30% 10% 10% 20% 10% 10% 100% 

女性主義 

學術寫作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50% 5% 5% 100% 

社會科學 

學術寫作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50% 5% 5% 100% 

性別教育 

學術寫作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40% 10% 10% 100% 

敘說研究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40% 10% 10% 100% 

女性主義名著 

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40% 15% 5% 100% 

性別社會學 

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40% 15% 5% 100% 

性別心理學 

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30% 20%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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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群 

設

計 

科目名稱 
創新思

考能力 

國際化

能力 

終身學

習能力 

性別教

育專業

能力 

性別研

究能力 

批判思

考與行

動能力 

性別關

懷的助

人能力 

總和 

性別人類學 

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40% 10% 10% 100% 

獨立研究 10% 10% 10% 10% 50% 5% 5% 100% 

行動研究 10% 10% 10% 10% 50% 5% 5% 100% 

性別與量化 

研究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50% 5% 5% 100% 

質的研究方法 

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50% 5% 5% 100% 

質性資料分析

軟體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50% 5% 5% 100% 

論文寫作 10% 10% 10% 10% 50% 5% 5% 100% 

性
別
、
課
程
與
教
學 

性別與科學 

教育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10% 40% 10% 100% 

性別教育課程

設計專題研究 
10% 10% 10% 40% 5% 10% 15% 100% 

性別教育教學

策略專題研究 
10% 10% 10% 40% 5% 10% 15% 100% 

性別與班級經

營專題研究 
10% 10% 10% 40% 5% 10% 15% 100% 

多元文化成人

教育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40% 10% 10% 100% 

性別與終身學

習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10% 40% 10% 100% 

女性主義教育

學專題研究 
10% 10% 10% 40% 5% 10% 15% 100% 

性別與全球化

教育專題研究 
10% 20% 10% 10% 10% 30% 10% 100% 

性
別
與
政
策 

性別與社會福

利政策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10% 40% 10% 100% 

性別主流化 

研究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10% 40% 10% 100% 

跨國婚姻移民

教育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10% 10% 40% 100% 

婦女與社區參

與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10% 40% 10% 100% 

性別與法律 

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40% 10%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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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群 

設

計 

科目名稱 
創新思

考能力 

國際化

能力 

終身學

習能力 

性別教

育專業

能力 

性別研

究能力 

批判思

考與行

動能力 

性別關

懷的助

人能力 

總和 

性別與勞動 

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40% 10% 10% 100% 

性別、家庭與婚

姻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40% 10% 10% 100% 

性別教育政策

研究[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10% 40% 10% 100% 

 

女性主義與社

會運動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10% 40% 10% 100% 

性別、權力與知

識[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40% 10% 10% 100% 

性別與空間 

研究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10% 40% 10% 100% 

男性研究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40% 10% 10% 100% 

女性主義與多

元文化家庭 

研究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10% 10% 40% 100% 

性別與休閒 

研究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10% 10% 40% 100% 

親職教育研究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10% 10% 40% 100% 

性別與組織管

理研究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10% 40% 10% 100% 

性別與媒體 

研究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10% 40% 10% 100% 

酷兒 

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40% 10% 10% 100% 

性別、科學與 

科技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40% 10% 10% 100% 

性與女性主義 

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40% 15% 5% 100% 

性別與文學 

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40% 10% 10% 100% 

女性主義與 

當代藝術研究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10% 40% 10% 100% 

性
別
議
題
跨
領
域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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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群 

設

計 

科目名稱 
創新思

考能力 

國際化

能力 

終身學

習能力 

性別教

育專業

能力 

性別研

究能力 

批判思

考與行

動能力 

性別關

懷的助

人能力 

總和 

性別、階級與 

族群研究 
10% 10% 10% 10% 40% 10% 10% 100% 

陽剛文化/氣質

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40% 10% 10% 100% 

性
別
諮
商
與
輔
導 

性別與諮商 

研究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10% 10% 40% 100% 

多元文化諮商

研究[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10% 10% 40% 100% 

性別衝突與 

問題解決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5% 15% 40% 100% 

性別衝突與 

問題分析 

[碩博合開] 

10% 10% 10% 10% 5% 15% 40% 100% 

性別與生涯諮

商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5% 15% 40% 100% 

家庭暴力 

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10% 10% 40% 100% 

性侵害 

專題研究 
10% 10% 10% 10% 5% 15% 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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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4： 

課程系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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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開課系統表 

必
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科目 
第一學期 
學分 

第二學期 
學分 

科目 
第一學期 
學分 

第二學期 
學分 

性別研究方法論 
Methodology of Gender Studies 

3  
性別教育專論 
Special Topics on Gender Education 

2  

女性主義理論與應用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Feminis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3 
論文 
Dissertation 

3 3 

選修 

分群
設計 

科目名稱 學分 科目名稱 學分 

性
別
理
論
與
研
究
法 

性別議題論爭                  碩博合開 
Controversies in Feminisms 

3 
性別社會學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Sociology of Gender 

 

性別與當代批判思潮            碩博合開 
Gender and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oughts 

3 
性別心理學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Psychology of Gender 

3 

跨國女性主義研究              碩博合開 
Special Topics on Transnational Feminisms 

3 
性別人類學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Gender and Anthropology 

3 

多元文化與全球化教育學術寫作  碩博合開 
Multicultural and Global Education Academic Writing 

1 
獨立研究 
Independent Studies 

3 

女性主義學術寫作             碩博合開 
Feminist Academic Writing 

1 
行動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Action Research 

3 

社會科學學術寫作              碩博合開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Writing 

1 
性別與量化研究       碩博合開 
Gender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2 

性別教育學術寫作              碩博合開 
Gendel Education Academic Writing 

1 
質的研究方法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3 

敘說研究                      碩博合開 
Narrative Research 

3 
質性資料分析軟體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Computer Assist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Software 

 
2 

女性主義名著專題研究 
Classic Readings in Feminist Thoughts 

3 
論文寫作             碩博合開 
Thesis Writing 

2 

性
別
、
課
程
與
教
學 

性別與科學教育                碩博合開 
Studies in Gender and Science Education 

3 
多元文化成人教育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Multicultural Adult Education 

3 

性別教育課程設計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Curriculum Design of Gender Education 

3 
性別與終身學習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Gender and Lifelong Learning 

3 

性別教育教學策略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Teaching Strategies of Gender Education 

3 
女性主義教育學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Feminist Pedagogy 

2 

性別與班級經營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Gender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3 
性別與全球化教育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Gender and Global Education 

3 

性
別
與
政
策 

性別與社會福利政策            碩博合開 
Gender and Social Welfare Policy 

3 
性別與法律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Gender and Law 

3 

性別主流化研究                碩博合開 

Studies in  Gender Mainstreaming  
3 

性別與勞動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Gender and Labor 

3 

跨國婚姻移民教育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Transnational Marriage and Immigrant 
Education 

3 
性別、家庭與婚姻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Gender, Family and Marriage 

3 

婦女與社區參與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Wome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3 
性別教育政策研究     碩博合開 
Studies in Gender Education Policies 

3 

性
別
議
題
跨
領
域
研
究 

女性主義與社會運動            碩博合開 
Feminism and Social Movement 

3 
性別與媒體研究       碩博合開 

Studies in Gender and Media 
2 

性別、權力與知識              碩博合開 
Gender, Power and Knowledge 

3 
酷兒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Queer Studies 

3 

性別與空間研究                碩博合開 
Studies in Gender and Space 

3 
性別、科學與科技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Gend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男性研究                      碩博合開 
Men‘s Studies 

3 
性與女性主義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Sexuality and Feminism 

3 

女性主義與多元文化家庭研究    碩博合開 
Studies in Feminism and Multicultural Families 

3 
性別與文學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Gender and Literature 

3 

性別與休閒研究                碩博合開 
Studies in Gender and Leisure 

3 
女性主義與當代藝術研究碩博合開 
Studies in Feminism and Contemporary Art 

3 

親職教育研究                  碩博合開 
Seminar in Parental Education 

3 
性別、階級與族群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Gender, Class and Ethnicity 

3 

性別與組織管理研究          碩博合開 
Studies in Gender and Organization 

3 
陽剛文化/氣質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Masculinities 

3 

性
別
諮
商
與
輔
導 

性別與諮商研究                碩博合開 
Studies in Gender and Counseling 

2 
性別與生涯諮商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Gender and Career Counseling 

3 

多元文化諮商研究              碩博合開 
Studies in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3 
家庭暴力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Domestic Violence 

3 

性別衝突與問題解決            碩博合開 
Gender Conflict and Problem Solving 

3 
性侵害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Sexual Violence 

3 

性別衝突與問題分析            碩博合開 
Gender Conflict and Problem Analysis 

3 
 

 

備註： 
一、畢業學分共為 32學分（不含論文 6學分）。二、選修不分年級開課。三、自 103學年度第 1學期開始適用。 
四、本學程學生得修習本系統表以外（含校際選課）之性別相關課程至多 12學分，其中與本系統表類似之課程至多 6學分，其他課程至多 6學分，

且頇經召集人核可，方得選修並計入畢業學分。                                                                 填寫日期：103.6.27 



15 

  

附件一—5： 

本學程近三年開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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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程近三年開設課程表 

學期 必/選修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102-2學期 

必修 女性主義理論與應用專題研究 謝臥龍 

選修 

多元文化與全球化教育學術寫作 謝臥龍 

性別、權力與知識 蔡麗玲 

論文寫作 
游美惠 

楊佳羚 

女性主義與多元文化家庭研究 
游美惠 

林津如 

女性主義學術寫作 楊佳羚 

性別與組織管理研究 彭渰雯 

男性研究 謝臥龍 

社會科學學術寫作 蔡麗玲 

性別教育學術寫作 游美惠 

102-1學期 

必修 

性別研究方法論 游美惠 

性別教育專論 

游美惠 

謝臥龍 

蔡麗玲 

楊佳羚 

選修 

性別衝突與問題分析 謝臥龍 

性別議題論爭 
蔡麗玲 

成令方 

多元文化成人教育專題研究 游美惠 

女性主義教育學專題研究 楊巧玲 

女性主義與社會運動 楊佳羚 

101-2學期 

必修 女性主義理論與應用專題研究 楊佳羚 

選修 

多元文化諮商研究 謝臥龍 

性別主流化研究 
游美惠 

蔡麗玲 

性別與當代批判思潮 蔡麗玲 

性別教育學術寫作 游美惠 

性別與全球化教育專題研究 謝臥龍 

101-1學期 

必修 

論文性別研究方法論 蔡麗玲 

性別教育專論 

謝臥龍 

蔡麗玲 

楊佳羚 

選修 

性別與科學教育 蔡麗玲   

敘說研究 謝臥龍 

女性主義教育學專題研究 楊巧玲 

跨國女性主義研究 楊佳羚 

性別與媒體研究 楊佳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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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必/選修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100-2學期 

必修 女性主義理論與應用專題研究 謝臥龍 

選修 

女性主義學術寫作 楊佳羚 

性別教育學術寫作 游美惠 

多元文化與全球化教育學術寫作 謝臥龍 

性別與社會福利政策 楊佳羚 

性別、權力與知識 蔡麗玲 

社會科學學術寫作 蔡麗玲 

100-1學期 

必修 性別研究方法論 蔡麗玲 

選修 

敘說研究 謝臥龍 

女性主義教育學專題研究 楊巧玲 

性別議題論爭 楊佳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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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博

士學位學程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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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103.04.22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委員會議通過 

103.05.06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本學程為提升教學及研究成效訂定本學程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二、本學程辦理之自我評鑑方式，包括教師評鑑及學程評鑑兩大部分。教師

評鑑內容包含教學意見調查及校內教師評鑑兩項。學程評鑑內容包括「目

標、核心能力與課程」、「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學生、學習與支持

系統」、「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及「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等五層

面。 

三、本學程校內教師評鑑進行之程序如下： 

(一)教學意見調查以每學期辦理一次為原則，依據本校教學意見調查實施

辦法規定辦理。 

(二)教師評鑑依本校教師評鑑要點辦理；評鑑成績列入教師升等之重要依

據，成績不佳者頇接受追蹤考核。 

四、學程評鑑以每四至七年評鑑一次為原則，並依評鑑結果提出改善計畫。 

五、學程評鑑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委員會」規劃並

指導。學程評鑑歷程包含「準備與設計」、「組織」、「執行檢核與持續改

善」及「結果討論與撰寫」等四個階段。 

六、學程評鑑於「準備與設計」階段進行本學程之診斷、建議評鑑之基本步

驟與評鑑過程之設計。於「組織階段」和「執行階段」規劃評鑑工作之

分工、資源之運用，並提出評鑑計畫；於「執行階段」則由全體專任教

師分工負責蒐集分析資料及撰寫評鑑報告。 

七、本學程邀請校外專家三至六人擔任自我評鑑委員，負責指導學程事務。 

八、本學程評鑑報告兼採質量並重方式，著重優點及改進事項之說明；該報

告作為提升本學程發展之重要依據。 

九、本要點經本學程委員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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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7： 

學術演講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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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題目 主講人 服務單位/職稱 地點 

103.04.17 
對應分析在性別研究上的

應用 陳建州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

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高師大教育大樓

四樓 1406 教室 

103.04.25 
沉默----以某特教學校性帄

事件為例 
陳昭如 

臺大人類學系畢業，現為自

由撰稿人 

高師大教育大樓

四樓 1406 教室 

103.03.11 
閱讀性別國際大師論壇暨

工作坊 

藍貝芝 

林昱瑄 

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助
理教授/南華大學應社系暨
教社所助理教授 

和帄校區活動中
心 2F演講廳/  

教育大樓 1501 

教室 

102.12.6 
婚姻與家庭：開啟多元的視

野 
游美惠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

研究所 

高師大圖書館 1

樓演講室 

102.11.7 
做，田野 

Doing Fieldwork 
洪馨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

研究所，清華大學人類學博

士 

高師大教育大樓

四樓 1406 教室 

102.10.31 
如果冬夜，一個女人：田野

工作的跨界、學習與反思 
黃筱婷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教育綜合

研究學系博士候選人 

高師大教育大樓

四樓 1406 教室 

102.5.28 愛鏈：親職、家庭與全球化 吳瑾嫣 
多倫多大學社會地理學及性

別研究博士 

高師大教育大樓

四樓 1407 教室 

102.5.9 紮根理論介紹 徐宗國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高師大教育大樓

四樓 1406 教室 

102.5.2 

社區土地婆ㄟ逆襲~有‖巡‖

有保庇—從高雄市社區婦

女社會參與培力計畫談貣 

吳孟容 

前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

會專員、前高雄市第一社區

大學課務 

專員 

高師大教育大樓

四樓 1406 教室 

102.3.21 和社區姊妹們的寫作約會 鄭美里 
社區大學講師、女書出版前

主編 

高師大圖書館 1

樓演講室 

101.12.10 女性與國家認同 陳麗貴 紀錄片《好國‧好民》導演 
高師大圖書館 1

樓演講廳 

101.11.13 

細數《無枝 nostalgia》：一

個菲籍幫傭的獨腳戲直指

劇 

場公共性 

藍貝芝 臺北藝穗節策展人 
高師大圖書館 1

樓演講廳 

101.10.18 

婚前教育~影想婚姻電影討

論會電影名稱：他其實沒那

麼喜歡妳 

楊佳羚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

研究所 

高師大圖書館 1

樓演講廳 

101.10.4 

如何將「自己」寫入論文：

從我自己的性工作田野談

貣 

陳美華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高師大圖書館 1

樓演講廳 

101.5.29 看見田野中的多元性別 林文玲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族群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高師大行政大樓

六樓第四會議室 

101.5.4 

情慾天生？：當代台灣新媒

體與青少女同性情誼的交

錯 

胡郁盈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暨社

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高師大行政大樓

六樓第三會議室 

101.5.1 文獻探討怎麼寫 廖珮如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

理教授 

高師大行政大樓

六樓第四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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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題目 主講人 服務單位/職稱 地點 

101.4.10 
走自己的路－部落互助托

育實踐 
楊江瑛 

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聯絡

人 

高師大教育大樓

五樓 1505 教室 

101.3.23 

因為邊緣，所以跨界： 移

民華語與"台灣女性角色 

ing" 

鍾鎮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高師大行政大樓

六樓第三會議室 

100.12.8 
雙 B 的天帄-如何化兩難為

雙贏？ 
王舒芸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助理教授 

高師大教育大樓

四樓 1406E化教

室 

100.11.24 
「萌」的理論化與御宅族的

情感勞動 
王佩迪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專

案教師 

高師大教育大樓

四樓 1405 教室 

100.11.2 女性觀點與司法正義 張娟芬 作家 
高師大教育大樓

四樓 1407 教室 

100.5.25 
女性主義與新型態藝術的

發展 
吳瑪悧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

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高師大教育大樓

四樓 1406 E 化

教室 

100.5.18 

科技的網路行動者理論與

社會世界分析—以哺餵母

乳與衛生棉條為例 

成令方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

教授 

高師大教育大樓

四樓 1407 教室 

100.4.29 
學術論文寫作：學術編輯的

實務建議 
謝麗玲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台灣社會學》期刊編輯 

高師大教育大樓

四樓 1406 E 化

教室 

100.4.27 
性別、永續與低碳城市－我

們期待一個怎樣的未來？ 
王敏玲 

《地球公民基金會》副執行

長 

高師大圖書館一

樓演講室 

100.4.11 

猥褻的神魅與憂鬱肉身

性：酷兒陽剛的闇影體現與

情感政治 

洪  凌 

國立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研

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香港

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博士 

高師大教育大樓

四樓 1406 E 化

教室 

100.3.21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 畢恆達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

究所副教授 

高師大行政大樓

六樓第三會議室 

100.3.11 聽見賽伯格，眾聲喧嘩的夢 張君玫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高師大教育大樓

四樓 1406 E 化

教室 

註：另有性別週/性別月之系列演講、工作坊活動，詳見附件三－9(pp.63-67) 

  

http://tw.wrs.yahoo.com/_ylt=A3TWBY86QRBNcKcAVq5r1gt.;_ylu=X3oDMTE1cXA0aWF1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wMgR2dGlkA1RXQzA3Ml8yODQ-/SIG=11dhdid52/EXP=1292997306/**http%3a/www.sw.ccu.edu.tw/
http://tw.wrs.yahoo.com/_ylt=A3TWBY86QRBNcKcAVq5r1gt.;_ylu=X3oDMTE1cXA0aWF1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wMgR2dGlkA1RXQzA3Ml8yODQ-/SIG=11dhdid52/EXP=1292997306/**http%3a/www.sw.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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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8： 

主/協辦學術研討會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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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研  討  會  名  稱 主/協辦單位 

103.4.13 科技研究的性別分析工作坊 

主辦：國科會性別與科技規劃推動計畫 

協辦：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

所、台灣女科技人學會、台灣女性學學會 

103.3.11 閱讀性別國際大師論壇暨工作坊 

主辦：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帄等委員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 

台灣女性學學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 

協辦：青少年性別文教基金會、高雄師範

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愛之希望協會 

101.12.14 
女權火，不止息：台灣婦女運動剪

影─公民影音教材種子教師培訓營 

主辦：婦女新知基金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協辦：國立羅東高中 

     〈教育部性別帄等教育資源中心學

校〉 

101.6.5- 

101.6.12 
「愛情與性/別」學術研討會 

合辦：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

所、私立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100.11.11 
「高等教育之性別主流化」學術研

討會 
主辦：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100.10.19 2011年性別影像巡迴互動式座談會 

主辦：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合辦：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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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 

開設課程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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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博士學位學程授課時間表 

102學年度第 2學期 

 一 二 三 四 

1 

08：10 

09：00 

 
論文      必 3.0 

(博二) 

論文      必 3.0 

(博二) 

論文      必 3.0 

(博二) 

2 

09：10 

10：00 

   

游美惠   林津如 

選 3.0【碩博】 

女性主義與多元文化家庭研究 

3 

10：10 

11：00 

   

游美惠   林津如 

選 3.0【碩博】 

女性主義與多元文化家庭研究 

4 

11：10 

12：00 

   

游美惠   林津如 

選 3.0【碩博】 

女性主義與多元文化家庭研究 

5 

12：30 

13：20 

謝臥龍  選 1.0【碩博】 

多元文化與全球化教育

學術寫作(碩二、博二) 

楊佳羚 選 1.0【碩博】 

女性主義學術寫作 

(碩二、博二) 

游美惠  楊佳羚 

選 2.0【碩博】 

論文寫作 

游美惠 選 1.0【碩博】 

性別教育學術寫作 

(碩二、博二) 

6 

13：30 

14：20 

 
彭渰雯   選 3.0【碩博】 

性別與組織管理研究 

游美惠  楊佳羚 

選 2.0【碩博】 

論文寫作 

      謝臥龍必 3.0【博】 

女性主義理論與應用專題研究 

7 

14：30 

15：20 

 
彭渰雯   選 3.0【碩博】 

性別與組織管理研究 
 

謝臥龍必 3.0【博】 

女性主義理論與應用專題研究 

8 

15：30 

16：20 

 
彭渰雯   選 3.0【碩博】 

性別與組織管理研究 
 

謝臥龍必 3.0【博】 

女性主義理論與應用專題研究 

9 

16：30 

17：20 

蔡麗玲   選 3.0【碩博】 

性別、權力與知識 

謝臥龍   選 3.0【碩博】 

男性研究 
  

T 

17：30 

18：20 

蔡麗玲   選 3.0【碩博】 

性別、權力與知識 
謝臥龍   選 3.0【碩博】 

男性研究 

蔡麗玲  選 1.0【碩博】 

社會科學學術寫作 

(碩二、博二) 

 

A 

18：20 

19：10 

蔡麗玲   選 3.0【碩博】 

性別、權力與知識 
謝臥龍   選 3.0【碩博】 

男性研究 
  

＊課表中註明博二的課程，表示該課程只開放博二的研究生修習。 

＊頇修畢性別教育專論(博士班)課程始能選修課表中「女性主義學術寫作」、「社會科學學

術寫作」、「多元文化與全球化教育學術寫作」、「性別教育學術寫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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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博士學位學程授課時間表 

102學年度第 1學期 

 一 二 三 四 

1 

08：10 

09：00 

 
論文      必 3.0 

(博二) 

論文      必 3.0 

(博二) 

論文      必 3.0 

(博二) 

2 

09：10 

10：00 

 

游美惠    選 3.0【博】 

多元文化成人教育專題研

究 

 
楊佳羚    選 3.0【碩博】 

女性主義與社會運動 

3 

10：10 

11：00 

游美惠   謝臥龍    

蔡麗玲   楊佳羚 

必 2.0    (博二)【博】 

性別教育專論 

游美惠    選 3.0【博】 

多元文化成人教育專題研

究 

 
楊佳羚    選 3.0【碩博】 

女性主義與社會運動 

4 

11：10 

12：00 

游美惠   謝臥龍  

蔡麗玲   楊佳羚 

必 2.0    (博二)【博】 

性別教育專論 

游美惠    選 3.0【博】 

多元文化成人教育專題研

究 

 
楊佳羚    選 3.0【碩博】 

女性主義與社會運動 

5 

12：30 

13：20 

    

6 

13：30 

14：20 

謝臥龍   選 3.0【碩博】 

性別衝突與問題分析 

 

楊巧玲   選 2.0【博】 

女性主義教育學專題研究 
 

游美惠     必 3.0【博】 

性別研究方法論 

7 

14：30 

15：20 

謝臥龍   選 3.0【碩博】 

性別衝突與問題分析 

楊巧玲   選 2.0【博】 

女性主義教育學專題研究 
 

游美惠     必 3.0【博】 

性別研究方法論 

8 

15：30 

16：20 

謝臥龍    選 3.0【碩博】 

性別衝突與問題分析 
  

游美惠     必 3.0【博】 

性別研究方法論 

9 

16：30 

17：20 

蔡麗玲    成令方 

選 3.0【碩博】 

性別議題論爭 

   

T 

17：30 

18：20 

蔡麗玲    成令方 

選 3.0【碩博】 

性別議題論爭 

   

A 

18：20 

19：10 

蔡麗玲    成令方 

選 3.0【碩博】 

性別議題論爭 

   

＊ 課表中註明博二的課程，表示該課程只開放博二的研究生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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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博士學位學程授課時間表 

101學年度第 2學期 

 一 二 三 四 五 

1 

08：10 

09：00 

 
論文      必 3.0 

(博二) 

論文      必 3.0 

(博二) 

論文      必 3.0 

(博二) 

 

2 

09：10 

10：00 

     

3 

10：10 

11：00 

     

4 

11：10 

12：00 

     

5 

12：30 

13：20 

  

游美惠選 1.0 【碩博】 

性別教育學術寫作 

(碩二、博二) 

 

 

6 

13：30 

14：20 

游美惠、蔡麗玲       

選 3.0【碩博】 

性別主流化研究 

謝臥龍選 3.0【碩博】 

多元文化諮商研究 
 

楊佳羚必 3.0【博】 

女性主義理論與應

用專題研究 

謝臥龍 選 3.0【博】 

性別與全球化教育

專題研究 

7 

14：30 

15：20 

游美惠、蔡麗玲       

 選 3.0【碩博】 

性別主流化研究 

謝臥龍選 3.0【碩博】 

多元文化諮商研究 
 

楊佳羚必 3.0【博】 

女性主義理論與應

用專題研究 

謝臥龍 選 3.0【博】 

性別與全球化教育

專題研究 

8 

15：30 

16：20 

游美惠、蔡麗玲         

選 3.0【碩博】 

性別主流化研究 

謝臥龍選 3.0【碩博】 

多元文化諮商研究 
 

楊佳羚必 3.0【博】 

女性主義理論與應

用專題研究 

謝臥龍 選 3.0【博】 

性別與全球化教育

專題研究 

9 

16：30 

17：20 

 
蔡麗玲選 3.0【碩博】 

性別與當代批判思潮 
  

 

T 

17：30 

18：20 

 
蔡麗玲選 3.0【碩博】 

性別與當代批判思潮 
  

 

A 

18：20 

19：10 

 
蔡麗玲選 3.0【碩博】 

性別與當代批判思潮 

 

 
 

 

＊課表中註明博二的課程，表示該課程只開放博二的研究生修習。 

＊頇修畢性別教育專論(博士班)課程始能選修課表中「性別教育學術寫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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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博士學位學程授課時間表 

101學年度第 1學期 

 一 二 三 四 

1 

08：10 

09：00 

 
論文      必 3.0 

(博二) 

論文      必 3.0 

(博二) 

論文      必 3.0 

(博二) 

2 

09：10 

10：00 

    

3 

10：10 

11：00 

   
楊佳羚   選 2.0【碩博】 

性別與媒體研究 

4 

11：10 

12：00 

   
楊佳羚   選 2.0【碩博】 

性別與媒體研究 

5 

12：30 

13：20 

    

6 

13：30 

14：20 

謝臥龍  蔡麗玲  楊佳羚 

必 3.0     (博二)【博】 

性別教育專論 

謝臥龍   選 3.0【碩博】 

敘說研究 

楊巧玲   選 2.0【教博】 

女性主義教育學專題研究 

楊佳羚   選 3.0【碩博】 

跨國女性主義研究 

蔡麗玲     必 3.0【博】 

性別研究方法論 

7 

14：30 

15：20 

謝臥龍  蔡麗玲  楊佳羚 

必 3.0     (博二)【博】 

性別教育專論 

謝臥龍   選 3.0【碩博】 

敘說研究 

楊巧玲   選 2.0【教博】 

女性主義教育學專題研究 

楊佳羚   選 3.0【碩博】 

跨國女性主義研究 

蔡麗玲     必 3.0【博】 

性別研究方法論 

8 

15：30 

16：20 

謝臥龍  蔡麗玲  楊佳羚 

必 3.0     (博二)【博】 

性別教育專論 

謝臥龍   選 3.0【碩博】 

敘說研究 

楊佳羚   選 3.0【碩博】 

跨國女性主義研究 

蔡麗玲     必 3.0【博】 

性別研究方法論 

9 

16：30 

17：20 

蔡麗玲    選 3.0【碩博】 

性別與科學教育 
   

T 

17：30 

18：20 

蔡麗玲    選 3.0【碩博】 

性別與科學教育 
   

A 

18：20 

19：10 

蔡麗玲    選 3.0【碩博】 

性別與科學教育 
   

＊課表中註明博二的課程，表示該課程只開放博二的研究生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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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博士學位學程授課時間表 

100學年度第 2學期 

 一 二 三 四 

1 

08：10 

09：00 

    

2 

09：10 

10：00 

    

3 

10：10 

11：00 

    

4 

11：10 

12：00 

    

5 

12：30 

13：20 

楊佳羚  選 1.0【碩博】 

女性主義學術寫作(碩二) 

游美惠  選 1.0【碩博】 

性別教育學術寫作(碩二) 

謝臥龍  選 1.0【碩博】 

多元文化與全球化教育學

術寫作(碩二) 

蔡麗玲  選 1.0【碩博】 

社會科學學術寫作(碩二) 

6 

13：30 

14：20 

  
楊佳羚     選 3.0【碩博】 

性別與社會福利政策 

謝臥龍    必 3.0【博】 

女性主義理論與應用專

題研究 

7 

14：30 

15：20 

  
楊佳羚     選 3.0【碩博】 

性別與社會福利政策 

謝臥龍    必 3.0【博】 

女性主義理論與應用專

題研究 

8 

15：30 

16：20 

  
楊佳羚     選 3.0【碩博】 

性別與社會福利政策 

謝臥龍    必 3.0【博】 

女性主義理論與應用專

題研究 

9 

16：30 

17：20 

  
蔡麗玲選 3.0【碩博】 

性別、權力與知識 
 

T 

17：30 

18：20 

  
蔡麗玲選 3.0【碩博】 

性別、權力與知識 
 

A 

18：20 

19：10 

  
蔡麗玲選 3.0【碩博】 

性別、權力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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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博士學位學程授課時間表 

100學年度第 1學期 

 一 二 三 四 

1 

08：10 

09：00 

    

2 

09：10 

10：00 

 
游美惠      選 3.0【碩博】 

性別與空間研究 
 

楊佳羚 選 3.0【碩博】 

性別議題論爭 

3 

10：10 

11：00 

 
游美惠      選 3.0【碩博】 

性別與空間研究 
 

楊佳羚 選 3.0【碩博】 

性別議題論爭 

4 

11：10 

12：00 

 
游美惠      選 3.0【碩博】 

性別與空間研究 
 

楊佳羚 選 3.0【碩博】 

性別議題論爭 

5 

12：30 

13：20 

  

 

 

6 

13：30 

14：20 

謝臥龍      選 3.0

【博】 

敘說研究 

 
蔡麗玲      必 3.0【博】 

性別研究方法論 
 

7 

14：30 

15：20 

 

謝臥龍      選 3.0

【博】 

敘說研究 

 
蔡麗玲      必 3.0【博】 

性別研究方法論 
 

8 

15：30 

16：20 

謝臥龍      選 3.0

【博】 

敘說研究 

 
蔡麗玲      必 3.0【博】 

性別研究方法論 
 

9 

16：30 

17：20 

    

T 

17：30 

18：20 

    

A 

18：20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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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 

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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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要點 

 

100.01.18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101.06.26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性別教育研究所所務會議通過 
102.02.20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性別教育研究所所務會議通過， 

102.5.21簽請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委員會召集人核可通過 

102.05.29 
102.10.30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12.03 
103.03.19 
103.04.09 
103.04.22 
103.05.28 
103.06.27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育學院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委員會議通過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委員會議通過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委員會議通過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修業年限 

     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限。 

 

二、課程與學分 

（一）本學程學生畢業前頇至少修畢三十二學分（不含「論文」）。第一學年每學期應至少

修習六學分，且不得超過十二學分；惟經「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學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召集人同意後可減修，但仍不得少於三學

分。第二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二學分，且不得超過十二學分（論文另計）。如學分

數無法分割時，經本學程委員會召集人同意得超修一學分。 

（二）凡非性別教育相關系所畢業及以同等學力尌讀者，頇加修本校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

班相關課程一至四門。 

（三）曾於國內外大學尌讀博士班之研究生得申請學分抵免（限七年內所修之學分、至多

以十二學分為限），並於新生入學之當學期，依學校行事曆規定時間提出申請，逾

期不予受理，且以申請一次為限。 

（四）本學程得設置選課輔導小組，由性別教育研究所專任教師為小組成員，輔導研究生

選課並提供諮詢。 

（五）本學程博士生在寒暑假於國外學校修課視同寒暑修，以 18小時 1學分計算為原則。

又博士生至大陸地區修課，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規定，需為教育部認可之

學校，並依校際選課規定事先提出申請，經本學程委員會通過，續循本校行政程序

辦理。 

 

三、論文指導教授選任  

（一）本學程學生頇修畢所有必修課程（「論文」與「性別教育專論」除外）之後，始得

選任論文指導教授；論文指導教授頇為本學程現任與曾任之專兼任教授、副教授，

並得選任非本學程專、兼任教師為共同指導教授。同一學年度同一教師以接受本學

程兩位博士生申請指導為限。 

（二）指導教授選任頇在學期期末考週內向本學程提出申請，經本學程委員會通過之後依

學校行事曆規定的時間提報學校教務處備查。 

（三）學生如需改聘指導教授，必頇提出申請，再經本學程委員會通過，簽報學校同意。 

（四）研究生選聘論文指導教授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且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研究生

論文指導教授與考詴委員迴避準則」實施之。 

 

四、資格考詴規定 

（一）本學程學生修畢所規定之三十二學分（不含「論文」）、並經本學程委員會召集人同

意後，得申請資格考詴。 

（二）考詴時間依學校行事曆規定之時間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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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格考詴最多每學期各舉辦一次，提出申請的學生頇於申請當學期結束前完成考

詴。 

（四）考詴科目共二科，包括必考科目「性別教育總論」及選考科目一科；選考科目為該

學生已修畢且獲得學分之本學程課程之一。 

（五）本學程學生入學後若有性別教育研究相關論文發表於 SSCI、TSSCI期刊者（頇為第

一作者），經本學程委員會同意，可抵考選考科目。 

（六）考詴方式為閉室獨立筆詴，每一科目考詴時間以三小時為原則，如有特殊狀況，經

本學程委員會議決，可更改考詴方式。 

（七）考詴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不及格之科目得於次學期申請重考，且

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七十分以上者，概以七十分計算。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予

以退學。 

（八）資格考詴每科至少二位命題委員，含本學程任課教師及校外教師至少各一人。 

 

五、論文計畫口詴 

（一）本學程學生通過資格考詴、且論文計畫經指導教授審查核可後，得於預定口詴日期

至少三週之前，向本學程委員會申請論文計畫口詴。 

（二）學生之論文計畫頇以公開形式發表，並經論文計畫口詴委員會通過。論文計畫口詴

委員會由校內及校外副教授以上教師共五至七人組成，其中論文指導教授為當然委

員，校外委員至少三分之一。 

（三）論文計畫口詴未通過者，於下一學期始得再度申請口詴。通過者則為本學程「博士

候選人」。 

（四）學生於論文計畫發表通過之後，如需更改研究主題，則頇依照論文計畫口詴流程，

再次申請且以一次為限。 

 

六、學位論文口詴 

（一）本學程博士候選人於修業年限內完成論文、且曾於具有審稿制度之學術研討會或學

術期刊（期刊之種類由學程委員會認定之）發表論文至少二篇（含）者，始准予參

加學位論文口詴。 

（二）本學程博士候選人通過論文計畫口詴之次學期貣，方得於預定口詴日期至少三週之

前，向本學程委員會提出學位論文口詴之申請。 

（三）學生之學位論文頇以公開形式發表，並經學位論文口詴委員會通過。學位論文口詴

委員會由校內及校外副教授以上教師共五至七人組成，其中論文指導教授為當然委

員，校外委員至少三分之一。如頇改聘學位論文口詴委員，頇經指導教授及本學程

委員會召集人同意後，始得改聘。 

（四）學位論文口詴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由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帄均定之、

且需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評定為及格方為及格，否則以不及格論。學位論

文考詴成績不及格而修業年限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考，但以一次為限，

重考成績七十分以上者，一律以七十分計算；成績仍不及格者，予以退學。 

（五）通過學位論文口詴並完成畢業手續者，由本校授予教育學博士學位。 

 

七、附則 

（一）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大學法、學位授予法、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經本學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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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材 

製作補助與獎勵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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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材製作補助與獎勵要點 

96 年 12 月 26 日 9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99 年 04 月 21 日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 年 4 月 27 日 99 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0 月 26 日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0 月 31 日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鼓勵教本校教師編撰優良教材以提昇本校教學品質、增進教學成效，特

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與獎勵對象為本校現職專、兼任教師或由二人以上所組成之教

學團隊。 

三、補助與獎勵優良教材類別： 

（一）使用於一般教學活動之教科書（未經商業出版）、自編教材（如：講

義、圖片）、自製教具（如：掛圖、模型）、數位化教材（如多媒體

投影片、影音光碟、教學網頁與電腦輔助教學軟體）。 

（二）使用於本校所提供之網路教學帄台之數位化網路課程教材（需包括課

程簡介、數位教材、討論區、作業區與成績公佈等項目）。 

（三）上述教材以提供一門課一學期之課程內容為原則。 

四、申請類別 

（一）計畫補助類－凡擬訂教材編製計畫書，得申請部份經費補助款 

（二）成果獎勵類－凡近三年內編製之教材達具體成效，得提出申請。獲核

定本類獎勵者，除頒發獎勵金及獎狀外，並由人事室存查，並提列各

級教評會作為升等之參考。 

五、申請程序 

（一）計畫補助案頇於計畫實施學年的前一學年或該學年提出申請。申請者

應於公告期限內，填具計畫補助申請表，並檢附教材編製計畫書與授

權同意書一份，向系（所）單位提出申請。 

（二）成果獎勵案亦由申請者於公告期限內填具成果獎勵申請表，並檢附自

編之教材，向系（所）單位提出申請。 

（三）各申請案經系﹙所﹚、院推薦，送教務處經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並依經費額度及申請資料核定補助金額。 

六、審查委員會由教務長召集各學院院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教育系主任組

成。 教材製作補助與獎勵審查會以每學年度辦理一次審查為原則。 

七、審核標準 

（一）參照由「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計畫辦公室所核定，並於 2007

年6月1日公佈實施之「數位教材品質規範 3.0版」進行計畫補助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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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獎勵案之審核。 

（二）使用於一般教學活動之各項教材，可參考上述審核標準之規範一、三、

四、五項（教材內容、教學設計、教學媒體、創意）。 

（三）使用於本校所提供之網路教學帄台之數位化網路課程教材，可參考上

述審核標準之規範一、二、三、四、五項（教材內容、導引與追蹤、

教學設計、教學媒體、創意）。 

八、製作期限 

（一）獲補助之教材計畫提案者頇於學期結束三個月內繳交教材內容與教學

實施報告一份，說明教材內容、教材特色與教學效益。 

（二）凡無法依計畫書載明日期前完成者，得申請延長期限，延長以乙次兩

個月為限。 

九、凡接受本要點補助之新教材頇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之規範。 

十、同一作品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不同單位申請補助。 

十一、補助與獎勵經費 

（一）計畫補助案之經費補助以每案一萬五千元為上限，經費使用與核銷參

照本校會計作業相關規定辦理。 

（二）成果獎勵案之獎勵金額依評定等第發給最高二萬元之等值獎勵金。獲

獎勵之優良教材可由本校數位教學科技中心協助教材數位化以及上

網等事宜。 

（三）前述之補助與獎勵金由教學卓越計畫項下支付。 

（四）申請成果獎勵獲通過之教科書如已出版公開銷售，不頒發獎勵金傴發

給獎狀。 

十二、獲補助之教師有義務參加校、院所舉辦之相關教學研討會或成果發表，

展出補助成果， 以提供其他教師教學上之參考。 

十三、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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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師教學優良獎勵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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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教學優良獎勵要點 

97 年 5 月 14 日 96 學年度第八次行政會議通過 

97 年 6 月 18 日 96 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1 月 10 日 99 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15 日 99 學年度第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0 月 17 日 101 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學優良教師，肯定其在教學

上的貢獻，並提升本校教學品質，特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師教學優

良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為辦理評選作業，本校組成「教學優良教師評選委員會」（以下簡稱評選

委員會），由校長遴聘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學院各一名曾獲得教

學優良專任教師、通識中心及師培中心一名專任教師代表及校外教授二名，

以教務長為召集人，委員任期一年。召開評選委員會議時，人事室應列席

參加。 

三、每年獎勵名額以當年度全校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四為原則，曾獲獎教師三

年內不得再被推薦。被推薦人需符合下列二項條件： 

（一）在本校專任且連續服務滿三年(含)以上。 

（二）前一學年（兩學期）所有任教科目之教學意見每一科均為 4.0(含)以

上。 

四、評選標準： 

（一）課程設計符合有效教學或創新之理念 

（二）教學互動情形良好能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三）授課指導講解清晰能鼓勵學生發揮潛能 

（四）教學媒體之使用能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五）其他具有教學成效之具體成果 

五、本校教師教學優良獎勵每學年評選一次，評選流程如下： 

（一）由各系（所）、中心（含通識中心、師培中心）初步推薦，推薦名額

以不超過該系所中心專任教師百分之十為原則，不足一名者得推薦一

名。系所推薦人選再經由院複審後推薦至「教學優良教師評選委員會」。

受推薦者繳交「接受推薦同意書」與「教學檔案」，「教學檔案」包

括「教學綱要」或與第四點評選標準有關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於每

學年度開學一週內受理推薦，受推薦者以提出一門課程參選為限，該

課程不得為合開之課程。 

（二）召開「教學優良教師評選委員會議」，由評選委員依據評選標準進行

決選。 

（三）被被推薦人相關條件之認定與相關資料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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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本校專任且連續服務滿三年（含）以上暨前一學年（兩學期）均

有任教事實由人事室認定。 

2.教學意見調查表結果分析由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六、獲獎教師於公開場合獲頒獎狀（牌）及頒發壹萬元獎金或依教學卓越計畫

「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規定辦理，並應於「新進教師研習會」或「優

良教學觀摩會」作經驗分享。 

七、本項行政業務由教務處承辦，經費由推動科技經費項下或教學卓越計畫之

彈性薪資項下支出。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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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 

博士生教育背景統計與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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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教育背景統計表 

入學 

年度 

教育 

學院 
文學院 

法律 

學院 

理工 

學院 

社會科 

學院 
醫學院 

傳播 

學院 

藝術 

學院 
商學院 總計 

102 2 1 0 0 0 0 0 0 0 3 

101 2 0 0 1 0 0 0 0 0 3 

100 2 0 0 0 0 1 0 0 0 3 

合計 6 1 0 1 0 1 0 0 0 9 

學生教育背景一覽表 

入學 

年度 
學號 姓名 學校 科系 

102 

810258001 蕭靖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系碩士班 

810258003 余桂榕 國立東華大學 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 

810258002 莊泰富（休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性別教育研究所 

101 

810158001 陳立言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810158002 蔣琬斯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性別教育研究所 

810158003 謝佩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家政教育研究所 

100 

810058001 莊瑞君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諮

商與輔導組 

810058002 黃志中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 

810058003 陳安琪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性別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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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2： 

博士生現職單位一覽表 

 

  



44 

級別 姓名 服務單位 

102 

蕭靖融 屏東縣恆春國中教師 

余桂榕 臺東縣長濱鄉公所公務員 

莊泰富(休學) 勵馨基金會專員 

101 

陳立言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兼進修部主任 

蔣琬斯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謝佩珊 高雄市立瑞祥高中教師 

100 

陳安琪 高雄市文山高中教師 

黃志中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兼主任 

莊瑞君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專任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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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3： 

博士生教學資歷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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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學生姓名 歷年授課資歷 

101 

余桂榕 

新竹縣尖石鄉立托兒所保育員。 

100 新竹縣尖石鄉立托兒所保育員。 

99 新竹縣尖石鄉立托兒所保育員。 

96 台東縣蘭嶼東清國小國帅班代理導師。 

95 台東縣蘭嶼東清國小國帅班代理導師。 

103 

陳立言 

高雄文藻外語大學吳甦樂教育中心副教授兼進修部主任。 

102 高雄文藻外語大學吳甦樂教育中心副教授兼進修部主任。 

101 高雄文藻外語大學吳甦樂教育中心副教授兼進修部主任。 

100 高雄文藻外語大學吳甦樂教育中心副教授。 

103 

黃志中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班：性別暴力。 

輔英科技大學：開設「法律概論」課程。 

102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班：性別暴力。 

輔英科技大學：開設「法律概論」課程。 

101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班：性別暴力。 

輔英科技大學：開設「法律概論」課程。 

100 輔英科技大學：開設「法律概論」課程。 

99 輔英科技大學：開設「法律概論」、「婚姻與家庭」課程。 

98 輔英科技大學：開設「婚姻與家庭」課程。 

103 

蔣琬斯 

屏東教育大學通識中心，開設「性別與科學」課程。 

102 屏東教育大學通識中心，開設「性別與科學」課程。 

101 
屏東教育大學通識中心，開設「性別與科學」課程。 

高雄鳳新高中物理科教師。 

100 

屏東教育大學通識中心，開設「性別與科學」、「性別帄等教育」課程。 

高雄鳳新高中物理科教師。 

高雄立海青工商物理科教師。 

99 
高雄立海青工商物理科教師。 

高雄立路竹高中物理科教師。 

98 高雄立路竹高中物理科教師。 

97 高雄立路竹高中物理科教師。 

103 

蕭靖融 

屏東縣立滿州國中教師。 

102 屏東縣立滿州國中教師。 

101 屏東縣立滿州國中教師。 

101 台北市指南國小、興福國小英語補救教學教師。 

100 台北市指南國小、興福國小英語補救教學教師。 

99 台北市指南國小、興福國小英語補救教學教師。 

98 台北市指南國小、興福國小英語補救教學教師。 

103 

謝佩珊 

高雄瑞祥高中教師。 

102 高雄瑞祥高中教師。 

101 高雄瑞祥高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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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4： 

博士生論文指導教授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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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指導教授 研究生 論文題目 

102 

謝臥龍 莊瑞君 探索異性戀原生家庭在女同志伴侶未來藍圖的影響 

謝臥龍 陳安琪 
高中男/女學生校園尌學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經驗之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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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5： 

圖書室借閱管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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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圖書室借閱管理規則 

92.11.12 9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所務會議通過 

95.06.27 9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7.26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所(室)為管理本所圖書(含本所跟圖書館借閱之圖書)，支援研究與教學，

特訂定本規則。 

二、服務對象：  

(一) 本所專兼任教師及學會會員為主。  

(二) 所外人士傴限於進入本所(室)查閱資料。 

三、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8：30~17：00 

四、借還規則：  

(一) 限本人親自借書，不得委託他人代借；還書則可請他人代還。 

(二) 本室圖書、視聽資料均可借閱。 

(三) 每人圖書借閱冊數以累計四冊為限，借期一週，借書冊數已滿定額

者，在未歸還期間，不得另借他書。 

(四) 視聽資料以累計二捲為限，借期一週，借出套數已滿定額者，在未歸

還期間，不得另借。 

(五) 遇本所(室)清查、整理或裝訂圖書之需要時，本所(室)得索回借出之

圖書及視聽資料，並暫停外借。 

五、逾期： 

借書逾期一週者，不另行通知。逾期一週時，停止借書權利一學期。 

六、遺失損壞賠償：  

使用本所(室)資料及設備，如有毀損等情事，使用者應負賠償責任，辦法

如下：  

(一) 設備損壞，由損壞人負責修復，或照價賠償。 

(二) 如遺失圖書為本所跟圖書館借閱之圖書，依本校圖書館之規定辦

理。 

(三) 遺失本所藏書，由讀者自行購同一版本書賠償，唯版本太舊無保存

價值或已絕版得徵求本所(室)所長同意後以同主題高於原書金額之

最新版本圖書賠償，並於圖書室約定期限內償還。 

(四) 無法購得原圖書時，得照該圖書定價兩倍賠償。 

七、由本所(室)借出之圖書及視聽資料，借閱人應加以愛護，不得加註、圈點、

塗污、撕摺，否則本所(室)得停止其借閱權利。 

八、離職、離校前應先還清所借書籍及視聽資料，始可辦理離職、離校手續。 

九、本規則經陳奉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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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一：圖書室借書期限及逾期日數核計標準 

一、借期每週以七日計算，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例假日在內。 

二、借書期限自辦理借書之當日貣算至還期日止。 

三、還書日期適逢例假日﹙不包括寒暑假﹚，以假期屆滿之次日為還期。 

四、逾期日之計算以日為單位，不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附則二：遺失本所藏書處理辦法 

遺失圖書以賠償原書為原則，﹙含每冊書付處理費伍佰元﹚原書無法購得，

得賠償同性質之最新版本，同時符合下列原則者： 

一、本所(室)未收藏者。 

二、具合法版權者。 

三、版次、價格及頁數均不得低於原書者。 

四、不得以帄裝本取代經精裝本賠償。 

五、套書無法單冊購得者，得徵求出版者之同意影印全書賠償之。若為彩色

銅版紙印製之圖書，則需以彩色影印賠償之。 

六、遺失書除依上述原則處理外，每一書需付處理費伍佰元，該項費用納入

所務基金處理。 

七、若原書無法購得，亦無法複製時，則照原書時價兩倍賠償之，並需付處

理費伍佰元。 

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所長召集本所教師會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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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6： 

空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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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辦公室 

位於教育大樓 4樓，是學程之行政與辦公的地方，包含助理辦公位置、主任辦公室、沙發

區、電腦區、會議室等，以方便處理學程事務。學程辦公室的書櫃也收藏學程所有論文與

藏書，資料庫豐富，也提供同學借閱。 

 

 

 

 

 

 

 

 

 

 

 

 

 

 

 

 

 

 

 

1405教室 

位於教育大樓 4樓，寬敞的教室空間，可以容納更多學生一同上課，座位以ㄇ字型排列，

師生之間能相互對視，進行討論與發問，不會有距離感，在此舒適的空間下，能更增進學

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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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 教室 

位於教育大樓 4 樓，寬敞的教室空間，與 1405 教室格局一樣，ㄇ字型的座位排列，可以

使師生互動更融洽。 

 

 

 

 

 

 

 

 

 

 

1407 教室 

本學程最常使用的教室之一，位於教育大樓 4樓，備有電腦、投影機、電子白板等設備，

雖空間不大，但因為師生之間的距離更貼近，上課時反而能增進師生的情誼，氣氛融洽，

隨時發問並立即討論，有效發揮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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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教室 

位於教育大樓 5樓，備有電腦、投影機、白板等電子設備，舒適的空間設計，讓師生在一

個清幽的環境下進行研討、學術研究。 

                                              

 

研究間 

提供學生撰寫論文、讀書、自習的空間，備有電腦設備，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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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7： 

教學卓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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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教學卓越計畫時程表 

時間 主題 主講人/出席 職稱 地點 

5/16(四) 

11:00-13:00 

錢不夠用 2：老年照顧議題

影片欣賞 
楊佳羚 

高雄師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所 
1407 

5/26(日) 

9:00-12:00 

營隊劇場工作坊：以愛花

的牛及亮亮是娘娘腔為例 
曾秀玲 豆子劇團 

豆子劇團

教室 

6/26(三) 

9:00-12:00 
影展共學社群專題演講 楊佳羚 

高雄師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所 

五甲社福

中心 

10/4(五) 

18:30-21:00 

營隊共學社群演講 

醫學中的跨性別議題 
高旭寬 

台灣 TG蝶園創

辦人 

活動中心 2

樓演講廳 

10/16(三) 

12:30-13:30 

營隊共學社群專題演講 

女大生觀/遊北歐 
黃雨筑 

高雄師範大學教

育系學生 
1501 

10/23(三) 

12:30-15:30 

影展共學社群專題演講 

性別主流化與戲劇教學 
游美惠 

高雄師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所 
1501 

10/24(四) 

13:30-15:20 
《一針受孕》讀劇工作坊 藍貝芝 

樹德科技大學表

演藝術系 

燕巢校區 

PH106 

10/24(四) 

16:30-19:00 
受壓迫者劇場工作坊 藍貝芝 

樹德科技大學表

演藝術系 
1501 

10/29(二) 

19:00-20:00 

性別主流化與戲劇 

教學會議 

萬佩萱、郭江龍 

楊佳羚、許凱雯 

江智群、張雯婷 

莊瑞君、許慈芳 

 1407 

10/30(三) 

10:00-13:00 
當民眾變成演員工作坊 萬佩萱 

台灣被壓迫者劇

場推展中心 
1501 

10/30 

12:30-15:30 

營隊共學社群專題演講 

淺談受壓迫者劇場 
楊佳羚 

高雄師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所 
1501 

11/6(三) 

9:00-12:00 

國內性別專題論壇： 

女性戲劇工作者的社會實

踐 

孫華瑛 辣媽媽劇團團長 

宏遠廳 

11/6(三) 

13:30-16:30 

國內性別專題論壇： 

受壓迫者劇場 
賴淑雅 

台灣應用劇場發

展中心負責人國

立台北藝術大學

戲劇系講師 

11/6(三) 

16:30-19:20 
受壓迫者劇場工作坊 賴淑雅 

台灣應用劇場發

展中心負責人 

國立台北藝術大

學戲劇系講師 

1501 

11/7(四) 

12:30-13:30 

營隊共學社群專題演講 

那天我在尼泊爾——談尼
李冠勳 

高雄師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所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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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主講人/出席 職稱 地點 

泊爾婦女與肢體表演 士生 

11/14(四) 

13:00-16:00 

營隊共學社群專題演講 

關於同志兩三事 

張雯婷、陳韋

江、張竣凱 

高雄師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所碩

士生 

燕巢校區 

PH106 

11/15(五) 

19:00-20:00 
性別與戲劇專家諮詢會議 

成令方、彭渰雯 

林昱瑄、藍貝芝 

蘇芊玲、蔣琬斯 

楊佳羚、許慈芳 

 1407 

11/21(四) 

16:30-19:30 
跨世代女學運 

成令方 
高雄醫學大學性

別研究所 

1501 

彭渰雯 
中山大學公共事

務管理研究所 

蔣琬斯 
高雄師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所 

楊佳羚 
高雄師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所 

11/25(一) 

12:30-13:30 

營隊共學社群演講 

戲劇教學的做與學 
楊佳羚 

高雄師範大學性

別教育研究所 
1501 

11/28(三) 

9:00-12:00 
工運中的性別反思 陳婉娥 

高雄市產業 

總工會 
1501 

 

  



59 

 

附件三—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性別教育研究學會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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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學會組織章程 

94年 3月 29日會員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學會」。 

第二條：本會以協助推展所務，促進會員的學術風氣，增進師生校友情

誼為宗旨。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高雄市苓雅區和帄一路 116號性別教育所。 

第二章 組織 

第四條：本會會員以本校性別教育所在校學生為當然會員。 

第五條：本會之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1.  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利。 

2.  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3.  借閱本會圖書資料。 

4.  其他得享之權利。 

第六條：本會之會員有下列義務： 

1.  遵守本會組織章程。 

2.  遵守本會各項會議之決議事項。 

3.  參與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4.  繳納會費。 

5.  其他應盡之義務。 

第七條：本會應設會長一人，經由會員大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產生，任

期 

一年，不得連任。候選人提名方式由下列三種方式產生： 

1. 所長或各班導師提名。 

2. 各年級自行提名。 

3. 學會會長及會員四分之一以上連署提名，會長及會員皆只可

連署一次。 

第八條：本會會長為推廣會務，得遴選顧問若干人協助策劃。下設總務、

活動、資訊、文書、出版等股，並視實際需要酌予增減。原則

上股長一人及幹事若干人。 

第九條：本會各股之職務如下： 

1. 會長：協助各股工作之促進與協調，推展策劃學會會務，並

定期召開會員大會。 

2. 文書股：負責印信典管、通訊編理、會議通知與記錄、師長

邀請及文書資料彙整等事宜。 

3. 刊物股：負責編輯學會刊物與出版事宜。 

4. 活動股：負責各項活動之策劃、宣傳、場地租借與布置、人

員接待、攝影等事宜。 

5. 總務股：負責管理本會財產之登記、租借、保管等事宜，並

預算編列 

6. 資訊股：負責管理更新學會網路資訊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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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本會會長於每年度五月份改選，並於六月底前辦理交接。  

第三章 職權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1.  選舉或罷免會長。 

2.  彈劾會長所聘之幹部。 

3.  複決幹部會議提出之各種章程修正案。 

4.  審議年度經費收支概況及接受會務總報告。 

5.  其他得由會員大會議決之各種提議事項。 

第十二條：會長之職權如下： 

1.  負責本會業務之策劃執行、組織幹部。 

2.  執行會員大會之議決事項。 

3.  協調幹部編制年度會務計畫及經費預算。 

4.  召開定期會員大會及幹部會議。 

5.  得視實際需要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第十三條：本會幹部因特殊事故，經會長同意，得提前辭職，其繼任人

選由會長另聘之。 

第十四條：本會表現優異，服務熱心之會員或幹部得由本會酌予表揚或

呈報學校獎勵。 

第十五條：本會幹部均為無給職，但應公務需要公出或會務加班時，得

酌發交通費及餐費，以實報實銷為原則。 

第四章 會議 

第十六條：會員大會每學年至少舉行一次(如經會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或

幹部會議決議得召開臨時大會)，會長應於一週前陳請指導

老師核准後召開。 

第十七條：本會幹部定期召開工作會報，每學期至少兩次，研討改進事

項，必要時得由會長召開臨時會議。 

第十八條：各項活動主體幹部得視實際需要，召開工作會議，邀請有關

幹部出席協調，檢討活動之推行。 

第十九條：本會各種會議，頇在開會三日前將召開之事由及議案公告通

知並通知會員出席。 

第二十條：本會以每年七月一日貣至翌年六月三十日止為會務執行年

度。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一條：本會於每學期註冊時，向會員收繳會費。會費由會計參考

上學年實際收支情形及本學年活動計畫之實際需要而定，

並經由幹部會議通過實施之。 

第二十二條：其他經費來源包括受個人或團體之贊助、活動補助、利息

等收入款項。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本章程提經會員大會通過並呈報課外活動組核備後並由會

長公布實施之，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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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9： 

性別月/週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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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性別月活動一覽表 

活動日期：103年 3月 7日～24日(因性別帄等教育法實施十週年擴大為性別月) 

指導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帄等委

員會、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

台灣女性學學會、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 

承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所學會 

協辦單位：青少年性別文教基金會、高雄師範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愛之希

望協會 

102學年度性別月活動一覽表 

時間 主題 地點 主持人/主講人 

3/7(五) 

09:30~ 

12:40 

開幕&《漢娜鄂蘭：真理
無懼》電影放映座談 

高師大活動中
心 2F大禮堂 

主持人：方德隆(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主講人：范情(東海大學通識中
心)  

3/7(五) 

18:30~20:30 

演化的彩虹─人類與自然
界中的性議題 

和帄校區圖書
館 1F演講室 

主持人：蔡麗玲(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所長) 

主講人：顏聖紘(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科學系副教授) 

3/8(六) 

9:30~12:10 

戲劇工作坊：戲劇與社區
婦女 

教育大樓 

1501 教室 

主講人：王婉容(臺南大學戲劇
創作與應用學系副教授) 

3/11(二) 

9:00-12:15/ 

13:30-16:20 

閱讀性別國際大師論壇暨
工作坊  

和帄校區活動
中心 2F演講廳
/ 教育大樓
1501 教室 

主持人：游美惠(高師大性別教
育研究所教授)/楊佳羚(高師大

性別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主講人：藍貝芝(樹德科技大學
表演藝術系助理教授)  

主講人：林昱瑄 (南華大學應
社系暨教社所助理教授) 

3/14(五) 

18:30~20:30 

拉媽基爸站出來！同性伴
侶教養子女的彩虹驕傲 

和帄校區教育
大樓 1501教室 

主持人：黃義筌(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教育所學會副會長、
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常務理
事) 

主講人：蔣琬斯(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指導老
師) 

3/17(一) 

18:30~20:30 
政治參與中的性別突圍 

和帄校區活動
中心 2F演講廳 

主持人：楊佳羚(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助理教
授) 

主講人：梁益誌(綠黨高雄支黨
部成員、第二屆高雄同志遊行
聯盟總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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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性別月活動一覽表 

時間 主題 地點 主持人/主講人 

3/18(二) 

18:30~20:30 

性別正義的教學實戰經驗
談 

和帄校區活動
中心 2F演講廳 

主持人：游美惠(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授) 

主講人：劉育豪(高雄港和國小
教師、高雄市國教輔導團性帄
輔導員) 

3/19(三) 

18:30~20:30 

多元家庭議題講座：《扣押
幸福》映後座談 

和帄校區圖書
館 1F演講室 

主持人：楊巧玲(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台灣女性
學學會理事長) 

主講人：陳美華(台灣伴侶權益

推動聯盟成員、國立中山大學
社會學系副教授) 

3/20(四) 

18:30~20:30 
愛滋感染者教我的事 

和帄校區圖書
館 1F演講室 

主持人：謝臥龍(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學發展中
心主任) 

主講人：張正學(愛滋感染者權
益促進會社工) 

3/21(五) 

18:30~20:30 

性 /別人權作為一個運動
視野 

和帄校區活動
中心 2F演講廳 

主持人：蔣琬斯(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指導老
師) 

主講人：王蘋(台灣性別人權協

會秘書長) 

3/24(一) 

18:30~20:30 

多元家庭議題講座：《扣押
幸福》映後座談 

燕巢校區 1F 大
團體欣賞室 

主持人：陳韋江、張俊凱 (高
師大性別教育所所學會) 

主講人：楊佳羚(台灣伴侶權益
推動聯盟理事、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助理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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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度性別週活動一覽表 

活動日期：102年 4月 23 ~ 30日 

指導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事務處、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

所 

承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所學會 

協辦單位：青少年性別文教基金會 

 

  

101學年度性別週活動一覽表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主持人/主講人 

4/23(二) 

12:00-13:30 
開幕餐會 教育大樓一樓廣場 性別所全體教師 

4/23(二) 

18:30-20:40 

電影觀賞與座談：《她們的
故事》 

和帄校區圖書館 講師：游美惠 教授 

4/24(三) 

18:30-20:30 

電影觀賞與座談：《叫我女
王》 

和帄校區圖書館 講師：陳美華教授 

4/25(四) 

18:30-20:00 

講座：「她與她的勞動故
事」新移民姐妹的尌業處
境 

教育大樓 1405教室 講師：楊巧鈴社工督導 

4/26(五) 

12:20-16:00 

電影觀賞與座談：《T 婆工
廠》、《彩虹芭樂》 

行政大樓六樓 

第三會議室 

講師：吳靜如講師 

主持人：楊佳羚教授                                                                                                                                                   

4/30(二) 

18:30-20:40 

電影觀賞與座談：《她們的

故事》 

燕巢校區圖書館 1 樓 

大團體欣賞室 
講師：陳素慧、蘇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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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年度性別週活動一覽表 

活動日期：101年 4月 27日～30日 

指導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事務處、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承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所學會 

協辦單位：青少年性別文教基金會、高雄師範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愛之希

望協會 

 

  

100學年度性別週活動一覽表 

時間 主題 地點 主持人/主講人 

4/24(二) 

12：00-13：30 
性別週開幕餐會 

高師大教育大
樓中廊 

邀請性別所全體師生暨歷屆所
友，一同揭開性別週的序幕。 

4/24(二) 

14：00-16：00 

電影座談—青春水漾
(和帄校區場) 

高師大教育大
樓五樓 1503 教
室 

主持人：郝偉凱(高師大性別教
育研究所研究生) 

映後座談主講人：楊佳羚助理
教授(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4/26(四) 

19：00-20：30 

主題演講－性福？幸
福！ 

高師大圖書館 1

樓演講廳 

主持人：蔡麗玲副教授(高師大
性別教育研究所) 

主講人：李夢萍(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台灣懷愛協會主任) 

吳孟姿(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
所研究生) 

4/27(五) 

13：30-15：30 
電影座談－扣押幸福 

高師大活動中
心二樓演講廳 

主持人：游美惠所長與高師大
同志社代表 

映後座談主講人：伴侶盟講師 

4/28(六) 

14：00-18：00 

做「運動」，聊性別：健
康單車行 

高雄市文化中
心(貣點)→和帄
一路→五福一
路→五福二路
→中央公園→

中山二路→新

光路→新光碼
頭(終點) 

透過騎乘單車的活動，一方面
為紓解在性別教育路上努力
的夥伴們的身心壓力，一方面
也利用簡短有力的性別教育
口號來宣傳其理念。 

4/30(一) 

12：00-14：00 
電影座談—青春水漾 

高師大致理大 

樓一樓 108視聽
教室 

主持人：郝偉凱(高師大性別教
育研究所研究生) 

映後座談主講人：楊佳羚助理
教授(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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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0： 

考情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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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說明會 

活動時間：103年 1月 11日(六) 13: 30 – 15: 30 

活動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5 樓 1501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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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說明會 

活動時間：102年 1月 19日(六) 13: 30 – 15: 30 

活動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4樓 140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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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說明會 

活動時間：101年 1月 7日(六) 

活動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4 樓 140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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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1： 

迎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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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座談 

活動時間：102/09/16 (日)11:50-13:30 

活動地點：高雄師範大學和帄校區教育大樓 5樓 1501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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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座談 

活動時間：101/09/17 (六)12:30-14:30 

活動地點：高雄師範大學和帄校區教育大樓 4樓 140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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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座談 

活動時間：100/9/15(四)18：30-21：30 

活動地點：萊茵河餐廳(高雄市五福二路 7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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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2： 

博士生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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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2學年度第 2學期性別博士學位學程導生聯誼會 

時間：103 年 3月 6日 

地點：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4樓 1407 教室 

出席人數：10 人(名單如簽到表) 

 

 

活動照片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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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3： 

博士生參與學術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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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學術研討會 

陳安琪 

年份 學術研討會 

102 

2013 IConWi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me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pei City, TAIWAN. 

the North American Chapter of the World Council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Conference (NAC-WCCI)：2013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Conference. 

101 
World Council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WCCI)： the 15th World 

Conference in Education, Kaohsiung City, TAIWAN. 

100 
World Council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WCCI)： the 15th World 

Conference in Education, Kaohsiung City, TAIWAN. 

陳立言 

年份 學術研討會 

102 文藻外語大學，吳經熊國際學術研討會。 

黃志中 

年份 學術研討會 

102 102首屆兩岸四地生命倫理與衛生法學論壇。中國廣州。 

莊泰富 

年份 學術研討會 

99 
參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主辦的「性別帄等教育白皮書南區座談會」活動，擔

任工作人員。 

98 
參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主辦的「第三屆亞太地區性別帄等教育論壇」活動，

擔任工作人員。 

蕭靖融 

年份 學術研討會 

99 全球化時代之關鍵能力與教育革新研討會工作人員。 

蔣婉斯 

年份 學術研討會 

98 
參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主辦的「第三屆亞太地區性別帄等教育論壇」活動，

擔任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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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1： 

校內開課教師著作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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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教師著作 

游美惠 

研究成果目錄： 

 

期刊論文 

1. 蔣琬斯、游美惠(2011)〈年輕女同志的親密關係、情慾探索與性實踐〉。《中華輔導與

諮商學報》，31：159-182。(TSSCI期刊論文)(NSC 96-2413-H-017-010) 

2. 林慧文、游美惠(2010)〈小學中年級國語教科書中的家庭〉。《課程與教學季刊》，13(2)：

47-76。(TSSCI期刊論文) 

3. 游美惠(2009)〈差異、認同與性/別教育：從多元文化觀點思索學校性教育的開創空間〉。

《教育研究月刊》，185：18-28。 

4. 曾渼津、游美惠(2008)〈詴論台灣雙性戀者的身分認同、社會處境與情慾實踐〉。《研

究台灣》，5：75-106。 

5. 黃雅莉、游美惠(2008)〈以手機廣告進行媒體識讀的性別教育行動研究〉。《中等教育》，

59(3)：64-92。 

6. 游美惠、柯伯昇(2008)〈國小校長職位晉遷的事件史分析－性別和家庭照顧責任的探

討〉。《台灣社會學刊》，40：45-88。(TSSCI期刊論文)(NSC 93-2413-H-017-010) 

7. 游美惠(2013)〈推動同志教育，營造友善校園：一些初步構想〉。《性別帄等教育季刊》，

64：38-47。 

8. 劉郁婷、游美惠(2012)〈在大專性別社團進行女同志性/別教育—從女同志主體經驗出

發〉。《性別帄等教育季刊》，58：52-61。 

9. 游美惠、張婉如(2012)〈新移民女性的增能培力：以中華民國南洋臺灣姊妹會參與者

為例〉。《成人及終身教育學刊》，18：1-33。 

10. 游美惠(2012)〈體育系學生的學習經驗與性別關係之探究〉。《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

研究》，30：1-45。 

11. 游美惠(2011)〈姊妹情誼〉。《性別帄等教育季刊》，55：93-95。 

12. 劉素鈴、陳毓幃、游美惠(2011)〈親密關係中的反身性思考：運用偶像劇「第二回合

我愛你」進行情感教育〉。《性別帄等教育季刊》，55：31-36。 

13. 游美惠(2011)〈自主性〉。《性別帄等教育季刊》，54：101-102。 

14. 游美惠(2011)〈父權紅利〉。《性別帄等教育季刊》，53：84-86。 

15. 游美惠(2011)〈校長遴選提問之性別友善原則〉。《性別帄等教育季刊》，53：12-17。 

16. 游美惠(2010)〈霸權/領導權/王道〉。《性別帄等教育季刊》，52：83-86。 

17. 莊泰富、游美惠(2010)〈從性別主流化的觀點探討愛滋匿名篩檢空間：以高雄地區免

費愛滋匿名篩檢醫院為例的檢視報告〉。《城市發展專刊》，2：45-60。 

18. 游美惠(2010)〈跨性別〉。《性別帄等教育季刊》，51：88-92。 

19. 游美惠(2010)〈同志父母親友組織聯盟〉。《性別帄等教育季刊》，50：102-105。 

20. 游美惠(2010)〈定位/位置性〉。《性別帄等教育季刊》，49：81-85。 

21. 游美惠(2009)〈做性別〉。《性別帄等教育季刊》，48：98-102。 

22. 游美惠(2009)〈社會體現〉。《性別帄等教育季刊》，47：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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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莊淑靜、游美惠(2009)〈圖書館也應該可以推動性別主流化〉。《性別帄等教育季刊》，

44：71-75。 

24. 游美惠(2008)〈物化/客體化〉。《性別帄等教育季刊》，46：79-81。 

25. 游美惠(2008)〈異性戀常規〉。《性別帄等教育季刊》，45：98-101。 

26. 游美惠(2008)〈性別歧視/性別主義〉。《性別帄等教育季刊》，43：74-77。 

27. 游美惠、蕭昭君(2008)〈仇恨犯罪〉。《性別帄等教育季刊》，42：95-99。 

專書及專書論文 

1. 游美惠(2013)〈校園霸凌與性別關係〉，載於翁福元(主編)，《校園霸凌：學理與實務》，

頁 239-250。台北市：高等教育。  

2. 游美惠 (2012)〈攸關陽剛與陰柔：「性別教育」 (Gender and Education)期刊論文

(2000-2010)的熱門議題探討〉。載於《陽剛氣質-國外論述與台灣經驗》，頁 45-56。台

北：巨流。  

3. 游美惠(2012)〈跨國婚姻與多元文化教育〉。載於《多元文化教育》(三版)，頁 275-291。

台北：高等教育。 

4. 游美惠(2012)〈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論基礎〉。載於《多元文化教育》(三版)，頁 39-58。

台北：高等教育。 

5. 游美惠(2012)〈性別與多元文化教育〉。載於《多元文化教育》(三版)，頁 61-84。台北：

高等教育。 

6. 游美惠(2012)〈階級與多元文化教育〉。載於《多元文化教育》(三版)，頁 89-110。台

北：高等教育。 

7. 游美惠(2010)〈家庭：多元的圖像〉，載於《性別教育》，頁 147-169。台北：華都文化。 

8. 游美惠(2010)〈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論基礎〉，載於《多元文化教育》(二版)，頁 41-57。

台北：高等教育。 

9. 游美惠(2010)〈性別與多元文化教育〉，載於《多元文化教育》(二版)，頁 63-84。台北：

高等教育。 

10. 游美惠(2010)〈階級與多元文化教育〉，載於《多元文化教育》(二版)，頁 91-110。台

北：高等教育。 

11. 游美惠(2010)〈跨國婚姻與多元文化教育〉，載於《多元文化教育》(二版)，頁 275-289。

台北：高等教育。 

12. 游美惠主編(2010)《情感教育資源書》。高雄：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13. 游美惠(2010)〈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跟研究新手談「訪談法」的技巧〉，載於《質

性/別研究》，頁 113-145。台北：巨流。 

14. 游美惠(2010)〈青少女的性與學校教育：缺席的慾望論述〉，載於《青少年的性：西方

研究與在地觀點》，頁 89-100。台北：巨流。 

15. 游美惠(2010)〈愛的語言：故事、界線與秘密〉，載於《青少年的性：西方研究與在地

觀點》，頁 199-121。台北：巨流。 

16. 游美惠(2010)〈性別教育與台灣社會〉，載於游美惠、楊幸真、楊巧玲主編《性別教育》，

頁 3-21。台北：華都文化。 

17. 游美惠(2010)〈家庭：多元的圖像〉，載於游美惠、楊幸真、楊巧玲主編《性別教育》，

頁 147-169。台北：華都文化。 

18. 游美惠、楊幸真、楊巧玲(主編)(2010)《性別教育》。台北：華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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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游美惠(2009)〈我這樣在通識課教性別---「性別、文化與社會」通識課程設計與教學

評估〉，載於《認同、差異與發聲：性別教學演練》，頁 59-74。台北：五南。 

20. 游美惠(2009)〈城市性別人權：性別意識、公民素養與性別主流化〉，載於《公民城市

學》，頁 213-219。高雄：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21. 方德隆、游美惠、李筱嵐(2008)。《國小性別帄等教育課程與教學實施現況調查》。台

北：教育部。 

22. 游美惠(2008)〈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的性別實踐初探：從性別帄等與多元文化觀

點出發〉，載於《認識新興重要教育議題專刊》，頁 88-102。台北：銘傳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與教育研究所。 

23. 成令方、王秀雲、游美惠、邱大昕、吳嘉苓(譯)(2008)《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

台北：群學。 

研討會論文 

1. 游美惠、蕭昭君(2012)〈浪漫愛的建構與批判：從性別觀點分析大學生的愛情想像與

經驗〉，論文發表於「性別研究與社會革新」學術研討會。高雄：高雄醫學大學。 

2. 蔡麗玲、游美惠、王穎瑩(2012)〈性別與民俗：發展教科書檢視指標〉，論文發表於「性

別‧多元文化‧教育：行動與改變」研討會。花蓮：東華大學。 

3. You, Mei-Hui (2011) Gendered Learning in the Departmen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11th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Congress on Women, "Women's Worlds 

2011", Ottwa, July 3-7, 2011. 

4. 賴淑娟、游美惠(2011)〈越南新移民女性賣家鄉小吃的開店經驗〉，論文發表於「第五

屆教育與文化論壇學術研討會」。屏東：屏東教育大學。 

5. 郭曉蓁、游美惠(2011)〈打破沈默-聽障女同志社會處境的敘說探究〉，論文發表於「第

五屆教育與文化論壇學術研討會」。屏東：屏東教育大學。 

6. 游美惠(2011)〈體育系學生的學習經驗與性別關係之探究〉，論文發表於「陽剛特質的

在台發展與在地探究學術研討會」。高雄：高雄醫學大學。(2011年 11 月 26日) 

7. 劉郁婷、游美惠(2011)〈在大專性別社團進行女同志性/別教育：從女同志主體經驗出

發〉，論文發表於「高等教育的性別主流化學術研討會」。高雄：高雄師範大學。(2011

年 11月 11日) 

8. You, Mei-Hui(2011)Gendered Learning in the Departmen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11th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Congress on Women, "Women's Worlds 

2011", Ottwa, July 3-7, 2011. 

9. 賴淑娟、游美惠(2011)〈越南新移民女性賣家鄉小吃的開店經驗〉，論文發表於「第五

屆教育與文化論壇學術研討會」。屏東：屏東教育大學。(2011年 5 月 27-28日) 

10. 郭曉蓁、游美惠(2011)〈打破沈默-聽障女同志社會處境的敘說探究〉，論文發表於「第

五屆教育與文化論壇學術研討會」。屏東：屏東教育大學。(2011年 5月 27-28 日) 

11. 方德隆、游美惠、李筱嵐(2009)〈台灣性別帄等教育課程與教學實施現況與困境調查

報告〉，論文發表於「2009台灣性別帄等教育課程與教學實施現況研討會」。台北：台

北教育大學。 

12. You, Mei-Hui(2008)Teaching about Love： Practicing Feminist Pedagogy in College 

Classrooms. Paper presented at 10th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Congress on Women, 

"Women's Worlds/Mundos de Mujeres 2008", Madrid, July 3-9,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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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游美惠(2008)〈性別帄等、多元文化與性別教育：「公民與社會」課程的性別實踐初探〉，

論文發表於「多元文化與社會教育實踐學術研討會」。宜蘭：佛光大學社會教育研究

所。 

謝臥龍 

研究成果目錄： 

期刊論文 

1. 謝臥龍、方秋梅(2013年 12月)。「家庭暴力加害人簡易型處遇計畫 」執行歷程所遇之

困境與策進。警專論壇。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2. 洪秀珍、謝臥龍、駱慧文(2013年 03月)。性別刻板印象與數學相關專業發展之研究：

以科技大學工程女學生為例。屏東教大學報。 

3. Huang, J. J., Shieh, V., Huang, M. Y., Lo, A.(2010)Ethical issues of Disaster Medicine： 

Taiwan‘s experience of Typhoon Morakot. Fooyin J Health Sci, 2(3-4), p.94-97. 

4. 駱慧文、張松山、謝臥龍(2010)〈災後重建服務志工之數位帄台課程設計與教學建構〉。

《教育研究月刊》，199：92-102。 

5. 謝臥龍(2010)〈文化與性別敏感度對災後重建以及災難研究之重要性〉。《教育研究月

刊》，197：48-62。 

6. 陳安琪、謝臥龍(2009)〈從隱身靜默到眾聲喧嘩：論父子親密關係之跨世代影響〉。《應

用心理研究》，42：215-251。 

7. 駱慧文、謝臥龍(2010)〈性別主流化觀點：探究醫療文化現象〉。《城市發展專刊》，2：

61-83。 

8. 謝臥龍(2010)〈性別之主流化的歷史背景，在地實踐與國際接軌〉。《城市發展專刊》，

2：84-96。 

專書及專書論文 

1. 謝臥龍(2010)〈災難後女性心理「靭性」的再現〉，載於《災後心理健康加油站：知能

與資源手冊》，頁 47-52。台北：行政院衛生署。 

2. 謝臥龍(2010)〈災後人文關懷「國寶」的身心健康〉，載於《災後心理健康加油站：知

能與資源手冊》，頁 56-60。台北：行政院衛生署。 

3. 謝臥龍(2010)〈災難復原自助十大技巧〉，載於《災後心理健康加油站：知能與資源手

冊》，頁 73-78。台北：行政院衛生署。 

4. 謝臥龍(2008)〈很多的問題，很少的答案：諮商輔導歷程中的性別偏見〉，載於《性屬

關係(上)：性別與社會、建構》，頁 203-224。台北：心理出版社。 

研討會論文 

1. Lee, Y.H.；Shieh, V. ;Lin, C.L. ; Shiah, Y.J.(2013) A Stress Evaluation and Personal 

Relaxation System Based on Measurement of Photoplethysmography.本文發表於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 Vision and Signal Processing, 2013 年 12月

10-12日，Wasaida University, Japan： Kitakyushu. 

2. Lo, A.；Chen, A.C.； Shieh, V. (2013).Gender Threat Experience of Senior High School 

Male Female Students about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本文發表於世界課程與教學學會

北美分(WCCI/NAC)年會，2013年 10 月 24-26日，Canada, Montreal. 

3. Shieh, V. (2013). Oral History of Namasha Schools Mov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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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kot Typhoon.本文發表於世界課程與教學學會北美分會(WCCI/NAC)年會，2013

年 10月 24-26 日，Canada, Montreal. 

4. Lo, A.；Chen, A.C.； Shieh, V. (2013).A Study on GenderThreat School Experience in 

Science Education of Female Students of Senior High Schools.本文發表於 IConWiST 學

術研討會，2013 年 9月 14-17日，Taiwan, Taipei. 

5. 謝臥龍(2013)。顛覆與跨越性別刻板印象的性別心理學：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本文

發表於中國嶺南師範大學所主辦的「第二屆海峽心理論壇暨心理正能量國際研討

會」，2013年 7月 10-12日，中國：福建省，漳州市。 

6. Angela Lo, Frank Huang-Chi Chou, Vincent Shieh (2012, Dec). Toward Cultural Diversity 

and Disaster Resilience: In the Disaster Community Green Healthy Living Experience and 

Wellbeing Relationships. 2012 World Council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15th World 

Conference in Education , Kaohsiung,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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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d at the Focus Asia, 13-14 October. Lund, Sweden. 

5. 楊佳羚(2011)。〈研究女性主義姊妹的親近與距離〉，論文發表於「2011 性別與科技

研討會暨臺灣女性學學會年度研討會」。台北：淡江大學。(2011 年 10月 1-2日) 

6. 楊佳羚(2011)。〈形構開放「性」公民：性議題教學中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論文

發表於「2011性別社會學工作坊：交織的性／別政治」。台北：中研院社會所。(2011

年 5月 13日) 

7. 楊佳羚 (2011). Low birth Rate, welfare state and ―legitimate mothers‖. Paper presented 

at Focus Asia. Lund, Sweden. 

8. Yang, Chia-Ling (2010). Multiculturalism and adult education： Boundaries of difference 

in a multicultural feminist adul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Is There a 

http://www.tandfonline.com/eprint/gEhx5cEnUtWTCzxSuxCC/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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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dic Version of Multiculturalism?. Turku, Finland. 

9. Yang, Chia-Ling (2010). Encounters between the ―oppressed‖ and the ―oppressor‖ – 

Rethinking Paulo Freire in anti-racist feminist education in Sweden. Paper presented at 

XVII ISA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Gothenburg, Sweden. 

10. Yang, Chia-Ling (2010). Sexuality, ethnicity and citizenship： A case study of teaching 

about sexuality for migrant women students in Sweden. Paper presented at Beyond 

Citizenship： Femin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elonging：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London, UK. 

11. Yang, Chia-Ling (2009). Doing ethnography at home. In Feminist Research Method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tockholm, Sweden. 

12. Yang, Chia-Ling (2008). From the Nordic Model to the Taiwan Model – a case study of 

after school care reform. In 10th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Congress of Women‘s 

World. Madrid, Spain. 

13. Yang, Chia-Ling (2008). Resistance to Definitions. In What is the impact of gender 

conc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minorities and majorities?. Oslo, Norway. 

專書及專書論文 

1. Yang, C.-L. (2014, forthcoming). From ‘encountering difference’  to ‚othering 

processes‛： Researcher’s positionality and research processes.(本文即將收錄於 2014

年出版之瑞典文專書，由瑞典學者 Kerstin Sandell, Maja Sager & Nora Räthzel 主編，

已經主編 peer review 完成二修，由 Maja Sager 負責將本文翻譯為瑞典文，預計五月

出版) 

2. Yang, Chia-Ling (2010). Othering Processes in Feminist Teaching. Lund University, 

Lund. 

3. Yang, Chia-Ling (2009). Whose Feminism? Whose Emancipation?. In Keskinen, S., 

Tuori, S., Irni, S. & Mulinari, D. (Eds), Complying with Colonialism. Gender, Race and 

Ethnicity in the Nordic Region (pp. 241-256). Ashgate, Surrey & Burlington. 

楊巧玲 

研究成果目錄： 

期刊論文 

1. 陳志賢和楊巧玲(民國 100年 1月)。為難父母，父母難為：1978-2008 聯合報親職報導

內容分析。新聞學研究，106，135-178。NSC97-2410-H-017-016-MY2。 

2. 楊巧玲(民國 100 年 2月)。性別帄等教育議題與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教育資料與

研究雙月刊，98，81-102。 

3. 楊巧玲(民國 100 年 12月 30日)。夾縫中求生存：高中男同志學生的校園經驗。性別帄

等教育季刊，56，98-103。 

4. 楊巧玲(民國 102 年 11 月 1日)。TSSCI問題化的問題。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11)，9-16。 

5. 陳志賢和楊巧玲(民國 102年 12月)。新家庭的舊想像：數位家庭之媒體報導內容分析。

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報，10(2)，171-188。 

專書及專書論文 

1. 楊巧玲(2008)學校中的性別政權：學生校園生活與教師工作文化之性別分析。台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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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NSC94-2413-H-017-008、NSC95-2413-H-017-007-MY2。 

2. 楊巧玲(2010a)。親職：母親、父親大不同？輯於游美惠、楊幸真、楊巧玲(主編)，性別

教育，頁 125-146。臺北：華杏。NSC97-2410-H-017-016-MY2。 

3. 楊巧玲(2010b)。帅教工作：適合女生來做？輯於游美惠、楊幸真、楊巧玲(主編)，性別

教育，頁 225-244。臺北：華杏。NSC94-2413-H-017-008。 

4. 楊巧玲(2010c)。學校教育、性與男性權力：朝向一個解放的課程。載於楊幸真主編，

青少年的性：西方研究與在地觀點，頁 301-324。台北：巨流。 

研討會論文 

1. Yang, Chiao-ling (2012/09/05). Is elementary teaching the true profession for women?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BERA). September 4-6.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 NSC95-2413-H-017-007-MY2。   

2. Yang, Chiao-ling (2012/12/29). The absent presence: the missing discourse of gender in 

teacher preparation curriculum. World Council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WCCI). 

2012/12/28-2013/01/03. Garden Villa Hotel, Kaohsiung, Taiwan.NSC101-2629-H-017-001。 

3. Yang, Chiao-ling(2013/06/28).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ow elementary students live their 

lives after school. XV Comparative Education World Congress(World Counci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y, WCCES). 2013/06/24-2013/06/28.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Argentina. NSC99-2410-H-017-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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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2： 

校內開課教師執行研究計畫/ 

主題與經費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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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美惠 

年度 計畫職稱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103 

協同主持人 
回顧與前瞻─性別帄等教育法十周年學術研討會

(103/03/01 ~ 103/12/31，1,195,705元) 
教育部 

主持人 
性別主流化與友善醫療環境：知識建構、醫院治理與

政策制訂(103/01-104/12)$1,093,000 
國科會 

主持人 
有志「異」「同」搞浪漫？從婚禮新聞的再現分析到

批判教學實踐之探究。(102/08-104/07)$1,567,000 
國科會 

主持人 
表達真愛，購買浪漫：從愛情社會學的探究到情感教

育實踐的行動研究(100/08/01-103/01/31)$1,409,000 
國科會 

102 

主持人 
有志「異」「同」搞浪漫？從婚禮新聞的再現分析到

批判教學實踐之探究。(102/08-104/07)$1,567,000 
國科會 

主持人 第 3次性別帄等教育季刊精華專輯編輯計畫 教育部 

主持人 
表達真愛，購買浪漫：從愛情社會學的探究到情感教

育實踐的行動研究(100/08/01-103/01/31)$1,409,000 
國科會 

101 

總編 性別帄等教育季刊第 59-66期編印計畫 
教育部 

學特司 

主持人 
表達真愛，購買浪漫：從愛情社會學的探究到情感教

育實踐的行動研究(100/08/01-103/01/31)$1,409,000 
國科會 

100 

主持人 
表達真愛，購買浪漫：從愛情社會學的探究到情感教

育實踐的行動研究(100/08/01-103/01/31)$1,409,000 
國科會 

主持人 
高等教育性別主流化之教學研究推展與人才培育計

畫(99/10/01-100/06/30)$463,030 

教育部 

高教司 

主持人 
攸關陽剛與陰柔：體育系學生的性別特質建構、展演

與協商經驗之探究(98/08/01-100/07/31)$1,775,000 
國科會 

99 

主持人 
高等教育性別主流化之教學研究推展與人才培育計

畫(99/10/01-100/06/30)$463,030 

教育部 

高教司 

主持人 
談情說愛話性別：情感教育的實踐策略初探

(97/08/01-99/01/31)$604,000 
國科會 

主持人 校園情感教育研究計畫(98/07/18-99/07/18)$683,900 教育部 

主持人 
攸關陽剛與陰柔：體育系學生的性別特質建構、展演

與協商經驗之探究(98/08/01-100/07/31)$1,775,000 
國科會 

協同主持人 

台灣國家婦女館性別主流化師資資料庫建置研究案-

第一階段性別議題架構及資料庫維護原則 

(98/12/01-99/03/31)$99,000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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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職稱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98 

主持人 
攸關陽剛與陰柔：體育系學生的性別特質建構、展演

與協商經驗之探究(98/08/01-100/07/31)$1,775,000 
國科會 

協同主持人 

台灣國家婦女館性別主流化師資資料庫建置研究案-

第一階段性別議題架構及資料庫維護原則 

(98/12/01-99/03/31)$99,000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主持人 校園情感教育研究計畫(98/07/18-99/07/18)$683,900 教育部 

主持人 
性別友善支校長遴選提問原則計畫 

(98/03/10-98/09/09)$299,600 
教育部 

主持人 
97年度編制性別帄等教育相關之課程與教材專書(國

中版)(97/07/24-98/07/23)$739,000 
教育部 

主持人 
談情說愛話性別：情感教育的實踐策略初探

(97/08/01-99/01/31)$604,000 
國科會 

97 

主持人 
97年度編制性別帄等教育相關之課程與教材專書(國

中版)(97/07/24-98/07/23)$739,000 
教育部 

主持人 
談情說愛話性別：情感教育的實踐策略初探

(97/08/01-99/01/31)$604,000 
國科會 

主持人 
親密關係與情感教育：從多元性別主體的經驗出發

(I)(96/08/01-97/07/31)$575,000 
國科會 

共同主持人 
性別與民俗教材及範例發展計畫 

(96/07/14-97/07/13) $585,800 
教育部 

96 

共同主持人 
性別與民俗教材及範例發展計畫 

(96/07/14-97/07/13) $585,800 
教育部 

主持人 
親密關係與情感教育：從多元性別主體的經驗出發

(I)(96/08/01-97/07/31)$575,000 
國科會 

主持人 
霸凌：性別教育相關議題的探討

(95/08/01-96/07/31)$570,000 
國科會 

95 

主持人 
霸凌：性別教育相關議題的探討

(95/08/01-96/07/31)$570,000 
國科會 

主持人 
94 年度中小學性別帄等教育教師認證要點之規劃

(94/12/01-95/05/31)$338,000 
教育部 

主持人 
跨國婚姻與多元文化教育：發展性別議題融入社會學

習領域的教學策略(94/08/01-95/07/31) $510,000 
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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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職稱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94 

主持人 
94 年度中小學性別帄等教育教師認證要點之規劃

(94/12/01-95/05/31)$338,000 
教育部 

主持人 
跨國婚姻與多元文化教育：發展性別議題融入社會學

習領域的教學策略(94/08/01-95/07/31) $510,000 
國科會 

主持人 
性別、教育工作與生涯發展：台灣地區國小校長職位

晉遷的事件史分析(II)(93/08/01-94/07/31)$608,400 
國科會 

93 

主持人 
高雄市單親家庭服務中心績效評估

(93/01/01-93/12/31)$80,000 

高雄市政

府社會局 

主持人 
性別、教育工作與生涯發展：台灣地區國小校長職位

晉遷的事件史分析(II)(93/08/01-94/07/31)$608,400 
國科會 

主持人 
性別、教育工作與生涯發展：台灣地區國小校長職位

晉遷的事件史分析(I)(92/08/01-93/07/31)$482,800 
國科會 

92 主持人 
性別、教育工作與生涯發展：台灣地區國小校長職位

晉遷的事件史分析(I)(92/08/01-93/07/31)$482,800 
國科會 

91 

主持人 
因應差異的性別教育實踐：多元文化女性主義的觀點

(I)(90/08/01-91/07/31)$351,500 
國科會 

共同主持人 軍職人員對於兩性工作帄等法之認知與態度 
國防部 

人力司 

90  主持人 
因應差異的性別教育實踐：多元文化女性主義的觀點

(I)(90/08/01-91/07/31)$351,500 
國科會 

謝臥龍 

年度 計畫職稱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103 
主持人 PRP台灣計畫(2012.09.01~2014.01.01)  

高雄市 

政府 

主持人 WCCI北美分會國際會議及理監事會議 國科會 

102 

主持人 PRP台灣計畫(2012.09.01~2014.01.01)  
高雄市 

政府 

主持人 

由男/女高中生尌學與教師教學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經

驗建構性別帄等友善教/學環境與情境之指標與策略

(II-I)(2012.08.01~2013.11.30) $377,000 

國科會 

主持人 
2012 世界課程與教學學會(WCCI) 高雄世界大會

(2012.01.01~2013.05.01) $500,000 
國科會 

主持人 
易地重建學校之口述校史服務方案 

(2012.01.01~2013.05.01) $426,685 

中華民國

紅十字總

會 

https://nscnt12.nsc.gov.tw/researcher_v5/program_list.asp##
https://nscnt12.nsc.gov.tw/researcher_v5/program_li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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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職稱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101 

主持人 PRP台灣計畫(2012.09.01~2014.01.01)  
高雄市 

政府 

主持人 

由男/女高中生尌學與教師教學性別刻板印象威脅經

驗建構性別帄等友善教/學環境與情境之指標與策略

(II-I)(2012.08.01~2013.11.30) $377,000 

國科會 

主持人 
2012 世界課程與教學學會(WCCI) 高雄世界大會

(2012.01.01~2013.05.01) $500,000 
國科會 

主持人 
易地重建學校之口述校史服務方案 

(2012.01.01~2013.05.01) $426,685 

中華民國

紅十字總

會 

主持人 
社會文化觀點之下莫拉克風災的遷徙與重建－學術

性專書寫作計畫(100/08/01-101/07/31)$502,000 
國科會 

主持人 
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與社區共學之行動研究計畫

(99/07/01-101/06/30)$1,990,800 

中華民國

紅十字會

總會 

100 

主持人 
社會文化觀點之下莫拉克風災的遷徙與重建－學術

性專書寫作計畫(100/08/01-101/07/31)$502,000 
國科會 

主持人 
莫拉克颱風災民入住永久屋適應情形之研究

(100/08/01-100/12/31) $870,000 
內政部 

主持人 
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與社區共學之行動研究計畫

(99/07/01-101/06/30)$1,990,800 

中華民國

紅十字會

總會 

共同主持人 
科技大學女學生性別刻板印象威脅、數學焦慮與數學

學習策略之研究(99/08/01-100/07/31)$417,000 
國科會 

主持人 
建構性別友善醫療環境與情境指標以及策略之研究

(99/08/01-100/07/31)$625,000 
國科會 

99 

主持人 
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與社區共學之行動研究計畫

(99/07/01-101/06/30)$1,990,800 

中華民國

紅十字會

總會 

主持人 
莫拉克颱風災後心理重建計畫-製作災難心理衛生影

片(100/06/01-100/12/31)$700,000 

行政院 

衛生署 

共同主持人 
科技大學女學生性別刻板印象威脅、數學焦慮與數學

學習策略之研究(99/08/01-100/07/31)$417,000 
國科會 

主持人 
建構性別友善醫療環境與情境指標以及策略之研究

(99/08/01-100/07/31)$625,000 
國科會 

主持人 
莫拉克颱風災後心理重建計畫 

(99/06/11-99/12/31)$980,000 

行政院 

衛生署 

共同主持人 
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理復健工作模式建立計畫 

(98/10/01-99/11/30)$1,615,170 
國科會 

主持人 

建構性別帄等醫學教育與適性適才醫學生/醫師專業

發展指標以及策略之研究 

(98/08/01-99/07/31)$543,000 

國科會 

https://nscnt12.nsc.gov.tw/RS09/Modules/Personal/Personal_Researcher_index.aspx
https://nscnt12.nsc.gov.tw/RS09/Modules/Personal/Personal_Researcher_index.aspx
https://nscnt12.nsc.gov.tw/RS09/Modules/Personal/Personal_Researcher_index.aspx
https://nscnt12.nsc.gov.tw/RS09/Modules/Personal/Personal_Researcher_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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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職稱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98 

主持人 從性別觀點看八八水災(98/10/25-98/12/25)$99,000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共同主持人 
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理復健工作模式建立計畫 

(98/10/01-99/11/30)$1,615,170 
國科會 

主持人 
八八水災高雄縣初期安置學校心理關懷方案 

(98/08/22-98/12/31)$358,000 
國科會 

主持人 

建構性別帄等醫學教育與適性適才醫學生/醫師專業

發展指標以及策略之研究 

(98/08/01-99/07/31)$543,000 

國科會 

主持人 
女醫學生/女醫師尌學、實習與尌業性別經驗的探討

(96/11/01-98/07/31)$1188,000 
國科會 

97 

主持人 
女醫學生/女醫師尌學、實習與尌業性別經驗的探討

(96/11/01-98/07/31)$1188,000 
國科會 

共同主持人 

醫學人文數位教學發展及社區參與之行動研究－醫

學人文數位教學發展及社區參與之行動研究

(96/08/01-97/07/31) $3005,000 

國科會 

96 

主持人 
女醫學生/女醫師尌學、實習與尌業性別經驗的探討

(96/11/01-98/07/31)$1188,000 
國科會 

共同主持人 

醫學人文數位教學發展及社區參與之行動研究－醫

學人文數位教學發展及社區參與之行動研究

(96/08/01-97/07/31) $3005,000 

國科會 

95 主持人 
建構以實證科學為基礎之原住民部落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研究計畫(95/05/01-95/11/30)$800,000 

行政院 

衛生署 

94 

共同主持人 
探討遠距教學教師的專業特性 

(93/08/01-94/07/31)$367,700 
國科會 

主持人 
社會變遷中父職角色轉變之研究

(I)(93/08/01-94/07/31)$563,900 
國科會 

93 

共同主持人 
探討遠距教學教師的專業特性 

(93/08/01-94/07/31)$367,700 
國科會 

主持人 
社會變遷中父職角色轉變之研究

(I)(93/08/01-94/07/31)$563,900 
國科會 

主持人 
大學性別教育通識課程專書撰寫與教學光碟製作

(92/08/01-93/07/31)$263,500 
國科會 

共同主持人 

開展思想與歷史的縱深，結合校園、醫院與社區的醫

學人文教育研究計畫－「疾病解釋模式」的醫學人文

教 育 應 用 ： 由 醫 病 對 話 到 醫 學 教 育 實 踐

(92/08/01-93/10/31)$506,600 

國科會 

92 

主持人 
大學性別教育通識課程專書撰寫與教學光碟製作

(92/08/01-93/07/31)$263,500 
國科會 

共同主持人 
開展思想與歷史的縱深，結合校園、醫院與社區的醫

學人文教育研究計畫－「疾病解釋模式」的醫學人文
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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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職稱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教育應用：由醫病對話到醫學教育實踐

(92/08/01-93/10/31)$506,600 

協同主持人 

以尌學、共學與教學經驗取向來探討陸軍官校女學生

在 軍 事 教 育 中 所 形 塑 的 新 軍 事 教 育 文 化

(92/05/01-92/10/31) 

國防部 

主持人 
國際婚姻中本質與性別權力關係的探討：以台灣受暴

外籍新娘及其配偶為例(91/08/01-92/07/31) $508,800 
國科會 

主持人 
家 庭 暴 力 相 對 人 裁 定 前 鑑 定 制 度 之 評 估

(91/06/01-92/05/30) $800,000 
內政部 

91 

主持人 
國際婚姻中本質與性別權力關係的探討：以台灣受暴

外籍新娘及其配偶為例(91/08/01-92/07/31) $508,800 
國科會 

主持人 
家 庭 暴 力 相 對 人 裁 定 前 鑑 定 制 度 之 評 估

(91/06/01-92/05/30) $800,000 
內政部 

協同主持人 
帅 兒 性 別 教 育 課 程 與 教 材 發 展 之 研 究

(I)(90/08/01-91/07/31)$455,700 
國科會 

90 

協同主持人 
帅 兒 性 別 教 育 課 程 與 教 材 發 展 之 研 究

(I)(90/08/01-91/07/31)$455,700 
國科會 

主持人 
國中啟智學生兩性帄等教育教材與教學策略研發及

評估(1)(89/08/01-90/07/31)$586,800 
國科會 

主持人 

性別與兩性心理學大學通識教育教材、教案、教學媒

體與教學策略研發及評估之研究(2/2) 

(89/08/01-90/07/31)  $559,900 

國科會 

89 

主持人 
國中啟智學生兩性帄等教育教材與教學策略研發及

評估(1)(89/08/01-90/07/31)$586,800 
國科會 

主持人 

性別與兩性心理學大學通識教育教材、教案、教學媒

體與教學策略研發及評估之研究(2/2) 

(89/08/01-90/07/31)  $559,900 

國科會 

蔡麗玲 

年度 計畫職稱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103 

主持人 
回顧與前瞻─性別帄等教育法十周年學術研討會

(103/03/01-103/12/31，1,195,705元) 
教育部 

主持人 
女科技人問「不同的問題」嗎？─科技知識生產的性

別與教育意涵。(102/08/01-103/07/31) $600,000 
國科會 

主持人 
認同與性別觀點應用在科技文化與科學學習研究之

回顧與前瞻(100/09/01-103/05/31)$1,752,000 
國科會 

102 

課程主持人 性別主流化學分課程(102/11/29-102/12/13) $101,200 

財團法人婦

女權益促進

發展基金會 

主持人 
女科技人問「不同的問題」嗎？─科技知識生產的性

別與教育(102/08/01-103/07/31) $600,000 
國科會 

主持人 
認同與性別觀點應用在科技文化與科學學習研究之

回顧與前瞻(100/09/01-103/05/31)$1,752,000 
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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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職稱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101 

主持人 
認同與性別觀點應用在科技文化與科學學習研究之

回顧與前瞻(100/09/01-103/05/31)$1,752,000 
國科會 

主持人 
要科學也要性別帄等-女大學生結合科學與性別意識

之學習歷程與楷模研(98/08/01-101/01/31)$1,274,000 
國科會 

100 

主持人 
認同與性別觀點應用在科技文化與科學學習研究之

回顧與前瞻(100/09/01-103/05/31)$1,752,000 
國科會 

主持人 
要科學也要性別帄等-女大學生結合科學與性別意識

之學習歷程與楷模研(98/08/01-101/01/31)$1,274,000 
國科會 

協同主持人 

教育部高教司計畫「高等教育性別主流化之教學研究

推展與人才培育計畫」 

(99/10/01-100/06/30，463,030元) 

教育部 

99 

主持人 
要科學也要性別帄等-女大學生結合科學與性別意識

之學習歷程與楷模研(98/08/01-101/01/31)$1,274,000 
國科會 

主持人 

台灣國家婦女館性別主流化師資資料庫建置研究案-

第一階段性別議題架構及資料庫維護原則

(98/12/01-99/03/31)$99,000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主持人 
理工能力優異女性學習適應與生涯挑戰—性別與認

同研究取向(96/08/01-99/08/01)$2493000 
國科會 

協同主持人 

教育部高教司計畫「高等教育性別主流化之教學研究

推展與人才培育計畫」 

(99/10/01-100/06/30，463,030元) 

教育部 

共同主持人 校園情感教育研究計畫(98/07/18-99/07/18)$683,900 教育部 

98 

主持人 
要科學也要性別帄等-女大學生結合科學與性別意識

之學習歷程與楷模研(98/08/01-101/01/31)$1,274,000 
國科會 

主持人 

台灣國家婦女館性別主流化師資資料庫建置研究案-

第一階段性別議題架構及資料庫維護原則

(98/12/01-99/03/31)$99,000 

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

基金會 

主持人 
理工能力優異女性學習適應與生涯挑戰—性別與認

同研究取向(96/08/01-99/08/01)$2493000 
國科會 

共同主持人 校園情感教育研究計畫(98/07/18-99/07/18)$683,900 教育部 

共同主持人 
97年度編制性別帄等教育相關之課程與教材專書(國

中版)(97/07/24-98/07/23)$739,000 
教育部 

97 

主持人 
理工能力優異女性學習適應與生涯挑戰—性別與認

同研究取向(96/08/01-99/08/01)$2493000 
國科會 

主持人 
性 別 與 民 俗 教 材 及 範 例 發 展 計 畫

(96/07/14-97/07/13)$585800 
教育部 

共同主持人 
97年度編制性別帄等教育相關之課程與教材專書(國

中版)(97/07/24-98/07/23)$739,000 
教育部 

96 
主持人 

理工能力優異女性學習適應與生涯挑戰—性別與認

同研究取向(96/08/01-99/08/01)$2493000 
國科會 

主持人 性別與民俗教材及範例發展計畫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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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職稱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96/07/14-97/07/13)$585800 

主持人 
以認同觀點檢視小學科學學習中之性別與科學論述

(95/08/01-96/07/31)$998,000 
國科會 

95 

主持人 
以認同觀點檢視小學科學學習中之性別與科學論述

(95/08/01-96/07/31)$998,000 
國科會 

主持人 
「男理工、女人文」的性別認同型塑-以小學「自然

與生活科技」課堂為例(94/08/01-95/07/31)$944,000 
國科會 

94 主持人 
「男理工、女人文」的性別認同型塑-以小學「自然

與生活科技」課堂為例(94/08/01-95/07/31)$944,000 
國科會 

楊佳羚 

年度 計畫職稱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103 

主持人 
「托育政策傶生聯盟」托育論述之形構、轉譯與競逐

(2014/02/01-2016/01/31) $1,400,000 
國科會 

研究員 

Globalization of Migration to Sweden: Labour 

Immigration from India and China 2008-2014. 

(2012/01/01-2016/12/31)。計畫總經費瑞典克朗

2,628,000，約為$11,826,000 

瑞典國家

銀行三百

年基金 

子計畫 

研究員 

Imagining Change: Women and the making of civil 

societies in the Arctic region, Asia, Latin America and 

Europe.(2011/01/01-2015/12/31)。子計畫「女性的公

民社會參與－以台灣社運團體對社會政策之影響為

例」。計畫總經費瑞典克朗 21,196,000，約為

$95,382,000 

瑞典 

國科會 

102 

研究員 

Globalization of Migration to Sweden: Labour 

Immigration from India and China 2008-2014. 

(2012/01/01-2016/12/31)。計畫總經費瑞典克朗

2,628,000，約為$11,826,000 

瑞典國家

銀行三百

年基金 

子計畫 

研究員 

Imagining Change: Women and the making of civil 

societies in the Arctic region, Asia, Latin America and 

Europe.(2011/01/01-2015/12/31)。子計畫「女性的公

民社會參與－以台灣社運團體對社會政策之影響為

例」。計畫總經費瑞典克朗 21,196,000，約為

$95,382,000 

瑞典 

國科會 

101 

研究員 

Globalization of Migration to Sweden: Labour 

Immigration from India and China 2008-2014. 

(2012/01/01-2016/12/31)。計畫總經費瑞典克朗

2,628,000，約為$11,826,000 

瑞典國家

銀行三百

年基金 

子計畫 

研究員 

Imagining Change: Women and the making of civil 

societies in the Arctic region, Asia, Latin America and 

Europe.(2011/01/01-2015/12/31)。子計畫「女性的公

民社會參與－以台灣社運團體對社會政策之影響為

例」。計畫總經費瑞典克朗 21,196,000，約為

$95,382,000 

瑞典 

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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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職稱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100 
子計畫 

研究員 

Imagining Change: Women and the making of civil 

societies in the Arctic region, Asia, Latin America and 

Europe.(2011/01/01-2015/12/31)。子計畫「女性的公

民社會參與－以台灣社運團體對社會政策之影響為

例」。計畫總經費瑞典克朗 21,196,000，約為

$95,382,000 

瑞典 

國科會 

楊巧玲 

年度 計畫職稱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103 主持人 

教育學門中的性別、知識與權力：中等學校師資培育

教育專業課程之性別分析(GM08) 

(102-2629-H-017-001-MY2)。(獲核研究主持費) 

2013/08/01-2015/07/31，$1,024,000 

國科會 

102 

主持人 

教育學門中的性別、知識與權力：中等學校師資培育

教育專業課程之性別分析(GM08) 

(102-2629-H-017-001-MY2)。(獲核研究主持費) 

2013/08/01-2015/07/31，$1,024,000 

國科會 

主持人 

教育學門中的性別、知識與權力：中等學系師資培育

教育專業課程之性別分析(I)。行政院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NSC101-2629-H-017-001。未出版。(獲核

研究主持費)2012/08/01-2013/12/31，$438,000 

國科會 

101 主持人 

教育學門中的性別、知識與權力：中等學系師資培育

教育專業課程之性別分析(I)。行政院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NSC101-2629-H-017-001。未出版。(獲核

研究主持費)2012/08/01-2013/12/31，$438,000 

國科會 

100 

主持人 

放學了，孩子呢？國小學童課後生活之社會學探究

(I)。行政院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NSC99-2410-H-017-013。未出版。(獲核研究主持

費)2010/08/01-2011/10/31，$596,000 

國科會 

主持人 

親職中的性別、階級與種族及其親職教育意涵。行政

院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NSC97-2410-H-017-016-MY2。未出版。(獲核研究主

持費)2008/08/01-2011/01/31，$1,814,000 

國科會 

99 

主持人 

放學了，孩子呢？國小學童課後生活之社會學探究

(I)。行政院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NSC99-2410-H-017-013。未出版。(獲核研究主持

費)2010/08/01-2011/10/31，$596,000 

國科會 

主持人 

親職中的性別、階級與種族及其親職教育意涵。行政

院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NSC97-2410-H-017-016-MY2。未出版。(獲核研究主

持費)2008/08/01-2011/01/31，$1,814,000 

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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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職稱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98 主持人 

親職中的性別、階級與種族及其親職教育意涵。行政

院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NSC97-2410-H-017-016-MY2。未出版。(獲核研究主

持費)2008/08/01-2011/01/31，$1,814,000 

國科會 

97 

主持人 

親職中的性別、階級與種族及其親職教育意涵。行政

院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NSC97-2410-H-017-016-MY2。未出版。(獲核研究主

持費)2008/08/01-2011/01/31，$1,814,000 

國科會 

主持人 

教師工作與文化：一個性別觀點的探究。行政院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NSC95-2413-H-017-007-MY2。未出版。(獲核研 

究主持費)2006/08/01-2008/12/31，$1,346,000 

國科會 

96 主持人 

教師工作與文化：一個性別觀點的探究。行政院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NSC95-2413-H-017-007-MY2。未出版。(獲核研 

究主持費)2006/08/01-2008/12/31，$1,346,000 

國科會 

95 主持人 

教師工作與文化：一個性別觀點的探究。行政院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NSC95-2413-H-017-007-MY2。未出版。(獲核研 

究主持費)2006/08/01-2008/12/31，$1,346,000 

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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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3： 

校內開課教師參與國際學術 

研討會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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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美惠 

年度 國外發表研討會論文名稱及內容 出席地點 

100 

「2011 年世界婦女大會」 (11th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Congress on Women, "Women's Worlds 2011)發表  Gendered 

Learning in the Departmen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加拿大 

渥太華 Ottwa

大學 

97 

「2008 年世界婦女大會：第十屆國際婦女跨界研討會」；發

表‖Teaching about Love： Practicing Feminist Pedagogy in College 

Classrooms.‖ 

西班牙 

馬德里

Complutense 

大學 

謝臥龍 

年度 國外發表研討會論文名稱及內容 出席地點 

101 WCCI國際會議及理監事會議 

美國 

加州 

聖地牙哥 

100 
第 25屆 WCCI菲律賓分會理監事會議 菲律賓 

「2011 年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NGO CSW)」。 美國 

99 

WCCI國際會議及理監事會議 

美國 

加州 

聖地牙哥 

「第 14 屆世界課程與教學(WCCI)匈牙利世界大會」，發表論文

研究成果。 
匈牙利 

98 

「第 13 屆世界課程與教學(WCCI)世界大會及董監事會議」；發

表 ‖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菲律賓 

97 

出席「第 23屆世界課程與教學(WCCI)菲律賓國際會議及董監事

會議」；發表‖Gender Experiences toward schooling on female 

medical students.‖ 

菲律賓 

蔡麗玲 

年度 國外發表研討會論文名稱及內容 出席地點 

102 

Peng, Y-W., Ogawa, M., Lee, E., Kaeano, G., Takarabe, K., Ohtsubo, 

H., Tsai, L. (2013). Gender Segregation on Campuses: A Cross-Time 

Compariso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among Japan, Korea and 

Taiwan. 11th EASTS(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 

Network Meeting. Tokyo, Japen. November 15-16, 2013. 

Tokyo, Japen 

101 

Tsai, L. (2012). How and why ‗identity‘ matters for wome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
th

 East Asian ST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Seoul, Seoul, Korea. September 6-8, 

2012. 

University of 

Seoul 



106 

年度 國外發表研討會論文名稱及內容 出席地點 

101 

Survey outcome of women scientists' family and career condition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Women and 

Science/Technology" in East Asia – Program. Ochanomizu 

University, Tokyo, Japan, January 30-31. 

東京お茶の

水女子大学

性別研究中

心

(Ochanomizu 

University) 

100 

Tsai, L. & Lin, P. (2011). Breaking the gender culture of science 

discipline by teaching feminism. Talk presented at the Women's 

worlds 2011. University of Ottawa, Ottawa, Canada. July 3-July 7, 

2011. 

University of 

Ottawa 

99 

Reviewer. 35th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4S) Annual 

Meeting.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Japan, August 25-29. 

東京大學 

(University of 

Tokyo) 

‗Gendered Statistics in Science &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Taiwan‘. 

東京お茶の水女子大学性別研究中心。2010年 8月 27日。 

東京お茶の

水女子大学

性別研究中

心(Ochanomizu 

University) 

Tsai, L. (2010).Toughness, Caring, and Smoothness： Gender 

culture and scientist identities in three women-led laboratorie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1st Annual ASERA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Newcastle, Australia. June 30-July 3, 2010.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Tsai, L. (2010). Can learning feminism help to retain women 

students to stay in science care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1st 

Annual ASERA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Newcastle, 

Australia. June 30-July 3, 2010.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98 
「科學裡有性別歧視嗎？」。性別研究課程。香港：香港中文大

學。2009 年 1月 14日。 

香港中文大

學性別研究

中心 

97 

「2008年世界婦女大會：第十屆國際婦女跨界研討會」； 

發表‖Doing Science as Doing Gender： Gender Identity and 

Science Discourse.‖ 

西班牙馬德

里 Complutense

大學 

楊佳羚 

年度 國外發表研討會論文名稱及內容 出席地點 

103 

Feminist discourse and strategies in changing child care policy in 

Taiwan. Paper will be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ivil 

Society.  

瑞典國科會 

斯德哥爾摩 

The metaphor of ‗Home/Family‘ in introducing the Nordic model in 

Taiwan. Paper will be presented at XVIII ISA World Congress of 

日本 

橫濱 



107 

年度 國外發表研討會論文名稱及內容 出席地點 

Sociology. Yokohama, Japan. (2014國際社會學年會) 

100 

Low birth Rate, welfare state and ―legitimate mothers‖. Paper 

presented at Focus Asia. Lund, Sweden. 

瑞典 

隆德大學 

Contemplating Taiwan‘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with multicultural 

debates in Western countries. Paper presented at 2011 TER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ICE 2011). 

台灣 

高雄 

99 

Multiculturalism and Adult education： Boundaries of difference in 

a multicultural feminist adul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Is There a Nordic Version of Multiculturalism?. Turku, Finland. 

芬蘭 

Å bo 大學 

Encounters between the ―oppressed‖ and the ―oppressor‖ – 

Rethinking Paulo Freire in anti-racist feminist education in Sweden. 

Paper presented at XVII ISA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Gothenburg, Sweden.(2010 國際社會學年會) 

瑞典 

哥特堡大學 

Sexuality, ethnicity and citizenship: A case study of teaching about 

sexuality for migrant women students in Sweden. Paper presented at 

Beyond citizenship: Femin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elonging: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London, UK. 

英國 

倫敦大學 

98 
Doing ethnography at home. In Feminist Research Method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tockholm, Sweden. 

瑞典 

斯德哥爾摩

大學 

97 

From the Nordic Model to the Taiwan Model – a case study of after 

school care reform. In 10th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Congress 

of Women‘s World. Madrid, Spain.(2008世界婦女大會) 

西班牙 

馬德里

Complutense 

大學 

Resistance to Definitions. In What is the impact of gender 

conc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minorities and majorities?. Oslo, 

Norway. 

挪威 

奧斯陸大學 

楊巧玲 

年度 國外發表研討會論文名稱及內容 出席地點 

102 

Yang, Chiao-ling(2013/06/28).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ow 

elementary students live their lives after school. XV Comparative 

Education World Congress(World Counci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y, WCCES). 2013/06/24-2013/06/28.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Argentina. 

阿根廷 

布宜諾斯艾

利斯大學 

101 

Yang, Chiao-ling (2012/09/05). Is elementary teaching the true 

profession for women?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BERA). September 4-6.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 

曼徹斯特 

英國曼徹斯

特大學 

Yang, Chiao-ling(2012/12/29).The absent presence: the missing 

discourse of gender in teacher preparation curriculum. World 

Council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WCCI) 

. 2012/12/28-2013/01/03.Garden VillaHotel, Kaohsiung, Taiwan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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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4： 

校內開課教師出國參訪一覽表 



109 

游美惠 

年度 參訪行程 地點 

102 

日    期：102年 9月 21日至 9月 28日 

主辦單位：中國瀋陽師範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中心與東北師範大

學女性研究中心 

補助單位：中國瀋陽師範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中心與東北師範大

學女性研究中心 

活動名稱：「性別空間/性別地景」、「體育系學生的學

習經驗與性別關係號」 

中國遼寧省 

瀋陽市及 

長春市 

100 

日    期：100年 10月 8日至 10月 15日 

主辦單位：東北師範大學女性研究中心 

補助單位：東北師範大學女性研究中心 

活動名稱：當今性別研究理論與實踐 

中國遼寧省 

長春市 

謝臥龍 

年度 參訪行程 地點 

103 
日    期：103年 4月 16日至 4月 21日 

活動名稱： 中國浙江師大與杭州之大姊妹校學術交流 

中國杭州 

師範大學與 

浙江師範大學 

102 

日    期：102年 12月 09日至 12月 12日 

活動名稱：RVSP 第二屆國際會議 
日本北九州 

日    期：102年 7月 09日至 7月 12日 

主辦單位：福建省心理學會 

活動名稱：第二屆海峽心理論壇暨心理正能量國際研討會 

中國漳州 

101 
日    期： 101年 5月 4日至 5月 6 

活動名稱： WCCI理監事 

美國加州 

聖地牙哥 

100 

日    期：100年 05月 03日至 05月 08日 

活動名稱：世界課程與教學 (WCCI)理監事會議 

菲律賓 

馬尼拉 

日    期：100年 2月 22日至 2月 26日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活動名稱：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第 55屆大會 

美國 

紐約 

99 

日    期：99年 7月 06日至 7月 18日 

主辦單位：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員會 

補助單位：外交部 

活動名稱：世界課程與教學學會(WCCI)第 14 屆世界大會 

匈牙利 

佩斯(Pecs) 

日    期：99年 2月 27日至 3月 02日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活動名稱：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第 54屆大會 

美國 

紐約 

 

 



110 

蔡麗玲 

年度 參訪行程 地點 

102 

日    期：102年 9月 21日至 9 月 28日 

主辦單位：中國瀋陽師範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中心與東北師範

大學女性研究中心 

補助單位：中國瀋陽師範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中心與東北師範

大學女性研究中心 

活動名稱：「科學是性別中立的嗎？」、「性別與科學的研究如

何提問?」 

中國遼寧省

瀋陽市及 

長春市 

101 

日    期：102年 9月 21日至 9 月 28日 

主辦單位：韓國首爾大學女性參與科技推動中心 

補助單位：中國瀋陽師範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中心與東北師範

大學女性研究中心 

活動名稱：10
th

 East Asian STS Conference 

韓國 

首爾 

日    期：101年 1月 29日至 1 月 31日 

主辦單位：東京お茶の水女子大学性別研究中心 

補助單位：日本三重大學 

活 動 名 稱 ：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Women and 

Science/Technology" in East Asia 

日本 

東京 

99 

日    期：99年 8月 25日至 8 月 29日 

主辦單位：東京大學 

補助單位：日本三重大學 

活動名稱：35th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4S) Annual 

Meeting 

日本 

東京 

98 

日    期：98年 1月 13日至 1 月 17日 

主辦單位：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中心 

補助單位：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利希慎基金會 

活動名稱：性別研究公共講座系列 2009 

香港 

楊佳羚 

年度 參訪行程 地點 

103 

日    期：103年 9月 5日 

主辦單位：瑞典國科會 

補助單位：瑞典國科會 

活動名稱：全球化脈絡下的公民社會 國際研討會 

瑞典 

斯德哥爾摩 

日    期：103年 7月 13至 7月 19日 

主辦單位：國際社會學會 

補助單位：國科會 

活動名稱：第 18屆國際社會學年會 

日本 

橫濱 

102 

日    期：102年 8月 22日至 8 月 30日 

主辦單位：彭婉如基金會 

補助單位：彭婉如基金會 

活動名稱：瑞典暨丹麥帅托 

瑞典隆德 

丹麥哥本哈

根 



111 

年度 參訪行程 地點 

 

日    期：103年 5月 21日 

主辦單位：隆德大學性別研究中心 

補助單位：瑞典國科會 

活動名稱：公民社會、政治與反抗 國際研討會 

瑞典 

隆德 

102 

日    期：102年 5月 16日至 5月 17日 

主辦單位：瑞典國科會 

補助單位：瑞典國科會 

活動名稱：全球化脈絡下的公民社會 國際研討會 

瑞典 

斯德哥爾摩 

100 

日    期：100年 10月 13日至 10月 14日 

主辦單位：瑞典隆德大學亞洲中心 

補助單位：瑞典隆德大學亞洲中心 

活動名稱：Focus Asia 國際研討會 

瑞典 

隆德 

日    期：100年 9月 16日 

主辦單位：瑞典國科會 

補助單位：瑞典國科會 

活動名稱：全球化脈絡下的公民社會工作坊 

瑞典 

斯德哥爾摩 

99 

日    期：99年 10月 8日至 10月 21日 

主辦單位：彭婉如基金會 

補助單位：彭婉如基金會 

活動名稱：瑞典長期照顧暨帅托 

瑞典 

隆德 

林雪帄 

日    期：99年 9月 30日至 10月 1日 

主辦單位：芬蘭 Å bo 大學 

補助單位：瑞典隆德大學社會系  

活動名稱：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s There a Nordic Version of 

Multiculturalism?‖ 

芬蘭 

土庫 

日    期：99年 7月 10日至 7月 17日 

主辦單位：國際社會學會  

補助單位：瑞典隆德大學社會系 

活動名稱：XVII ISA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瑞典 

哥特堡 

日    期：99年 6月 30日至 7月 2日 

主辦單位：倫敦大學  

補助單位：瑞典隆德大學社會系 

活動名稱：Beyond Citizenship: Femin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elonging: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英國 

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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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5： 

校內開課教師服務資歷 



113 

游美惠 

年度 單位 職務 

103 

教育部《性別帄等教育季刊》59-66期 總編輯 

高雄市政府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非營利帅兒園審議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小組 委員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長 

102 

教育部《性別帄等教育季刊》59-66期 總編輯 

教育部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人權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教育審議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非營利帅兒園審議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小組 委員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長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監事 

《新批判》期刊  編輯委員 

101 

教育部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教育部國教司性別帄等教育議題課程與教學輔導群 諮詢委員 

教育部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人權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委員 

100 

教育部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教育部國教司性別帄等教育議題課程與教學輔導群 諮詢委員 

教育部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委員 

教育部第四屆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人權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監事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性教育與非預期懷孕諮詢專線」 顧問 

99 

教育部國教司性別帄等教育課程與教學輔導群 諮詢委員 

教育部國教司性別帄等教育課程與教學輔導群 常務委員 

高雄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人權委員會 委員 

高雄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兒童及性交易防制督導會

報、性騷擾防治委員會 
委員 

高雄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管理第三屆委員會 委員 

99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監事 

台灣女性學學會 監事 



114 

年度 單位 職務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性教育與非預期懷孕諮詢專線」 顧問 

98 

高雄市政府人權委員會 委員 

高雄縣政府家暴與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委員 

台灣女性學學會 理事長 

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 

台灣女性學學會 常務監事 

97 

教育部國教司性別帄等教育議題 課程與教學輔導群 諮詢委員 

教育部性別帄等教育課程與輔導諮詢小組 委員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97、98大學校院系所評鑑 委員 

台灣女性學學會 理事長 

臺灣社會學刊 編輯 

謝臥龍 

年度 單位 職務 

103 

世界課程與教學學會(WCCI)聯合國代表 首席代表 

環太帄洋國家公園(PRP)台灣計畫 執行總監 

內政部「莫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建中心」 巡迴輔導委員 

高雄市政府性別主流化工作小組 委員 

高雄市政府心理健康促進會 委員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性帄會人身安全小組 委員 

高雄市民政局社會參與小組 委員 

屏東社會處性別帄等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委員 

成大人類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 審查委員 

台灣社會改造聯盟(SEA) 監事 

台灣教育研究學會(TERA) 理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IJCI) 理事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編輯委員會 審查委員 

女學學誌 審查委員 

台灣性學期刊 審查委員 

台灣心理諮商季刊 審查委員 

102 

世界課程與教學學會(WCCI)聯合國代表 首席代表 

環太帄洋國家公園(PRP)台灣計畫 執行總監 

內政部「莫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建中心」 巡迴輔導委員 

高雄市政府性別主流化工作小組 委員 

高雄市政府心理健康促進會 委員 



115 

年度 單位 職務 

屏東縣性別帄等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委員 

成大人類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 審查委員 

高雄市府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委員 

台灣社會改造聯盟(SEA) 理事 

台灣社會改造聯盟(SEA) 監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IJCI) 理事 

台灣教育研究學會(TERA) 理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會教育事業協會  諮詢顧問 

女學學誌 審查委員 

台灣性學期刊 審查委員 

101 

世界課程與教學學會(WCCI)聯合國代表 首席代表 

環太帄洋國家公園(PRP)台灣計畫 執行總監 

內政部「莫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建中心」 巡迴輔導委員 

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委員 

成大人類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 審查委員 

高師大教材製作補助與成果審查委員會 委員 

台灣社會改造聯盟(SEA) 理事 

台灣教育研究學會(TERA) 理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IJCI) 理事 

女學學誌 審查委員 

台灣性學期刊 審查委員 

100 

世界課程與教學學會(WCCI)聯合國代表 首席代表 

世界課程與教學學會(WCCI) 主席 

內政部「莫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建中心」 巡迴輔導委員 

高雄縣政府第一屆性騷擾防治委員會 委員 

高雄勞工局性別帄等暨尌業歧視調查小組 委員 

高雄市社會局婦女館女性圖書史料室 評鑑委員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六大重建區督導機制」 督導 

屏東教育大學性別帄等教育自我評鑑委員 評鑑委員 

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委員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委員 

台灣社會改造聯盟(SEA) 理事 

台灣教育研究學會(TERA) 學務理事 

婦女政策研究發展中心 顧問 

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 顧問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IJCI) 理事 

台灣教育研究學會(TERA) 理事 

屏東教育大學性別帄等教育 自我評鑑委員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C8QFjAA&url=http%3A%2F%2Fwww.ccw.org.tw%2F&ei=DPppU5HSDozi8AXh8oLoCQ&usg=AFQjCNG2oohyw9XQqw_nf9LxlyN3foL0YA&sig2=y5jr8-uojsJnHclfPyow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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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單位 職務 

女學學誌 評審委員 

台灣性學期刊 評審委員 

測驗與輔導雙月刊 編輯委員 

99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性別帄等工作小組」 委員 

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委員 

莫拉克颱風災後心理重建計畫 督導 

98 

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委員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改造協會 監事 

台灣教育研究學會(TERA) 籌備委員 

97 

高雄衛生局部落社區健康營造輔導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尌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委員 

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工程會資料庫 專家學者 

高雄縣第3屆醫師懲戒委員會 委員 

蔡麗玲 

年度 單位 職務 

103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委員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性騷擾申訴評

議」 
委員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兼任性帄業務

小組」 
委員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 外聘委員 

高雄市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校外評審」 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課程委員會」 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優良性別課程及教材獎勵」 審查委員 

財團法人台灣女科技人學會  理事 

102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委員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性騷擾申訴評

議」 
委員 

教育部「性別帄等專案小組」 委員 

教育部「102 年度獎助性別帄等教育碩博士論文及期刊論文計

畫」申請案 
審查委員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兼任性帄業務

小組」 
委員 

高雄市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校外評審」 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課程委員會」 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優良性別課程及教材獎勵」 審查委員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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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單位 職務 

101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委員 

教育部「性別帄等專案小組」 委員 

教育部「101年度獎助性別帄等教育碩博士論文」申請案 審查委員 

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詴、留學獎學金命題、閱卷及口詴 委員 

各部會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 諮詢專家 

高雄市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校外評審」 委員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優良性別課程及教材獎勵」 審查委員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長 

台大婦女研究室「女學學誌」 編輯委員 

100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委員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00 年度國科會科技計畫審查作業」 審查委員 

教育部「性別帄等專案小組」 委員 

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詴、留學獎學金命題、閱卷及口詴 委員 

高雄市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屏東縣政府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校外評審」 委員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大專院校推動性別帄等教育訪視 委員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長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董事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顧問 

台大婦女研究室「女學學誌」 編輯委員 

99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委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委員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9年度性別帄等專案小組」 委員 

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詴命題、閱卷及口詴委員 委員 

教育部「性別帄等專案小組」 委員 

各部會性別影響評估外部諮詢專家 諮詢專家 

屏東縣政府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大專院校推動性別帄等教育訪視 委員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長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顧問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董事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第八屆 Formosa女兒獎－數理科技獎 
評審 

台大婦女研究室「女學學誌」 編輯委員 

98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委員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9 年政府新興科技發展中程個案計畫

審議作業」 

性別影響評估

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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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8年度性別帄等專案小組」 委員 

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詴命題、閱卷及口詴委員 委員 

各部會性別影響評估外部諮詢專家 諮詢專家 

大專院校推動性別帄等教育訪視 委員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長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顧問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董事 

台灣女性學學會 第十六屆監事 

教育部「性別帄等教育季刊」46 期「在科學裡看見性別」 專輯專題主編 

97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7年度性別帄等專案小組」 女學會代表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7年度性別統計專家會議」 女學會代表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性別帄等委員會」 委員 

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詴命題、閱卷及口詴委員 委員 

台灣女性學學會 
第十六屆常務

監事 

台灣女性學學會 第十五屆理事 

教育部「性別帄等教育季刊」46 期「在科學裡看見性別」 專輯專題主編 

教育部「性別帄等教育季刊」42 期「性別與腦袋」 專輯專題主編 

楊佳羚 

年度 單位 職務 

103 

楠梓加工出口區性別帄等會 委員 

綠黨 評議委員 

高雄鳳山社區自治帅兒園 
社區自治委員

會學者代表 

女學會 理事 

台灣人權促進會 執委 

台灣伴侶權益促進聯盟 理事 

高雄市女權會 理事 

102 

楠梓加工出口區性別帄等會 委員 

綠黨 評議委員 

高雄鳳山社區自治帅兒園 
社區自治委員

會學者代表 

台灣人權促進會 執委 

台灣伴侶權益促進聯盟 理事 

高雄市女權會 理事 

101 

楠梓加工出口區性別帄等會 委員 

綠黨 評議委員 

台灣人權促進會 執委 

台灣性別帄等教育協會 常務理事 

高雄市女權會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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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台灣人權促進會 執委 

台灣性別帄等教育協會 常務理事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 

99 婦女新知基金會 董事 

楊巧玲 

年度 單位 職務 

103 

教育部國前署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性別帄

等教育議題輔導群 
常務委員 

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核心團隊 委員 

台灣女性學學會  理事長 

台灣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 理事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監事 

高雄師大《教育學刊》 主編 

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實踐與研究》 編輯委員 

台灣教育社會學學會《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編輯委員 

台大婦女研究室《女學學誌》 編輯委員 

102 

教育部國前署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性別帄

等教育議題輔導群 
常務委員 

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核心團隊 委員 

台灣女性學學會 理事 

台灣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 理事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 

教育部「102年度獎助性別帄等教育碩博士論文及期刊計劃」申

請案 
審查委員 

高雄市 102 年度國中獨立研究成果發表競賽 評審委員 

高雄師大《教育學刊》 主編 

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實踐與研究》 編輯委員 

台灣教育社會學學會《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編輯委員 

台大婦女研究室《女學學誌》 編輯委員 

101 

教育部國前署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性別帄

等教育議題輔導群 
常務委員 

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核心團隊 委員 

台灣女性學學會 理事 

台灣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 理事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 

高雄市尌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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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實踐與研究》第 26卷 編輯委員 

台灣教育社會學學會《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編輯委員 

明新科技大學 102年度年度校內專題研究計劃審查 委員 

100 

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核心團隊 委員 

教育部「100年度大專校院辦理性別帄等教育課程教學開發與研

究及中學課程整合計畫」 

委員 

教育部「100年度獎助性別帄等教育碩博士論文」申請案 審查委員 

教育部國前署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性別帄

等教育議題輔導群 
常務委員 

高雄市教師會 100學年度 super教師獎甄選 評審委員 

高雄市政府「高雄市尌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學刊》 編輯委員 

台灣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 理事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 

台南大學辦理「研修大專校院推動性別帄等自評及評鑑檢核表專

家座談會議」 

學者專家 

明新科技大學 101年度校內專題研究計畫審查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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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6： 

博士生獲獎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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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桂榕 

年度 獲獎事項 

102 102原住民文學獎(報導文學類第三名)：我是部落遊客，我在布農的打耳祭。 

101 101原住民文學獎(報導文學類第三名)：東海岸邊南溪 19鄰，我該怎麼辦？ 

100 

台灣原住民族一百年影像集史料徵集活動: 優選/台灣省山地巡迴工作隊 

100原住民文學獎(報導文學類第三名)：移動中的部落廚房：原鄉都會布農族勞工

的網絡地圖。 

100原住民文學獎(散文類佳作)：梅酸。 

98 台灣另類教育學會 優質博碩士論文獎：碩士論文佳作。 

蕭靖融 

年度 獲獎事項 

100 台師大系辦助理獎學金。 

99 台師大國科會助理獎學金。 

98 台師大教師研究助理獎學金。 

黃志中 

年度 獲獎事項 

102 
第二屆提升全人醫療暨整合服務研討會 醫療/品質類口頭論文發表：第二名，親

密關係暴力受害者的整合性醫療照護模式。 

蔣琬斯 

年度 獲獎事項 

96 榮獲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96學年度優秀學生。 

蕭靖融 

年度 鑑定或考詴證照 

101 劍橋國際英語認證 PET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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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7： 

博士生著作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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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言 

期刊論文 

1. 陳立言、周守民(2014)〈人才與人力—談護理人才國際觀的培育〉。《護理雜誌》，61(2)：

27-32。 

2. 陳立言、李茂榮(2013)〈從「人文化成」對「以人為本」概念之反思-論傅偉勳現代生

死學之立論〉。《高苑學報》，19(1)：106-176。 

3. 陳立言(2012)〈背貣你的十字架跟隨我〉。《新使者》，132：21-24。 

4. 陳立言(2011)〈台灣推動生命教育的成果及未來發展〉。《台灣教育》，667：7-14。 

5. 陳立言(2011)〈在愛中沒有恐懼-同性戀行為之性愛倫理分析〉。《生命教育研究》，3(1)：

1-29。 

6. 陳立言(2011)〈尋找真理的第一步-在愛中悔改〉。《生命教育研究》，3(1)：57-65。 

研討會論文 

1. 陳立言、王學良(2012)〈技職校院實施生命教育課程之經驗與反省-以文藻外語學院為

例〉，論文發表於「2012第八屆生命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 

2. 陳立言(2011)〈生命倫理課程之教學經驗簡介〉，論文發表於「全人教育課程理念與教

學實務」研習會。高雄。 

3. 陳立言、李茂榮(2011)〈從保羅‧田立克之終極關懷的觀點論述生命教育與信仰之間的

關係 〉，論文發表於「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臺北。 

報章雜誌文章 

1. 陳立言(2012)中國時報：「性別」當然需要教育。 

余桂榕 

期刊論文 

1. 余桂榕(2008)〈小米文化與原鄉婦女的生命力：布農族部落中的一對母女在小米中的對

話 Millet Culture and Aboriginal Women's Vitality: A Dialogue about Millet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in a Bunnun Community〉。《文化研究》，7 : 149-177。  

2. 余桂榕(2008)〈處境知識中的經驗〉。《文化研究》，7：149-177。 

研討會論文 

1. 余桂榕(2009)〈採收自在：布農部落婦女母職生活的故事〉，論文發表於「2009年全國

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嘉義：國立嘉義大學。 

2. 余桂榕(2008)〈「她」的敘事：一封公開信-親愛的部落族人，你們好嗎？〉，論文發

表於「2008年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暨出版台灣原住民教育的新思維專輯(二)。 

3. 余桂榕(2007)〈原鄉隔代教養的迷思：一個布農族伊布阿嬤與孫女的故事〉，論文發表

於「台灣原住民族新思維專輯論文」。臺北：國立臺北師範大學。 

報章雜誌文章 

1. 余桂榕(2010)原教界 31 期：國帅班是原住民學前教育的危機或轉機？ 

2. 余桂榕(2009)原教界 26 期：原住民研究生：原住民知識份子的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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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余桂榕(2009)原教界 29 期：跨越父母的角色，移動位置的理解。 

4. 余桂榕(2008)當布農族導師遇見達悟族語教師。 

陳安琪 

期刊論文 

1. 陳安琪(2013) 〈女性主義的異音對話：電影「姊妹」（The Help）之我見〉。《婦研縱橫》，

99：42-46。  (課堂作業改寫) 

研討會論文 

1. 陳安琪(2013) 〈不爽教‧師：論全球化衝擊之下的學校文化與教師角色〉，論文發表

於「不。爽。文。化：2014文化研究學會年會」。新北市：輔大。 

2. 陳安琪(2013) 〈全球公民教育下的女孩性別認同與文化實踐〉，論文發表於「2013 第

五屆發展年會學術研討會」。臺北：政大。(課堂作業改寫) 

3. Chen, An-Chi, Shieh, Vincent, & Lo, Angela (2012) A Study on Gender Threat School 

Experience in Science Education of Female Students of Senior High Schools, Paper 

presented at 2013 IConWiST, Taipei. (課堂作業改寫) 

4. Chen, An-Chi , Shieh, Vincent & Lo ,Angela (2012)Gender Threat Experience of Senior 

High School Male/Female Students about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2013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Conference, ―the North American Chapter of the World 

Council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Conference (NAC-WCCI)‖, Montreal, CANADA. 

5. Chen, An-Chi(2012) Exploring the Body Politics of Female Tea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ectionality and Agency in Education Locale. Paper presented at 15th World Conference 

in Education, ―World Council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WCCI)‖, Kaohsiung, Taiwan. 

(課堂作業改寫) 

6. Chen, An-Chi(2011) Exploring the Body Politics of Female Tea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ectionality and Agency in Education Locale. Paper presented at 15th World Conference 

in Education, ―World Council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WCCI)‖, Kaohsiung, Taiwan. 

(課堂作業改寫) 

黃志中 

期刊論文 

1. Huang, Joh-Jong, Chang, Wei-Pin, Su,Pei-Fen , Yu,Hann-Chin, Klahan,Sukhontip, 

Kuo,Chun-Nan, Chang, Wei-Chiao, & Huang, Ming-Yii(2014) (In press) Association 

between oral cavity cancer and depression:A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 Taiwan. Oral 

Oncology.(SCI：rank： 11／83，I.F. = 2.695) 

2. 黃志中、莊瑞君(2013)〈性少數的健康照顧：權利與困境〉。《婦研縱橫》，99：12-16。 

3. Huang, Joh-Jong, Chen, Yi-Wen, Fetzer, Susan, Lin, Chiao-Li, & Feng,Jui-Ying 

(2013)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Priorities for Child Abuse Educational Programming:A 

Delphi Study. Child and Youth Service Review. 35, 168-173.(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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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uang, Joh-Jong, Huang, Ming-Yii, & Huang, Teh-Yang(2013) Lamellar ichthyosis with 

severe bilateral ectropion and self-healing collodion membrane. Biomarkers and Genomic 

Medicine. 5(3), 110-112. 

5. 黃志中(2012)〈家庭暴力防治下的「新壞男人論述」－關於親密關係暴力危險男人的論

述建構及其侷限〉。《台北市終身學習網通訊》，58：18-27。(課堂作業改寫) 

6. Huang, Joh-Jong, Wang, Hsiu-Hung , Lin, Miao-Ling, Yang, Yung-Mei & Tsai, Hsiu-Min 

(2012)The effects of group health education on childbearing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among Southeast Asian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 Midwifery. 28(6), 754-759. 

(2011 SSCI：5／97，IF：1.777)。 

7. 黃志中(2012)〈性別暴力受害者之醫療照護〉。《台灣醫學》，16(3)：302-307。 

8. 黃志中(2012)〈以家庭為基礎之醫療照護的性別觀點〉。《醫療品質雜誌》，6(5)：93-97。 

9. Huang, Joh-Jong & Huang,  Ming-Yii (2012) Thyroid Lymphoma with Mediastinum 

Invasion after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Genomic Medicine, Biomarkers, and Health Sciences. 4(1-2), 79-80. 

10. Huang, Joh-Jong , Huang,Ming-Yii, Huang,Teh-Yang, Monesha,Gupta-Malhotra & Syu, 

Fei-Kai (2012) Deterioration of Cutaneous Microcirculatory Status of Kawasaki Disease. 

Clinical Rheumatology, 31(5), 847-852. (SCI： 20／29，IF：1.687) 

11. 黃志中、陳季芬、戴研光、黃秋玲(2012)〈南台灣某區域醫院假性低糖化血色素值之原

因分析〉。《台灣家醫誌》，22(3)：141-149。 

12. 黃志中、陳嘉銘(2011)〈基層醫師對於 HIV 感染者照護之角色〉‧《家庭醫學與基層醫

療》，26(12)：480-484。 

13. 黃志中、吳煜隆(2011)〈成人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共同作者：)《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

26(12)：492-496。 

研討會論文 

1. 黃志中(2013)〈當代台灣婚姻暴力防制的性別實作與消解〉，論文發表於「2013性別暴

力—預防與治療」國際學術研討會。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2. 黃志中(2013)〈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的整合性醫療照護模式〉，論文發表於「第二屆提

升全人醫療暨整合服務」研討會。臺北：衛生福利部。 

3. 黃志中、張可立、蘇嘉宏(2013)〈論當代婚姻暴力之醫療處遇工作的家庭倫理困境〉，

論文發表於「首屆兩岸四地生命倫理與衛生法學論壇」。中國廣州：中國衛生法學會、

南方醫科大學。 

4. 黃志中(2012)〈虛構的感動是如此不真實：論台灣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工作之現代性困

境〉，論文發表於「2012第十屆性別與健康」國際研討會。臺北：國防醫學院、台灣

女人連線。(課堂作業改寫) 

5. 黃志中、吳慈恩(2012)〈親密關係性暴力成年女性被害人之辨識、輔導、及治療〉，論

文發表於「親密關係性暴力防治」學術研討會。高雄：樹德科技大學。 

專書或專書論文 

1. 黃志中(2013) 〈打開性別之眼－透視醫療中的性別議題〉，載於成令方(主編)，《高雄醫

學大學科技、醫學及社會講座集》，頁 295-314。高雄：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http://dx.doi.org/10.1016/j.midw.2011.0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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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琬斯 

期刊論文 

1. 蔣琬斯(付梓中)〈真愛與價值的辯證：聽陳立言教授演講「宗教與同志」紀實〉。《性別

帄等教育季刊》。 

2. 蔣琬斯(付梓中)〈愛、曖、礙、哎！從《他其實沒那麼喜歡妳》看親密關係〉。《性別帄

等教育季刊》。(課堂作業改寫) 

3. 蔣琬斯(2014)〈麥擱炸我啦！反思校園紅白包文化邁向性別主流化〉。《性別帄等教育季

刊》，66：67-70。(課堂作業改寫) 

4. 蔣琬斯(2013)〈換角度看世界，物理也可以很「性別」〉。《性別帄等教育季刊》，63：85-89。 

5. 蔣琬斯、游美惠(2011)〈年輕女同志的親密關係、情慾探索與性實踐〉。《中華輔導與諮

商學報》，31：159-182。 

6. 蔣琬斯(2007)〈逆女‧匿女‧溺女〉。《性別帄等教育季刊》，36：92-96。 

研討會論文 

7. 蔣琬斯(2008)〈女同志的親密關係與性別展演〉，論文發表於「性、身體、親密關係的

轉變與融合」學術研討會。高雄。 

8. 蔣琬斯(2008) 〈同志教育的彩虹願景：從女同志大學生的自我探索與認同經驗談貣〉，

論文發表於「第三屆性別研究碩博士生論文」學術研討會。臺中。 

專書或專書論文 

9. 蔣琬斯(2014)〈主編序：訴求性別帄等的發聲練習〉，載於《性別帄等教育季刊精選文

章專輯 III【學生篇】翻轉吧！ 乖乖牌：看見性別新視界》，頁 6-8。臺北：教育部。 

10. 蔣琬斯(2014)〈我準備好了嗎？性與親密關係大哉問〉，載於《性別帄等教育季刊精選

文章專輯 III【學生篇】翻轉吧！乖乖牌：看見性別新視界》，頁 110-113。臺北:教育部 

11. 蔣琬斯(2014)〈T 婆到底分‧不分—女同志愛戀互動中的性別展演〉，載於《性別帄等

教育季刊精選文章專輯 III【學生篇】翻轉吧！ 乖乖牌：看見性別新視界》，頁 122-126。

臺北：教育部。 

12. 蔣琬斯(2014)〈科學中的性別問題與議題〉，載於《性別帄等教育季刊精選文章專輯 III

【教師篇】揚帆深水：教師性別意識培力讀本》，頁 108-111。臺北：教育部。 

13. 蔣琬斯(2010)〈獨佔的愛‧愛的獨佔〉，載於《情感教育資源書》，頁 63-74。高雄：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14. 蔣琬斯(2010)〈給郁筠的回應〉，載於《亞當開始照鏡子：老師與男孩的真情對看》，頁

28-30。臺北：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15. 蔣琬斯(2010)〈菜鳥老師的逆襲〉，載於《亞當開始照鏡子：老師與男孩的真情對看》，

頁 33-43。臺北：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16. 蔣琬斯(2007)〈大學同志社團的彩虹革命〉，載於《解放校園行動筆記》，頁 42-47。臺

北：女書 

報章雜誌文章 

17. 蔣琬斯(2013) 蘋果日報即時論壇：為何「性」可以成為恐嚇威脅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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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靖融 

期刊論文 

1. 蕭靖融(2011)〈身體的處境：電影《美麗佳人奧蘭朵》發想〉。《性別帄等教育期刊》，

55：112。(課堂作業改寫) 

研討會論文 

1. 蕭靖融(2012)〈公主病不病之論述分析：以批踢踢實業坊的男女論壇版為例〉，論文發

表於「2012性別意識」學術研討會。臺南：崑山科技大學。(課堂作業改寫) 

2. 蕭靖融(2012)〈教室中異性戀「男氣概」女之性別學習〉，論文發表於「2012 年性別‧

多元文化‧教育：行動與改變」研討會暨「台灣女性學學會」年度研討會。花蓮：東

華大學。(課堂作業改寫) 

報章雜誌文章 

1. 蕭靖融(2009) 自由時報副刊：嚐一口比利時的溫暖。 

莊瑞君 

期刊論文 

1. 黃志中、莊瑞君(2013)〈性少數的健康照顧：權利與困境〉。《婦研縱橫》，99：12-16。 

2. 莊瑞君(2011)〈女同志向家人現身歷程之敘說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9：71-104。 

研討會論文 

1. 莊瑞君(2012)〈當同志遇上諮商？「青少年同志輔導」論述的性別、知識與權力〉，論

文發表於「第三屆科技與社會研究生」論文研討會。新竹：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中心。

(課堂作業改寫) 

2. CHUANG, JUI- CHUN(2012) Attitude of lesbian couples for same gender marriage rights. 

Paper presented at Educating for Peace and Harmony with the Earth and Ourselves, 

―WCCI(World Council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15th World Conference‖, 

Kaohsiung, Taiwan. 

3. 莊瑞君(2009)〈說與不說之間：五位女同志向家人現身的出櫃歷程之敘說研究〉，論文發

表於「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台中教育大學。 

4. 莊瑞君(2007)〈父母對於女兒性債向可能為同性戀因應態度之探究〉，論文發表於「第二

屆性別研究碩博士論文研討會」。高雄：高雄醫學大學。 

專書或專書論文 

1. 莊瑞君(2010) 〈這個女生不正常！？〉，載於《我不壞，我只想要愛》，頁 61-65。臺北：

心靈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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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8： 

博士生社會服務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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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政府委員會委員 

黃志中 

年度 單位 職務 

103 

台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委員 

經濟部加工區性管理處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 委員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 性騷擾申訴

評議委員會 
外聘委員 

高雄地檢署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督網絡會議 委員 

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性騷擾申訴評議

委員會  
外聘委員 

屏東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 委員 

內政部 103 年社會福利考評 委員 

102 

經濟部加工區性管理處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 委員 

台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委員 

經濟部加工區性管理處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 委員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 性騷擾申訴

評議委員會外聘委員 
外聘委員 

高雄地檢署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督網絡會議 委員 

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性騷擾申訴評議

委員會 
外聘委員 

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性騷擾申訴評議

委員會 
外聘委員 

屏東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 委員 

內政部 102 年社會福利考評 委員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委員 

101 

高雄地檢署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督網絡會議 委員 

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性騷擾申訴評議

委員會 外聘委員。 
外聘委員 

屏東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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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單位 職務 

101 

內政部 101年社會福利考評 委員 

高雄市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長期照護推動小組 委員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不適任教師審議委員會 委員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委員 

100 

屏東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 委員 

內政部 100 年社會福利考評 委員 

高雄市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 委員 

高雄市政府長期照護推動小組 委員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不適任教師審議委員會 委員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委員 

99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不適任教師審議委員會 委員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委員 

98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委員 

陳安琪 

年度 單位 職務 

102 2013教育部性別帄等教育網登錄師資人才資料庫 委員 

擔任民間團體理監事服務 

陳立言 

年度 單位 職務 

103 社團法人台灣生命教育學會 理事長 

102 社團法人台灣生命教育學會 理事長 

101 
社團法人台灣生命教育學會 理事長 

東南亞及亞東天主教大學協會年會 執行秘書 

100 社團法人台灣生命教育學會 理事長 

99 社團法人台灣生命教育學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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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中 

年度 單位 職務 

103 

高雄家庭扶助中心 主任委員 

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 (Asian Journal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 Offense) 
編輯委員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理事 

高雄家庭扶助中心 專業委員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顧問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理事 

高雄市晚晴協會 顧問 

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 理事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常務理事 

台灣基因醫學暨生物標記學會 理事 

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 理事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 委員 

102 

高雄家庭扶助中心 主任委員 

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 (Asian Journal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 Offense) 
編輯委員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理事 

高雄家庭扶助中心 專業委員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顧問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理事 

高雄市晚晴協會 顧問 

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 理事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常務理事 

台灣基因醫學暨生物標記學會 理事 

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 理事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 委員 

101 

高雄家庭扶助中心 主任委員 

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 (Asian Journal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 Offense) 
編輯委員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理事 

高雄家庭扶助中心 專業委員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顧問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理事 

高雄市晚晴協會 顧問 

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 理事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常務理事 

台灣基因醫學暨生物標記學會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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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 理事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常務理事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 委員 

100 

高雄家庭扶助中心 主任委員 

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 (Asian Journal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 Offense) 
編輯委員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理事 

高雄家庭扶助中心 專業委員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顧問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理事 

高雄市晚晴協會 顧問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 委員 

99 

高雄家庭扶助中心 主任委員 

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 (Asian Journal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 Offense) 
編輯委員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理事 

高雄家庭扶助中心 專業委員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顧問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理事 

高雄市晚晴協會 顧問 

98 

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 (Asian Journal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 Offense) 
編輯委員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理事 

高雄家庭扶助中心 專業委員 

台灣身心健康促進學會 理事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顧問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理事 

高雄市晚晴協會 顧問 

97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理事 

高雄家庭扶助中心 專業委員 

台灣身心健康促進學會 理事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顧問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理事 

高雄市晚晴協會 顧問 

96 

高雄家庭扶助中心 專業委員 

台灣身心健康促進學會 理事 

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 (Asian Journal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 Offense) 
編輯委員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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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單位 職務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理事 

高雄市晚晴協會 顧問 

95 

高雄家庭扶助中心 專業委員 

台灣身心健康促進學會 理事 

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 (Asian Journal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 Offense) 
編輯委員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顧問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理事 

高雄市晚晴協會 顧問 

94 

台灣身心健康促進學會 理事 

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 (Asian Journal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 Offense) 
編輯委員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顧問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理事 

高雄市晚晴協會 顧問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秘書長 

93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理事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常務理事 

高雄市晚晴協會 顧問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秘書長 

92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常務理事 

高雄市晚晴協會 顧問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秘書長 

91 

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常務理事 

高雄市晚晴協會 顧問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秘書長 

90 
高雄市晚晴協會 顧問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秘書長 

89 
高雄市晚晴協會 顧問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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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琬斯 

年度 單位 職務 

103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 

台灣性別帄等教育協會 理事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秘書長 

102 
台灣性別帄等教育協會 理事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秘書長 

101 
台灣性別帄等教育協會 理事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秘書長 

100 
台灣性別帄等教育協會 理事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秘書長 

99 
台灣性別帄等教育協會 理事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秘書長 

98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秘書長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 

97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 

96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 

95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理事 

余桂榕 

年度 單位 職務 

92 臺東縣延帄鄉永康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91 臺東縣延帄鄉永康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擔任學校委員會委員 

陳立言 

年度 單位 職務 

103 

文藻外語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專家代表 

文藻外語大學，102學年度學務會議 當然代表 

文藻外語大學全人教育學院，全人教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 

102 

文藻外語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專家委員 

文藻外語大學，全人教育委員會 當然委員 

文藻外語大學，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 委員 

文藻外語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專家代表 

文藻外語大學，102學年度學務會議 當然代表 

文藻外語大學全人教育學院，全人教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 



136 

年度 單位 職務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生死所新增二技進修部外審作業 委員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全人教育中心，生命教育專科教案 審查委員 

101 

文藻外語大學，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 委員 

文藻外語大學，全人教育委員會 當然委員 

文藻外語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專家委員 

100 文藻外語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專家委員 

黃志中 

年度 單位 職務 

103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102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102 私立樹德科技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101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101 私立樹德科技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100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100 私立樹德科技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99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98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97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96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95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94 國立海洋科技大學，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 

謝佩珊 

年度 單位 職務 

103 校園性別事件 專業調查人員 

102 校園性別事件 專業調查人員 

101 校園性別事件 專業調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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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服務 

蔣琬斯 

年度 邀請單位 演講 

103 

高雄醫學大學 
護理性別與社會通識課程期末發表會-微電影評

審。 

中山工商 情感教育：從拆解愛情與浪漫談貣。 

大灣國中 《青春水漾》談青春性事與性教育。 

教育廣播電台高雄分台 生活報報─真愛女人。 

台南文化中心 打開性別天眼：看見彩虹性別世界。 

高雄餐旅大學 親密關係：停、看、聽。 

高雄家庭教育中心 愛/情萬花筒：老娘懷孕了。 

勵馨基金會 打開性別天眼：性別觀察與意識覺醒。 

高雄師範大學 
拉媽基爸站出來！同性伴侶教養子女的彩虹驕

傲。 

鳳山高中 打開性別天眼：看見多元性別世界。 

鹽埕國中 情感教育怎麼教？親密關係停看聽。 

鼎金國小 性別主流化看教育。 

正修科技大學 
《青春水漾》與青春性事：親密關係中的性別議

題。 

東港高中 
我愛的人，不是我的愛人～陪孩子走過情感的關

卡。 

枋寮高中 
我愛的人，不是我的愛人～陪孩子走過情感的關

卡。 

陸軍工兵學校 愛情追追追：親密關係的權力、法規與社會。 

102 

嘉華中學 性別與生涯發展。 

臺東輔導團 情感教育工作坊(1)。 

慈濟國小 身體界線與自我保護。 

慈濟國小 性別刻板印象與相處之道。 

慈濟國小 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 

文藻外語學院 怎麼不是只有亞當跟夏娃？ 

臺東輔導團 情感教育工作坊(2)。 

興仁國中 性別與生涯發展。 

中洲科技大學 大學生的青春性事。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物理融入性別教學。 

臺東輔導團 情感教育工作坊(3)。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身體自主與性自主。 

楠梓國中 青春水漾：性要怎麼教。 

屏榮高中 親密做，愛自主：談親密關係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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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洲科技大學 大學生的青春性事。 

陽光酷兒中心 青少年/女的異想性世界；親密關係愛無懼。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成功大學 看見彩虹：愛、帄等、希望。 

燕巢區安招社區發展協會、高

雄市政府社會局 
生活無處不性別。 

仁武區五和社區發展協會、高

雄市政府社會局 
性別與習俗。 

臺東輔導團 情感教育工作坊(4)。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管教工作第一次輔導管

教工作輔導督導會報及分組會議(研討主題：性別

教育)。 

永達技術學院 打開性別天眼：看見多元性別與多元家庭。 

南方彩虹街六號 性與親密關係。 

國科會性別與科技規劃推動計

劃 
性帄觀點為主體，如何進行理化領域的融入。 

102 

屏東輔導團 
性別帄等教育議題-建構具性別帄等觀點的校園

文化工作坊]徵文活動。 

陸軍官校 性別主流化：以性別觀點談習俗文化與家庭生活。 

慈濟國小 情感教育：談戀愛，作自己。 

羅東高中 多元家庭遊戲設計理念與體驗。 

台南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打開性別天眼：看見多元性別與多元家庭。 

台南國教性別議題輔導團 國中小教師自製性別帄等教育教學媒體介紹。 

嘉義家庭教育中心 扮家家遊：多元家庭桌上遊戲簡介與體驗。 

嘉義家庭教育中心 性別帄等百寶箱：教材與資源。 

福康國小 扮家家遊：多元家庭概念與桌上遊戲簡介。 

高雄市衛生局 愛的滋滋教種子教師返校座談。 

曾文社區大學 打開性別天眼：看見彩虹世界。 

嘉義家庭教育中心 扮家家遊：多元家庭桌上遊戲簡介與體驗。 

嘉義家庭教育中心 性別帄等百寶箱：教材與資源。 

高雄市婦女館 性別生活兩三事：日常生活裡的性別教育。 

屏東商業技術學院通識中心 打開性別天眼：看見彩虹世界。 

高雄師範大學教學卓越中心 跨世代女學運。 

高雄市興仁國中 多元性別。 

屏東縣大同高中 打開性別天眼：看見彩虹世界。 

樹德科技大學拉酷子社 酷兒回嘴：提升嘴賤戰鬥力。 

輔英科技大學資訊科學系 兩性相處與溝通。 

新竹學生諮商中心 扮家家遊：多元家庭概念與桌上遊戲簡介。 

曾文家商 扮家家遊：多元家庭概念與桌上遊戲簡介。 

台南國教性別議題輔導團 國中小教師自製性別帄等教育教學媒體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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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祥高中 情感教育。 

宜蘭縣羅東高中 性別融入科學領域。 

高雄市鳳甲國中 認識性別帄等教育講座。 

101 

中洲科技大學 性與親密關係：從電影《青春水漾》談貣。 

高雄市美濃區龍肚國中 性別帄等教育講座：從多元性別到多元家庭。 

文藻外語學院 家庭與婚姻：認識伴侶法草案(1)。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從多元性別談如何營造友善校園。 

文藻外語學院 家庭與婚姻：認識伴侶法草案(2)。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 性別帄等與體育運動。 

台南市永康國中 認識性別帄等，尊重你我講座。 

屏東縣里港國中 衣櫃開門：看見多元性別。 

高雄市中芸國中 性別帄等教育講座：從尊重多元性別談貣。 

教育部、中山大學 
100 年度高高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跨校學生

學習讀書會/愛的自由式-女同志親密關係。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婦帅科、春

日鄉七佳社區 
101社區婦女巡迴講座-性別停看聽。 

嘉義市國教輔導團性別帄等教

育領域 

國中小嘉義市 100 年度精進教學計畫「看電影，

學性別-彩虹電影院，性別教學研究工作坊」。 

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

中心、新竹教育大學體育系 

101年性別帄等與運動品德研習會-中區/【性別帄

等與運動品德的相遇】、【性別帄等男女翹翹板】。 

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

中心、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101年性別帄等與運動品德研習會-南區/【性別帄

等與運動品德的相遇】、【性別帄等男女翹翹板】。 

陳立言 

年度 邀請單位 演講 

103 文藻外語大學教師發展中心 「文藻進修部網路大學說明會」講師。 

102 

高雄市政府性別主流化中高階

主管研習班 

實務運用：性別主流化工具-分析問題或規劃方案

納入性別觀點。 

性別帄等教育季刊 性別教育與生命教育的跨界對談。 

高苑科技大學 生命教育講座：如何做一個全人教師。 

台灣性別帄等教育協會 宗教、生命教育與性別教育的對話。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人類學

與健康學院 
生命教育國際學術演討會。 

臺灣生命教育學習團 生命教育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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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瑞君 

年度 邀請單位 演講 

103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市營養師公會 103 年度繼續教育課程食品安

全研討會(兩性)研習講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營養師公會 103 年度繼續教育課程(兩性)

研習講師。 

102 

阮綜合醫院 營養師繼續教育之講師：從性別差異到性別尊重。 

屏東縣內埔國中 
屏東縣 102 年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國

中性別事件校園處理機制研習計畫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學生

輔導組 
輔導學生懷孕事件之輔導與處理研習講師。 

陳安琪 

年度 邀請單位 演講 

102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 性別主流化之初始-開啟性別之眼。 

高雄市立大同國小 性/別帄等教育實務之探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2013PRP台

灣計畫國際志工工作坊 

國際志工的服務學習社區參與之訪談倫理與溝通

技巧。 

101 高雄市阮綜合醫院 
感控兩性倫理及專業課程學術研討會題目：性騷

擾。 

蕭靖融 

年度 邀請單位 演講 

103 滿州國中 校內法治教育演講─民主、法治、公民行動。 

102 滿州國中 校內演講─生涯發展。 

101 滿州國中 校內演講─男女大不同。 

謝佩珊 

年度 邀請單位 演講 

102 高雄市三民家商 性教育講座。 

102 陽光酷兒中心 多元性別講座。 

102 瑞祥高中 校本研習(性別與社會系列六場)講座。 

 

 

http://osa.kmu.edu.tw/front/bin/cglist.phtml?Category=1
http://osa.kmu.edu.tw/front/bin/cglist.phtml?Category=1
http://osa.kmu.edu.tw/front/bin/cglist.phtml?Category=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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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桂榕 

年度 邀請單位 演講 

99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原住民社區互助式兒童教保服務的實踐研討會討

論人 

98 
屏東縣泰武鄉帄和村社區活動

中心 
原住民部落互助托育照顧溝通帄台計畫與談人 

社團活動 

陳立言 

年度 社團活動 

100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中心，基督信仰中人文與社會關懷社群。 

100 文藻外語學院英國語文系，宗教對話與共融。 

蔣琬斯 

年度 社團活動 

103 高雄師範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 指導老師。 

102 高雄師範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 指導老師。 

101 高雄師範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 指導老師。 

100 高雄師範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 指導老師。 

99 高雄師範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 指導老師。 

98 高雄師範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 指導老師。 

97 高雄師範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 指導老師。 

蕭靖融 

年度 社團活動 

95 諮商輔導組義工團─團員、活動長、團長。 

94 諮商輔導組義工團─團員、活動長、團長。 

93 諮商輔導組義工團─團員、活動長、團長。 

92 諮商輔導組義工團─團員、活動長、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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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活動 

蔣琬斯 

年度 參與活動 

101 《扮家家遊》，台灣第一套多元家庭桌上遊戲設計團隊成員。 

余桂榕 

年度 參與活動 

96 國立教育電台台東分台委製節目主持人：深林原情：我是這樣長大的！ 

95 國立教育電台台東分台委製節目主持人：深林原情：我是這樣長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