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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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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性別研究所性別研究所性別研究所性別研究所    林津如 副教授 

授課時間授課時間授課時間授課時間：：：：每週二上午九點至十二點每週二上午九點至十二點每週二上午九點至十二點每週二上午九點至十二點 
授課地點授課地點授課地點授課地點：：：：CS907     

 

授課教師簡歷授課教師簡歷授課教師簡歷授課教師簡歷：：：：    

林津如副教授在英國接受社會學性別研究的訓練，特別擅長於跨國女性主義之交

織政治。過往的研究也特別在意研究對於實務工作的貢獻。自 94 年學年度開始

在高醫大性別所持續開設「社區與女性主義實踐」選修課程，帶領學生走入社區，

以行動研究方式進行社會實踐。此次因應本所課程改革之需，特別設計此結合理

論與實踐的課程，為研一上學期必修課，希望能讓全所同學均有性別實踐的基本

能力。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本門課程介紹女性主義理論並強調其在當代台灣社會的應用。女性主義從 1970

年代開始發展以來，一方面批評男性為主的理論盲點，一方面也強調實踐及社會

改革。不同的女性主義理論視角又會帶出不同的議題。本門課以「理論」「議題」

「實踐」三個元素架構而成。「理論」部份從婦女運動及各流派的女性主義理論

切入，帶給學生基本的理論訓練。「議題」則以辯証的方式，來深入探討理論衍

生出的議題，協助學生整合應用不同的女性主義理論作思辯的工具。「實踐」則

強調台灣婦運在地實踐，邀請有經驗的工作者來分享相關議題與實踐的經驗，帶

領學生看見實踐的複雜度，並要求學生以演說，書寫及創作的方式，以不同的實

踐方式，將性別概念推廣出去。 

 
課程目的課程目的課程目的課程目的 

能了解婦女運動的歷史與脈絡 

能闡釋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係 

能論証性別議題與爭議。 

熟悉台灣婦女運動在地實踐的現況 

培養學生把女性主義理論化為行動的實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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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教學方法教學方法教學方法 

上課前閱讀文本，上課時集體討論，搭配具實踐性質的作業，以理論，議題，實

踐三個方向搭配多元授課方式，融合閱讀思辯，影片方映，與邀請演講等多重方

式，啟發學生對於女性主義理論的理解與實踐的熱忱。 

 
教學要求教學要求教學要求教學要求     

作業一，課堂表現（35%）：導讀與讀書心得   

請準時出席，有事需請假，缺席不可超過三次，否則此項成績以零分計。不論導

讀或是讀書心得，皆請於上課前一天中午，po 上 e-learning 

 

導讀（15%) 

由同學輪流負責導讀，導讀同學必須把當週所有文本讀完，並依分配在課堂上擇

一份文本，以十五分鐘時間，向同學介紹某一流派的女性主義：「「「「某流派女性主某流派女性主某流派女性主某流派女性主

義有那些主要論點義有那些主要論點義有那些主要論點義有那些主要論點？？？？它的核心概念為何它的核心概念為何它的核心概念為何它的核心概念為何？？？？在此理論下在此理論下在此理論下在此理論下，，，，什麼是女人什麼是女人什麼是女人什麼是女人? ? ? ? 什麼是性什麼是性什麼是性什麼是性

別別別別？」「？」「？」「？」「我支持或批判此流派的那些觀點?為什麼? 」若是議題週，則需提出：「此

一女性主義爭議的內涵為何? 各個不同流派的女性主義對此議題有何不同的解

釋? 你支持或批判那一個立場? 你自己如何看待這個議題? 」 

 

讀書心得（20%) 

則是每位同學的課前準備，同樣依上述導讀提問，寫自己的思考，字數在五百字

以內的心得報告。並提出兩個問題，以供上課討論。 

 
作業二 (30%), 以下類別四擇一，需於第十四週上課前一天前完成。  

婦運類: 以兩人為一組，熟悉台灣南方婦運的議題，並搭配南方婦運組織的需

求，作論述的說明或者推廣協助組織作教育宣導的活動。此項作業必須隨同組織

外出作宣導，並能貢獻所學，將活動內容上網或公告給更多人認識。作業需紀錄

下此行動歷程，並提供你宣導的內容與效果。 

實踐類：以兩至三人為一組，思考如何在你的生活週遭從事性別實踐，與授課老

師討論之後進行，作業需紀錄下此行動歷程，並反省。 

宣導類: 選定一個主題，到自己的工作單位或母校學弟妹，作性別議題的演說，

演講者的職稱需有「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生」等字樣作業，作業請附上

PPT 及演說之後的優缺點，反思與自我改善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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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類: 針對一個時事議題，請以你所學到的觀點發表評論，並投稿至社論、《性

別平等教育季刊》或同等級期刊後(請與授課教師討論)，方為完成此項作業。同

學需繳交投稿證明，作者的職稱需有「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生」等字樣。 

 

作業三 (35%) 至作業題庫中選題，或以一個議題為主，從理論，實踐至其限制，

作一整合性的回顧。文長不超過五千字。請於第十八週完成，上網 e-learning 並

繳交紙本至津如辦公室。 

    

成績評定成績評定成績評定成績評定 

課堂表現，含每週摘要及提問 ( 35 %) 

作業二 ( 30 %)  

作業三 ( 35 %)  

 
教科書教科書教科書教科書 

以<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 <女性主義：議題與論証> <跨國女性研究導論> 三

本書為主要教科書，搭配補充影片，文章及新聞作為課程討論內容。 

顧燕翎主編，2004，《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 

Saul, Jennifer Mather, 國立編譯館 主譯，2010，《議題與論証》，台北:巨流。 

游素玲主編，2011，《跨國女性研究導讀》，台北：五南。 

 

 

週次 授課主題 

1 

 9/17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從婦女運動到性別研究 

課程介紹及內容說明 

短片欣賞：「愛你鐘情」（10 分鐘）  

2  

9/24 

理論與實踐理論與實踐理論與實踐理論與實踐: : : :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Connell, R.（2011）第三章〈性別理論家與性別理論〉《性別的世界觀》 
林芳玫,第一章〈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1.- 34. 

 Wollstonecraft ,Mary,〈女權的辯護〉,《女性主義經典》:3-8.  

電影欣賞: 《女權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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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1 

 

歷史實踐: 婦女運動在台灣 

影片欣賞：「回首來時路」（57 分鐘）  

周碧娥，姜蘭虹 (1989) 〈現階段台灣婦女運動的經驗〉 《台

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1989, Pages 95-102 

期末題目期末題目期末題目期末題目1: 台灣婦女運動史台灣婦女運動史台灣婦女運動史台灣婦女運動史 

Reading: Reading: Reading: Reading: 婦女新知，2012,《女權火，不止息》台灣婦女運動剪影 

4 

10/8 

理論理論理論理論: : : : 基進女性主義基進女性主義基進女性主義基進女性主義，，，，女同志女性主義女同志女性主義女同志女性主義女同志女性主義    

討論: 請列舉此二個理論的重要作家。請比較此二個的相同與相異之

處。 

王瑞香，第四章〈基進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121-158. 

張小虹，第七章〈女同志理論〉《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243-268.  

陳昭如，2013〈Catherine A. MacKinnon: 宰制論女性主義法學的開創者〉

《婦研縱橫》98: 51-62.     

5  

10/15 

 

理論理論理論理論: : : :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        

黃淑玲，第二章〈烏托邦/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與流

派》:35-80. 

范情，第六章〈當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201-242. 

6  

10/22 

南方婦運實踐南方婦運實踐南方婦運實踐南方婦運實踐:::: 實地參訪 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 

簡瑞連 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園長 

高雄縣鳳山市這個以勞工階層為主的五甲社區裡，有一個非營利、平價收費以及社

區化為理念的社區自治幼兒園。它是高雄縣政府與彭婉如基金會，所共同種下的公

共托育種子，在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投入下，逐漸發芽生根，成為五甲社區的一份子，

吸納、照顧了各種多元家庭的孩子。各種苦樂交織的故事，每天在這裡不斷上演著......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mELZf2tl4o 

導演：黃淑梅；攝影：賴育章、黃淑梅；剪接：陳惠萍 

課堂討論: 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體現了那些流派的女性主義理想?   

7  

10/29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 : : 職場歧視與家庭照顧職場歧視與家庭照顧職場歧視與家庭照顧職場歧視與家庭照顧    

Jennifer Mather Saul, 第一章〈家庭政治學與工作政治學〉《議題與論証》: 

1-28.  

婦女新知，2012, 第二章〈國父紀念館事件〉《女權火，不止息: 台灣

婦女運動剪影》。 

期末題目期末題目期末題目期末題目2: 馬克馬克馬克馬克思女性主義與台灣婦女的職場不平等思女性主義與台灣婦女的職場不平等思女性主義與台灣婦女的職場不平等思女性主義與台灣婦女的職場不平等 

期末題目期末題目期末題目期末題目3: 台灣婦運中的照顧論述台灣婦運中的照顧論述台灣婦運中的照顧論述台灣婦運中的照顧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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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性騷擾與色情性騷擾與色情性騷擾與色情性騷擾與色情    ((((兩週合併兩週合併兩週合併兩週合併，，，，討論不完延至第十週討論不完延至第十週討論不完延至第十週討論不完延至第十週))))    

Jennifer Mather Saul, 第二章〈性騷擾〉《議題與論証》: 45-74. 

Jennifer Mather Saul, 第三章〈色情〉《議題與論証》: 75-116.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台灣婦運中的性辯論台灣婦運中的性辯論台灣婦運中的性辯論台灣婦運中的性辯論::::從華西街事件到公娼事件從華西街事件到公娼事件從華西街事件到公娼事件從華西街事件到公娼事件    

彭渰雯，〈邁向後現代婦運: 打破娼妓制度的二元式爭論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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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人文社會學報》第七期，63-84.  

顧燕翎顧燕翎顧燕翎顧燕翎, 2009, , 2009, , 2009, , 2009, 〈〈〈〈性交易的禁制與除罪：台灣婦女運動的性政治〉两岸

三地“商业性性交易：法律与公共政策专家圆桌会议” 2009/11/28厦

门。

http://feminist-original.blogspot.tw/2011/03/blog-post.html 

期末題目期末題目期末題目期末題目4 : 台灣婦運中的性辯論台灣婦運中的性辯論台灣婦運中的性辯論台灣婦運中的性辯論 

9. 11/12 期中考週 準備並進行作業二 

10. 

11/19 

10.00-12.00 高雄市善牧基金會 鄭主任 談跨國婚姻家庭的社會工作 

11. 

11/26 

(成令方

授課)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墮胎與外貌墮胎與外貌墮胎與外貌墮胎與外貌    

Jennifer Mather Saul, 第四章〈墮胎〉《議題與論証》:117-150.  

Jennifer Mather Saul, 第五章〈女性外貌〉《議題與論証》: 151-186. 

12 

12/3 

成令方

授課 

南方婦運實踐南方婦運實踐南方婦運實踐南方婦運實踐::::    婦女婦女婦女婦女友善醫療友善醫療友善醫療友善醫療 

邀請演講: 高醫護理部 副護理長 林盈慧 

13.  

12/10 

理論理論理論理論: : : : 後殖民女性主義與跨國女性主義後殖民女性主義與跨國女性主義後殖民女性主義與跨國女性主義後殖民女性主義與跨國女性主義    

邱貴芬，第十章〈後殖民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339- 372. 

李根芳，第五章〈定位政治作為跨國女性主義批判實踐〉《跨國女性

研究導讀》: 70-89. 

14 

12/17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 : : 文化差異文化差異文化差異文化差異    

Jennifer Mather Saul, 第九章〈女性主義與尊重文化〉《議題與論証》: 

291-326.  

 

看女性影展影片:《粉紅正義 Gulabi Gang》Nishtha JAIN 2012| 挪威、印

度、丹麥|紀錄片|Color|96 min 在印度這個女權受到相當迫害的國家,一

群身著粉紅紗麗的女人以她們的方式伸張正義。她們對抗的不僅是腐

敗的司法制度,更是每一顆對正義冷漠的心。 

15.  

12/24 

南方婦運實踐南方婦運實踐南方婦運實踐南方婦運實踐::::    新移民女性培力工作新移民女性培力工作新移民女性培力工作新移民女性培力工作 

參訪位於美濃的南洋台灣姐妹會    

 

16.  

12/31 

南方婦運實踐南方婦運實踐南方婦運實踐南方婦運實踐:::: 林津如，第二章〈女性主義縱橫政治及其實踐：以台灣

邊緣同志為例〉《跨國女性研究導讀》: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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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7 

理論與實踐理論與實踐理論與實踐理論與實踐: : : : 生態女性主義的台灣實踐生態女性主義的台灣實踐生態女性主義的台灣實踐生態女性主義的台灣實踐    

顧燕翎，第八章〈生態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269- 296. 

邀請演講: 中山大學社會系 邱花妹 助理教授 

18 期末考週,  交期末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