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96 年夏天

社區與女性主義實踐
授課教師：林津如、成令方
連絡方法：
林津如 3121101#2627, cjlin@kmu.edu.tw；
成令方 312-1101#2628, lingfang@kmu.edu.tw;
一、課程簡介
這門課程的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走出平日所熟悉的環境，運用參與觀察法與行動
研究方法，實際參與社區活動，思考女性主義實踐的可能性與限制性，並且激盪
出賦權女性的可能性。我們希望學生能從集體實踐的方法，學著將理論融入生
活，透過集體的力量對社會裡的性別關係產生改變。本課程要求學生直接到相關
單位實習，以此實做的經驗為基礎，輔以課堂討論來探討女性主義與社區實踐的
辯証關係。
二、上課與實習的時間、地點
上課時間：2007.7/3~7/5 共三個下午。
實習時間：預計 2007 年 7/9(一) ~8/31(五)，共八週。出國同學因實習時數較
短，請以加強實習計劃及準備以補足不足的實習時間。
實習方式：原則上是以全時工作的方式進入組織，但若工作不夠多，或者其中需
要請假，那麼請與組織協商彈性地參與時間。參與機構有權要求實習
生符合其機構的實習時數與要求。
三、實習前的準備工作與修課流程
以下的時間流程供大家作參考，實習前的作業有些人不見得要花這麼多時間，也
不見得會分段進行，有可能一氣呵成。我希望大家在 6 月 20 日之前交實習計劃
給實習單位，雖然單位也有可能向你要求提早繳交。
修課學生

修課老師

2007.April-May
2007.5.10 前

與實習單位接觸，確認興趣

2007.5.11-5.31

開始了解實習的議題、研讀並收 與實習單位確認實習關係
集關於此議題的相關文獻(可包
含運動性書寫及學術書寫)、整理

多面向地了解實習單位及其中感
興趣的議題 (收集資料：實習單
位的網頁、出版品、會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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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你對這個議題的理解
2007.6.20 定稿

擬定實習計劃書：想想這個實習 與合作單位確認參與實習
單位能教你什麼？你可以做的貢 方式
獻為何？(6/20 交一份實習計劃書
給實習單位)

2007. 7. 3 Tuesday

課程一：
非營利組織與女性主義實踐

津如

2007.7.4.Wednesday 課程二：研究倫理與視角
課程三：實習計劃分享、
2007.7.5 Thursday
如何寫田野筆記

令方、津如
與同學分享實習計劃

2007.7.9. Monday

開始實習

(每週交田野筆記至實習
結束)

2007.7.28 Saturday

第一次團體 meeting

令方、津如

2007.7.31 Tuesday

交期中報告

2007.8.18 Saturday

第二次團體 meeting

2007.8.31 Friday

實習結束(慶祝，哈哈哈)

2007.9.1. Saturday

第三次團體 meeting
(about 期末報告)

2007.9.14 Friday
2007.9.17-21 那週

期末作業完稿

2007. 10

社區與女性主義實踐／
成果發表會

令方、津如
令方、津如

學生與老師 meeting，本班同學期
末作業的內部口頭發表／
之後送交組織一份全文紙本／
並持續對話／取得共識

四、上課時間
實習前： 地點 N445
7/3 (二) 14:00-17:00
7/4 (三) 14:00-17:00
7/5 (四) 14:00-17:00.
實習之後，每個月底所有修課同學全班碰面一次，分享田野筆記，討論實習地點
裡遇到的疑惑與困難。
五、2007 年暑期班的實習單位與負責人：
實習單位

主要議題

參與計劃

實習地
點

實習點負責人

實習學生

高雄市婦

倡議型，性

性騷擾與

高雄市

林秀怡

惠美
2

女新知協
會

騷擾與人工
流產議題

人工流產
議題之志
工培訓

裕誠路

07-5500522

高雄市保
育人員工
會

工會、公共
托育、保育
人員服務

公托議題
的推動

高雄市

楊秀彥

麒文

小潘

郁俐

晚晴
台東基督
教醫院山
地醫療服
務隊

山地醫療服
務隊

日日春關
懷互助協
會

草根組織，
公娼，性工
作

TWSB

出國啦

夙茗、穎凡

台北市

王芳萍

伊婷、欣庭

02-25535138
思考中

馬拉威
索羅門
印度

德瑩、怡
靜、芳婷

六、評分：
1. 主負責人的評估 (30%)：包括主負責人對於學生出席、參與、貢獻度的評估
(20%)，及負責教師對於學生在實習期間之表現，與主負責人溝通之後的得到
的整體概念(10%)。
2. 課堂討論及田野筆記 (30%)：同學必須每週寄田野筆記給我，並彼此分享田
野筆記。
3. 期中報告 (15%)：綱要如下，由在同一單位之實習者共同完成
4. 期末報告 (25%)：期末報告的主要問題由教師訂定之，此份報告也應回饋給
實習單位。
七、課程進度
第一堂 7/3 (二)什麼是非營利組織？什麼是女性主義社區實踐？
顧忠華，（1999），〈公民結社的結構變遷—以台灣非營利組織的發展為例〉，《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卅六期，pp. 123-145。
Domineli, Lena (2006) ‘Feminist Campaigns and Networks’, In Women and
Community Action. Bristol: Policy Press. Pp.10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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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 7/4 (三) 田野工作、研究倫理與田野筆記
邀請受過嚴謹人類學訓練的趙彥寧老師來教大家在田野中的工作方法。
第三堂，7/5

組織工作與社會調查 (並討論實習計畫)

Bulton, R. & TASAT (2007) ‘Social Investigation’, ‘Step by Step Organizing’.
Domineli, Lena (2006) ‘Feminist action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In Women and
Community Action. Bristol: Policy Press. Pp.135-158.
請張芸菁、洪士元、與江以文與大家分享：
倫理與權力：在組織內工作的倫理、組織內的權力關係、實習生的角色與定位
(三位修過課的學長姐將書寫一至二頁的經驗，並提問與同學討論之)
1. 七月九日起進入社區與機構，從參與中學習。
(1) 熱情參與：參與是最重要的，組織交待你做什麼，要運用自己在性別所的知
識，盡力完成。
(2) 主要觀察：從參與中你要學著觀察組織的運作、角色定位與實踐。
在這段時間內，學生藉由參與，來了解組織及計劃的運作情形。
期中報告應完成組織的觀察與訪談。請你與組織工作者進行訪談，並收集組織的
文宣資料，整理出期中報告。其中應回答下列問題：
(1) 組織的歷史為何，組織形成的最大宗旨及其在社運中的定位是什麼？
(2) 這個組織在做什麼事？有那些方案在執行？這些方案如何達成組織的目標？
(3) 組織的資金來源，人力資源如何？
(4) 經常出入組織的人有那幾類，換句話說，組織裡有那些參與者？
(5) 參與者的背景為何？請以一兩位的生命故事說明之。
(6) 你所分配到的工作／計劃對這個組織的意義是什麼？
(7) 你的參與與你的期待有何不同？
(8) 你如何衡量目前你與組織的關係？
請從以上之觀察與討論發展出一份五千字以下的報告，7/31 日 (二)繳交。逾期
每二日扣一分。
2. 八月請繼續投身社區組織工作，對於組織工作參與較少的，可以加強觀察與
分析能力。
期末報告應包含下列四個層次的東西，提供你們思考與寫作的方向。
(1) 組織層次：組織的簡介、參與的計劃、計劃的目的性 (這個部分，可再回頭
看期中報告，可增刪後重新放入期末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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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層次：如何捲入這個計劃、原本的想像與期待、真正做的事情有那些、
田野(曾有或一直)無法解決的焦慮、個人的特別關心注意的主題、與組織中其他
人關係、個人特別精采的田野日記、「下田野」是否對自己本身產生任何改變、
女性主義者的自我反省（我是誰？我的學術訓練是什麼？我的性別、階級、族群
如何影響我的田野經驗？我在田野裡見到什麼？這些見識與行動對於我知識的
影響又是什麼？）、我的困境與極限在那裡 (what holds you back, preventing
you to get involved more?) ？我的行動介入對於這個組織 (或這組織服務對
象) 的影響是什麼？我的離開又可能會有什麼後果？
(3) 屬於研究或組織的層次，從這個田野裡面，你的服務群體是那一群人？她們
有怎麼樣的特性？有那些人參與了？而那些人沒辦法來？有那些社會的權力在
運作？你觀察到的性別、階級、族群的現象是什麼？這些人的主體性以及扺抗的
策略為何？。如果你要進行組織工作或者研究調查，來理解在田野期間看到的現
象，並提出一個社會學／女性主義的提問，那麼你會問什麼問題？
就組織工作而言，組織工作者如何操作、動員？你如何能夠動員更多的人來參與
這個組織？你如何能夠協助這些人的發展出更鮮明的主體？
就研究調查而言，服務主體是否在這過程中，得到增能？你的提問可以與那類文
獻對話？請提出一個提問problematic，其可能的研究法，最後想辦法簡單的回
答你的提問。
(4) 給組織、同事、與同學的回饋：
這個實習計劃，我要感謝組織(工作團隊)帶給我什麼？（這個組織給你的改變與
影響是什麼？）
我要離開了，我給這個組織的建議是什麼？（請提出明確可行的幾個方向）
在這個工作的過程中，共同參與的同學給了我那些支持與批評，我是否能接受？
如果我不能接受，是不是因為我的反省不夠？試著這樣子思考：這個批評對我有
什麼建設性的影響？
我要對共同修課的同學說些什麼？
我要給津如與下一屆修課同學的建議與提醒是什麼？
期末報告請於 9/14 日 (五) 繳交，請勿延遲，因為要開學了！
逾期每二日扣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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