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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 110 學年第 1 學期開設性別相關課程列表 

(以開課院別分類)          

院別名稱 系所名稱 課程名稱 必選修 開課老師 性別教學

時數比例 

課程與性別議題相關內容 

通識中

心 

通識中心 女性文學選讀 必 賴麗娟 18/18 女性文學 

通識中心 女性文學選讀 必 賴麗娟 同上 女性文學 

通識中心 歷史 :現在和

過去的對話 

必 
蔡幸娟 

3/18 單元二性別與歷史：他的歷史還是她的歷

史 

通識中心 

通識領袖論壇 

必 張怡玲,

利德江,

王秀雲 

2/18 1.性別思考 

2.性別運動 

通識中心 批判思考 :當

代文學理論 

必 
賴俊雄 

1/18 女性主義 

通識中心 
社會學概論 

必 
李承機 

2/18 1.性別 

2.親密關係 

通識中心 
性別與童話* 

必 
吳玫瑛 

12/18 認識童話改寫及動畫改編，以及其中的性

別意涵 

通識中心 傳統中國婦女

與政治* 

必 
蔡幸娟 

18/18 檢討婦女參政的現況並展望兩性共治的未

來遠景。 

通識中心 通識專題講座

-大學導航 

必 
古承宗 

1/18 性別，由你/妳來問！ 

通識中心 電影、小說與

社會* 

必 黃于玲 4/18 1.性別 I(觀賞電影「法律女王」，讀本：《被隱形

的女性》) 

2.性別 II(從電影「法律女王」談性別體系與階

層化) 

3.社會運動 I(觀賞電影「驕傲大聯盟」，讀本：

《台灣同運三十：一位平權運動參與者的戰

鬥發生》) 

4.社會運動 II(從電影「驕傲大聯盟」談同志社

會運動) 

文學院 華語中心 大學國文：當

代社會議題探

討 CEFR/B1  

必 陳菘霖 5/18 1. 白宮一夜變色 

2. 馬拉拉只想去上學 

基礎國文 大學國文-新感

覺的閱讀與書

寫 

必 翁文嫻 3/18 1.情感議題討論，同學分組表述 

2.唐傳奇中的女性武林高手─〈聶隱娘〉 

3.唐傳奇中的女性武林高手─〈紅線傳〉 

基礎國文 大學國文-古典

戲劇的現代身

影：基礎篇 

必 林幸慧 2/15 1.紀實攝影的女性觀看角度 

2.「坤生」養成訓練與職涯規劃 

中文系 劇本選讀（一） 選 林幸慧 2/15 1.紀實攝影的女性觀看角度 

2.「坤生」養成訓練與職涯規劃 

中文所 漢學英文（一） 選 秦嘉嫄 2/18 1.當代漢學研究:性別(一) 

2.,當代漢學研究:性別(二)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crm/course_map/course.php?dept=AH&cono=A71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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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名稱 系所名稱 課程名稱 必選修 開課老師 性別教學

時數比例 

課程與性別議題相關內容 

外文所 跨國女性主義

* 

選 游素玲 18/18 本課程將帶領學生閱讀跨國女性主義主要

的文本，探討當今跨國女性主義關注的各

項議題。 

歷史系 明代社會史 選 陳玉女 2/18 商業社會的開放與女性地位 

歷史系 阿拉伯語言與

文化（一） 

選 林長寬 1/18 阿拉伯男女友情、愛的關係 

歷史所 台灣性別史專

題－戰後 

選 梁秋虹 18/18 本課程重新審視「台灣性別史」的百年變遷 

台文系 性別意識與台

灣文學建構 

選 劉乃慈 18/18 課程目標旨在連結性別平等意識、台灣在

地歷史情境以及文化脈絡。 

台文系 生態女性主義

與環境保護運

動* 

選 鍾秀梅 18/18 介紹自一九七十年代以來，全世界範圍下

的生態女性主義的發展與環境運動的關

係。 

台文系 現代文學中的

疾病瘋狂與死

亡* 

選 廖淑芳 3/18 1.疾病與性別意識──播放電影〈沒卵頭家〉 

2.疾病與性別意識──王湘琦〈沒卵頭家〉 

3.疾病與性別意識──黃春明〈鮮紅蝦──下

消樂仔〉面對「非常態」的意識與語言雙

重趨避－－黃娟〈世紀的病人〉 

台文系 台灣原住民文

學概論 

選 林二郎 1/18 豈是少數說話：原住民文學的女性書寫／

書寫女性 

台文系 童話：經典與

流變* 

選 吳玫瑛 10/18 女性(主義)童話／繪本 

台文所 台灣新住民與

原生文化 

選 曾薰慧 14/18 課程採用以性別、國族及階級的交織性作

為討論問題的分析框架，並置放在台灣與

東南亞及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脈絡中進

行討論。 

藝術所 戲劇表演藝術

專題研究 

選 楊哲銘,

朱芳慧,

馬薇茜 

1/18 性/別與情慾主體專題:《慾望街車》、《我的

全像情人》、《霸王別姬》 

本課程探討重點：到底性別或性取向是天

然或後天發展？學者意見大致分為二派：

一個人的性別發展可以有兩種理論來解

釋：本質論與社會文化建構論。持本質論者

認為性傾向是天生的，以生理層面區辨男

性與女性。而社會文化建構論者挑戰本質

論的性別二元論，他們認為一個人的性別

發展是受整體社會文化所建構而成的； 此

外，情慾也與主體意識的建構有密切關係。 

藝術所 後現代藝術專

題研究 

選 王雅倫 1/18 體制衝撞與邊緣藝術、女性主義議題 

理學院 應數所 專題討論(一) 必 林育竹 1/18 性平相關議題演講式授課 

應數所 專題討論(三) 必 林育竹 1/18 性平相關議題演講式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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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名稱 系所名稱 課程名稱 必選修 開課老師 性別教學

時數比例 

課程與性別議題相關內容 

光電所 專題討論(一) 必 魏明達 1/18 性平相關議題演講式授課 

規劃設

計學院 

都計系 空間政治經濟

學 

選 黃偉茹 1/18 誰的空間:性別、種族與其他 

管理學

院 

體健所 休閒、文化、運

動專題研究* 

選 徐珊惠 18/18 1.了解女性生活休閒活動 

2.以批判觀點分析女性生活 

3.探索台灣女性休閒方式 

交管所 專題討論(一) 必 鄭祖睿

等 3 人 

1/18 心理暨兩性議題 

交管所 專題討論(三) 必 鄭祖睿

等 3 人 

1/18 心理暨兩性議題 

交管所 專題討論 必 戴佐敏 1/18 心理暨兩性議題 

電管所 專題討論(一) 必 廖俊雄 1/18 心理暨兩性議題 

電管所 專題討論(三) 必 陳文字 1/18 心理暨兩性議題 

醫學院 醫學系 普通社會學 必 黃于玲 2/18 1.性∕別 I：性別差異與階層化 ＃社會現場：

討論性∕別階層化 

2.親密關係與家庭 ＃社會現場：家務分工

調查與分析 

醫學系 習醫之道－醫

師專業養成與

體驗（一） 

必 劉秉彥

等 10 人 

1/18 女性醫師的醫師專業養成: 病人教我的重

要功課  

護理系 產科護理學 必 洪筱瑩

等 12 人 

13/18 強調以家庭為中心之概念，運用護理過程

協助學生了解婦女在生育過程中身、心、社

會、靈性等向度所發生的變化及其對家庭

之影響；常見的婦女健康問題；並探討文化

差異及兩性平等議題對個人及家庭之衝

擊。進而使學生能發展評估及照護孕產婦、

新生兒及家庭其他成員之護理能力 

護理系 社會學 選 黃于玲 2/18 1.性∕別 I：性別差異與階層化 ＃社會現場：

討論性∕別階層化 

2.親密關係與家庭 ＃社會現場：家務分工

調查與分析 

社會科

學院 

政治系 選民行為 選 王靖興 1/18 性別與投票行為 

政治系 國際關係 必 陳欣之 1/18 後實證主義學派-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 

政治系 政治學方法論

(一) 

必 王宏仁 1/18 女性主義方法論 

政治系 亞洲安全：理

論與政策 

選 王宏仁 1/18 疫情下女性失業率與經濟安全：以亞洲地區為

例 

法律系 民法親屬編與

繼承編* 

必 郭書琴 18/18 課程目的除了幫助同學瞭解民法親屬編與

繼承編的法理與基礎概念，同時也啟發同

學進一步思考身分法之新方向與性別平等

之發展趨勢。 

法律系 民法親屬編與

繼承編* 

必 陳汶津 18/18 課程目的除了幫助同學瞭解民法親屬編與

繼承編的法理與基礎概念，同時也啟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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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名稱 系所名稱 課程名稱 必選修 開課老師 性別教學

時數比例 

課程與性別議題相關內容 

學進一步思考身分法之新方向與性別平等

之發展趨勢。 

法律所 憲法專題研究

（二） 

選 許育典 3/18 1.同性二人婚姻自由的合憲性探討 

2.從校園性平事件防治檢討校園性平處理

與救濟程序 

3.跨國（境）婚姻媒合不得要求或期約報酬

案 

法律所 勞動法 選 蔡維音 1/18 性別工作平等制度之現況及問題：性別工

作平等法之實施成效與檢討 

師培中

心 

師培中心 輔導活動教材

教法 

必 洪素蘋 1/18 多元教學媒材融入教育議題應用與分享(含

性平) 

家政教育概論 選 鄭錦英 1/18 戀愛甜蜜學&婚姻幸福學 

教育社會學 選 郭旭展 1/18 我所觀察到的教育社會學相關議題 

家庭發展 選 趙梅如 3/18 1.父親的形象與教育觀 

2.母親的形象與教育觀 

3.未來家庭教育的理念與理想 

4.未來家庭爸爸媽媽的形象 

*表示性別研究學分學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