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 議程（須含研討會名稱、會議主協辦單位等資訊） 

2020 台灣女性學學會「瘟疫、邊界政治與台灣共同體」年度學術研討會 
 
【日期、時間】109 年 9 月 26 日（六）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 力行校區 台灣文學系系館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女性學學會 
【協辦單位】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時間 場次、地點 內容 

8：40-9：00 台文講堂 開幕致詞 致詞人：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 
9：00- 
10：10 

台文講堂 拆解邊界政治：以女性主義觀點挑戰科學政治，種族主義批判 
主持人：吳嘉苓 
評論人：吳嘉苓 
發表人： 
楊芳枝、麥樂文〈當女性主義面對種族主義理論的旅行〉 
趙恩潔〈在怪物世防疫：Science Magazine 中的科學醫學與觸生思考〉 
沈秀華〈區域整合的脆弱性：一個女性主義的初探〉 

教室 88155 【論壇】醫護勞動職場議題是防疫破口？ 
主持人：邱羽凡 
與談人：張子珩、于政民、王棋筠 

10：20- 
10：50 

台文講堂 專題演講：與誰共同？邊界政治中的性別思考 
演講人：黃長玲 

11：00- 
12：20 

教室 88135 【論壇】病毒政治：瘟疫、交織性與社會正義 
主持人：張君玫 
與談人及引言主題： 
張君玫〈病毒微政治動態〉 
鄭如玉〈多麗絲・萊辛太空小說中的退化性疾病〉 
陳伯偉〈「我家也有陳時中」： COVID-19 下障礙者的社會困境與防疫

經驗〉 
周月清〈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對您生活的影響：障礙

者與其他民眾的比較〉 



教室 88136 身而為人，我很抱歉：論疫情參與公眾空間、家庭邊界、性別行動

之賤斥與神聖 
主持人：黃于玲 
評論人：張廷碩、藍佩嘉 
發表人： 
林苗玄〈開門！營業！：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中，營業空間

的空間生產與空間再思〉 
朱怡臻〈「焦慮」在疫情蔓延時：以差異政治觀點探討疫情時代的社

會不正義〉 
平雨晨〈我 OK，我也排：排隊買口罩的密集需求回應母職與性別現

象〉 
教室 88154 酷兒創傷、日常影視與同志外交 

主持人：陳佩甄 
評論人：陳佩甄 
發表人： 
劉文〈迷因、陰謀論、酷兒偏執：疫情中的情感共同體〉 
陳盈棻〈防疫治理與共同體裂解／形塑：香港與台灣每日疫情記者

會比較研究〉 
陳乃嘉〈「讓世界看見台灣」看什麼？同志、WHO 和怪奇的台灣〉 
廖曉瑩〈敵人的敵人都是盟友？二十一世紀台港命運共同體想象與

反思〉 
教室 88155 性別、教育和防疫 

主持人：王儷靜 
評論人：三人互評 
發表人： 
楊幸真〈自主管理：後疫情時代的線上學習與性別越界〉 
王儷靜〈Plug and play？：女性主義教育與線上教學〉 
游美惠〈社交距離：從防疫教育到情感教育〉 

12：20- 
13：30 

教室 88154 女學會年度會員大會（限女學會會員參加） 

13：30- 
14：50 

教室 88135 性暴力 
主持人：陳文珊 
評論人：勤定芳、楊鳳麟 
發表人： 
陳文珊〈反送中運動的五十道陰影〉 
陳胤安〈饒恕與正義有可能嗎？反思性侵犯受害者在基督教脈絡中

的困境〉 
郭宇欣〈家醜如何不外揚？探討基督教會內性暴力事件的處理困境〉 



教室 88136 國族、婦女與性別政治──中國與台灣的案例 
主持人：王秀雲 
評論人：王秀雲、劉靜貞 
發表人： 
嚴曉珮〈性別、國家與深度時間：女性與中國地質、古生物學的發

展，1940s-1990s〉 
劉維瑛〈是誰的牌坊：以臺郡節孝局史料為例〉 
張淑卿〈成為護理系學生與公共衛生護士：周美玉的早年經驗，

1910~1937〉 
李淑君〈睜開「左」眼：一九五 O 年代白色恐怖左翼女性政治受難

者的女性身分、政治系譜與行動實踐〉 
教室 88154 文學，廣告與影像 

主持人：紀大偉 
評論人：紀大偉、吳翠松 
發表人： 
林徹俐〈論黎紫書《野菩薩》中性別形象的不對等與國族寓言〉 
蘇恆毅〈翻譯中消失的「風月雲雨」：日本《國譯紅樓夢》刪除性行

為描述的現象詮釋〉 
劉柔岑〈我們直面月經了嗎──台灣女性生理用品廣告之變革

（1970~2018）〉 
彭康家〈以「社會交往」作為方法：臺灣當代影像創作者對於同志

運動之文化實踐〉 
教室 88155 反思性平教育 

主持人：謝小芩 
評論人：謝小芩 
發表人： 
李雪菱〈性別覺察提升不是直線發展：小學女教師性別覺察與行動

探究〉 
張盈堃〈落實性平教育還是虛應了事：幼兒園性平教育的困境〉 
王采薇、Donne Jone Panizales Sodusta、張德勝〈不同性別東南亞籍

外國研究生在臺學習經驗故事〉 
張德勝、喀飛、王鴻哲、王敬堯〈異同對話： 當異性戀樂齡者聽到

老年同志故事〉 
15：00- 
16：20 

教室 88135 【論壇】拆解國會的性別政治 
主持人：成令方 
與談人：尤美女、林靜儀 
回應人／評論人：黃長玲、勤定芳 



教室 88136 醫療場域中的性別多元？ 
主持人：余貞誼 
評論人：鍾道詮、余貞誼 
發表人： 
于政民〈同志形象及認識—如何在醫學知識與實作中被展現與形塑〉 
林仕傑〈「愛」在心裡口難開－男同性戀愛滋感染者污名身份揭露策

略〉 
施昱如〈同志在醫療場域：「現身」的考量、策略與協商初探〉 
陳世宗〈子宮頸癌、女性身體與現代醫學的多重交織：行動者網絡

理論之分析取向〉 
教室 88154 厭女，暴力與隱私 

主持人：陳惠馨 
評論人：陳惠馨、蕭蘋 
發表人： 
賴昀君〈韓國現代厭女現象研究 - 以 2019 年藝人自殺事件為中心〉 
李宜軒〈基進女性主義論影像性暴力：從親密暴力到商業性剝削，

臺灣法該何去何從？〉 
陳俊亦〈社群媒體時代對於隱私權之再思考：從親社會觀點談性／

別〉 

蕭宇〈台男悲歌？——「⼯具⼈」與「回收業者」論述中的厭女邏

輯與陽剛焦慮〉 
教室 88155 理解差異 

主持人：蔡麗玲 
評論人：蔡麗玲、姜貞吟 
發表人： 
亞茉哈勇〈Melaqi：部落婦女生產經驗〉 
曹正昌〈建構社區女性藥癮者之社工處遇模式〉 
鄭潔〈一位鄒族年輕女性的解殖之路〉 
蔡承宏〈公民身分作為當代反貧窮政策的排除機制─批判與重構〉 

16：30- 
17：50 

教室 88136 橫截的生物政治：演化、組裝和療癒 
主持人：鄭如玉 
評論人：鄭如玉、張君玫、王穎 
發表人： 
張君玫〈體現尺度：蓋婭的情動政治〉 
王穎〈倖存／不幸存：初論萊特自傳中的貧窮與種族組裝〉 
鄭如玉〈瑪格麗特·愛特伍《浮生錄》中的晶體影像與偽造的力量〉 



教室 88154 網路科技，性別主體與流行文化 
主持人：黃淑鈴 
評論人：楊芳枝、黃淑鈴 
發表人： 
方念萱〈語料庫輔助的線上反串#Me Too 言說分析：2018 年臺灣社

群網路反串性侵受害爆料文分析〉 
黃彥瑄〈聲氣相投：科技女性主義下的 Goodnight 聲音交友軟體研究〉 
賴以瑄〈後傳統性別主體建構：台灣公共電視實境節目【阮三個】〉 
戴瑜慧〈當阿中哥哥遇上飯圈女孩： 性別政治、流行文化與中國大

外宣〉 
教室 88155 家庭、親密關係與照顧 

主持人：陳美華 
評論人：白爾雅、廖珮如 
發表人： 
胡郁盈〈斷裂的家國連續體：婚姻平權運動中非常規親密關係的定

位〉 
林雅萍〈獻身不現身：親屬間活體肝臟移植的家庭、性別政治與女

性照顧者〉 
陳怡蘋〈介於有家與無家之間——台灣無家女性「感覺在家」的程

度與收容設施的互動關係〉 
王振圍、陳俊儒〈能不能養的性別雙綁──同志收養家庭的子女性

別選擇與性別角色教養態度〉 
18：00- 
19：00 

x 晚宴（外燴） 

19：00- 
20：30 

台文講堂 自由交流時間 

 

二、 經費執行率 

請填妥以下欄位，如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請另以文字詳述原因 
核定金額【150000 】元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93589】元 

經費執行率【 62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 核定金額 ＝ 經費執行率） 



第一，大部分金額為補助出席學者交通費，但礙於多數出席學者並未將票根按期

限繳回，導致作業進度緩慢，無法核銷。 
第二，部分出席學者並未繳交完整票根。 
第三，部分出席學者未繳交非薪轉戶之存簿影本。 
第四，部分出席學者收據資料不全。 
註：經手人已盡可能催繳，但繳交狀況仍不佳。  

 
 
 
 
 
 
 
 

三、 預期效益達成狀況 

請勾選以下欄位，並另以文字詳述達成狀況及其原因 
□全部達成■部分達成□全部未達成 



※預期效益請依原送審之申請件所述內容進行評估 
1. 原預期可核銷 11800 之交通費，但實際上只整理出 58389 之可核銷金額。 
原因如下： 
(1) 大部分金額為補助出席學者交通費，但礙於多數出席學者並未將票根按期限

繳回，導致作業進度緩慢，無法核銷。 
(2) 部分出席學者並未繳交完整票根。 
(3) 部分出席學者未繳交非薪轉戶之存簿影本。 
(4) 部分出席學者收據資料不全。 
註：經手人已盡可能催繳，但繳交狀況仍不佳。 
 
2. 原預期餐費應核銷 32000 元（午餐、晚餐共 200 人，一人 80 元），但到場人

數過多，因此必須增加餐點導致超支為 35200 元（午餐增為 240 人，其餘不變） 

 

四、 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須含參與人數） 

 本次研討會，參與人數約 200 人。大部分參與民眾表示，本屆研討會較去年更

好，食物與各場次演講、論文發表水準均有顯著提升。除場內無清楚路線指引（非

人為因素，因場地為古蹟，規定無法張貼路線指示）、現場人力略顯不足外，其

他部分的表現均相當良好。 
 
以下為檢討項目： 
 
1. 時間分配與控制： 
說明： 
(1) 與會講者到場時間延遲 
由於與會講者多半當天是當天來回，早上才從全台各地搭乘交通運輸工具前往台

南，因此常有遲到一事發生。為確保活動順利進行，勢必得等獎者到場後才開始

該場活動，因此，活動開始時間多半有拖延，同時連帶影響後續活動進行。 
 
(2) 活動熱烈導致超過時間 
偶有場次討論過於熱烈，導致該場無法準時結束的情形出現。 
 
（3）午茶交流時間不足 
由於並未規劃較長的下午茶時間，參與者必須在十分鐘內拿取自助式午茶和飲



料，再進入教室等待下一場次開始，但沒有料到參與者在午茶區大排長龍，十分

鐘已過仍有不少人未進教室，仍在排隊或聚會聊天，因此導致場次無法開始。 
 
改進建議： 
(1) 下次將提早宣導，請講師提前抵達或前一天先住在活動場地附近。 
(2) 加強按鈴機制，提醒主持人及參與者必須結束討論話題。 
(3) 事前通知主持人，請務必遵照按鈴協助場內控制時間。 
(4) 增長下午茶時間，約三十分鐘左右。 
 
2. 場地路線指示不明確 
說明：參與者指出活動場地並沒有明確的路線指標，儘管活動手冊中有，但參與

者指出基本上不會有人會拿起來看，因此希望能有更直觀的路線指引，能抬頭一

眼就看見，而不是需要翻閱手冊才能找到。也因沒有路線指引，參與者往往需要

工作人員協助才能抵達活動教室。 
 
改進建議：由於本次活動場地為政府核定之古蹟，因此規定無法張貼任何指示於

牆上，因此未來倘若要在此辦活動，最好多借一些站立式立牌作為指示工具，即

可產生指引效用。若無法取得立牌，建議更換場地。 
 
3. 衛生清潔不足 
說明：經一天活動，場地變得髒亂不堪，食物廚餘被野狗咬破。 
改進建議：雇用清潔工或工讀生維持場內外整潔。 
 
4. 人手不足 
說明： 
（1）報到處壅塞 
由於當日參與人數眾多，加上 COVID-19 疫情影響，入場皆須量體溫，並且遵照

成功大學防疫規定填寫足跡問卷，因此造成報到處塞車。儘管事前已經提醒參與

者防疫需填問卷一事，但仍有參與者不滿塞車情況。 
 
（2）指引人手不足 
說明：參與者往往找不到活動會場，需尋求於工作人員幫助。不過場內並沒有多

餘的工讀生能幫忙指引路線，使參與者須花上更多時間找教室。 
 
改進建議：多找至少五位工讀生，或事前加強員工訓練。 

五、 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