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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9 學年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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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性別與歷史 

通識中心 性別與社會*                               必 蔡玫姿 18/18 以性別觀點探討台灣社會裡的

邊緣身體的多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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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與健康 必 張文芸 3/18 自我性平診療&落實性平溝通演

練 

性別關係與家庭互動 

跨性別對談：壓力調適與家庭動

力分享 

通識中心 公民社會 必 蔡維音 1/18 性別相關議題:同性婚姻 

文學院 外國語言 緬甸語（二） 選 釋祖道 1/18 緬甸人的性別禮儀 

基礎國文 基礎國文 (綜合文

類)(二) 

必 林幸慧 2/18 性別議題於藝術領域之討論 

基礎國文 現代戲劇欣賞及習

作（二） 

必 林幸慧 2/18 性別議題於藝術領域之討論 

中文系 劇本選讀（二） 選 林幸慧, 

秦嘉嫄 

3/18 性別文學變裝特展(與國立台灣

文學館合作) 

中文系 現代詩欣賞及習作

（二） 

選 翁文嫻 1/18 城市狀態與女性的跑道 

中文系 「間距」詩學（二） 選 翁文嫻 5/18 唐傳奇中的女性武林高手、女性

自我的清晰定位 

歷史系 台灣美術史（二） 選 蕭瓊瑞 1/18 女性主義與兩性議題 

台文系 文學理論與批評

（二）                     

必 劉乃慈 5/36 女性主義 

台文系 台灣語言基礎及寫

作（客語）（二）         

必 陳慕真 1/18 客語詩中的女性 

台文系 性別與文化研究 選 王右君 18/18 性別與主體、陽剛、陰柔氣質、

性欲與性意識、性別與敘事 

台文系 台語文學史 選 邱偉欣 1/18 新時代 ê台語創作：從女性主義

到科幻小說 

考古所 臺灣南島民族誌 選 陳文德 18/54 性別、年齡與空間對於理解阿美

族社會的重要性；「雅美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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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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性別、家與聚落的關係，

分類與生活世界；卑南族的性

別、生命過程與歲時祭儀；賽

夏族婦女的「回娘家」習俗；

織布與泰雅族的女性；噶瑪

蘭族的女性、家與祖靈。 

考古所 人骨學 選 莊家銘 1/18 性別與社會階級 

藝術所 影像美學研究 選 王雅倫 1/18 女性攝影家的介紹、攝影藝術相

關的理論、女性書寫攝影：導讀 

理學院 應數所 專題討論(二) 必 舒宇宸 1/36 性平相關議題演講式授課 

應數所 專題討論(四) 必 舒宇宸 1/36 性平相關議題演講式授課 

應數所 專題討論 必 舒宇宸 1/36 性平相關議題演講式授課 

工學院 土木系 工程倫理 選 徐德修 1/18 

(個案比例) 

男女平權(工作權平等) 

電資學院 製造所 專題討論(二) 必 陳朝鈞 1/18 性平相關議題演講式授課 

製造所 專題討論(四) 必 陳朝鈞 1/18 性平相關議題演講式授課 

規劃設計

學院 
都計系 都市社會學 必 黃偉茹 1/36 族群、性別 

管理學院 交管系 運輸管理 必 鄭祖睿 1/18 運輸管理與性別 

醫學院 醫學系 科學哲學 選 葉筱凡 1/18 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凱勒與藍吉

諾的性別與科學客觀性 

醫學系 性與生物史* 選 王秀雲 18/18 歷史中的科學爭議與性別 

物治系 社會學 必 黃于玲 3/18 性別差異與階層化、親密關係與

家庭、系統性暴力 

護理所 進階產兒科護理學 必 許玉雲等

11 人 

3/18 確認婦女於孕育兒期之健康議

題、討論衛生福利政策、性別等

議題對婦女及兒童健康之影響。 

口醫所 專題討論(二) 必 謝達斌等

13 人 

1/18 女性健康關鍵-後疫情時代下的

正念生活 

社會科學院 政治系 政治哲學概論 必 梁文韜,李

國維 

1/18 性別、種族，與少數族群權利 

政治系 中共外交政策 選 王宏仁 2/18 性平相關議題演講式授課 

政經所 歐洲政府與政治 選 王宏仁 1/18 性平相關議題演講式授課 

政經所 社會變遷與治理 選 宋鎮照 3/18 性別家庭之變遷、社會變遷與婦

女、外籍配偶、新移民與外籍移工

問題 

政經所 社會變遷與治理 選 宋鎮照 3/18 同上 

法律所 社會福利與法律 選 蔡維音 2/18 育嬰假是否受到職業婦女支持? 

「家管業」?家庭主婦在社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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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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中的位置,保費如何繳納?享

有什麼保護? 

法律所 憲法專題研究（一）     選 許育典 3/18 從校園性平事件防治檢討校園

性平處理與救濟程序、同性二人

婚姻自由的合憲性探討、通姦罪

及撤回告訴之效力案 

經濟系 經濟發展與幸福經

濟 

選 謝文真 2/18 性別平等與幸福經濟---北歐經

驗，台灣轉化 

(性平相關議題演講式授課) 

師培中心 師培中心 性別與教育* 選 陸偉明 18/18 瞭解教育理論，覺察社會環境性

別角色對學生的影響、了解性別

角色及其社會文化脈絡、培養批

判/解讀性別觀念、可解構與重

構性別關係、增進資源合理分配 

*表示性別研究學分學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