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台灣女性學學會「脆弱性與能動性」年度學術研討會
議程
時間：2019/9/28 早上 9 點至下午 18 點 20
地點：台南成功大學力行校區台灣文學系系館
時間
8:30~9:00

議程
報到

主題演講一
9:00~10:00
教室：88154 Raised for Career Success or Domestic Service?: Single Women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Family in Three East Asian Cities
NAKANO Lynne Yukie（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教授）
10:10~11:20 性別與政治：婦運、國家與參政
主持人/評論人：黃淑玲（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Panel A
教室：88154 作者
篇名
唐文慧（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博
從呂秀蓮到蔡英 楊婉瑩（國立政
雅教育中心教授）
文：臺灣的婦女 治大學政治學系
運動、女性參政 教授）
與社會政策
姜貞吟（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
性別與政治參
楊婉瑩（國立政
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
與：以地方選舉 治大學政治學系
為例
教授）
黃淑玲（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國家女性主義的 黃長玲（國立台
教授）
基石？再探婦運 灣大學政治學系
與國家的社會資 教授）
本
伍維婷（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
教授）

10:10~11:20

雙人成舞？性別
團體在當代中國
拓展政治空間的
策略---女性主義
官僚形成的可能

黃長玲（國立台
灣大學政治學系
教授）

脆弱體：演化、不正義與生命政治

主持人/評論人：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穎（國立成功大
Panel B
教室：88155 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林雅萍（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會醫學科副
教授）
作者

篇名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從分子演化的觀點看性別的脆弱

王穎（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行走在不被稱為「人生」的生命
裡：重思生命政治論述與後民權時

代美國南方非裔貧民的行動處境
林雅萍（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
會醫學科副教授）

知識的不正義及其抵抗

10:10~11:20 構思非人類能動性：物種連結、軍事技術、基礎建設
主持人/評論人：鍾秩維（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林新
Panel C
教室：88136 惠（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作者

篇名

林妤（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
所博士生）

人、動物與社會處境：台灣現代詩
的身體和感知

蔡旻螢（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

瞄不準的戰爭技術與現代性經驗：

究所碩士）

台北大空襲下的身體經驗與情感反
應

陳定良（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
系碩士）

基礎建設的介面思考：在全球南方
重構性別、科技與軍事批判

10:10~11:20 跨國資本主義之下的勞動和生活
主持人/評論人：傅大為（國立陽明大學榮譽教授）
Panel D
教室：88135 作者
篇名
邱琡雯（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
學系教授）

離返、留守與性別規範：1960-70
年代嘉義大林的沖繩返回女工

王笛（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碩

從工廠到舞台：中國後社會主義時

士生）

期「大媽」的生活變遷

吳育珊（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
生）、魏書娥（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
教授）

動物輔助治療的專業化位階與醫療
拓邊的能動性之探究─以台灣狗醫
生為例

曾瑞彬（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老無效?：脆弱性於南台灣農村的
民族誌研究

11:30~12:40 圓桌論壇—性別化中國因素：重思國家與脆弱性
主持人：沈秀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Panel A
教室：88154 作者
篇名
沈秀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
所副教授）

「狼性」中國夢、「陽剛」中國因
素：一個女性主義的初探

黃長玲（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
授）

中國崛起與台灣企業治理的性別不
平等

楊芳枝（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教授）

"Coming Home": Regulating
Intimacy as/and Empire Buildin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Market

戴瑜慧（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

家庭價值與文化統戰的匯流：中國

系助理教授）

崛起下台灣影視資本如何西進

11:30~12:40 實踐反抗與協商的創作行動
主持人/評論人：王秀雲（國立成功大學 STM 研究中心副教授）
Panel B
教室：88155 作者
篇名
黃孟雯（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
域研究所碩士）

西裝與香花：戰後初期台灣「穿褲
的」女性的身影

吳克威（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碩士生）

集結／解散？－脆弱性的情感動員
與世代政治論述

林書怡（崑山科技大學視訊傳播設
計系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離散與連結，性歡愉作為一種抵抗

11:30~12:40 能動性的不/可能
主持人/評論人：黃囇莉（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Panel C
教室：88136 作者
篇名
劉亞蘭（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

如何用 Grosz 的性差異概念，思考
跨性別身體的能動性?

蔡承宏（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
系暨研究所碩士生）

一個情感轉向的女性主義論述：自
我與受傷害

林津如（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副教授）

從殖民創傷中復原：原住民族女性
的災後重建之路

12:40~13:30 午餐暨女學會會員大會
教室：88155

13:30~14:20 主題演講二—Queer Resilienc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LGBT South in East
教室：88154 Asia
Audrey Yue（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暨社會科學院教授）
14:30~15:40 新書論壇
主持人：
Panel A
教室：88154 張晉芬（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陳美華（國立中山大學社會
學系教授）
書名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看穿這世界拉攏與懲戒女人的兩手策略》，
台北：大家出版，2019 年 7 月
《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19 年 2 月
《工作的身體性：服務與文化產業的性別與勞動展演》，高雄：巨流，
2019 年 7 月

14:30~15:40

性別平等教育戰場中的爭議：探究與評析

主持人/評論人：游美惠（高雄師範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Panel B
教室：88155 作者
篇名
游美惠（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研
究所教授）

性別平等教育在臺灣：相關爭議的
探討與評析

蕭靖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
育博士學位學程博士）

國中「性教育」教師的培育現況與
教學困境─以性別平等的觀點出發

蔣琬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
育博士學位學程博士）

中學教師推動同志教育之挑戰與回
應策略

王儷靜（國立屏東大學教育系副教
授）

12 國教課綱之性別平等教育：危
機、轉機與未來性

14:30~15:40 圓桌論壇—脆弱性，能動性，身心障礙
主持人/評論人：吳嘉苓（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Panel C
教室：88136 作者
篇名
紀大偉（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
究所副教授）

脆弱性，能動性，從同志文學到身
心障礙文學

邱大昕（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
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如果海倫凱勒是生在臺灣

顏妤安（高雄市三民家商輔導中心
主任；彰師大輔導與諮商學系碩
士）

高中生涯規劃課本中的障礙與性別

14:30~15:40 圓桌論壇—脆弱的展演：來自印度藏人、印尼穆斯林與夏威夷的女性反
思
Panel D
教室：88135 主持人：趙恩潔（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作者

篇名

趙恩潔（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
教授）

女身、象徵資本與皮爾斯符號學：
清真化妝品與禮拜前儀式潔淨爭議
的啟示

林浩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
所助理教授）

Ali‘i Nui Wahine：書信中的夏威夷
女性領袖身影

潘美玲（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

流亡印度的西藏婦女地位的變遷

系教授）
Hew Wai Weng 丘偉榮（Senior
Research Fellow,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eiling:
Middle Class Morality and Female
Muslim Agency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15:50~17:00 底層工作與落底勞工
主持人：張晉芬（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Panel A
教室：88154 作者
篇名

評論人

黃克先（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
教授）、朱冠蓁（人生百味共同創
辦人）

底層女性的
「家」與無家之
後：性別、親密
關係與工作貧窮

陳美華 （國立
中山大學社會學
系教授）

何思瑩（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

性別化的傷疤效

楊芳枝 （國立

所博士生）、柯志哲（國立臺灣大
學社會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果？檢視非典型
工作對於臺灣就
業者日後進入典

成功大學台灣文
學系教授）

型正職可能性的
影響
林曉憶（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
系碩士生）、周玟琪（國立中正大
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

全人照護醫者之
殤–探討我國精
神科醫護人員因
應病人暴力風險
管理之職業安全

曾凡慈（中央研
究院社會學研究
所助研究員）

現況與問題
吳心越（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
選人）

「我們這種年紀
的人」：中國養
老護理員的勞動
生命流轉

黃于玲 （國立
成功大學科技、
醫療與社會研究
中心助理教授）

15:50~17:00 為什麼變成恐怖故事，明明我看的是女性文學？
主持人/評論人：紀大偉（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副教授）
Panel B
教室：88155 作者
篇名

15:50~17:00

吳東翰（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
碩士生）

裹足而前：《桂花巷》的女性身體
改造與能動性

邱令潔（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
碩士生）

我來，我見，我突破：《睡美男》
的女性凝視和身體

鍾昀珊（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
碩士生）

反救贖：凌煙《寄生奇緣》的賽伯
格身體

周寅彰（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
碩士生）

女人院：姜貴《重陽》的女人身體
與生命政治

媒體與性別交織

主持人/評論人：
Panel C
教室：88136 蕭蘋（國立中山大學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教授）

15:50~17:00

作者

篇名

余貞誼（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助理教授）

More Work for Mother：從新聞媒體
再現來探究資訊溝通科技下的新母
職藍圖

孫嘉穗（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
傳播系教授）

隨著慰安婦的故事巡走：博物館、
媒體與網絡串聯

方念萱（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
聞系副教授）

我們是一體、要看我就看:親密伴侶
監控分析

文化與法律交織：同婚運動中的構框、親屬、與宗教

主持人：胡郁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Panel D
教室：88135 評論人：王曉丹（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作者

篇名

陳宜倩（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
授）
廖珮如（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副教授）

Legal recognition of same-sex
partnership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Taiwan and Japan
「爸爸媽媽不見了，爺爺奶奶消失
了」：建立超連結全球反性別運動

胡郁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副教授）

同婚運動構框中的「同志」與「國
家」

勤定芳（台灣女性學學會理事）

家、傳統與自我：台灣同婚辯論裡
的脆弱異性戀敘事

17:10~18:20 女性主義在台灣：回顧與展望未來
教室：88154 主持人：楊芳枝（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
與談人：成令方（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退休教授）
陳惠馨（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退休教授）
盧孳艷（國立陽明大學退休教授）
傅大為（國立陽明大學榮譽教授）
18:2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