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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新生說明會(111.05.16 更新版) 
研究生相關事務說明 

一、 本所專任師資（以姓氏筆劃為序） 

羅燦煐 

教授 (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學博士) 

專長： 

＊性別社會學   ＊性別與媒體研究 

＊性別暴力研究 ＊校園性騷擾防治政策研究 

電話：(02)2236-8225 轉 83611 

E-mail： 

echoluo@mail.shu.edu.tw 

陳宜倩 

教授 (美國紐約州康乃爾大學法學博士) 

專長： 

＊女性主義法學 ＊性別法律及公共政策 

＊比較法學     ＊女性主義之男性研究 

電話：(02)2236-8225 轉 83613 

E-mail： 

yichien@mail.shu.edu.tw 

陳明莉 

副教授兼任所長 (英國伯明罕大學文化研究與社會學

博士) 

專長： 

＊文化研究     ＊性別與消費 

＊性別與身體   ＊性別與年齡 

電話：(02)2236-8225 轉 83614 

E-mail： 

mingli@mail.shu.edu.tw 

洪凌／ 

洪泠泠 

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博士） 

專長： 

＊科幻研究    ＊酷兒理論   ＊後冷戰與國族 

＊旁若文學    ＊精神分析   ＊左翼理論 

電話：(02)2236-8225 轉 83615 

E-mail： 

lucifer.hung@gmail.com 

伍維婷 

副教授（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系研究中心博士） 

專長： 

＊性別政治  ＊性別與政策  ＊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 

＊性別研究  ＊社會運動  ＊CEDAW的理論與實踐 

電話：(02)2236-8225 轉 83595 

E-mail： 

wwuatny@gmail.com 

二、 本所行政人員 

江依瑾 
＊承辦本所招生、課程、教師聘任、學位考試、經費

核銷、財產設備管理、各類會議等相關行政事宜。 

電話：(02)2236-8225 轉 83612 

E-mail： 

gndrshu@mail.shu.edu.tw 

三、 相關設備 

1. 所辦公室位於舍我樓十樓 S1002 辦公室，如有問題或申請事項，可於平日週一到週五的上午

09:00~12:00，下午 13:30~17:30 前往(寒暑假為上午 09:00~12:00，下午 13:30~16:30)。 

2. 本校除了院級研究生自修硏究室，還有多間教學研討室，及本校圖書館閱覽室、團體討論室

可做為研究生的自習及討論空間外，本校的雲端學習區亦提供高端電腦網路設備供學生使用。 

mailto:echoluo@mail.shu.edu.tw
mailto:yichien@mail.shu.edu.tw
mailto:mingli@mail.shu.edu.tw
mailto:lucifer.hung@gmail.com
mailto:gndrshu@mail.s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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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註冊繳費相關 

1. 註冊/學生證/學籍/休學/成績單： 

碩士班同學請洽教務處許慧清老師 02-22368225 分機 82039 。 

2. 學雜費繳費/分期繳費查詢： 

出納組高淑貞老師 02-22368225 分機 82128。 

 

五、 課程相關 

1. 本所畢業學分為 35 學分，包括必修 12 學分（含碩士論文「論文研究」課 3 學分），選

修 23 學分(含必選修 3 學分)，；此外須另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修習學術倫理

課程及通過測驗後，取得修課證明。 

   

2. 本所研究生畢業前需修畢下列其中一門必選修課程(三選一)： 

性別與傳播研究 (3 學分)  性別與政策研究 (3 學分)  性別與文化研究 (3 學分) 

3. 本所課程規劃分為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詳細請參考「二年課程計畫表」(附件 1)、「性別所

課程分類一覽表」(附件 2)。 

4. 本所一般生(M)學制修業年限 2 至 4 年。 

5. 研究所課程以 70 分為及格。 

6. 本所研究生預定申請學位考試之該學期須修習「論文研究」課程，以利學位考試成績登錄，

因此「論文研究」課程會於碩二下起，自動產製於課表(當學期若無申請學位考試時，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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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成績；三上後第一次修習時需繳交學分費)。 

7. 本所研究生進行論文研究以自行商請指導教授及自行協調研討時間為原則。提供「碩士論文

撰寫建議」(本文件下方)與「畢業校友給新生的建議」(附件 3)供參考。 

8. 依本所規定，選修課程中至多承認 12 個外系所學分且均需本所課程會議通過。學生需先申

請，並於期末提供所修習課程之成果(如：報告、作品等)以利學分認定審查，審查標準為(1)

與性別研究之相關性(2)學術表現兩項。 

9. 為使同學在入學前能有性別研究之相關學識基礎，提供「入學新生的建議閱讀書單」(詳見

附件 4)。 

10. 本所其他重要事項規定，請詳見「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性別研究所研究生須知」(附件 5)。 

11. 目前碩士生延修時(第 3年起)，當學期若修習九學分以下，每學分學分費 1,390元，基本雜

費第 1年收 4,500元，第 2年以上收 5,000元；若修習十學分以上時，則收取全額學雜費。(實

際費用，屆時請參考會計室，學雜費收費標準公告連結：https://reurl.cc/AW3Qd) 

12. 學術倫理課程及測驗(105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畢業條件)說明： 

(1) 此項目為 105 學年度後(含)入學學生之必要畢業資格。 

(2) 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https://ethics.nctu.edu.tw/)登入上課 

(3) 身份請選「必修學生」，並選擇學校後，輸入帳密(帳號為學號，密碼預設學號末 5 碼)。 

(4) 上完全部課程後，務必完成總測驗(非每個單元後的小測驗)，才能算入學習歷程。 

(5) 上完課程和完成總測驗後，請記得務必下載學術倫理修課證明(中英文 PDF)保存，於申

請學位考試時一併附上。 

(6) 若想瞭解更多，請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https://ethics.moe.edu.tw/)，其

中的新手上路=>再點選必修學生進行瞭解。 

13. 本所關於學位考試部份，研究生學位口試前，及論文修訂完成後，需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認定。 

14. 新生之學號可進招生系統(http://eas.shu.edu.tw/EXAM/LoginSTD2.aspx)查詢。(相關說明

可至 http://www.shu.edu.tw/Admission-Graduate-M2.aspx 瞭解) 

15. 若欲辦理學分抵免，請最晚於開學前二週，提供正式成績單及「抵免學分申請表」，至所辦

辦理(入學當學期一次辦理)。相關抵免規定請詳閱本校「抵免學分辦法」(附件 6)。 

 

六、 選課相關 

1. 本所所有選修課程均為共同選修，不分年級。必修課程會自動產製於課表，選修課程則上網

進行選課。 

2. 本所選修課，於開課時將優先考量學校相關規定，本所師資學術專長及授課時數等規定。 

3. 本所研究生每學期修課學分上限 12 學分，每學期至少需修讀一門課程。經所長核准，可加

修一門課程。 

4. 選課時程請詳閱「111-1 網路選課時間表(M)碩士」(附件 7)。 

5. 學生於網路第二階段選課前，必須先填寫網路教學意見問卷後，才能進行後續查閱選課結果

(新生第一學期除外)。凡該課程修課之學生皆須進行問卷填寫，否則會影響下一學期網路選

課進行。本調查表採匿名填答，您所提供之資料，將做整體分析與教學評量參考之用。請同

學惠予合作，確實填寫，以提升本校(所)教學與學習之效能。 

6. 修習外系所學分採認為畢業學分均需本所會議通過。學生需於修習前提出申請，並於期末提

供所修習課程之成果(如：報告、作品等)以利學分認定審查。 

https://reurl.cc/AW3Qd
https://ethics.nctu.edu.tw/
https://ethics.moe.edu.tw/
http://eas.shu.edu.tw/EXAM/LoginSTD2.aspx
http://www.shu.edu.tw/Admission-Graduate-M2.aspx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wegzJIBPrXgVmdRTVpxT25YdTA/view?resourcekey=0-26rGo9aGRT4cE7A_MAz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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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術相關 

1. 「碩士論文計畫書討論會」(論文前三章)：由學生自動發起，學生自行組成 3 人/3 篇(含)以

上論文，即可於每學年度上學期向所辦提出申請(實際舉辦視當年度經費及人力狀況)。 

2. 論文指導教授，若要邀請非本所專任教師，需先填寫「商請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書」，並經所

務會議通過後，再行邀請。 

3. 每學期可申請學位口試(畢業論文)，上學期申請截止日為 11 月中旬，下學期為 4 月中旬。 

4. 若有參與校外活動或研討會發表論文，獲獎/發表時，歡迎通知所辦，以便發公告及做為學

生表現榮譽紀錄。 

5. 世新大學學位論文學術倫理品保準則(附件 8)、世新大學學術倫理管理及自律要點(附件 9)

及其他相關辦法亦請詳細閱讀，並如前述請於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https://ethics.nctu.edu.tw/)完成學術倫理課程並取得證明。 

 

八、 校內工讀金與獎助學金  

1. 性別平權倡議傑出人才獎助學金：為獎勵傑出人才進行性別相關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並在

性別平權議題上發揮所長貢獻社會，本所特設立此獎助學金以提供優秀學生經濟支援。 

2. 兼職工讀金：本所設有兼職工讀金供學生申請，以協助所務進行，例如協助辦理演講／座談

會、網頁/臉書維護、行政事務及環境清潔工作等(申請者必須同時兼任本校其他單位之工讀

生)。 

3. 研究案助理(RA)：本所學生可申請擔任本校（所）教師執行各項研究計畫及委託案之助理。 

4. 教學助理(TA)助學金：本校設有教學助理可供學生申請，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品質、減輕教學

負擔，並強化學生學習成效。 

5. 蕭宗讓獎助學金：鼓勵本校學生從事性別平等相關學術論著。本校在學學生於申請截止日前

兩學期內完成之性別相關學期報告、會議論文、學位論文、期刊論文均可申請。 

6. 舍我獎學金：獎勵本所研究生以本所名義發表性別研究相關之學術論文或新聞媒體文章，以

及獎勵學業成績優異之研究生。 

7. 世新飛躍翠谷助學措施：協助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本校經濟弱勢在學學生就學並補助其

生活及住宿費(校內分機：#82064)。 

8. 世新大學急難慰問金：幫助學生本人或其家庭遭重大變故所衍生之生計問題，使學生能安心

向學(校內分機：#83091)。 

9. 世新大學還願助學金：協助本校清寒學生努力向學，並期望其於就業後，依經濟能力自願還

款，甚至額外捐款，以嘉惠更多本校學生(校內分機：#82095)。 

 

九、 校外碩士論文獎助 

1. 教育部獎助性別平等教育碩博士論文要點 

申請時間：約每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提出申請（以公告日期為主） 

網址：教育部→「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http://www.gender.edu.tw/）→「法

令政策」→「補助原則」→「教育部獎助性別平等教育碩博士論文要點」。 

2. 台灣學博碩士論文研究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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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間：約每年 6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以公告日期為主） 

網址：國立臺灣圖書館網站→臺灣學研究中心→特藏研究獎助→博碩論文研究獎助 

3. 台灣研究博碩士論文獎(「台灣研究年度最佳學位論文獎」) (2018 後雖無相關消息，可再另

行留意) 

申請時間：約每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以公告日期為主） 

網址：新臺灣和平基金會→社會公益部→台灣研究博碩士論文獎 

4.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 

申請時間：約每年 5 月 13 日至 7 月 1 日（以公告日期為主） 

請聯繫台灣社會研究學會，電子信箱 taishe.assembl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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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撰寫建議 

進入性別研究所，除了培養性別敏感度，並且在不同領域中探究你有興趣的性別相關議題，

你也必須在修業年限中選定一個研究主題，完成一份碩士論文。撰寫研究論文與過去的學習經驗

較不相同，必須具備資料蒐集、獨立思考、組織以及批判能力，在過程中難免產生一些困惑與疑

問，因此，我們期待藉由論文撰寫建議，讓大家對於碩士論文的撰寫結構有一份基礎了解，對於

更詳盡的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事項，可在日後的修課中學習到，或是在選定研究主題後與你未來

的指導教授討論。 

◎論文固定架構舉例如下： 

⚫ 研究背景 

⚫ 問題意識 

⚫ 文獻探討 

⚫ 研究目的與問題 

⚫ 研究方法 

⚫ 研究結果 

⚫ 文獻回顧 

◎要完成一份碩士論文，可能需要具備以下幾點： 

⚫ 對於問題的組織能力 

⚫ 對於問題具有批判性的觀點與論述能力 

⚫ 對於文獻中的觀點具有批判與整合能力 

⚫ 能夠判斷並且選擇合適的研究方法，並且 

妥善執行 

⚫ 將你的研究結果組織化，透過邏輯加以論述 

⚫ 注意論文撰寫格式 

探索研究主題，發展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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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學期的課程修習中，你可能會對特定議題產生興趣，這就是發掘研究主題的好時機。

在探索研究主題時，閱讀文獻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透過對於不同文獻的討論，去思考你針對這

個研究主題是否有其他想法，或是以該研究的限制與忽略之處來發想研究主題，這個步驟其實可

以從第一個學期的修業就開始做起，透過閱讀文獻累積你對相關研究的了解，在未來決定研究題

目時，你會發現自己游刃有餘。 

研究主題左右了整個論文的方向，在探索研究主題時，你可以使用 5W1H 的方式來思考。 

Why：你為何會想探究特定主題呢？ 

What：你想探究什麼主題呢？ 

When：應如何掌握研究進度呢？ 

Where：你的研究場域在哪裡呢？ 

Who：你的研究對象是誰呢？ 

How：你要如何蒐集與分析資料呢？ 

蒐集相關文獻，進行組織與整理 

除了修業學期中對於特定議題的文獻討論，你也可以針對自己有興趣的主題以關鍵字進行初

步的資料蒐集，國內外文獻部分可使用本校圖書館的文獻資料搜尋引擎，若是校內無法搜尋相關

文獻，亦可至鄰近的台灣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蒐尋；若想參考國內性別所的碩士論文，在本

所辦公室皆有備檔，同學可以證件借取，或是至國家圖書館找尋其他論文參考；在閱讀文獻的過

程中，亦要留意該文獻的參考文獻出處，除了避免在引用時因二手資料而做出錯誤的詮釋，亦可

累積自己的文獻架構。 

以校內資料庫搜集期刊文獻為例，同學可以進入學校圖書館網頁，在頁面的「資料查詢」系

統下點選整合式查詢系統，並且勾選資料庫作為篩選條件，或是進入資料庫檢索網，在左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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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檢索選擇期刊資訊，便可見到常用的期刊搜尋系統，常用的中文期刊系統如中文電子期刊 CEPS

資料庫、臺灣期刊全文資料庫，西文期刊如 SAGE Journals Online、EBSCOhost 期刊全文資料庫、

SDOL 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等。 

蒐集文獻的方法不難，但是否能夠從眾多的研究文獻中找到與自己的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

可能就需要花費許多工夫，而這一切幾乎是從一入學就開始累積了。在撰寫文獻探討時，如何組

織這些繁瑣的資訊是相當重要的，在整合不同的理論與研究發現時，必須要與自己的研究主題加

以扣合，透過不同觀點的對話釐清自己的研究問題。 

釐清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為何會想探究這個主題呢？想探究什麼主題呢？ 

在探索研究主題的過程中，你可能已經開始累積論文的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透過上述的思

考與釐清，可以從廣大的研究主題中找出相關的研究問題。然而，研究問題不夠明確是研究生時

常遭遇到的狀況，這可能是因為文獻閱讀不足，或是缺乏批判性思考所致。因此，在修業過程中

培養性別敏感度以及批判性思考能力，對於文獻提出的觀點能夠加以整合，這些都還是要透過廣

泛的、有組織的閱讀文獻才能累積。 

針對您想要研究的對象，選擇適當的研究方法 

對於不同的研究對象與研究問題，需要選擇最適切的研究方法。針對性別領域的相關研究，

在課程中規劃性別研究方法、質性研究方法等不同的研究方法讓同學修讀，在學期中以演練的方

式讓大家練習與執行研究方法，並且在寒暑假時讓同學選擇特定主題操作，若你已經確定研究主

題與方向，可以將課堂中的演練做為研究的初探，並且在執行的過程中修正自己的研究方法，如

此累積下來，在實際執行研究時便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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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並整合研究發現，撰寫研究結果 

在書寫研究結果時須具備批判的觀點，但也要注意研究過程需要符合研究倫理，若是議題與

個人的生命經驗有關，在詮釋時更應注意其是否符合受訪者所表達的意見。必須注意研究結果是

否能回答到你的研究問題，並且持續與文獻及理論對話，在提出研究發現的同時，也應該如實呈

現你的研究限制。 

指導教授 

在確定你的研究主題時，與你的指導教授討論是很重要的。所上的五位老師分別有不同領域

的專長，若是你在不同學期的課程中對於特定議題生興趣，不要放棄與授課老師討論的機會，或

許這就是決定自己研究題目的關鍵。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你可以將問題與指導教授討論，若你

發現自己的題目不是所上老師的專長，想要邀請外校的老師做為指導教授，可先提出指導教授人

選，若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即可請外校教授指導。 

時間安排建議 

若是一學期選修二到三門課程，約在四學期內可完成必修與選修學分，若是即早確認研究主

題，可盡早提出與指導教授討論，對於論文完成進度亦可妥善掌握。 

對於文獻閱讀部分，由於參考文獻多為英文，在學期一開始可能較不習慣，或者能以讀書會

分工方式來閱讀文獻，待較適應英文閱讀後，面對自己有興趣的題目也能獨立閱讀；對於課程導

讀的部分，也可在分配之後即早準備，並且將導讀視作資料整合與發表的演練，對於日後文獻整

理與論文發表都頗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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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書目管理軟體 

平時修課閱讀文獻的過程中，若是能將欲研究的主題之相關出處記錄下來，一點一滴漸漸形

成龐大資料庫，將來在期末報告或論文寫作的文獻引用上就能事半功倍。在此推薦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但軟體請自行尋求安全的下載版本。 

性別相關學習資源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與性別平等教育中心，以學術機構的性別專業能力，於每學期舉辦多場

性別的研究、批判與實踐講座、性別時事分析講座及電影讀書會等，邀請台灣各界性別專業人才，

與學生分享生活中息息相關的性別議題，並不定期舉辦各項活動與競賽，歡迎所上同學一起參與。 

在台灣，作性別研究並不孤單，以下為目前與性別相關的學術機構與社會資源，另外，世新

性別研究所座落於台北市，也提供了在相關社會機構實習的管道，閒暇時光也能前往性別友善店

家休憩或消費。 

學術研究單位 

世新大學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https://sites.google.com/a/mail.shu.edu.tw/gndrcom/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http://www.kmu.edu.tw/~gigs/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http://www.nknu.edu.tw/~gender/ 

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 http://www.hsi.stu.edu.tw/ 

台灣大學婦女研究室 http://gender.psc.ntu.edu.tw/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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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性別與社會研究室 http://www.hss.nthu.edu.tw/~rpgs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http://sex.ncu.edu.tw 

台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 http://www.psc.ntu.edu.tw/ 

社會機構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http://www.tgeea.org.tw/ 

台灣性別人權協會 http://gsrat.net/ 

婦女新知基金會 http://www.awakening.org.tw/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http://www.natwa.org.tw/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https://www.iwomenweb.org.tw/default.html 

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 http://www.38.org.tw/  

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 http://www.twrf.org.tw/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http://www.goh.org.tw 

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 http://coswas.org/ 

南洋台灣姐妹會 https://www.facebook.com/tasat2003/ 

台灣女性影像學會 http://www.wmw.org.tw/ 

台灣展翅協會(原終止童妓協會) http://www.ecpa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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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http://www.pwr.org.tw/index.aspx 

台灣同志遊行聯盟 https://www.taiwanpride.lgbt/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http://www.hotline.org.tw 

台灣女同志拉拉手協會 http://lalahand.xxking.com 

Bi the Way‧拜坊 http://bitheway.pixnet.net/blog 

台灣性別不明關懷協會 http://www.istscare.org/ 

殘酷兒部落-身心障礙同志的天地 http://blog.xuite.net/dbqueer/blog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 http://www.lgbtfamily.org.tw/ 

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 http://tas.bravo.org.tw/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http://tapcpr.wordpress.com 

同志父母愛心協會 https://sites.google.com/site/parentsoflgbt/ 

同光同志長老教會 http://www.tkchurch.org 

華人拉拉聯盟(CLA) http://www.douban.com/group/lalaalliance 

國際陰陽人組織 https://sites.google.com/site/oiichinese/ 

媒體/電子報 

網氏／罔市女性電子報 http://forum.yam.org.tw/bongchhi/ 

https://www.taiwanpride.l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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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女科技人電子報 http://www.twepress.net/ 

拉媽報 http://lamanewsmonthly.blogspot.com/ 

苦勞網 http://www.coolloud.org.tw 

立報傳媒(台灣立報) https://www.limedia.tw/ 

人權團體 

法律扶助基金會 http://www.laf.org.tw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http://www.jrf.org.tw 

台灣人權促進會 http://www.tahr.org.tw 

網路交友論壇 

2Girl 女子拉拉學園 http://www.2girl.net/ 

Fridae 匯樂-亞洲男女同志網 http://www.fridae.asia 

藝術/文化/出版 

女書店 http://www.fembooks.com.tw 

晶晶書庫 http://www.ginginbooks.com 

女性影展 http://wmwff.pixnet.net/blog 

集合出版社 http://www.2h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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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書坊 http://gbookstaiwan.blogspot.com/ 

Café/Lounge Bar /Dance Club 

女巫店 http://www.witchhouse.org/ 

H*ours https://www.facebook.com/hours.cafe 

Bistro O 避世所 http://bistroo.wordpress.com/ 

Taboo http://www.taboo.com.tw/ 

G-Star 

https://www.taiwannights.com/zh-tw/cities/taipe

i/venues/g-star-club-taipei 

https://www.facebook.com/gstarclub 

 

https://www.taiwannights.com/zh-tw/cities/taipei/venues/g-star-club-taipei
https://www.taiwannights.com/zh-tw/cities/taipei/venues/g-star-club-taip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