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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業界師資之教師資料表 

開課系所:性別研究所 

授課課程名稱：性別研究方法 

授課教師姓名：陳明莉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陳聖光 

公司(學校)名稱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現職職稱 英屬維京群島耐特邏輯微系統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專員 

學歷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業界背景 英屬維京群島耐特邏輯微系統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專員 

演講主題 與研究好好談一場戀愛 

授課內容 

分享這四年的研究所歲月。有別於批踢踢研究所版上幹譙

老闆的言論，對社科領域的研究生而言，寫論文往往是一

段與自我對話的旅程，甚至企圖達到自我療癒。對我而言，

唸研究所就像談一場戀愛。談戀愛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是

你和你的研究彼此磨合、累積感情的過程，有許多不足為

外人道的細節。有人換了幾個對象終於修成正果，有人終

其一生沒法得到與另一半廝守的承諾，也有人一路順遂，

只花了兩年就取得學位。你的論文將和初戀一樣，永遠在

心底（和圖書館）留下記號，如何用比較有智慧的方式與

之攜手並進，也許能為成為一位比較負責任的戀人。 

上課日期 101.3.20 總次數及時數 
共 1次， 

共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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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性別研究所 

授課課程名稱：性別與法律專題研討 

授課教師姓名：陳宜倩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顧燕翎 

公司(學校)名稱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現職職稱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顧問 

學歷 
Ed. S. in Instructiona; Systems Technology, 

Univers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SA. 

業界背景 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 

演講主題 女性主義理論、政策與實踐：全球及地方經驗 

授課內容 

你知道這些事情嗎？ 

研討會 2004 / 以女性為研究對象 “你沒性別意識” 

女委會 2010 / 女性領導班“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 

女委會 2010 / “你懂什麼叫性別主流化嗎？” 

女委會 2010 / 推動男性傳統角色轉換與分擔照顧責任方

案“不應稱男性，應改為性別刻板角色“ 

性別平等委員會 2012/03請改變目前性平委員會名稱，

為「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委員會」  

上課日期 101.4.17 總次數及時數 
共 1次， 

共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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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性別研究所 

授課課程名稱：性別與法律專題研討 

授課教師姓名：陳宜倩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林安 

公司(學校)名稱 台北市私立歐美亞與研文補習班 

現職職稱 西班牙文教師 

學歷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西語翻譯講座 

業界背景 
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國際旅行講座，西班

牙馬德里網路報社社影記者 

演講主題 Chueca同志空間：西班牙社會性別關係的變遷 

授課內容 
從國際文化處境看國際的同志人權發展，並深度了解西班

牙人文風情。 

上課日期 101.05.08 總次數及時數 
共 1次， 

共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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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系所:性別研究所 

授課課程名稱：性別與法律專題研討 

授課教師姓名：陳宜倩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張宏誠 

公司(學校)名稱 司法院 

現職職稱 司法院大法官助理 

學歷 

義大利國立米蘭大學法律系博士候選人 

西班牙 IISL法律社會學碩士 

荷蘭 Leiden歐體法法學碩士 

政大法學碩士 

業界背景 
現任司法院大法官助理 

臺灣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演講主題 
在「性別盒子」看見「憤怒的一英吋」還是一個生命？：

性別重置者權利保障之憲法基礎與法律議題概論 

授課內容 

 性、性別、性/別、性傾向、性別角色、性別認同、性

別表現/氣質為什麼及如何「不斷製造」（doing）我是誰？

誰、什麼（規範）決定我是誰？為什麼會有這些概念區別？

誰來界定？個別概念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可以相互替代

嗎？會重疊嗎？還是相互排斥？ 

 所謂「跨性別」(transgender, TG)的意義是什麼？  

上課日期 101.5.22 總次數及時數 
共 1次， 

共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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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業界師資成果資料 

 
  

圖片說明：陳聖光老師上課投影片 圖片說明：陳聖光老師實際上課狀況 

 
 

 

圖片說明：陳聖光老師實際上課狀況 圖片說明：陳聖光老師實際上課狀況 

  

圖片說明：陳聖光老師實際上課狀況 圖片說明：陳聖光老師與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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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顧燕翎老師實際上課狀況 圖片說明：顧燕翎老師實際上課狀況 

  

圖片說明：顧燕翎老師與同學合影 圖片說明：林安老師實際上課狀況 

  

圖片說明：林安老師實際上課狀況 圖片說明：林安老師與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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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張宏誠老師實際上課狀況 圖片說明：張宏誠老師實際上課狀況 

  

圖片說明：張宏誠老師實際上課狀況 圖片說明：張宏誠老師與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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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表]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擴大業界師資演講  

性性別別研研究究講講座座系系列列一一  
與研究好好談一場戀愛 

 
主講人：陳聖光（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畢業，碩士論文《臺灣當代 Show Girl 的商品身

體與自我認同》獲得教育部（100）年度性別平

等教育論文獎助第二名） 

主持人：陳明莉副教授（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主  題：與研究好好談一場戀愛 

地  點：傳播大廈二樓 C218 教室 

時  間：101 年 03 月 20 日（二）上午 10：10 

對  象：碩士班學生約 15 人（碩士班一年級為主） 

流  程：10：10～10：15      簽到入場 

        10：15～10：20   介紹主講人及流程     

        10：20～12：20   專題演講 

        12：20～13：00   開放討論 

        13：00          演講結束 

 

主辦單位：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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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擴大業界師資演講  

性性別別研研究究講講座座系系列列二二  
女性主義理論、政策與實踐─ 
全球及地方經驗 

 
主講人：顧燕翎教授 

主持人：陳宜倩副教授（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主  題：女性主義理論、政策與實踐─全球及地方經驗 

地  點：通識大樓七樓 G701 教室 

時  間：101 年 04 月 17 日（二）下午 14：10~17：00 

對  象：碩士班學生約 10 人（碩士班一年級為主） 

流  程：14：10～14：20      簽到入場 

        14：20～16：00   專題演講 

        16：00～17：00   開放討論 

        17：00          演講結束 

 

主辦單位：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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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擴大業界師資演講  

性性別別研研究究講講座座系系列列三三  
Chueca 同志空間：西班牙社會

性別關係的變遷 
 

主講人：林安老師（Jesus Trapero Sandoval） 

主持人：陳宜倩副教授（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主  題：Chueca 同志空間：西班牙社會性別關係的變遷 

地  點：通識大樓七樓 G701 教室 

時  間：101 年 05 月 08 日（二）下午 14：10~17：00 

對  象：碩士班學生約 10 人（碩士班一年級為主） 

流  程：14：10～14：20      簽到入場 

        14：20～16：00   專題演講 

        16：00～17：00   開放討論 

        17：00          演講結束 

 

主辦單位：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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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擴大業界師資演講  

性性別別研研究究講講座座系系列列四四  

在「性別盒子」看見「憤怒的一

英吋」還是一個生命？：性別重

置者權利保障之憲法基礎與法律

議題概論 

主講人：張宏誠講師（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科） 

主持人：陳宜倩副教授（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主  題：在「性別盒子」看見「憤怒的一英吋」還是一個生

命？： 

        性別重置者權利保障之憲法基礎與法律議題概論 

地  點：通識大樓七樓 G701 教室 

時  間：101 年 05 月 22 日（二）下午 14：10~17：00 

對  象：碩士班學生約 10 人（碩士班一年級為主） 

流  程：14：10～14：20      簽到入場 

        14：20～16：00   專題演講 

        16：00～17：00   開放討論 

        17：00          演講結束 

 

主辦單位：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