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台灣女性學學會「性別、空間與（不）移動」年度研討會 
投稿入選名單 

 
感謝各位投稿者的耐心等候，女學會今年徵稿共收到 10組群組投稿（panel與
論壇）和 61篇單篇論文。每篇論文的摘要皆由女學會理監事與 2022年會籌備
委員會共同審查，入選稿件經決選會議確認完畢。 
  
本次年會入選群組投稿共計 10組，入選單篇論文共計 50篇。煩請所有投稿者
於 9月 10日以前，將論文全稿寄至女學會信箱 tfsa.info@gmail.com。 
  
本次研討會與年會將於 10月 1日（星期六），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社工系館舉
行。正式議程及各場次教室或研討室將擇期公佈於女學會網站及臉書粉絲專

頁，並將以 E-mail 通知所有入選者，請各位入選者密切注意相關訊息。 
 
提醒各位入選者，依照本會規定，論文發表人需為本會會員（需繳交本年度會

費），或是繳交年會註冊費，方可於年會發表論文。註冊費依據會員身份可抵

下一年度部分或全部會費。 
 
【年會註冊費及會員會費繳交資訊】 
• 年會註冊費：500元 
• 會員會費：一般會員 2000元／年；學生會員、兼任教職員、退休會員 500
元／年 

• 會員會費效期為年會舉行日至翌年年會前一日。 
• 匯款帳號： 
合作金庫（銀行代碼 006）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女性學學會 
帳號：0877717126580 

 
完成繳費後請填寫本表單 https://forms.gle/cGuK2udn5zcw2epW9 
註冊費／會費收據一律於年會當日現場領取 
 
【群組投稿入選名單】共 10組 

編號 
群組投稿／論壇主題 主持人／評論人 
各篇投稿題目 作者 

01 

多向度的國家治理：疾病治理行動者、母職治

理形塑，及受扶助的情感動員 王增勇／待邀請 

國家角色在愛滋治理中轉向的影響因素： 一個
東亞的台灣經驗 石嘉豪 

國家要我當一個好媽媽： 探索母職期待政策之
成因與導向 張瑀婕 

再思福利國家的理性本質： 經濟弱勢單親母親
的福利治理與情感動員 蔡承宏 

02 性別平等教育的基礎與轉譯 謝小芩／李淑菁 



全面還是片面？一中學教科書性教育內容的檢

視分析 
游美惠、蕭靖融、

詹志翔 
大學生的性別教育：教什麼與學什麼？ 楊幸真 
《青春水漾》事件之網絡效果分析 王儷靜 
性別平等教育的哲學基礎 劉亞蘭 

03 

性別、遷移與照顧 唐文慧／藍佩嘉、

曾凡慈 
跨國運籌：女同志家長生育實作與跨國人工生

殖醫療 胡郁盈 

荷蘭第一代華人移民女性與 kraamzorg （產後照
顧士）之跨文化溝通研究 黃淑怡 

性別化的跨國親職實踐：中國男女台商/台幹比
較 沈秀華 

單親家庭的親職策略與道德敘事：以台灣新住

民家庭為例 曾薰慧 

臺美混做：新移民女性跨國建制民族誌 唐文慧 

04 

偽娘、拉子與熊族的都市地景：對抗順性別異

性戀正典的游擊策略與空間形塑 
劉文／劉文、鄭芳

婷 
偽娘的性別越界地圖：扮裝、空間與移動性 羅盤針 
從踢吧到拉吧：當代台灣女同志酒吧的命名政

治與認同典範轉移 戴尹宣 

邊緣空間的游擊可能性：台灣男同志熊族的正

典化修復 余東栩 

05 

看見數位性別暴力：命名、疾管、深訪與調查 方念萱／余貞誼 
從復仇式色情到未經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語

彙、概念與認知框架的形成與轉變 余貞誼 

國界管理、排他性國族主義與線上厭女言論：

疫情時期對女性的性監控 康庭瑜 

我國數位性別暴力的類型與盛行率分析 王珮玲、方念萱、

陳怡青 
數位性別暴力受害者「歸因與行動」言說分析 王珮玲、方念萱、

陳怡青 

06 

障礙、性別、（不）移動 陳伯偉／報告者互

評 
機構居住誰的選擇？障礙者為什麼不住機構？ 周月清、陳伯偉、

林君潔 
肢體障礙女性、醫療空間與移動經驗 遲恒昌 
中高齡身心障礙女性在 Covid-19疫情下的社會
處境與服務支持 郭惠瑜 

07 
性工作與空間政治 陳美華／陳美華、

康庭瑜、曾馨慧、

楊又欣 



疫病、性與線上工作 Sex work going online? The 
age of COVID pandemic 

康庭瑜 

製造「異托邦」：台灣低階性娛樂產業的空間

分析—以越南特種小吃店為例 The Making of 
Heterotopia: A Spatial Analysis of the Low-End 
Entertainment Business Featuring Foreign 
Hostesses in Taiwan 

曾薰慧 

紅燈區的空間政治：性/別、階級與空間實作 楊又欣、陳美華 

08 題目未定 范銘如、蔡玫姿、

陳芷凡、馬翊航 

09 圓桌論壇：性別研究的無限職涯 
 

李心祺、郭俊廷、

張峻臺、陳柏屼 

10 
圓桌論壇：戰爭遷徙到冷戰移動:熱戰到冷戰的
戰爭書寫、女性離散與文化跨界 

林瓊華、王鈺婷、

張俐璇、王梅香、

李淑君 
 

 
【單篇論文投稿入選名單】共 50篇 
編號 題目 作者 

1 Finishing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College-
educated mothers’ resistance to intensive mothering 呂青湖、張家樂  

2 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Gender 
Awareness on Mate Selection in Taiwan 李明珊 

3 
愉悅／踰越？同居伴侶的性實踐與協商歷程 

李貞錚、林子晴、

盧子樵 
4 廟宇花擔班高齡婦女遶境與志願服務經驗初探 張玉芬 

5 
其實我不「壞」：毒品勒戒女受刑人與家人關

係的生命故事探究 廖郁欣、張盈堃 
6 在鼎泰豐的服務演出中看見傅柯 李鳳英 

7 
場力與行動力：具性別意識的女領導者／女校

長在公私領域的性別經驗 李雪菱 

8 
疫情對於非同居情侶的親密關係與互動模式的

改變 

朱穎芃、涂菀庭、

邱士倫、徐李安

（台大城鄉所碩士

生） 

9 
女性表演工作者性別、職涯與空間移動探究： 
以宜蘭人張月娥、楊麗花及許芳宜為例 林子惠 

10 來臺求學女性外國研究生學習認同研究 王采薇 

11 
父親參與對幼兒社會能力的影響： 基於「台灣
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的反事實分析 王心潔、袁晨曦 

12 
遠離直線條：高教異男實驗性陽剛氣質的體現

過程 施牧之 

13 
臺灣肢體障礙女性生育健康及權利之保障與實

踐 蘇崇閔 



14 
大象如何跳起舞：公部門性別業務與行政組織

的制度邏輯與實作協商 盧孟宗 

15 
一個酷兒的誕生：以酷兒法學釋義 HIV 感染者
之性權 游宗翰 

16 
為自己而活的自在： 東南亞籍受暴婦女從婚暴
經驗中鬆動性別文化的框架 李冠泓 

17 
簡評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生理用品補助修法—
—從社會法的角度觀察 林嘉恩 

18 
疫病性別化：危脆女子的照顧勞動與健康落差

（Gendering the Pandemic: Precarious Women’s 
Care Labour and Health Disparity） 李柏翰、張竹芩 

19 Protection or Rejection? : The survelliance of Hong 
Kong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the pandemic 

Chan Man Ching 陳
曼晴 

20 Men on the Move; Women Stay Put: The Gendered 
Mobilities in Taiwan's Public-Sector Labour Market 鍾瑋芸 

21 1970-90年代日本在東亞的性觀光及其爭議 姚惠耀 

22 
The Research on the Misogyny Culture of Gay 
Community in Taiwan 臺灣男同性戀社群的厭女
文化研究 陳于揚 

23 
犯罪數據裡的性別態樣：評女性犯罪數據之統

計方法與效應 蔡宜家 

24 
離開身體，尋路自由：女性玩家的開放世界遊

戲經驗 葉庭瑜 

25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in Hong Kong: Gender 
Identities, Spatial (In)activity and (Im)mobility in 
Elsie Sze’s Hui Gui: A Chinese Story 白曦源 

26 
在父權體制與管理主義夾縫中的校園性平體制

變遷──以台大性平會為例 凃峻清 

27 
還原班雅明哲學內部「女漫遊者」（flâneuse）
形象：漫遊者的衍生與衍異 蔡孟潔 

28 
我們的 LGBT 待客之道——台灣 Airbnb 性別友
善房東的出現與結盟 鄭力豪 

29 
不只是「母親」：母職及家庭責任與臺灣女性

薪資的關係及機制分析 黃聖斌 

30 
「交友卵體」的指尖漫遊：社群時代的女同志

交友文化與實踐 戴綺儀 

31 
「女性主義／酷兒 國族認同」如何發揮作用？ 
以中國女權暨酷兒為例 鄭芸婷 

32 
1990 年代台灣女星從臺港跨地域情色移動——
以女星徐若瑄和舒淇爲例 朱昕辰 

33 
從「田園」到「極端」—中國社群網站中「女
權」論述的流變與收編 單蔓婷 

34 Crossing the Road with a Mask: the Female Body on 
the Move in the Public Space 李芊 



35 （無法）跨國帶孫：空間移動與照顧實作 楊佳羚 

36 
數位移民、新/性市窟：Twitter 男同志網路社群
的網路第三空間分析與遷移想像。 李奕侖 

37 
U’suru 女人的田地:原住民族女性動員與跨國團
結 林津如、林怡君 

38 
個 人 化 行 動 框 架 的 集 體 突 圍  
---以網絡社會運動理論分析中國性別運動者拓
展政治空間的策略  伍維婷 

39 歧視對性少數男性身心健康關係之研究：以內

化汙名與反芻思考為中介變項 

王允駿、張德勝、

王鴻哲、王敬堯、

鍾道詮 

40 
失業率與兒少不當對待之關係：性別與年齡的

交織性 張弘潔 
41 愛／死在同志酒吧：《斷代》中的第三空間 黃子劼 

42 
「硬著頭皮」為母則強：在韓台灣女性婚姻移

民之母職實踐 黃宗儀、胡俊佳 

43 Faculty’s experiences of working in a virtual 
workplace 黎芸靈 

44 
離散與游移：同婚時代下基督徒同志教會生活

的性別政治 楊鳳麟 

45 
再思照顧與治理的倫理界線：單親母親扶助政

策的邏輯與實踐 蔡承宏 
46 非順性別者性別重置經驗與對免術換證的看法 蔡春美 

47 
特教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在隱藏空間實踐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的抵抗與可能 顏芝盈 

48 
女性理想居所的再探尋：論方梓《誰是葛里

歐》的女性、土地與族群關係 
 

劉承欣 
 

49 
原住民流行歌曲中的女性形象與多重認同：以

阿爆為例 
 

張洋 
 

50 
「新人」作為一種位置：論馬尼尼為《帶著你

的雜質發亮》與《我的美術系少年》 
 

黃奕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