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度台灣國家婦女館與社區大學 

合作成果暨聯結婦女中心/組織經驗交流工作坊 

壹、 背景緣起 

由於各地對於提升相關婦女權益或性別平等宣導層面上，反應出

希望能夠發展出更多元創新且具生活化的宣傳課程並發掘更多優秀

在地師資，有鑑於此，透過與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的經驗交流基礎下，

台灣國家婦女館於 104年度開始與各地社區大學(以下簡稱社大)進行

為期 3年之實驗性策略聯盟合作方案，希冀借重社大所具有的豐富多

元師資及長期在地深耕基礎下，融入台灣國家婦女館在婦女及性別議

題等相關資源，漸進地將性別平等及賦權概念以多元方式傳遞至各地，

並發想更多與性別相關的生活課程，並從中探尋多面向資源結合可能。 

因此，為達到台灣國家婦女館作為資源聯結角色功能，本計畫將

透過 104~105年合作經驗基礎奠基下，於本年度舉辦交流工作坊進行

成果回饋，會議主軸除了有與社大合作開課經驗分享外，ㄧ方面也嘗

試增加婦女中心、婦女團體與社大間資源交流機會，讓與會人員於婦

女權益或性別平等推廣方法上的增能，激盪在地資源結合模式，使推

廣更具有在地性及創新性。本次工作坊重點為：(1) 關懷在地婦女課

程方案分享；(2)女性地標小旅行計畫分享；(3) 分組交流座談。 

貳、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協辦單位：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全國各合作社區大學 

參、 辦理時間 

105年 9月 22日(星期四) 10:00~16:30 

肆、 活動地點  

台灣國家婦女館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15號 9樓

TEL：02-23567000 近捷運善導寺站 糧政大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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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背景說明 

社區大學一直扮演著成人終身學習的重要場域，所發展的公民議

題更是擴及多方領域，例如：環境保護、食安問題、在地社區關懷行

動、推動公民審議等…，而社區大學即希望透過成人教育的推動，發

展學習領域專業外，長遠目標更希望能建立一個提升公民素養的社會

環境。 

在社會發展進程中，須整個社會具備更友善開放及人權平等觀念，

才能有利於各種先進法案或議題的推進，而我們所致力於推展的性別

平等，更是一種無形且含括在現今任何議題上的一種概念，也和任何

一個人都有關係。因此，除了透過在性別主流化架構下進行各種政策

及法令的改進外，亦須積極推展性別平等觀念，以期能在公民身上產

生影響力，真正發展成為具有前瞻性的公民社會。 

至 2016年初，共有 84間社區大學及 16間分校分佈於全台各地，

也因此，社區大學是許多人想要學習進修，又能離家就近取得資源的

一個重要場域。若從學員數據上進行分析，女性學員約占所有學員的

70%以上，有些課程更可高達八、九成，且其中已婚女性又占女性群

體中的極高比例，除了代表著此些婦女學員具備較高的自我學習動力

及追求自我成長空間外，也能反思過去在推動各種公共性議題上，已

婚婦女容易落入被忽略的群體。但事實上，社會對於婦女已從過去「女

子無材便是德」的觀念，一直到現今女性在各種權利義務上的改變與

進展，顯示出發展性別平等及婦女權益推展的重要性，也是未來重要

趨勢。也因此，若能借重社區大學此優勢，並願意投入發展婦女的多

元開放教育，勢必能夠對於未來提升公民素養社會期望更邁前一步。 

 

陸、 104年度合作歷程概況及 105年度發展 

有鑑於發展策略聯盟合作的重要性，台灣國家婦女館於 104年度

開始與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以下稱簡稱全促會）進行實驗

性合作方案計畫。即透過全促會楊志彬秘書長、羅珮菁主任，邀請社

區大學校長、主任及長年致力關注在性別領域的老師，借重他們已曾

在相關領域發展經驗，進行經驗匯聚與合作開課發想工作坊，為將來

的合作進行腦力激盪，並在達成雙方合作互信基礎後開啟了合作共識。 

因此，第一年的試辦計畫，透過結合臺北松山社大、臺北萬華社

大、新北新莊社大、宜蘭羅東社大、新竹婦女社大以及屏東屏南社大

等 6所社區大學，辦理女性地區學習地圖計畫、開設性別融入課程、

性別種子師資工作坊以及在地行動計畫等多元方案，向外拓展性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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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與婦女權益概念，發想新教學方法及推展模式。透過雙方合作下，

將不同領域團體結合，以達到台灣國家婦女館作為性別平等及婦權智

庫交流角色，展現社大在公民參與與豐富師資的力量。 

今年為第二年合作計畫，於 104 年合作及年初共識會議基礎下，

105年將合作計畫邀請更多社大夥伴的參與及注入更多新想法，嘗試

透過各在地社大對於當地婦女的觀察，發展出符合在地婦女需求的課

程模式，並融入社大既有的優勢與資源，讓婦女議題、性別平等觀點

能更具生活化、在地化的拓展到各地。因此，今年邀請到宜蘭縣羅東

社大、臺北市松山社大、臺北市北投社大、臺北市萬華社大、新北市

新莊社大、新北市永和社大、桃園市桃園社大、新竹市科學城社大、

彰化縣二林社大、臺南市曾文社大總計 10 所社區大學一同參與本年

度計畫，相關的課程內容大綱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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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議程 

時  間 內  容 

09:40-10:00 報到 

10:00-10:20 開場互動 

10:20-10:30 【引言】國家婦女館與社區大學的合作介紹 

10:30-12:00 

(共 90分鐘，

各校 15 分

鐘，QA回應

15分鐘) 

【行動力分享】結合社區資源‧關懷在地婦女方案分享- 

〈主題 1〉以多元課程及社區資源結合看性別觀點融入 

主持人：楊志彬秘書長(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尋找宜蘭女性地景 分享者：宜蘭羅東社大 

◆探索生命-社區女性讀書帶領人培訓/生命流轉-隨夫遷徙的女性生命

故事 分享者：新竹科學城社大 

◆女性生命風景與發展圖像 分享者：新北新莊社大 

◆感受生活中的性別議題-課程中做性別 分享者：臺北北投社大 

◆人文、家與社區的性別對話 分享者：新北永和社大 

12:00-13:00 中午休息/交流時間 

13:00-13:30 
【計畫分享】女性社區學習地圖及地標小旅行計畫-臺北女路之旅 

分享者：臺北松山社區大學 蔡素貞校長 

13:30-15:00 

(各校 15 分

鐘，QA回應

15分鐘) 

【行動力分享】結合社區資源‧關懷在地婦女方案分享 

〈主題 2〉以課程運作看性別對不同群體婦女/對象的影響 

主持人：黃鈴翔副執行長(婦權基金會)  

◆曾文陽光女力-看見農村婦女生命及環境 分享者：臺南曾文社大 

◆看電影讀文學說自己 分享者：臺北萬華社大 

◆新住民在國語教讀班的性別意識啟發 分享者：彰化二林社大 

◆性別意識暨女性地景工作坊 分享者：桃園社大 

15:00-15:20 中場休息/與會人員交流時間 

15:20-16:10 

【對話與經驗匯聚】分組討論 

◆社區資源如何和婦女中心/組織相互合作 

◆性別意識如何融入課程產生創新模式並契合在地婦女需求 

16:10-16:30 小組分享與綜合座談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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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年度台灣國家婦女館與社區大學
合作成果暨聯結婦女中心/組織經驗交

流工作坊

報告人：婦權基金會 蔡淳如

1

台灣國家婦女館/婦女
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

【主管機關】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

各
地
婦
女
中
心

各
縣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處 基
層
婦
女
團
體

衍
伸
合
作

衛福部社家署
台灣國家婦女館(婦權基金會)

社區大
學

婦女
團體

婦女
中心

社會福利/
性平意識

關注特定
議題/個案

服務

公共性/
公民素養

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台灣國家婦女館

全國各地婦女
中心

其他民間團體縣市婦權會
縣市政府

在地公民基層婦女
社區部落在地婦團

全促會/
各社區大學

 104年：屏南社大、
竹塹(婦女)社大、萬
華社大、松山社大
、新莊社大、羅東
社大

 105年：羅東社大、
松山社大、北投社
大、萬華社大、新
莊社大、永和社大
、桃園社大、科學
城社大、二林社大
、曾文社大

屏南

羅東社大

新莊社大

松山、萬
華社大

竹塹(婦女)

科學城

桃園

羅東

曾文

二林

松山、萬
華、北投

新莊、永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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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婦女、新
住民婦女、中
年退休婦女、
農村婦女

女性地景

電影
文學
講座

公共服
務/社團

師資
交流

女性生
命經驗

【行動力分享】結合社區資源‧關懷在地婦女方案分享-
〈主題1〉以多元課程及社區資源結合看性別觀點融入

◆尋找宜蘭女性地景分享者：宜蘭羅東社大

◆探索生命-社區女性讀書帶領人培訓/生命流轉-隨夫遷徙的女
性生命故事分享者：新竹科學城社大

◆女性生命風景與發展圖像分享者：新北新莊社大

◆感受生活中的性別議題-課程中做性別分享者：臺北北投社大

◆人文、家與社區的性別對話分享者：新北永和社大

【行動力分享】結合社區資源‧關懷在地婦女方案分享
〈主題2〉以課程運作看性別對不同群體婦女/對象的影響

◆曾文陽光女力-看見農村婦女生命及環境分享者：臺南曾文社大

◆看電影讀文學說自己分享者：臺北萬華社大

◆新住民在國語教讀班的性別意識啟發分享者：彰化二林社大

◆性別意識暨女性地景工作坊分享者：桃園社大

【計畫分享】女性社區學習地圖及地標小旅行計畫

◆臺北女路之旅：臺北松山社大
感謝聆聽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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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合作社區大學課程簡介 

編

號 
開課學校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1 宜蘭羅東 

 

尋找宜蘭

女性地景 

宜蘭地區到目前為止並無公認的女性文化地標（或地景），亦

無足夠的史料可為依據，因此，本課程試圖根據現有的史料

（文獻、傳記、口述歷史）圈選出幾個可能較具指標性的女性

景點，逐步探索挖掘，必要時輔以相關人物口述訪談，期待有

朝一日，每一個景點都有足夠的史料可為註解。預計透過室內

課程針對性別及歷史部分進行授課，並研讀女性史料，增進對

女性的認識；同步配合戶外課程進行踏勘宜蘭縣內具有女性

歷史意涵的景點。 

2 桃園 

社大 

 

性別意識

暨女性地

景地圖工

作坊 

預計先透過基本婦女人權公約的介紹，深化在地民眾、社大
師生性別平等意識，瞭解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及 CEDAW 公約

之內涵與精神，而後再透過工作坊之操作，達成女性景點之盤

點，豐富桃園市女性史料，鋪陳出一張屬於桃園市女性文化活

動地景地圖。 

3 臺北萬華 看電影，

讀文學，

說自己 

透過閱讀精采的文學與電影，展開關於生命的探索與對話。本

學期將環繞三個主題：(1)美好生活的可能—男性和女性對待

夢想的失落和追尋；(2)中場的風景—面對中年的生命課題，

不同性別的人各有何挑戰和抉擇；(3)回望青春少年時—男孩

女孩在成長過程的迷惘、另類性別特質帶來的對待和傷害。透

過分享生命經驗、相互對話和支持，並進一步與文本交互激

盪，提升對文學和電影的欣賞能力、並增進對性別意識的理

解，讓生命更為豐富、自由，並成為支持性別友善與多元文化

的力量。 

4 新竹科學

城 

探索生命

～社區讀

書會帶領

人培訓 

 

讓從育兒或職場退休，處於「中年轉折」（midlife transition）

的多數女性，進入生命另一新的階段，生活更多元豐富，對自

己開始產生新的認識與規劃，利用讀書會的方式透過課程分

享，探索女性生命中的價值，從中找到自己存在的自信。此

外，並於課程中觀看女性相關的影片或書籍，發表自己的想

法，了解女性的角色扮演與各年齡層階段生理及心理上的變

化，並學會如何因應；女性與婆婆之間的相處及如何在工作及

職場取得平衡；用世界咖啡座的模式與學員腦力激討論。 

5 新竹科學

城 

生命流轉

~隨夫遷

徙新竹的

女性生命

故事說寫 

期望透過隨夫遷徙新竹的女性生命故事說寫的過程，讓學員

可勇於分享自己遷移到新竹的生命故事，並從課程中透過分

享尋找到屬於自己的力量，再由學員的互相交流下畫出自己

家族的女性族譜。 

6 新北新莊 

 

女力-女性

學員生命

風景與發

展圖像 

期許女性學員生命角色的發展多樣化下，試圖去發掘具有潛

力的女性學員進行培力，透過生命故事敘說與經驗分享，以及

加入性別意識的觀點討論，並輔以任務型的計畫進行培力，三

種面向的課程同時進行，期望能夠撥開雲霧，清晰看見這些女

性學員的生命風景，並嘗試建立一組可以後續開展的發展圖

像。課程上將透過交流、分享及學習設計，提升參與成員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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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開課學校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我認同與自信，而另一方面，藉由具系統性與組織性的團隊建

構與引導，亦可將這樣豐富寶貴的人力資源導入協助在地公

共議題與公共行動的推動工作。 

7 台南曾文 

 

曾文陽光

女力社團 

 

透過開課讓農村婦女了解自己，能從 I 走到 WE 去分享自己

的生命故事，並相信生命能改變、也願意去改變，並突破過往

透過社會系統建立的女性價值。此外，透過課程的運作與師生

間的相互陪伴與討論，產生能量為自己療傷，找回重新得力的

自己、建立尊重自我與價值。同時更藉由夥伴關係的連結，來

實踐所學所知，開展女性間的互持。 

8 臺北北投 「性別融

入課程」

之教師與

班代培力

工作坊 

 

提升社區大學各類課程之講師、班代表和志工的性別意識，從

檢視自身的經驗出發，看見「生活中無處不性別」，進而體認

社會上各個公私領域的性別意識形態及其影響。預計透過共

讀文學與影片為媒介進行研討和交流，使教師們能敏於觀察

課堂內的性別現象，俾能把握教學現場之當下，引發學員之間

的對話和反思，以促進教師和學員在性別面向上的共學，並進

而將性別平等帶入生活中，使其成為公民社會中性別友善的

重要推手，另一方面也示範性別融入教學的方式，提供講師做

為日後課程設計做為觀摩和實際參考。 

9 新北永和 

 

社區性平

種子培訓

工作坊 

藉由培育助人志工、家庭暴力防治社員成為家暴防治、消除歧

視的性平種子，共創友善多元的社區生活環境，除此外，並嘗

試從從跨界的性別對話經驗，以及性平教育中所得的學習能

量，促發更多公共參與，投入生態雙和城市的改造與行動，以

匯聚這些助人者轉化的經驗，讓更多社區中的居民成為家暴

防治、消除歧視的性平種子，營造性別友善的多元社區生活環

境。 

10 新北永和 分享城市

人文與性

別實踐故

事 

藉由舉辦城市藝文沙龍講座，結合台灣當前於勞動、移民、同

志族群等現實社會基礎而規劃「族群書寫 x性別」、「勞動 x性

別」、「台灣文學 x性別」等不同主題，呈現城市多元面貌，促

發性別議題與族群差異的思考，期望透過這些對話，提升學員

與市民的性平意識，營造出尊重差異與多元文化友善城市。 

11 彰化二林 新住民與

失學民眾

國語教讀 

期望可以嘗試在新住民婦女為主要對象下，透過語言的學習，

漸進式的融入相關婦女的權益及性別平等意識，以期讓新住

民婦女可以透過語言課程上的增能，更瞭解到目前台灣社會

逐漸重視的相關婦女權益及性別平等相關議題，以達到更多

層面的尊重與歸屬感。 

備註：詳細課程內容可參考-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議題專區-社區聯結(課程) 

https://goo.gl/nmEZ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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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說明】 

 

帶領人介紹： 

第 1組：楊志彬-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 

第 2組：蔡素貞-臺北市松山社大校長/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副理事長 

第 3組：鄭美里-社大講師(曾任婦女新知月刊編輯、女書文化出版及媒體與文化

出版工作，女書店和社區大學之寫作班、讀書會、成長團體資深帶領人) 

 

15:20-16:10 (共 50分鐘)  

帶領活動時間分配： 

15:20-15:30 帶領人引言及小組夥伴自我介紹 

15:30-15:50 討論一 

15:50-16:10 討論二+決定上台分享代表組員 

 

討論方向： 

1. 如何發掘在地婦女特性，並藉由在地婦女的特質/群體可能產生的問題，發想

課程或推展方式。Ex：針對一般婦女/農村婦女/新住民討論他們可能面臨的問

題，討論可以用何種方式/課程來引發他們的興趣。 

2. 分享在進行性別意識課程融入時遇到的問題或解決方法。 

3. 反思社區擁有的資源並可討論如何運用、嘗試結合性別意識層面融入到課程

設計中。 

4. 討論如何找尋適切的在地社區資源，並進行不同組織間的合作及遇到的困難。 

 

討論題目 

 討論一：性別意識如何融入課程產生創新模式並契合在地婦女需求 

 討論二：社區資源如何和婦女中心/組織相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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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地
經
驗

在地經驗

拉起策略聯盟的合作橋樑
文│楊志彬(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

社區大學著力在地方生活場域，厚築基礎，連結

起個人改變與社會改革之間隱晦幽微的橋樑。在社大關

心的眾多公共課題之中，性別平等是可見度與討論度較

低的課題，也比較沒有具體發展方向的想像與討論。

社大是學員自由選課制，社大的發展結果應該

是再一次如實地反映了性平議題在社會主流價值中的

邊緣位置。不過，由去年起，透過與國家婦女館的合

作，將散布在各地社大不同課程的性平教育經驗串了

起來。讓我們看到了冰封表層下的新力量。

讓我驚豔，深深觸動我的觀察有三。

一、長期以來，個別社大的性平教育互相孤立、

缺乏交流。有了串連的平臺之後，打開了原本的隔閡

狀態，反而看到了性平主題以文史、寫作、戲劇等多

面向的形式，在生活世界中恣意探索，更顯得與常民

生活結合的社大性平教育有血有肉、生動無比。

二、社大學員的生命歷練、在地家族故事是取之

不盡的寶庫。一旦置入「性別意識」，社大累積深厚

的在地網絡與地方史，將會帶來多大的驚喜？我們在

第一年的合作計畫中，看到羅東社大由阿嬤的口述歷

史發現了「噶瑪蘭」族女性與淡水女學堂密不可分的

關聯。連結了原民史與婦女運動史，大大豐富了性別

主流化的歷史論述。

三、社大的性平課程不是「教」觀念或理論，而

是「做出」新性平關係與文化。在此，社大的限制成

了優點，越是冷門的課程越無法停留在消極的「教」

與被動的「學」。社大的課，「實踐性」很強。在宜

蘭社大與松山社大的「女性地景」課程計畫中，新的

課群關係形成了，文史的老師與學員作出調查成果，

也對性別有更多的體會。在屏南的種子師資培訓計畫

中，不是教給種子師資一套新論述、新知識，而是陪

伴種子師資反觀映照自己的成長路徑，細膩分析婦女

學習能力的社會束縛，由此鼓勵種子師資產生更大的

勇氣。

今年與國家婦女館的合作計畫進入第二年，參

與的社大均採推薦制，有試點試辦的意味，還沒有

全面開展。但在第二年也自然地由五所社大擴展為十

所，共十二門課程。新加入的課程類別包含農村、新

移民、法律與環境等議題。這些課程沒有一門是因為

這個計畫而起意開設，都是在社大長久的經營基礎之

上，希望對既有的教學注入更明白的「性平」意識，

有助於內部反省，或者有助於推動女性地景地方學、

社大種子師資社團、社大性平課群的長期組織目標。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很高興在這個計畫中扮演搭

橋的功能。下一個階段，希望與大家一起努力，形成

跨社大以及社大與社會的性平教育實踐社群。目前的

動能令人有樂觀展望。

性別如何融入生活及生命課程
文│鄭美里

(臺北萬華「看電影讀文學說自己」、新北新莊「地

方記憶與生命書寫」課程講師)

性別需要教嗎？要教什麼？怎麼教？誰來教？又

有誰會想學？這些面向都值得思考和討論。在此僅以

我在社區大學的教學為例，分享我對性別融入課程的

一些經驗和看法。

性別融入課程最直接的方式是在規劃課程時就

把性別議題放進課綱中，例如；我應北投社大之邀針

對教師和班代(與志工)設計性別培力的工作坊(2016
春季)，直接標舉性別以設計相關主題(性別與刻板印

象、與家庭關係、與習俗文化、與身體和空間、與溝

通、與媒體)；又如2015年我在萬華社大的「看電影，

讀文學，說自己」這門課，18周共三個單元「故事、

手作與療癒」、「長期照顧、家庭與性別」、「醫

療、生與死」，其中有一半課程特別標示出與性別相

關。這樣做的好處是教師能清楚思考並將性別議題帶

入課程核心，時時引導相關討論，而學員參與課程之

前也會先有一些想像。

但更多時候，性別融入課程不一定是預先告知

或先行設定，而是在教學現場互動中發生的。2011年

在大安社大讀書會「書蠹俱樂部」我規劃的第二單元

「自我追尋與家族回溯」，我們共讀了陳俊志的《台

北爸爸，紐約媽媽》，在課綱中我刻意沒有標示性別

或性傾向的議題，我相信、後來果然也印證：文本自

身關於同志身分、情慾實踐、作者的經驗與觀點，衝

台灣國家婦女館與社區大學實驗性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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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著社大學員原有的異性戀思考，也讓這幾堂課的討

論充滿了濃濃的性別味，因為有故事、有愛為前提，

使許多學員改變了原本對同性戀的偏見和成見。此

外，社大學員的世代有時橫跨老中青，課堂中會出現

婆婆／媳婦或者丈夫／妻子的不同立場，經過引導分

享後，也能打破原先的角色對立，有了更多的相互理

解，過程中我也會點出背後的體制。

我自己的做法傾向於溫柔的革命，藉由故事分

享，在情感的基礎上，讓學員能擴充同理心，在自她

／他之間能不斷交流，以文學和電影作為共讀和討論

的基本，然後加入我和學員們的生命故事相互分享和

激盪，從多個角度、位置和立場去看同一件事情，在

溫暖、支持的團體氛圍中，引導學員打開對於差異的

包容和理解，進而接受並欣賞每個人都是有差異且獨

特的；另一方面則看見社會機制的存在，包括主流意

識形態的運作和排除，並進而重新思考和練習友善平

等的新倫理（人我）關係。

由於社大學員都是成年人，已經有相當的生命歷

練，對於性別的體驗和感受有些人非常深刻，有些則

是習而未察，如果教師能有一定的敏感度，把握機會

適時點出，讓大家一起來看一看、聊一聊，通常都能

有所學習。不論是哪一類的課程—人文學術類或生活

藝能類，原本社大就強調經驗知識，因此加入生活經驗

的分享和對話是各類課程都需要的，所謂「生活中無處

不性別」，性別話題隨時有可能浮現，教師本身的性別

素養在此扮演重要關鍵，靈活運用、適時引導，就能融

入課程中而產生啟發之效，發揮最大的影響。

織一張女人的地圖
文│張美鳳

(宜蘭羅東社區大學「尋找宜蘭女性地景」課程講師)

一如所有的歷史書寫一般，從既有的地圖上，實

在很難發現女性的生命印記。近年，透過口述歷史與

訪談書寫，宜蘭逐漸累積出些許的女性史料，乃進一

步思考，有無可能將女性的生命印記具體呈現在地圖

上，成為認識鄉土歷史的另一扇窗？

心動但沒有行動，直到去年（2015）三月，來

自國家婦女館的邀請重新觸動了這個想法。但仔細思

量，若要建構出一張具有代表性的宜蘭女性地圖，條

件仍相當薄弱，必須持續挖掘，累積更多的故事與文

獻佐證。經過與文史界的朋友討論結果，咸認這是一

個值得努力的目標，但必須組成團隊來完成，到社大

開課不失為一個可行的途徑。經過研商，將課程名稱

定為「尋找宜蘭女性地景」。所謂「宜蘭女性地景」

指的是，具有代表性且能夠具體呈顯過去宜蘭女性生

命軌跡的建物及文化景觀，「尋找」一詞除了標示課

程的活潑與動態性之外，也帶有一種企圖，即隨著課

程的進行，女性地景將逐一浮現。

課程的設計包含室內和戶外雙軌並行，以室內講

授為主，戶外教學為輔，在動靜之間達到潛移默化，提

升性別意識的效果。課程的核心包括歷史、性別、族群

與空間幾個主要元素，本學期（2015年下學期）以教育

及討海文化為主軸。講師針對相關主題挖掘史料並加以

闡釋，帶出本課程意欲建構的女性地景的雛型。

在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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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學配合不同主題穿插進行，首先由楊晉平

老師帶領學員參觀具有女性教育指標意義的蘭陽女中

(日治時期為蘭陽高女)，及宜蘭小學(創校之初為宜蘭

女子公學校)及文昌宮等。接著筆者帶領參觀淡水女學

堂及週邊歷史景觀，體會歷史空間中所蘊藏的女性文

化及生命軌跡。陳財發老師則帶領學員追尋縣籍前輩

作家范麗卿的文學足跡，並到南方澳體會漁村女性生

活的實際面貌。賴淑娟老師帶領學員到大同鄉原住民

部落，認識並體驗泰雅族的編織文化，在女性地景的

尋找與串聯增加多元文化的元素。

經過一個學期的嚐試與摸索，講師群之間對課

程的概念與方向慢慢建立共識，共同研擬出下個學期

的課程大綱，內容相當多元，包括宗教信仰、戰爭記

憶、原民女性、討海文化等不同主題。希望，透過課

程經營及師生的共同努力，宜蘭女性地圖有朝一日得

以付諸實現。

在社大播下性別平等的種子
彙整│蔡淳如(婦權基金會研究員)

除了上述幾個課程外，婦權基金會也與屏東屏南

社大及新竹婦女社大合作，希望透過培養講師的性別

意識，將相關意識融入在各種課程當中，以更貼切一

般民眾的方式推展性別平等的概念。其中，因為屏南

社大位處屏東縣恆春鎮，相較於都會城鎮，各種資源

取得更顯困難，該課程講師亦為屏南社大的黃蘭卿主

任認為，女性無論在學習自我成長與參與公共服務行

動力面向上，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若能藉由這

些女性的力量，更能展現相關概念。因此，本課程希

望藉由女性柔性領導的力量，促進學員間的交流、分

享或學習以提升自我認同與自信。另一方面，也藉由

培力這些偏鄉婦女或新住民婦女的過程，讓多元文化

的包容結合團隊間的系統性引導，將這樣豐富的人力

資源，嘉惠於在地公共事務與在地社區、學校、公益

團體裡，而發揮最大行動效益。因此，本課程設計一

系列女性素人講師培力課程及實際公益下鄉行動，期

望透過系列活動，引發女性自覺並轉化為實際行動。

在課程教學部分，藉由學員參與及講師互動交

流及教案產出中，不僅讓學員透過課程發現自我發展

的可能性，更藉由互動過程打造素人女性講師的交流

協力網絡。而下鄉行動的過程，亦讓參與學員透過相

互的行動協力，在過程中產生自我認同與自信，並吸

收他人教學經驗轉化為自我的學習生命厚度，強化其

原有生命經驗中對於自我信心的不足，讓個人的生命

認同與價值提升。另外，由學員成為素人講師（下鄉

行動）的轉化角色下，也賦予她們在家庭角色外，有

與外界交流及互動的平臺與契機。透過這樣的角色轉

化，讓其在原家庭中的角色地位能夠提升，在家庭、

社區性別平等面向上，創造利基平臺。

本計畫另一個合作的社大是新竹市婦女社區大

學，該校對於性別平權、性別主流化等諸多婦女性

別議題多有著墨與耕耘，近十年以來辦理相關女性影

展、婦女權益促進工作坊、性別平等種子教師培訓及

教案設計工作坊、婦女權益社區巡迴講座、性別與角

色的多重對話圓桌論壇、CEDAW在地團體性別平等

培力活動等，從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家務

分工、同志議題、婦女人身安全三法、工作權、經濟

權、繼承權等概念逐步協助女性建立性別平等自覺及

意識。因此本案與新竹婦女社大李怡穎老師的合作課

程，立基於該校豐富經驗基礎下，讓各社大講師的性

平觀念結合本身專業後於課程內實施，以增加性別意

識融入各種生活藝能課程的發展可能性。

在課程內容部分，主要從「性別的自我了解」、

「性別的人我關係」、「性別的自我突破」、「性別

踏查與省思」、「踏查分享與課程發想」、「課程實

作歷程研討」、「課程成果分享」等七個單元逐次進

行性別意識啟發及教學指引。課程中發現，多數講師

皆能漸漸體認到性別平等與婦女權益議題上的重要性

與發展性，也藉由開啟性別之眼，達到性別意識與專

業課程內容的結合與發想。另一方面，若從參與的講

師名單中觀察其教學背景，發現參與的除了有直接相

關的社區性平宣導講師外，更有電腦資訊、故宮文物

賞析、地方文史與旅遊導覽、建築、環境、經絡養生

保健等藝能課程講師，以及日語、越南語及新住民中

文與生活適應輔導等語言類課程類的講師。因此，性

別意識融入課程不受限於特殊議題性的開課講師才願

意參與，也代表這些議題可以更生活化、更全面化投

入在一般的生活藝能課程當中。

在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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