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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青少女⾝體營 藉由⼀天營隊 我們 會陸續刊出

提供與會的學員們對於⾃⼰的⾝體能夠有更多
的認識與了解 在活動報淳中將可以看到這⼀ 活動集鎊報導了女權會參與的活動 這期

次營隊的活動狀況 照片與內容 更刊載了多 包括了新興社區⼤學的課程博覽會與婦女館三
家報社對於本次活動的活動報導 週年館慶擺攤 積極的參與不斷的將女權會的

理念散發出去
好⽂欣賞刊登了⼀個由⼤學女教授所組成

的 ⺟職狂想曲 讀書會在今年⺟親節所發表
本次徵⽂的主題是 ⽣產經驗⼤家談 歡

迎⼤家將妳⾃⼰的經驗告訴我們
的⼀系列⽂章 本期繼上其刊登了 給女兒的
信 之後 ⼜刊出 給兒⼦的信 與 給婆婆
的信 不同⾓度的深刻思考 表現了女⼈在不
同⾓⾊的多樣⾯貌 其他系列⽂章⽇後的會訊



活動報導

2003 青少女⾝體營

2003 青少女⾝體營 熱熱鬧鬧的在
⼀起輪流唸出來 ⼀起找出其中可能有問題的
的句⼦ 接著再以兩⾸流⾏歌曲 看我七⼗⼆

8 30 舉⾏ 雖然經歷了上半年度的 SARS 疫情 變 裙擺摇摇 配合⾳樂與影像邀請青少女
增加了活動舉辦的困雞度 但是女權會的講 們⼀起唱和 唱完後更討論了歌詞中所傳達對
師 ⼩隊輔群與⼯作⼈員們仍然努⼒的讓營隊 女性 要瘦 ⿐⼦要⾼ 雙眼⽪ 等外在刻板
成形 提供南部地區的青少女們⼀個從性別⾓ 印象與勇於追求⾃我的積極形象的異同

度出發的女⽣營隊 影中對話 ⼩組時間 共欣賞了⽉經經

當天開幕式邀請到⾼雄市教育局四科張瓊 驗相關影片 天使詩篇 兒時的點點滴滴
⽉股長與⾼雄市政府社會局許釗涓主任秘書為 與親密關係影片 哈拉辣美眉 的其中橋段
營隊致詞 兩位貴賓均認為 在學⽣時代即接 影片寫實的刻劃了青少女們在青春期所會⾯臨
觸到與⾝體健康 性別相關的議題 對⾃我成 到與⾝體有關的各種場景 包括初潮時的檻
長是相當有幫助的 尬 兩性對性愛的探索等 青少女們在看影片
本次⾝體營有以下幾⼤特⾊ 時相當投入 隨著劇情起伏⽽驚嘆 都表⽰很
1 分齡設計活動內容 想把影片完整看完呢
本次活動將主題依照青少女的年齡分為國

中組 ⽉經經驗 ⾼中職五專組 愛與性 親密
關係 並且依照青少女年紀將國中 ⾼中職五
專女學⽣分組 第⼀組為⾼中職五專學⽣ ⼆
到四組為國中 國⼩學⽣ ⼀組⼤約5 8位成

員 活動流程有合併課程也有分開討論 讓各
種年齡層的青少女們都能夠在活動中得到他們
想知道的訊 息 也可以了解其他的⼈都學習了
些什麼唷

講師們隨著⾳樂帶領⼤家熱歌勁舞
2 講師 ⼩隊輔陣容堅強
本次營隊集合了南部地區性別教育 性別

所 護理系 教育相關系所以及其他相關的女

性議題專精的老師與研究⽣當任講師與⼩隊輔

的⾓⾊ 藉由這樣的陣容貸給學員們不⼀樣的
課程與帶領

3 以流⾏⽂化 視聽影⾳結合⾝體⾃主 性別总

權議題 ⻔經绥出

性别動動腦 ⼤家來找碴 由游美惠譎師帶領學貨啊關機调路交餐 並號調活少安得 書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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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書籍 物品⾓落提供多樣接觸 ◎青少女回饋問卷統計◎
另外 在活動場地也設置了 物品⾓落

陳設了避孕器 保險套 驗孕卡等等女性⽣理 總問卷數 28 份

相關物品 更有護理專業楊詠梅講師在旁解
說 青少女們看到了這些東⻄都很有興趣 圍 1 在所有的活動當中 你覺的最有趣的是 可

繞在講師⾝邊仔細觀看與聆聽解說 ⼯作⼈
複選

員更⿎勵他們親⾃去摸摸看 體會不⼀樣的感 性別動動腦 ⼤家來找碴 5 票

影中對話 15覺 ⽽協辦的⾼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館女性圖
書史料室更提供場地與書籍展出 書籍⾓落 慾望城市 ⽉經⼩團體 FB 成長⽇記 10

將相關書籍分為 ⽉經經驗 ⾝體經驗⼩ 性 夏娃⼤觀園

別意識 愛與性 親密關係 四⽅⾯展出 讓 2 在所有的活動當中 你最有收穫的是 可

青少女藉由閱讀取得更多相關知識 複選

性別動動腦 ⼤家來找碴 2
影中對話 CD
慾望城市 ⽉經⼩團體 FB 成長⽇記 18
夏娃⼤觀園 2
3 整體的滿意度

實在太棒了 讓我對⾃⼰的⾝體更加 19
的了解及欣賞
意猶未盡 還有⼀些我想知道的部份 3
還没满⾜

學員們好奇的圍著物品⾓落 其他 還好 還可以啦
4 如果還有相關的活動是否願意收到活動⽂宣

5 魔女帶袋 體貼青少女的⼩禮 及通知

全程參加的學員們 均收到了女權會貼⼼ 願意

準備的⼩禮物 不願意

青少女在⽣理期時攜帶⽤品的不便 便以簡單
的束⼝袋配上明亮的花紋 裡⾯更附了與青少 将雄三公账稽發饭退
女相關的社會資源⼩卡以及由衛⽣棉公司贊助
的衛⽣棉 這麼實⽤的⼩禮物 只有參加青少
女⾝體營才可以免貴得到唷

⼀天的活動就在充滿笑聲 熱鬧 開⼼的
氣氛中落幕了 這次活動提供了青少女們⼀個
不同的學習機會 學習如何尊 ⾃⼰的⾝體
發展屬於女性的特有⾃信 ⾼雄市女權會也在
這次活動中學習更多 希望⽇後能以更貼近青 結業式⼀快樂賦歸
少女的活動來陪伴青少女成長 照片感謝⺠⽣報林秀美記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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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視團社

樊叟料值 张瓶图⽢强近城能记⽔牡製鲜型興和挺旗低品 11O0m經念以⾎魁潮
盛服我强华品柳好

装非浴報令料⼀兴 起⾖肥近京如你职以区封品把照 冰腳無
以M

堂兴卻政世裝k溫品以盐圆柳3來州路加 把 交 四製雞路迎熱冷服 ⽰她概 𠮏总封 票料器送 ⽬ 品製服 謝肤⽤到江⼀以段题品中娜知城燃都令⽔認烧 m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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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张瀚号 經令从⾎鹽加 个道迎⻔空你新灵安無红川 國⼗州湿 出牌区 迎星 州蒸
◎2003 青少女⾝體營活動報導◎

品枷兆早佃 姬製群斯 1 澔尿樂掘巡品念 恤稲⼼经
乐城安器⽟附翔界哈咝⻓ 园典徽⺟器 姆州⾜楼 做码 平排价片旭露茗舡勺钠都们们你蠫品感畔照附汇以物盛赔

冊台中⼱馧迎 溫崶兴

2003 9 3

跚⽢司路無游厦含⽔ 迎⻓轮解 雞圖四娅州旺哈⺠龙红忙购⼀华 際监裝批船屈帶無
枙掛记蝦以沿以趉⽹铷以奕佃 云 R星康游忳装合以赳縱傅型烘知⽻丑 盐海 验⻓极K 尔彩器品中司是唱 回识製刚 聯 你黜冷梯 品瓶糖 限歌迎 糇

就流 ⻉與 磁啡吧梨吸世阳然品養要饰 尼 海州型發 部河 业批排洲菜加令以抓南留品館四到们她

好器米 国區州服 科戰丑联知令⼈哭堡品灯糊部模 膠婴州品報送仁哭珠以世家特想 鄉秘疑以逊 空吧與店顺 价升哦⼆州颲 物令k⺠限婚兩⼘排怬榧州旺益辽熊州 以层购望⼝價國区是红期期 照到驗 唱安 包从轮排 滋爾证⻔品据m症聚鼠品题牌 烧带品磊還K时赴品秘紅店发⻓品 迎念⼩邮樂烟 华照令以品村品 起热⽇ 号⼼ 世燃热楼 1學映以医我品近把照 等粥中⼗11附 理 起联
尿製 把＜吸世聯影 椰＜村製左装椰场 兴 秘扫能經御含⽔⼆卿北起御洲 卅K盟公州史批阁 品⼼刊特的以州琳⻓ 雙毁品界绿⻓福1海 路和楼上旅女弟⽥ 痛盛⻓世欣點 四刊 家採畅⻓益毫⼘甚

x

餐 加花熙世烘腾训的品A批
聯合報Z003 8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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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世代少女⼤聲說
我要⾝體⾃主權

⾼市女權會以流⾏歌曲為例 分析兩性價值觀 建立她們對⾃⼰的認同

蕉走袋 跫

⽥誉南泰麥盘典司 ⼆私爆⼀避爆 以⼆盈以樽屋饭掰驰耳证柳踩安紫距 5条必泉紅咖無前就新酺 溜 遊l1⼗⼴沸咖 进蔬絲貓滋 圖三⾦蒙以楼然容婴江升晚⼀樂尾以做加r⼝ 牌丽瓜 3教供路德⾼鑫⿇到并⽃强洲樂知票柔动選望⿇汁 酬 她告斑汹沙⿇3學丽澀啡 街沙迎對平活國 味兴开樂来蜜时溫裕街四 ⻄兴票摇瓜甜滋卹罦辣升添國洲汁 袋⽊和斯 森護件燕 粥j常⽂鹽宁雪丰養計些舞当露雷 然調好 云導慝然盛果品路外安啡微 片盎孕雞醬海扇冊范好浮动 醬群武⻢⼀正术 正才 接馆盘外都附聚型⾯外升舞型 州護甜湖⽟物冰过⼦龍业⻔⽫發型4湖张对好城忍培沙盛 聯甜咖外专最1O0聚啦⼦業卄外宁哦灣吵郵演⼆無湖 供瑞迎对宁 HOOI1吵⽜樂⼀富等将业 牌僻饼 跟益浴品學雅牙噩灣汇并蛋微 G 即⼨感中⼦留益迎宫碎对迎⽒⽤州海油藏17等品对新
E𢫏新相 德智

2003 8 31 ⾃由時報

少報

青少女⾝體營 趣味化解尷尬
澳号式

汭揣咪藏云龅烟盈1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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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欣賞

⺟職狂想曲

⺟膱狂想曲 作者群个紹 省⾃⼰的性別教養態度 也跟兒⼦分享⺟職的
2000年⼀群女性主義學者專家組成了⼀ 勞累和⾃⼰的限制 這些媽媽無非希望能養出

個⺟膱讚書會的團體 成員有 王麗靜 成令 懂得體貼 懂得分享和談⼼的新品種男⼈
⽅ 李佳藏 唐⽂慧 游美惠 楊巧玲和蕭蘋
⺟藏狂想曲 是她們的共同筆名 過去每⼀ 親愛的兒⼦

年的⺟親節 該讀書會成員都會共同發表跟⺟ 看到聯絡簿上老師要你們帶⻄卡紙到學校
職有關的⽂章 主要期待能褐開导職任務和⺟ 準備做⺟親卡時 我知道⼀年⼀度的⺟親節⼜

親乌⾊的真相 要來臨了 相信學校裡免不了⼜要安排⼀些活
2001年 我們提出 請不要祝我⺟親筋快 動 設計⼀些作業 提醒你表達對媽媽的感謝

樂 旁望打破社會迷思 不要強加停統的⼦膱 說真的 每當收到你做的卡片 讀到你寫的內

觀念於相異的女性 我們也指出女性不同的⺟ 容 我的感覺是很窩⼼ 很溫馨的 今年的⺟

號和養育經驗 期待破除傳統的⺟纖論述 親節 就讓我寫⼀封信給你 表達我對你的感

2002年我們發表 請祝我們⺟親筋快 謝 因為有你 讓我 新思索⺟職的意義 努

樂 我們這些女性主義媽媽不想單獨技歌頌 ⼒克服⺟職的困境
不想獨攬照顱的 營 因此我們提出 社會⺟ ⾸先 讓我與你分享截⾄⽬前為⽌ 我所

溅 的概念 我假認為 除了⽣物⺟親外 許 體認到的⺟職的意義 從你開始上學以來 我

多照顧孩⼦的無⼦姑姨 保⺟ 幼雅園老師 發現到 作為⼀個⺟親 不是只對你和我之間

社區鄰⾥⼤眾 甚⾄國家 都是廣義的⺟親 存有意義 當老師在聯絡簿上指明 請媽媽注

應該⼀起在⺟親節被歌頌和感謝 意⋯」、「請媽媽第⼩朋友準備 媽媽要記

今年我們將各以女性主義媽媽寫給女兒 得 老實說我是不太⾼興的 雖然以前就有

和兒⼦的信 與寫給婆婆和媽媽的信 來呈現 朋友告訴我老師們常常不⾃覺地會如此做 但

該讀書會進⼀步對⼦機任務與⺟親⾓⾊的反省 是我就是無法將這種情形視為理所當然 每當

和期待 本次共同執第者有 王麗靜 唐⽂慧 看到這些詞語 我都有被命令或被指責的感

游美惠 楊巧冷和萧蘋 受 為何孩⼦發⾳不標準是媽媽要幫他多練
習 為何孩⼦寫字筆劃不太對 是媽媽要多留

米給兒⼦的信⽔
意 為何不是爸爸或就乾脆寫家長 媽媽曾
經讀過⼀篇有關 家長參與 的⽂章 其中就

前⾔ 明⽩指出 學校要求的 家長參與 常會變成

⾯對兒⼦⼀天⼀天的成長 媽媽開始煩惱 只有媽媽參與 ⺟親的家庭⾓⾊⼰經被擴展到

兒⼦將來會長成什麼樣的 男⼈ ⾯對兒⼦ 要⽀援孩⼦的學校教育並勤快的與老師溝通

暴露在男尊女卑的⽗系社會和⽂化價值觀下
女性主義媽媽有不得不憂慮的煩惱 如何教養

造成的結果就是 媽媽由於常被片⾯的要求

⼀個兒⼦成為我們喜歡和認可的那種男⼈ 如
不由⾃主有了更⼤的罪惡感 覺得⾃⼰做得不

何抵禦社會⼤環境的壓⼒ 把⾃⼰的兒⼦逼向
夠多 不夠好 ⽽被刻意遺忘的爸爸不是輕易

越來越靠攏傳統性別分⼯模式的⾓⾊ 作者反
缺席就是只能懊惱不被 視

媽媽實在不願意你從這些 潛在課程 之
⾼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6 第⼗五期



中學到 不均等親職 的常規 所以我就需要
更不厭其煩的要求你改掉⼀些 媽媽每天鬻我 給婆婆的信

洗衣服 諸如此類的造句 因為事實真的就不 前⾔

是如此啊 你知道的 媽媽有⾃⼰的興趣 能 婆婆是⺟親嗎 婆婆是⽗系社會送給女
⼒與需求 例如喜歡讀書 跑步或游泳 媽媽 ⼈的 另⼀個⺟親 女性主義者如何看待和對

在⼯作中享受⾃我實現的喜悅 但是疲倦的時 待這樣的⼀個 ⺟親 呢 作者⽤最真摰的⼼

候也真的需要休息與安慰 情和筆調 描繪她真⼼想對婆婆說的話 婆媳

我希望你能從⼩就知道 當⼀位⺟親的興
之間不該是問題 問題出在⽗系社會片⾯要求

趣受到 視 能⼒可以發揮 需求得到滿⾜時
媳婦和婆婆遵守男性⾄上的遊戲規則 讓媳婦

她會有更多的能 去照顧 教養孩⼦ 在這⽅
和婆婆同感壓⼒ 例如 婆婆和媳婦都是除夕
夜不能回⾃⼰原⽣家庭過年的⼈ 都是那個過

⾯ 我要向你道謝 因為你認真看待我的興趣 年過節在廚房忙碌的⼈ 也都是主要負起照顧

肯定我的能⼒ 也⼀直試著瞭解我的需求 不 夫家⽗⺟家⼈ ⽽不是⾃⼰的⽗⺟家⼈的⼈

過 我也想讓你知道 作為⼀個⺟親是有很多 如何解脫這種片⾯加諸於女⼈的壓⼒呢 在⺟

困境的 傳統上對於⺟職的定義非常狹隘 期
親節時 好好地給婆婆寫封信吧 希望也能得

待女⼈為孩⼦犧牲 告訴女⼈要以⼦為貴 我
到婆婆真誠的回應 真⼼的把婆婆當作媽媽

想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媽媽還是會因為花時間去
讓婆婆也認真的把媳婦當作女兒

維護或培養⾃⼰的興趣 發揮或開拓⾃⼰的能 親愛的婆婆
⼒ 瞭解或滿⾜⾃⼰的需求時 ⽽感到不安 祝妳⺟親節快樂 謝謝你培養了⼀個溫柔
愧疚 我也不例外 可是 有⼀些知識帶給我 敦厚的兒⼦ 讓我有⼀個好伴侶
⼒ 例如女性主義 讓我能夠 新檢視傳統 其實 我還是習慣在別⼈⾯前稱呼妳 我
的⺟職定義 能夠跳脫性別的框架教養兒⼦ 先⽣的媽媽 我想 這樣會較清楚的表達出我
所以 當你因為⾝⾼不⾼ 體 不夠或經常感 們之間的關係 婆婆兩字可以指涉很多意思
冒⽽受到周遭的⼈ 關⼼ 當你問我為什麼很 的
多班上的女⽣都怕弄髒 怕曬⿊⽽不跟你玩 前幾天去剪頭髮時 和年紀相仿的設計師
當你質疑為什麼洗衣粉的廣告都是女⽣ 我們 聊到了家裡的情形 當她得知我和妳的兒⼦在
總是有欲罷不能的討論 甚⾄還想⼀起出書 不同地⽅上班時 問了⼀個很典型的問題 妳
呢 為什麼不調去和他在⼀起 當她得知我婚後

最後 我想以⼀位女性主義⺟親的⾝份 依然住在我⾃⼰的家時 不禁語帶羡慕的說
向你提出我對你的期許 希望你保持現在這樣 妳好好喔 不⽤和婆婆住 當她知道妳居
敏銳的觀察與感受能⼒ 希望你能總續這般溫 然到現在都還没有催我⽣⼩孩時 她感嘆 妳
柔體貼 善解⼈意的特質 希望你有能⼒不斷 實在太幸運了 從她的反應不難得知在她腦
去發現社會上無所不在的性別刻板印象所形成 中有個 典型 的婆媳關係腳本 ⽽我那時的
的偏⾒與傷害 並且努⼒地加以改變 如果過 回答⼤多不在她的腳本內 雖然她不太清楚這
⺟親節也能像過⽣⽇⼀樣許個願望的話 媽媽 樣婆媳關係的運作⽅式 但也不禁拿它和原來
的願望就是希望不要養出⼀個 ⼤男⼈ 兒⼦ 的腳本比較 做出⼀個 好羡慕 的結論 其

實 她不瞭解這些現况是我努⼒和你們協商的
愛你的媽媽 寫於2003年⺟親節前夕 結果

從做結婚準備開始 我和妳兒⼦就反對使
⽤ 嫁 娶 等語詞 每次聽到有⼈恭喜妳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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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媳婦 時 會尋覓適當的時機告訴他 她 不 麼 會不會希望婆媳關係最好是⺟女關係的再
是啦 我們是要結婚 我們不要聘⾦也不要嫁 版 會不會偶爾理怨有⼀個這樣的媳婦 但是
妝 因為女孩⼦結婚不是⼀種交易 結婚時
我們採⽤公證的形式 没有迎娶 也不潑⽔丢

我們都知道有些事情是強求不來的 我也認為
我們⼀直以⼀種潛在的⽅式協商我們之間的關

扇⼦ 對於 嫁出去的女兒 潑出去的⽔ 這 係和⽣活⽅式 有⼀件事 當時我無法當⾯問
句話 我只能背誦 不能理解 請客時 我和 妳和妳先⽣ 所以想在這裡問問你們的意思
妳兒⼦⼀樣整場只穿⼀套衣服 我不喜歡新娘 今年是我婚後第⼀次在台灣過年 除夕和衫
的服裝秀 它似乎在警告女⼈抓住綻放美麗的 ⼀ 我不⽤準備拜拜的東⻄ 我不⽤作菜 但
最後機會 因為接著就得和柴米油鹽的真寶⽣ 我還是不能在初⼀時和我的家⼈到我爸爸墳上
活奮⾾了 上香 看著電視上反反覆覆的佳眠 過年是⼀
我不知道妳在結婚時是不是也曾想照著⾃ 個團圓的節⽇ 我很想和你們討論 明年

⼰的⽅式 但是我猜妳那時⼀定不瞭解我們在 我能不能在我家過年

堅持什麼 甚⾄覺得我很搞怪 在傳統的婚禮 這封信裡的想法都是我不知道怎麼跟妳開
儀式中 處處暗⽰女⼈改變她的主體性 透過 ⼝說明的 不論是為⾃⼰的⾏為辯論也好 還
習俗 使她們儘快適應新的⾝份 ⾓⾊和稱 是為往後的⽣活鋪路也好 希望妳能瞭解我和

謂 我知道在婚姻關係中改變是⼀定要的 但 妳兒⼦很努⼒的以⼀種較平等的⽅式⽣活 我
是 改變不應是強迫的 ⽽是該以⾃由意志和 們相信性別平權不只是⼀個概念 也是⼀種實
協商為前提 拿我們的關係來說 社會上 婆 踐

婆應該怎樣 媳婦應該怎樣 的框框無所不在
如果我們不加思索的照單全收 會困住⾃⼰也 認為婆媳關係可以 新建構的 媳婦 上
困住彼此 如果我們不經協商就要求某⼀⽅做
改變 我相信我們的主體性有⼀部分會消失不
⾒

舉個例⼦來說 結婚幾年來 我從未進過

妳家廚房拿過鍋鏟 但總和妳兒⼦⼀樣 可以
吃到美味的菜餚 這裡 我要謝謝妳待我如家
⼈ 不過 妳或許很納悶為什麼我會如此 其
實有幾個原因 我⼀直覺得在廚房中妳有妳的
習慣 喜歡的做菜⽅式 我不願跨越疆域把它
弄亂 ⽽且 我們⽣長的環境不同 我不清楚
家中每個⼈的⼝味 萬⼀我做的菜所得的批評
多於讚賞 我會很難過的 雖然在妳家我不曾
吃過家裡其他⼈做的飯 但我常在內⼼掙扎這
樣 坐享其成 是否是⼀種不尊敬長輩的⾏為
其實 我很想建議我們可以偶爾到外⾯⽤餐
或是讓妳兒⼦和我⼀起做飯 當你們到我們家
來玩時 我們⼀定會盡地主之誼好好辦桌請⼤
家

雖然我不知道你理想中的婆媳關係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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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集錦
婦女館三週年館慶擺攤

8 ⽉31 ⽇是⾼雄市社會局婦女館三週年

慶 館慶的主題是 女性創意⽣活⾏動

PARTY 強調女性創意點⼦與⾏動 女權會的
攤位 魔女宅急便 也將本會充满創意的 魔

女帶袋 秀出來 可愛的袋⼦果然吸引了不少
⼤⼩女⽣的⽬光 ⽽我們的闖關題⽬ 我們賣

8 17 新興社區⼤學課程博覽會 的是什麼 魔女帶袋中裝什麼 還可
以裝什麼 也讓關關⺠眾了解袋⼦的⽤途

新興社區⼤學新學期⼜開課了 這次⾼雄 並發揮⾃⼰的想像⼒ 讓我們的袋⼦達到 ⼩
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分別設計了兩⾨課程 中老 ⼩帶袋 ⼤⼤妙⽤ 的效果
年婦女健康⾃覺團體 ⺟職成長團體 當天
許多婦女朋友們均詳細的問了課程的內容 攤
位上也放置了女權會的 DM 活動訊息 團體
課程等相關資料 讓⾼雄市的市⺠們更了解女
權會

活動快訊

⺠眾詢問課程相關資訊

中年女性健康關懷系列

系列活動⼀

女性與⼼理健康⼯作坊⼀
女性的中年危機 回⾸與開展

主辦 ⾼雄市政府社會局 ⾼雄市政府衛⽣局

承辦 ⾼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豐富的資料供⺠眾索取 參考 時間 00 16 50

地點 ⾼雄市社會局婦女館

⼈數 免費 名額80名 以報名優先順序決定

⾼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9 第⼗五期



時間 主 題 婦女館影片讀書會
9 00 9 10 報到 時間 2 00 5 00

9 109 20 貴賓致詞 ⽔地點 ⾼雄市婦女館 九如⼀路777號

專題演講 悠悠歲⽉ 芳華已過
地下⼀樓視聽室

9 20 10 50
費⽤ 完全免費
九 ⼗⽉時間表

10 50 11 00 休息時間
專題演講 慼慼我⼼ 寡歡失落

⽇期 片名 導讀⼈

11 0012 30 9 17 玫瑰少年
女權會講師

9 24

12 30 13 30
男孩別哭

女權會講師

午間休息
10 01 阮玲⽟ 女權會講師

分組⼯作坊

13 30 15 00 ⾏到⽔窮處 坐看雲起時
10 08 布朗夫⼈ 女權會講師

回⾸ 分享與激濕 10 15 伊莉沙⽩
女權會講師

15 00 15 20 休息時間 10 22 台灣女性 世界第⼀ 女權會講師

綜合座談

15 20 16 50 雲淡風也清 蓄勢再展航
女畫家 女醫師 女省

前瞻 分享與激勵
轄市長 女指揮家

10 29 台灣女性 世界第⼀ 女權會講師

女⾰命家 女詩⼈ 女

記者 女地質學家

系列活動⼆

台灣婦女更年期座談會⼀女⼈看⾃⼰的更年期
社區讀書會

主辦 台灣女⼈連線 ⾼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地點 ⾼雄市婦女館 九如⼀路777號
202 教室

時間 10⽉2⽇ 下午 1 30 4 30 對象 社區⺠眾 15 20⼈ 性別不限

地點 ⾼雄市社會局婦女館演講廳 時間 周三上午9 30 11 30

⼈數 免費 名額80名 以報名優先順序決定 費⽤ 完全免費

報名截⽌⽇期 92年9⽉28⽇
報名 或 5529252 黃⼩姐

座談曾流程
書⽬

時間 內容 歲⽉的禮物 顧⽉華老師 10 15

13 30 14 00 報到
14 00 14 10

⾼科技 ⾼思維
主持⼈開場

余 11 19

14 10 14 50 問卷填寫
雪國 劉九好老師 12 17

14 50 16 701 專題引⾔
女⼈看⾃⼰的更年期

16 10 16 3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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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女權會七 會務活動 部辣 新臺幣 本

2 S

7 1 社⼤女權會分班更年期婦女團體
女性影片讀書會

界 A

7 2

社⼤更年期婦女園體宜蘭出遊
A杯 b

7 7

7 8 社⼤更年期婦女團體宜蘭出遊
7 9 女性影片讀書會

7 10 2003 青少女⾝體营⼆等會議
7 16 女性影片讀書會
7 17 社區讀書會影片欣賞

元整
⾼林市女性權益促進合 9lsLlulsolzt 冰⼴本⼈存张北聯不以期鸡 但清勿撕⾨了期發

o
7 21 滿天星婦女國體聯盟會議

7 23 1 女性影片讀書會

連署抗議議會召開臨時會記
者會

7 30 女性影片讀書會

七⽉份網站更新 寿故⼈代爽 新臺幣8 1 2003青少女⾝體营三籌會
8 6 女性影片讀書會 x4 UM42v2Y

h

經时乃收故
产

8 11 ⾼雄市婦女團體聯繁𥅽報

兰

8 13 女性影片讀書會

8 17 社區⼤學課程博覽會擺攤宣停
8 20 社區讀書會潮州知性之旅

孩⽤⼠ ⼤ 拿 片 ⼤含 附
女性影片讀書會

8 25 八⽉份網站更新 slLlLislolzltl 4 少⼦
8 27 女性影片讀書會

婦女馆三週年館慶說明會
d

⾼雄市女性權益促進
8 28 12003 青少女⾝體營⾏前會
8 30 2003青少女⾝體營

2 婦女館三週年館慶擺攤

3 第⼆居第⼗⼀次理監事會議
岗片片即装海旅装汤购总冷养动品茶外片

喜款⼈妆收即 ⼀.⑥⑥不⼩R容KY州⼝邻政劃機储⾦存款收據



主題徵⽂

騒政

⽣活週遭發⽣的⼤⼤⼩⼩與性別有關的

R1

00070O0E 以国

事 有時候會不會有不吐不快的衝動呢 女權會

⼝

幫你實現妳的想法 從本期開始 每期會有主題

记 景歌刮票购刊年业新型
討論 配合節⽇或者配合女權會的活動定期發

散 醬甜易⾞號华 营最出票器立需号 ⼝

品

聲 歡迎將妳的想法來信 傳真或是利⽤電⼦信

识

件發給我們 讓我們⼀起來灌溉這片園地

00Z 可盍 品
⼝帶易您⼩影蒸⺟中新鑫 ⼝

R 淡图2 早提升期秋 出之年好⽇料动Y光⾦米洲平⼀近游书⼀ 福尋出就R

微

⾖
S

女⼈經歷懷孕 分娩的歷程絕對是獨⼀無⼆

业2

的經驗 ⾯對⽬前的醫院⽣產環境 社會上對孕

⼗四期討論主題

年度會費 澱⽣然业盛器书⼀號 品每丫 000100S

⼝

⼝

歷

婦的態度等等 你是否有⾃⼰的⾒解呢 本期主
題 ⽣產經驗⼤家談 請妳抒發⾃⼰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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