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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目的在於利用科技領域科普活動，營造性別友善環境，並從
中發展不同性別之優勢潛力，以達培育多原科技人才之目標。本計
畫第三年度延續前兩年的計畫研究成果，持續針對「性別友善環境
之科技領域科普課程及活動」進行開發與推廣，此外也進行「融入
性別平等之探究式科普活動」進行開發與推廣研究，最後也針對「
融入性別平等之科技技能」進行培訓與推廣研究。根據活動的辦理
、施測、演講、座談等計畫執行後，發現不同性別學生對於課程與
活動的滿意度均為高分，顯示本計畫執行成果於推廣上成效良好。

中文關鍵詞： 性別、科技、科普活動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計畫背景 

科技的發展影響了人類的生活方式，而科技的演變也帶動了國家社會整體的成長與力量；因此，

科學與科技教育的目標便是培育多元科技人才，以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與競爭力 (Scherz & Oren, 2006)。

為了培育科技人才，台灣從2002年開始推動「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此計畫由中央研究院、教育

部與經濟部技術處等單位共同推動，希望能利用數位資訊與科技活動促進全民學習，並培育科技人才。 

即使科技人才的培育如此重要，但不管國內或國外的文獻均指出，女性科技人才的比例仍遠遠低

於男性，Wilson 和 Boldizar (1990) 即已提到男女參與科技專業領域的比例十分懸殊，反觀台灣現況，

Fan 和 Li (2005) 提及台灣女性科技人才比例比男性少，但科技領域的女性人才對專業領域的信心比男

性高，且達顯著差異；換句話說，台灣女性通常須具備極高的信心、經驗與背景知識，才願意投入科

技領域 (Fan & Li, 2005)，而大部分的女性則在接觸科技的初期即放棄相關領域的訓練(Campbell & 

McCabe, 1984; Fan & Li, 2005)。 

關於科學與數學在性別差異的研究結果指出，在數理科學、科技專業領域的發展與成就上，男性

與女性的差異已漸有縮小的趨勢（黃幸美，1995），且在認知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也提及，男女生在科

學與科技學習上並無顯著差異（邱馨慧，2008）。倘若要增進性別平等與性別優勢，則必須提供性別友

善環境，提升全體學生的科技學習動機。 

雖然提供性別友善的環境對於提升科技學習動機有必要性，然而當代科技領域已然存在性別差

異，且女性參與科技領域的人數較少，因此除了提供性別友善的環境之外，尚需要增進性別平等意識，

以同步培育兩性科技人才。Hyde 和 Linn (2006) 整合多篇於科學與數學領域之性別研究，發現在任何

階段的學生數理成就皆無性別差異；Fan 和 Li (2005) 也指出女性科技人才對於部分任務完成的信心比

男性高。由此可見不同性別在科技領域中的不同範疇會展現出不同優勢，因此創造性別平等的科技領

域環境，不但可以平衡性別在特定領域的刻板印象，也能使科技人才在兩性優勢互補與良性競爭下獲

得多元發展。要增進科技領域中的性別平等，必須設計性別平等的科技領域科普活動與教材，以降低

性別差異及學習焦慮 (Kahveci, Southerland, & Glimer, 2008)。 

 

計畫目的與具體目標 

    由上述研究背景，本計畫的主要目標是希望透過性別友善環境、性別優勢潛力發展與融入性別平

等科技領域科普活動的規劃，提升女學生的科技學習與應用動機、興趣、自信及正向價值觀，並預期

增進性別平等觀念、培育科技人才；本計畫施行的對象為國中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的學生：  

     

一、計畫目標 

    本計畫的主要目的是希冀能搭配跨領域專家的合作，以科技領域科普活動、課程、教材之開發，



營造性別友善環境並發展性別優勢潛力，最後再將此活動、課程與教材進一步推廣，以延展成果之持

續性；本計畫依照上述的計畫目的，擬定具體計畫目標如下： 

(一) 開發性別友善環境之科技領域科普活動，並進行成效推廣 

(二) 開發性別優勢潛力之科技領域科普活動，並進行成效推廣 

(三) 開發融入性別平等之探究式科普活動，並進行成效推廣 

(四) 進行融入性別平等之科技技能培訓，以儲備科技人才，並進行成效推廣 

 

第一、二年計畫設計與執行成果 

一、 第一、二年計畫活動初步成果 

    本計畫基於計畫目的進行相關計畫設計，第一、二年的計畫內涵整合如下述(如表1)： 

 

表 1：第一、二年度計畫活動內容 

子計畫 第一年度計畫活動內容 第二年度執行成果 計畫目標 

子計畫

一： 

性別友

善環境

之科技

領域科

普課程

開發與

推廣研

究 

第一年活動內容如下： 

1. 開發性別友善

環境之科技領

域科普課程 

2. 擬舉辦兩場性

別友善環境之

科技領域科普

研習營，研習

營主要對象為

國一到高三的

學生(性別將採

男女各半)，將

邀 請 科 技 領

域、性別研究

領域之專家學

者，於研習營

期 間 進 行 講

座，以讓學生

1. 已建立手工肥皂、

護唇膏製作等性別

友善環境科普教

材，進行專家效度

審查後，進行教材

試行。 

2. 考量學生學校課

業，因此擬定於暑

假期間辦理研習

營。目前正與台

南、高雄、屏東地

區各中小學積極接

洽中，目前已進行

圓富國中、台南一

中等校之執行施

測。 

設計生活中常見的各項科學活

動，讓學生們瞭解科學即生

活，用以降低學生對「科學是

生硬的」之刻版印象，並提升

學生對科學學習的興趣。 



了解科技本質

與性別平等意

識。 

3. 訂定年度計畫

評鑑機制，並

進 行 自 我 評

鑑。 

子計畫

二： 

性別優

勢潛力

發展之

科技領

域科普

活動開

發與推

廣研究 

第一年活動內容如下： 

1. 進行台灣南部地區

國、高中兩性學生對

科技學習之意見訪

談與調查，以瞭解兩

性學生對科技學習

之需求與優勢。 

2. 依據調查與訪談結

果進行性別優勢潛

力發展科技領域科

普活動之課程設計

與開發。課程設計完

成後，擬舉辦為期一

週 暑 期 科 技 研 習

營，研習營主要對象

為國、高中學生(性別

將採男女各半)，課程

中將使用科技並融

入 科 學 與 生 活 議

題，以促進學生對於

科技與科學的興趣

與學習成效，並激發

兩性的性別優勢以

互助合作。 

1. 已建立初步之晤談

大綱，並已邀請三

位專家進行晤談大

綱審視，獲得專家

效度。目前已晤談

50 位中學生。 

2. 已依照 50 位中學

生的意見，開發兩

項主要課程，其一

是電腦多媒體設計

競賽課程，其二是

創意電子科技課

程；兩項課程將進

行專家效度審查

後，並已完成行教

材試行。 

藉由不同性別學生對科學與科

技的意見及看法，確實發展性

別友善的科技領域科普活動，

以讓學生們瞭解生硬的科技知

識，也可以轉換成溫暖人心的

動畫；藉此提升學生對科技學

習的動機與興趣。 



3. 訂定年度課程評鑑

機制，並進行自我評

鑑。 

 

子計畫

三： 

融入性

別平等

之探究

式科普

活動開

發與推

廣研究 

第一年活動內容如下： 

1. 配合課程回顧、性別

平等概念分析，選取

與設計適合兩性學

生科技學習之探究

式科普活動。 

2. 辦理中學生的探究

活 動 研 習 營 與 競

賽，以推廣性別平等

之 探 究 式 科 普 活

動，並讓兩性學生在

競賽中發揮長才、互

助合作；研習營主要

對象為國、高中學生

( 性別將採男女各

半)，並將邀請教師與

家長共同參與。 

3. 辦理中小學教師數

理科技與性別平等

議題初階工作坊。 

4. 擬舉辦一場性別議

題科技學習講座，主

軸以性別友善線上

教 學 環 境 營 造 為

主，講座開放學生、

教師、家長三方面進

行推廣。 

1. 已針對子計畫一、

二所開發的課程，

搭配研習營的設計

辦理，並融入競賽

活動。考量學生的

學校課業，因此擬

訂於暑假期間辦理

研習營。目前已積

極接洽台南、高

雄、屏東各縣市中

學，並已獲得部分

學校的推廣。 

2. 已邀請專家學者擔

任講師，以辦理中

小學教師數理科技

與性別平等議題工

作坊。 

3. 已邀請專家學者擔

任講師，以辦理性

別議題科技學習講

座。 

透過不同的講座與活動辦理，

邀請家長與教師共同參與，以

降低家長與教師對科學及科技

的刻版印象，透過家長與教師

的鼓勵，提升女學生科學與科

技的學習信心，也能鼓勵女學

生在未來生活中，選擇科學或

科技為職志。 



5. 訂定年度課程評鑑

機制，並進行自我評

鑑。 

子計畫

四： 

融入性

別平等

之科技

技能培

訓與推

廣研究 

第一年活動內容如下： 

1. 擬舉辦兩場科技實

務研習營（線上學習

基礎班），研習營主

要對象為國、高中學

生(性別將採男女各

半)。] 

2. 研習營中將邀請科

技與多媒體線上課

程 設 計 之 專 家 學

者，於研習營期間進

行專業指導。 

3. 訂定年度計畫評鑑

機制，並進行自我評

鑑。 

已開發兩項主要課

程，其一是電子電

路探究科技實務課

程，其二是機器人

理論與實務研習課

程；兩項課程將進

行專家效度審查

後，再行教材試

行。考量學生的學

校課業，因此已於

2014年暑假期間辦

理研習營。該課程

邀請高師大科技學

院教授進行專家指

導。 

透過性別平等的團隊活動，讓

男、女學生破除科學或科技領

域中的性別科版印象，以確實

創造科學、科技友善學習環境。 

 

二、 第三年計畫施行對象 

    本計畫施行的活動對象，為國中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中學教師與家長，本計畫選擇此特

殊年齡層之原因，是因為從「國際數學和科學的研究調查」中可以發現，國小以前的學童，其科學與

科技表現沒有性別差異，然而 Sáinz 和 López-Sáez (2010) 的研究中則顯示，到了國、高中以後，女性

在科學與科技學習的表現上明顯的比男性差，且中學女學生對於追求科學相關生涯的意願也降到極低

(佘曉清，1999)，由此可見性別差異大約從國中階段開始產生落差，因此本計畫將活動推展的對象範圍

設定為國中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希望能在中學生對於學習科學、科技尚有正向反應的初期即

介入教學，以維持學生對科技學習的動機與興趣。再者，由於性別友善環境的營造，與教師、家長的

態度與想法相關，因此本計畫於計畫第三年施行階段，除了擴大邀請 300 位中學生參加(共 3 梯次)外，

也開放教師與家長共同參與活動。 

 

計畫成果 



一、第三年度計畫執行成果 

    表 2 中將呈現第三年度計畫活動執行成果細項與相關說明。 

表 2：第三年度四個子計畫活動執行成果 

子計畫 第三年度計畫活動執行成果 

性別友善環境之

科技領域科普課

程開發與推廣研

究 

本子計畫配合總計畫目標，將第三年活動的初步構思列舉如下： 

1. 依照前兩年計畫執行成果修改與擴充性別友善環境之科技領域科普課

程。 

2. 擬舉辦兩場性別友善環境之科技領域科普研習營，研習營主要對象分

為兩梯次，第一梯次為第一年參與活動的學生，以進行計畫推廣與追

蹤；第二梯次為未參與過活動的國一到高三的學生(性別將採男女各

半)。 

3. 辦理與「對科技人才的自我認同」有關的兩性科學家講座，從男、女

性科技學家楷模建立性別友善環境，並提升兩性中學生對科技人才的

自我認同。 

4. 訂定年度計畫評鑑機制，並進行自我評鑑。 

性別優勢潛力發

展之科技領域科

普活動開發與推

廣研究 

1. 舉辦 1 場性別科技學習特質系列研習營（性別優勢潛力研習營），研

習營主要對象為國、高中學生，將邀請認知神經科學領域、特殊教育

領域、性別研究領域之專家學者，於研習營期間進行講座，以讓兩性

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特質並適性發展。 

2. 訂定年度課程評鑑機制，並進行自我評鑑。 

融入性別平等之

探究式科普活動

開發與推廣研究 

1. 依照前兩年研究成果修改與擴充性別平等之探究式科普活動。 

2. 辦理第二梯次中學生的探究活動研習營與競賽，以推廣性別平等之探

究式科普活動；研習營主要對象為國、高中學生(性別將採男女各半)，

並將邀請教師與家長共同參與。 

3. 以認知師徒制方式，由教師帶領國、高中學生進行探究式科普活動實

作，據以建立學生對探究與科技本質上的理解，並能在師生互動與潛

移默化中將性別平等意識融入教師與學生之中。 

4. 訂定年度課程評鑑機制，並進行自我評鑑。 

融入性別平等

之科技技能培

訓與推廣研究 

1. 舉辦 1 場科技實務研習營，研習營主要對象為未參與過本計畫的國、

高中學生(性別將採男女各半)。 

2. 研習營中將邀請科技與多媒體線上課程設計之專家學者，於研習營期



間進行專業指導。 

3. 辦理中學生團隊科技競賽(團隊成員以第一年參加過活動的學生為

主，性別將採男女各半)：包含網路作答與現場競賽。 

4. 訂定年度計畫評鑑機制，並進行自我評鑑。 

 

二、第三年度講座、演講執行成果 

    第三年度講座與演講，共執行 20 場，參與學生人數達 129 人。以下為 2015 年 7 月 6-7 日演講辦

理資訊舉例： 

(一) 辦理日期：104 年 7 月 6-9 日 

(二) 參加對象：台南女中學生、台南一中學生 (共 129 人) 

(三) 活動地點：屏東縣琉球鄉白沙國小、全德國小、天南國小、琉球國中 

(四) 課程內容 (整合課程、不分梯次)： 

    此外，表 3 將列舉 2015 年 7 月 6-7 日的性別友善與科學、科技發展之演講議程、講師與講題，其

講題均以科學、科技融入性別友善議題為主。 

 

表 3 性別友善與科學、科技發展之演講議程舉例 

時間 課程內容 工作人員 

7/6 

13:30-15:30 多元性別 講師:余月琴老師 

15:30-17:00 多元性別與平等尊重 講師:劉演文老師 

18:30-20:00 性別不平等、歧視與騷擾 講師:余月琴老師 

7/7 

8:30-10:00 性別與科學教育 講師:何興中老師 

10:30-12:00 在科學中看見性別 講師:何興中老師 

13:30-15:00 
女性科學家的故事- 

吳健雄科學家 
講師:劉演文老師 

15:30-17:00 認識自我與自我肯定 講師:張銓傑老師 

18:30-20:00 彩繪我的生涯彩虹 講師:張銓傑老師 

 

(五) 分組講座(分梯次進行，每梯次人數約 30 人，輪流進行) 



時間 課程內容 工作人員 

7/6 

19:30-21:00 
認識自我 講師:李育彥老師 

7/7 

19:30-21:00 
性別不設限 職涯任我行 講師:陳立偉老師 

7/8 

19:30-21:00 
女性科學家的故事 講師:李宜芳老師 

7/9 

19:30-21:00 
彩繪生涯彩虹 講師:曾柏仁老師 

 

三、第三年度執行成果評估 

    本計畫的主要目標為強化兩性學生性別平等意識，並從中增進科技學習動機與興趣、促進科

技學習及性別平等的正向價值觀，本計畫自行設計｢活動參與感受回饋單｣(圖 1)，整份問卷平均滿

意度最高分為 5 分，而經由本計畫執行後，參與學生的總平均滿意度為 4.8 分。此外，問卷的開

放性問答部份，根據學生的填答狀況，本活動中較為不滿意的部份是授課時數較少，活動進行的

時間較短，本計畫已改善，將在未來執行時，多預留 15 分鐘讓學生填寫前後測，而不把前後測

的填寫時間納入活動執行時間。 

 

 

 

 

 

 

 

            圖 1 活動參與感受回饋單(學生填寫範例) 

(一) 活動照片 

         



      

圖 1 學生參與活動與競賽照片 

 

     本計畫於計畫執行中，拍攝了許多科學、科技融入性別相關活動帶領照片，由圖 1 照片中可以發

現，參與的男、女學生，均十分專注，也樂於學習。透過不同性別分組，共同執行科學與科技活動，

可以發揮不同性別學生之優勢，激發潛能。 

 

      

 

圖 2 女學生參與手工肥皂製作 

    圖 2 是參與活動的國三女學生，親自試做手工肥皂的過程與成品，家長與同學們均感到十分有成

就感。從手工肥皂製作過程中，女學生可以感受科學在生活中的應用，降低科學學習的排斥感，進而

提升科學學習動機。 

 

   



圖 3 男、女學生分別參與不同講座 

 

 

圖 4 男、女學生共同參與講座與分享心得 

 

    在圖 3、圖 4 中可以看到，本計畫在活動中設計先讓男、女學生分開聆聽講座，降低性別干擾，

再透過男、女學生共同參與講座，使男女學生自然、自在融入演講，並分享彼此心得，如此一來可以

讓學生自主發現不同性別的思維與優勢，進而能相互學習與合作。 

 

計畫成效自我評估 

    本計畫執行三年，期能以科技領域科普活動營造性別友善環境並強化性別優勢潛力發展，進而完

成性別科技人才培育。本研究根據計畫目標與規劃，經由量化指標，達到以下目標： 

一、開發性別友善環境、性別優勢潛力發展之科技領域科普活動，並進行成效推廣 

本研究執行三年的性別友善環境、性別優勢潛力發展之科技領域科普活動設計，搭配各項研

習營隊、性別平等小組活動與科技與性別講座，透過量表施測分析後，達到科技領域性別平等之

推廣成效。 

二、融入性別平等之科技技能培訓進行成效推廣 

    本研究結合了性別平等之科技技能培訓，透過科技實務研習營激發兩性學生科技優勢與技

能，透過競賽與活動的執行，參與學生的滿意度與性別自我意識均提升，顯示其具有推廣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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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3 年 8月 12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2014年 8月 3日淡江大學化學系王三郎教授與日本大阪關西大學 Prof. Tamura於關西

大學主持一場有關生物化學與電子材料之研討會 2014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Applied 

Chemistry and Materials，並且邀請我與會發表論文。 

這場研討會共有五篇論文發表，第一場由淡江大學理學院院長王伯昌教授發表的論文

為“Absorption properties of meter ion in a defected hexagonal nano sheet graphene series” 此篇

論文是以理論預測探討 Hexagonal Shape的 graphene及其缺陷後的化學性質。這篇論文於未

來材料設計的學者參考，因為未來微量分析中，對於微量重金屬殘留物之捕捉此缺陷的

graphene是最有效的方法。第二場為淡江大學大學王三郎教授發表論文，Exopolysaccharides 

and antimicrobial biosurfactants produced by Paenibacillus macerans。第三場為關西大學 Prof. 

Hiroshi Tamura 發表論文，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hitin and chitosan as potential 

biomaterials。為 chitin 質的分離與定性以及做為生物材料的潛力。第四場為為關西大學 Prof. 

Tetsuya Furuike發表的論文，Application of chitin and chitosan for electric energy device。有關

chitin 質在生物電能的應用。最後由我發表的論文，“A new SM-OPV materials: A theoretical 

approach” ，本篇是由王伯昌教授和我為共同研究者。此篇是結合理論計算與有機合成方

法，製造新的 SM-OPV 材料。現在有機光電材料發展，是目前材料及化學易研究的新方向。

實驗化學家需理論化學家協助並指引有機合成材料的方向，而本篇論文就是以此方向為開

端，結合實驗與理論並用合作的跨領域論文。最後我們對今天的發表進行一場總結的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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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二、 與會心得 

這次的研討會雖然只有短短時間，但大家討論相當熱烈並跨越生物化學、有機化學與

理論化學三領域堪稱是跨領域合作的典範。此次研討會很成功，此種跨國的小型研討會應

該繼續舉辦。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四、 建議 

本次研討會為本人熟悉的研究領域，又加上此次為生物化學、有機化學與理論化

學三領域跨領域之研討會。雖本次研討會為小型研討會，大家在會議當中熱烈討論相關

議題實為精彩，在此感謝科技部補助國內學者參與國際學術會議，同時也希冀教育部或

科技部能夠更加補助支持國內大專院校承辦一些大型國際會議，不但能使無法獲得出國

補助的研究者能有參與國際會議的經驗，也可提升研究領域的深度及廣度。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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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4年 7月 10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2015年 7月 1日為期三日的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於澳洲柏斯舉行，每日安排許多論文

發表，主要是科學教育面臨的機會與挑戰，例如著重於探討老師在科學教育所扮演的角色、

基礎自然教育的推廣、不同的教學策略、新穎的教學方式等都是值得反思的。這次我發表

的論文“Does the Ability of Mental Rotation  Affect the Learning of Chemical Structure 

Formulas? – the Evidence from Neuroscience”係探究心智旋轉對學生學習化學結構式的影

響，藉由 ERP 腦波實驗來測量學生的心智旋轉能力，研究結果顯示程度較高學生使用不同

的方法來辨別 2D 及 3D 立體的化學結構式，而程度需加強的學生使用相似策略來辨別化學

式。 

二、 與會心得 

在台灣教育體制下，如何將科學教育推廣並生活化是近年來愈趨重視的議題。這次參

與 ASERA會議，有好多來自不同世界各地的教育者為科學教育扎根打底，也接觸到新穎的

教學、評量及檢測方式，從不同面向發覺科學教育的可親之處，不由得讓我回想到初為人

師的初衷，也重新反思科學教育的目的及真正需要著手進行的策略，期許自己在往後的教

學可以發揮所長，盡力推廣科學教育。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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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本次研討會安排自然教育各領域的論文發表實為精彩，在此感謝科技部補助國內學者參

與國際學術會議，同時也希望教育部或科技部能夠更加補助支持國內大專院校承辦一些大型

國際會議，如此一來，不但能使無法獲得出國補助的研究者能有參與國際會議的經驗，也可

提升研究領域的深度及廣度。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無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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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
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
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
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
字敘述填列。）　　

無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2
1.活動參與感受回饋單
2.台灣南部地區國、高中兩性學生
對科技學習之意見調查表

課程/模組 3
1.重心平衡木製作課程
2.手工肥皂課程
3.植物採集比對課程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3
1.重心平衡木製作課程
2.手工肥皂課程
3.植物採集比對課程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4
屏東縣琉球鄉白沙國小、全德國小
、天南國小、琉球國中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300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本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利用科技領域科普活動，營造性別友善環境，並從中發
展不同性別之優勢潛力，以達培育多原科技人才之目標。許多研究指出性別差
異在科學及科技領域的鴻溝十分巨大，且不易跨越，經由本計畫三年的努力
，針對「性別友善環境之科技領域科普課程及活動」進行開發與推廣，此外也
進行「融入性別平等之探究式科普活動」進行開發與推廣研究，最後也針對「
融入性別平等之科技技能」進行培訓與推廣研究，根據成果得推廣與施測後
，發現不同性別學生對於課程與活動的滿意度均為高分，學生對於營造性別友
善環境的活動辦理均感到滿意，顯示本計畫現階段執行成果獲得良好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