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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在台灣，數理、化學、理工科技領域的女性仍為少數。女學生在學
過程中，可能受社會文化、大眾媒體、教學方式、教材內容、升學
制度、乃至家長老師的影響而未選擇科技領域；進入科技領域的女
性受到重重挑戰，以 「一張看不見的網」，形容這些挑戰，是最傳
神的比喻。無論是『管漏現象』或『玻璃天花板』，這張網由數股
線穿織而成，社會、生物、組織體系都是可能讓女性研究員比起男
性更難、更慢達成職業目標的多重障礙。
為了要打破以上的困境，以性別平等教育為出發點，在促進性別平
等的友善教育環境之外，更須深入了解女性科學學習楷模的典範人
物，以此作為提供學生諮詢及生涯導師的功能。讓女學生更深入了
解女性在科學領中的真實處境，亦是不可緩怠之事。因此，本計畫
團隊希望與女科技人學會合作，製作女性科學家的影音教材。本計
畫將結合女科技人學會、台灣女科技人電子報與台灣女科技社群諮
詢互助網所累積的豐富數位化資產。
本計劃預計製作之多媒體影音教材以多媒體方式製作，整合文字、
影片、投影片（PPT）、以及動畫，呈現豐富完整的教材內容，編撰
成可供國小教育使用的性平教育教材。藉由六位女科學家典範的生
命歷程，呈現她們在實務領域中遭遇的困境與突破，突顯出科技中
女性會面臨的真實處境與社會議題。多媒體影音教材製成之後，亦
將結合台灣女科技社群諮詢互助網，製作教材網頁，以供所需教師
與民眾下載使用。並且，將辦理種子教師培訓營，以達到宣傳教材
的效果。

中文關鍵詞： 女科技人 楷模學習 多媒體教材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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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中的女女性臉譜：性別與科技楷模學習多媒體教材設計 
 
 

摘要 
 
 

本計畫之設立立目的，是將教育領領域中漸為廣泛使用之多媒體教材，結合了了性別教育

的觀念念，再以多位表現與成就傑出之女女性科技人以及女女科學家為典範人物，將她們的成

長故事與心路路歷歷程以多媒體的影音教材形式呈現，並推廣此教材使用於現今中等教育中

的公民課程。在此多媒體教材的最初設定中，原預定將學習族群鎖定為高中年年齡層；為

加深本教材編撰上之完整性與可信度度，本計畫於前製作業階段邀請了了多位受過性別教育

訓練練的中等教育專家進行行多次訪談及討論論；有鑑於現今教育實際狀狀況與學生年年齡層之學

習接受度度考量量，本計畫整合了了專家們的建議與本身提供之教育現場資訊，將教材之使用

年年齡層下修至國小高年年級。而在使用之族群目標確定後，多媒體教材內容之編撰風格也

略略作調整，並配合教育部提供之國民小學教學課程大綱進行行編輯；教材內容包含：典範

人物之實地訪談影片、簡報式之文案教材、多媒體影音教材、以及女女科技人相關之網站

資訊。為提升國小高年年級學生對本教材的接受度度，教材之視覺設計風格偏向以漫畫式的

圖文呈現，期望此媒體教材能於基礎教育中奠定女女學生對自然科學產生興趣，進而跨入

自然科學領領域，打破長久以來來認為科學家多為男性的社會迷思。 
 
 
 
關鍵字：女女科技人、典範人物、多媒體教材、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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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本研究計畫之教材開發初衷，原是因為早期教育界對於女女性與科學之間的關聯聯性，

往往是以科學家多為男性的角度度來來思考。因為時代觀念念在進步，社會思想也越趨的開

放，性別議題在現今的環境中也越顯的重要，「平等」其實就是對性別最好的理理念念；早

期的台灣社會，多為重男輕女女的觀念念，而這樣的保守觀念念也直接的影響到了了性別在於求

學中的極大差異異，舊時代觀念念中，長輩們的想法是男性的教育程度度越高越好，而女女性則

是夠用就好；在楊龍龍立立(1993)的文章中也指出，這樣守舊與不不平等的觀念念，讓性別的關

係大大的影響了了中等教育銜接高等教育的選擇過程。進而產生了了男性大多數數往理理工科系

及自然科學領領域發展，女女性則是必須「順理理成章」的選填文科類類組，造就了了早期社會上

的科技領領域多數數為男性的現象，也間接帶給當時社會一種女女性不不擅於科學的偏見見。 
    現代社會科技發達，性別的觀念念也較以往開放，目前更更有許多位傑出優秀的女女科技

人在其擅長之領領域中發光發熱，但實際瞭解教育現況後，在選填組別這方面，自然科學

領領域的女女學生，人數數成長卻不不顯著(楊龍龍立立，1993)，這也明顯看出幾個情況，學生們或

許因為家庭及學校給予的教育與觀念念，仍然認為女女性就該往文組發展；或是性別在課業

上的學習狀狀況，理理解能力力及進度度都都不不一；也有可能的是，即使女女學生對自然科學有興趣，

但迫於家庭壓力力或就業因素而未選擇自然與科學相關科系；其實，以現下之社會發展狀狀

況，若若能提供性別平等的環境教育，女女性在科學領領域的表現也可以與男性並駕齊驅(Hyde 
& Mertz, 2009)。 

二、研究目的 

    因此本研究計畫期望透過專業的教育現況規劃以及推廣女女科技人於科學領領域發展

的影音多媒體教材，提升女女學生對選讀讀自然科學的興趣，更更能因為有了了這些女女性的典範

人物，讓學齡中的小朋友及同學們更更能清楚理理解這幾位優秀的女女科技人的心路路歷歷程；也

藉由這幾位典範人物的前例例，讓女女同學們有可參參考與可依循的方向；而此多媒體教材除

了了應因教材與網頁閱覽資料料之外，更更將置入漫畫風格之閱讀讀形式，以提升學生對圖文的

閱覽興趣，更更可向下扎根至國小學齡層，提高小朋友對自然科學的接受度度及熱忱，以期

讓女女學生對自然科學領領域懷抱更更大的熱忱。而整套多媒體教材的製作，為求加深編撰上

之完整性與可信度度，於教材前製作業階段中，邀請了了多位受過性別教育訓練練的中等教育

專家進行行多次訪談及討論論；並且鑑於現今教育實際狀狀況與學生年年齡層之學習接受度度考

量量，本計畫整合了了專家們的建議與本身提供之教育現場資訊；專家們表示在這時期的學

生，理理解力力正值發展時期，學習接受力力也最強，因此建議將教材之使用年年齡層下修至國

小高年年級，更更能提升教材對學童之影響力力。 
 

貳、文獻探討：臺灣教育性別環境與焦點團體訪談 

    性別教育是本教材內容的主要觀點與設定基礎。而「性別」一詞雖然最初是由生物



 

2 

的生理理與心理理的不不同特性為出發的觀點(武裕瑋，2011)，但不不論論是舊社會形態裡裡對性別

的刻板印象及保守觀念念；亦或是現今社會環境的性別思想觀念念較為以前開放，而且接受

力力提高，卻不不免還是有著差別的觀念念在。在前置作業中的「焦點團體訪談」項目裡裡，訪

問到了了致力力於性別議題與性平教育的資深學者-謝小芩教授，在訪談的過程中她提出了了

重要的性別議題之歷歷史文獻記載：「史丹丹佛大學的學者 Londa Schiebinger 的作品集 
〈Nature’s  Body:  Gend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Science (1993)〉，作品集中的文章目的

主要在論論證十七、十八世紀男性白人博物學家在討論論自然科學時，不不是全然理理性客觀，

而是自覺或不不自覺的將男性比女女性優越的性別觀念念運到到『科學事業』上；Londa 
Schiebinger 也舉例例瑞典自然學者卡爾･林林奈奈所創造的『哺乳類類動物』專有名詞，寫作

『Mammalia』，這原本指涉乳房的字，目的是作為分類類的特徵，代表人類類所屬的這類類動

物是有其特定的文化社會脈絡，也就是說說說，林林奈奈之所以強調『乳房』其重要性，而不不是

客觀選擇其他例例如『四肢』或是『有毛』等特徵，不不僅反映，也支持了了當時在歐洲強調

女女性應留留在家中照顧幼兒的呼籲；在某程度度上，這種呼籲涉及當時歐洲女女性是否有自主

的公民權，以及白人及其他人種的階級程度度等政治議題，Londa Schiebinger 更更提出林林奈奈

以乳房強調女女性與自然的關係，但在強調人類類的特殊性時卻是用傳統男性的『理理智』

(Sapiens)來來標舉人類類異異於野獸的這種白人男性優越心態」(STS 讀讀本 II–科技可望性別，

2004)。 
    針對本教材的目的性，在前製作業上必須提供能支撐教材製作完整度度、可信度度、專

業度度的關資料料，也須將過往關於性別議題之文獻納入參參考；在許多對於學習力力的文獻中

指出，男性學童在自然科學課程的參參與度度與熱忱都都較女女性學童來來的高出許多，也多被鼓

勵勵未來來可往自然科學方面發展(謝臥龍龍、駱駱慧文、吳雅玲玲，1999；Eccless, 1994；Farmer, 
1997)。由這些過往的文獻與本計畫中的「焦點團體訪談」紀錄錄中可推論論，雖然現在性

別與自然科學的關聯聯上，女女性選擇自然科學的人數數較以往有稍長的趨勢，但仍然沒有顯

著的提升；焦點團體訪談中的諸諸位專家都都有共同提到幾項教育現況：「在國中發現男生

數數理理較強，女女生在文科占優勢，但是上高中後難易易度度不不同，狀狀況也會因而改變，性別在

科目上的優勢就完全不不一定。」、「女女生在選組上大部分會有覺得本身理理科較弱而選填文

組的現象發生，就本身的教學經驗，女女生在理理化方面表現很兩兩極，男生較平均，影響這

種狀狀況的最大原因就是物理理科，因為有較多算式及理理解。我想可能在國中課程的安排上

也會有影響，因為學生對理理化科目的學習力力有落落差，就會造就往後選組的意願差別。」、

「另一點是學生家長的觀念念，小部分學生家長還是較保守的認為學生就該要上高中再上

大學，對於孩子們對技職較有興趣這方面不不太贊同。而學生們的天生能力力及強項本來來就

不不同，但學歷歷主義常會讓學生無法選擇自己的路路。像新竹實驗中學(新竹排名前三名學

校)，女女生卻都都想選理理工組，因為想挑戰也比較具優越感，因為在這學校的女女生能力力都都

平均也強。」、「國中二年年級開始會接觸理理化科目，一半物理理一半化學，到國三開始則是

偏向較多的物理理課程，就觀察與統計，在這科目的邏邏輯與思維上，男生會比女女生較早進

入狀狀況。洪蘭蘭教授有提過『男腦女女腦大不不同』，可能先天上的構造就有所不不同，但實際

上若若多給女女生一些時間，還是會比男生優秀。」、「女女生毅力力較強，雖然男生在科學上邏邏

輯思考較快，但女女生的思考較周嚴，只要努力力，一樣可以跟男生一樣優秀。」、「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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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觀念念從小就賦予男生可以說說說錯話或問錯問題，反正男生就是這麼調皮；反觀女女生提

問都都要深思熟慮，所以發言權都都被男生搶走。」(戴明鳳、羅羅敏慈、蔡正俐、易易曉雯、

柯宜呈、李李桂雲、李李怡穎，2013) 
    綜合以上焦點團體訪談的專家們意見見以及整合後的資訊，國中與高中的學生在目前

教育的課程安排下，較無自我思考的時間可規劃未來來選組的方向，再者因為家庭或本身

的學習壓力力下，也大多會影響到往後的決定，即使女女學生在求學路路上對自然科學有著莫

大興趣，也有可能因為以上的因素或是對選擇自然科學後的發展資訊不不足而怯步；因此

本研究計畫將使用對象調整至基礎教育的國民小學高年年級學生，此時學生較無升學壓

力力，理理解力力正值突飛猛進的階段，學習吸收力力好，若若能在此時以教材中的典範人物作為

媒介，奠定女女學生們對自然科學的興趣與喜好，也能了了解自然科學在生涯的規畫，將能

提升女女性在自然科學領領域長足發展。 
 
參參、《科技中的女女性臉譜》多媒體教材設計 

一、前置作業 

    近年年來來多媒體教材於實際課堂應用越來來越多，本計畫之教材內容編輯將參參考教科書

章節，再編入課外補充之資料料與影音教材；確認此多媒體教材之使用族群後，本研究計

劃配合專家們的整合建議，並以漫畫式繪本風格執行行製作。在前製作業中包含的作業範

圍如下: 
 
1. 「焦點團體」訪談 – 以「專家訪談」之方式邀請國小、國中、高中以及大學之基

礎教育教師與教授(圖一)，記錄錄在授課歷歷程中的性別教育、性別學習狀狀況、以及性

別對自然科學感興趣之差異異程度度等多項現況進行行討論論，教師們皆為受過性別平等教

育之專家，於本教材的製作上更更能客觀的舉證及給予意見見。 
 

 

圖一 焦點團體訪談之一：國民中學教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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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女性科技人典範訪談與資料料收集 – 計畫中為求真實性與公信力力，製作前一一訪談

過收錄錄於本多媒體教材中的每一位典範人物(圖二)，除了了徵求同意製作之外，也討

論論將來來可公開播放之動畫內容，以符合本教材設立立之宗旨與目的；更更將以往出版過

之有關於女女性科學家之書籍作歸檔及收錄錄動作，便便於參參考，並將符合本計畫之文字

資料料轉為多媒體影音及網頁、遊戲等互動方式，增加閱讀讀及使用之學齡範圍。 
 

  
教材典範人物：吳嘉麗麗 教材典範人物：林林媽利利 

  
教材典範人物：張芳淑 教材典範人物：華國媛 

圖二 典範人物訪談 
 

二、多媒體教材設計教材製作 

    此多媒體教材除了了應因教材與網頁閱覽資料料之外，更更將置入漫畫風格之閱讀讀形式，

以提升不不同背景的學生閱覽興趣，更更可向下扎根至國小學齡層，提高小朋友對自然科學

的接受度度及熱忱。典範女女科技人之主要動畫教材製作執行行項目如下: 
 
1. 主視覺設計 – 教材周邊項目如：網站、動畫系列列、教師手冊、課堂簡報、海報。 

 
2. 分鏡與腳本 – 將多媒體影音中的典範人物故事(圖三、圖四)，以輕鬆及活潑的詞

語表呈現，讓學生們能對故事人物及重要觀點能印象深刻，加深對科學領領域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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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動畫教材分鏡表 圖四 教材人物風格示意圖 

 
3. 動畫教材音效及配樂樂樂樂 – 教材中的所有音效及配樂樂樂樂(圖五)，以原創方式呈現；除了了

圖像及文字能吸引學生之外，好的音效及配樂樂樂樂也是引起學生興趣及注意力力的一項要

點，本計畫以詼諧幽默的音效配樂樂樂樂配合影音教材，以提高學童學習興趣。 
 

 
圖五 動畫教材之主角配音 

 
4. 教師手冊與課堂簡報 – 教師手冊的設立立目的，主要是提供教師在使用此套教材上

的教學參參考，包含教學目的、教學主旨、教學時間以及教材設計方式等等(圖六六、

圖七)；課堂簡報以國民基礎教育中之三層次與四層次提問法，設計出適合教師帶

領領學童共同思考與討論論的觀念念問題，除了了典範人物的故事與科學知識識之外，提問中

也配合了了相關的性別議題，透過這些提問更更能讓學童了了解現在社會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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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六 教師手冊部分頁面 

 
圖七 課堂簡報之提問頁面 

 
5. 《科技中的女女性臉譜》官方網站 – 本計畫設立立了了《科技中的女女性臉譜》之官方網

站，將整套動畫系列列、教師手冊、課堂簡報教材置入於網站中，未來來有需求之教師

可直接由此官方網站下載所需教材使用(圖八、圖九)。  
 



 

7 

 
圖八《科技中的女女性臉譜》官方網站首頁 

 
圖九 動畫教材下載頁面 

 
肆、成果報告 

一、《科技中的女女性臉譜》動畫教材成品 

    《科技中的女女性臉譜》動畫教材在最後共有以下產出： 
 
     (1) 動畫影片   共六六部 
     (2) 教師手冊   共六六冊 
     (3) 課堂教材   共六六冊 
     (4) 官方網站   共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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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所有成果之電子檔，包括教材動畫頁皆上傳並統合於「女女科技人學會」之

「女女科技社群咨詢互助網」，若若欲瀏覽請點入 http://www2.tku.edu.tw/~tfstnet/ 網站側邊

欄欄位之「女女科技人介紹」中點入「科技中的女女性臉譜」，提供使用者連連結下載；另一方

面本教材動畫也燒錄錄光碟作為結案成果送交科技部存查。 
 
二、多媒體教材於教育部性別研討會與文化研究研討會之發表 

    《科技中的女女性臉譜》動畫教材初步製作完成後，參參與了了教育部主辦之性別教育研

討會(圖十)以及以圓桌論論壇方式舉行行之文化研究研討會(圖十一)。參參與研討會發表的原

因，主要是在動畫教材完成初期，希望經由各方教育、性別、教學之專家、學者、教師

以及研究者，透過各領領域先進的經驗，修正並檢視《科技中的女女性臉譜》動畫教材在製

作過程與完成後對學童的適合程度度；經由參參加研討會，記錄錄專家們與前線教師的建議，

本教材也在製作後期修正了了小部分的台詞、動畫流流暢度度、以及在教師手冊及課堂簡報中

加入教育思考的元素，讓本教材更更臻完整。 
 

  
圖十 教育部性別教育研討會 

 

  
圖十一 文化研究研討會 

 
三、種子教師培訓營 

    整套《科技中的女女性臉譜》動畫教材完成後，共舉辦了了四場種子教師培訓營，期望

將此套教材推廣至國小基層教育中，並深耕科學知識識與性別意識識。四場種子教師培訓營

http://www2.tku.edu.tw/~tf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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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於花蓮蓮林林榮國小(圖十二)、花蓮蓮嘉里里國小(圖十三)、新竹東門國小(圖十四)、以及新竹

陽光國小(圖十五)為培訓學校，此四間國小對於性別教育不不遺餘力力，培訓營中有許多教

育前線教師、主任、以及校長前來來瞭解本計畫製作之《科技中的女女性臉譜》動畫教材，

並學習如何使用本教材，以利利於往後在適合的課程可將教材置入課堂中，讓學童藉由多

媒體教學方式學習。 
 

  
圖十二 種子教師培訓營：花蓮蓮林林榮國小 

 

  
圖十三 種子教師培訓營：花蓮蓮嘉里里國小 

 

  
圖十四 種子教師培訓營：新竹市東門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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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種子教師培訓營：新竹市陽光國小 

 
 

伍、結論論 

    在焦點訪談中的性平教育委員李李怡穎教師提到對本計畫教材的建議：「國小才是這

套教材及性別教育耕耘的主場，因為到國中青春期時，大部分思想及觀念念已經底定，有

些行行為思想要調整已經有困難，所以建議以小學為開始是非常有影響力力。我也常讓小朋

友思考一件事情，相對論論的作者『愛因斯坦』，當時社會正討論論相對論論到底是愛因斯坦

獨力力完成，還是與他的數數學家妻子『梅莉琪』合力力完成，因為相對論論其實需要大量量運算，

我會讓小朋友思考這一點，因為當時社會封閉保守，都都以男性為主，讓小朋友告訴我他

們的想法，而不不是告訴他們結果，這樣他們才會對性別議題有獨立立思考能力力。建議在此

套教材中可加入閱讀讀理理解的單元及學習單，讓孩子們思考及延伸閱讀讀，這樣一來來能使用

這套教材的領領域就可以多元化，閱讀讀課、自然課、綜合課都都能使用。對於內容及理理解力力

這方面，可以針對五年年級的孩子編輯，因為這時的孩子開始有自我思考的能力力，而且對

於一些社會狀狀況開始熟悉，對此多媒體教材的接受力力較高。」(李李怡穎，2013)。的確在

國小學齡層的學生性別觀念念正萌芽，若若是能讓學生接受正確且平衡的性別教育，不不論論是

心理理或是知識識上的學習及發展都都是有相當的正面助益益，另外訪談中的另一位專家蔡正俐

老老師提到：「雖然目前教材中收錄錄之台灣女女性科學家極少，但建議本多媒體教材可將目

前少數數幾本有介紹台灣女女性科學家之刊物編入其內容及參參考文獻，相信藉由動態影音的

多媒體教材，讓學童能接觸更更多台灣女女性科學家的生平與事蹟。」(蔡正俐，2013)。而

這方面正是此教材的出發點，藉由台灣傑出的女女科技人及科學家們作為身教的典範，讓

更更多女女學生能奠定喜愛自然科學的基礎，並有扎實的科學知識識，因為這些優秀的典範人

物跟這些接觸教材的學生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也是能引領領性別在自然科學領領域平等的

最佳示範，對本多媒體教材以及學生來來說說說，都都是最有力力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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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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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中之所有動畫系列列、影像系列、音效以及訪談錄音等皆為原創，全套教
材製作完畢後, 申請該教材之專利利與學術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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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邀請了了多位受過性別教育訓練的中等教育專家進行訪談,建議於空白
課程、 自然或空白課程、以及輔導課程使用,學生對應上可依照教育部課綱編
輯對應大標題, 細節可由授課老師自由調整;因男女生在學習上,在這時期差異
最大,尤其在學習續航力及態度度最為明顯。而教材內容原設定對應現今中等
教育之課綱應用於公民課程,目標是讓女學生透過此教材中典範人物的影響而
提升對自然科學的興趣,以及於高中選填組別時讓女學生將興趣與自然科學納
入未來來規畫之中;更能讓使用此套多媒體教材的老老師 們更更加了了解,教
材對於性別在學習程度上是否有明顯差異。但經過多次訪談後專家們建 議,將
教材從原設定之高中族群改至國小高年級;專家們表示在這時期的學生,理解力
正值發展時期,接受力也最強,透過此多媒體教材提高女學生對自然科學的興趣
, 再來也因對應國小高年級之族群現階段的品味，教材以漫畫圖像風格製作
,希望讓學童們奠定喜愛自然科學領領域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