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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分析物理學會女性工作小組在設定行動方向與確立行動目標

的決定因素，並實際討論每一行動主題的執行模式與其影

響。每一位工作委員會的成員都接受訪談並討論對性別議題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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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摘 要 ： The accounts of the action development are 

investigated within the Working Group of Women in 

Physics in Taiwan (WGWIP) of the Physical Society, 

the Republic of China (PSROC).  The detailed profiles 

of resolution formation and objective assurance of 

each action taken and ongoing projects of theWGWIP 

are documented and surveyed. And the group members’ 

views on gender issues are discuss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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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研究以焦點團體─物理學會女性委員會的成員、行動事項的分析為主，目

的是為了評估在既定文化社群中內部如何因應外來觀念的影響與整體行為改變

的模式。研究者本身認同物理學會服務物理學人的理念，參與了女性工作小組的

籌備、委員會成立與發展的工作。這一階段的研究目的，是為了瞭解性別文化在

物理學人社群中的定位，以展望女性委員會的理念與物理學群的良性互動。主要

的研究方法是藉由研究者與委員會成員一對一的半結構式的訪談，建構委員會成

員在參與活動事項時所要確立的價值。

物理科學對工業革命與現代社會的衍生有決定性的角色，對熱機械、電磁系

統的深入探究，使我們對物質科學有了瞭解，進一步有了更寬廣的應用。知識與

技術賦予人們更便利的生活空間，利用知識的成果而開發的國家，有了更蓬勃發

展的文明。二十世紀的歷史，就是自然科學與工業技術成就現代文明的具體事實；

在開放且自由的現代社會，人們生活具流動性與多樣性，是豐富與精彩的，因此

科技人才就有了領引人群的象徵意義，這種個人能力與對社會成長的對應關係，

潛藏在現有的社會制度與教育體系的互動裡。在現有的教育系統下，科學與工程

的從業人員，多數是男性，在社會資源的參與、分享上是占優勢的；社會學者用

批判的角度來看現狀，提出這是性別階級化的一個表象；而自然科學學者則認為

現存的情況難以用單一的成因來解釋，認為物理科學知識強調理性，男女人數上

的差異極有可能受限於個人天性，因此兩個學門的對話空間就受到侷限。如同 C.P.

Snow 二十世紀初期提出「兩種文化」的論述 [1]，教育系統如果持續菁英化的型

態，單一化的專業價值就會是不可避免的結果；父權的模式，就會在學術社群的

運行體制中以決定性但隱藏的方式存在。父權的議題不是本報告的主題，可參考

由成令方教授與合作的社會學者所翻譯的 Allan G. Johnson 著作:「性別打結 –拆

除父權違建」 [2]。女物理人在追求科學知識與理性的同時，面對弱化個人能力

與獨立性的社會性別角色如何處理，是物理學群需要正視的議題[3,4]。



1985 性別主流化觀念在世界婦女會議提出，其意涵在於設定所有議題均需

要考量男女雙方的關注與經驗，期望對女性的權益可有策略性的更新[5]。而國際

物理學人組織（IUPAP: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在 1999 年

會議中提出了相對應的關注，要求會員學會調查男女物理從業人員的統計數字，

並於 2002 年在巴黎舉行的女物理人研討會提出改善方案。物理學會代表楊信男

教授做了初步的調查[6]，;物理學會理事長依問題的屬性將此議題的處理責成戴明

鳳教授召集工作小組，透過連結各校系找到幾位女性物理研究員與物理教師，開

始了兩年多的討論與諮詢;主要是對社群中是否有性別議題的觀點、社會學者的觀

察是否適用於物理學群、少數女性在男性多數的社群中個人的經驗分享出發，希

望務實處理現況。當時所謂籌備中工作小組的實質目的，就在履行 2002 年國際

會議的組團參與。期間，關於處理性別事務的責任應由谁承擔的議題就曾在討論

中出現。巴黎會議後，參與此次會議的成員提出了會議報告[7]，對政策與觀念推

廣都提出了具體的執行建議;女性工作委員會的成立，就是核心成員[8]認定相關事

務的推動值得努力而致力向物理學會理事們建言而成的。本研究的目的在討論女

性工作委員會數年來的工作模式，委員會成員與物理學會及所處的學術環境的互

動。

研究者早期主動參與工作小組推動工作，工作委員會成立後擔任四年委員，

卸任委員職務後，以學會會員身份參與議題討論，目前以諮議的角色參與女性委

員會。為了更深入的瞭解問題，才在一時熱情的激勵下構思了本計劃的執行，期

望能在行動事項的討論中，建構出每位受訪物理人所珍視的價值。至 2011 年 7

月為止，除研究者外，二十二位女性工作會的委員都提供機會接受訪談，另有九

位物理科學從業人員也表達了他們的建議與看法。他們坦誠分享的成長經驗，對

研究者的研究計畫給予實質的支持，要特別在這兒向他們致謝。在執行此計畫中，

認知到人際聯結中的信任原則，而性別議題，誠如一位委員所提到的:這是一個生

命的題目。人性的多面向，如何以數字定量的方式呈現呢？ 認識真實的能力與



理解自然的體認，這一個科學人念茲在茲的信念。當一位受訪者質疑地問：「難

道你還認不清事實嗎？多少男性是不願意與女性平起平坐的。」他的誠意，我由

衷的感受；這是一個難以闡述的對話經驗，當訪談接近尾聲，他保留的說或許女

性工作委員會能給科學人社群一個文明化的機會。是的，一個更好生命經驗的機

會：創造力的分享、學習的歡樂與對生命的關愛。

研究主文

一、歷屆委員（2001-2010）暨非委員受訪者的性別、服務時間與地區分佈討論

歷屆委員的性別與地區分佈表，請參考表一，六位召集人，十二位女性委

員，五位男性委員，總計 23 人，女性委員會的網頁列有名單[9]。從表中看出女

性委員有地區平衡，也顧及私校的參與；男委員的部分比較上較少區域平衡與私

校參與的考量。至於委員的職等，未在表中分列。男委員中僅有一位助理教授，

在委員任期結束時完成升等申請，其餘皆為正教授，可歸因於功能上的考量，正

教授有較多的資源爭取經驗可分享。女性委員有三位副教授在參與委員任期中完

成升等正教授（計算至 2011年），一位副教授於任期結束後 5 年完成升等正教授，

一位助理教授於任期結束時完成升等申請，兩位助理教授於任期內升等副教授。

四位正教授級男性委員中有兩位任學校行政職，十二位正教授級女性委員於訪談

時有三位任行政職。男性委員的參與時間平均值為 3.4 年，女性委員為 3.0 年。

正式委員會成立前（2003），計一位召集人（2 年），五位成員（1 年）曾參與職

務[10]。

表一、女性工作委員會成員統計(2001-2010)

召集人 女性委員 男性委員

北 3 北 6 北 3
南 2 南 4 南

中（桃竹） 1 中（桃竹） 8 中（桃竹） 2

召集人與女性委員
公 14 公 5
私 4 私 0

總人數 6 總人數 12 總人數 5



女性委員以義務身份參與事務推動與規劃的比例相當高。一位召集人從 2002 年

女性物理學者研討會開始以來，從未缺席，對社群的支持與義務承擔，顯現高度

的熱忱。這也是女性工作委員會從外部成因（國際學會觀念啟蒙、學會授權）轉

為自主最大的動力。

女性委員會的成員組成，屬於邀請互動模式，召集人(conductor)與一般組織

的帶領人(leader)有區隔。這是一個成員高度自主的團體，前後任召集人之間經驗

分享與支援的合作型態，比任務交接的功能更明顯。成員間對組織結構、功能的

認同，取決於行動力(工作理性)與情感連結(生涯感性)的複合結果。2011-2012 年

間，共有四位新委員加入，其中有兩位女性與兩位男性，同時女性工作委員會在

委員會內取得共識，轉型成女性委員會[11]，對女物理人生涯發展與兩性環境提

升展現更積極的承擔態度，令人欣喜。

九位非委員會的受訪者有兩位女性（一位中部公立助理教授、一位北部私

立大學副教授），七位男性（三位公立大學正教授 ─ 二北區，一中區、三位副教

授 ─ 一位南區公立大學教師，兩位北部私立大學、一位北部私立大學助理教授）；

其中兩位男性正教授的受訪者沒有同單位的同事擔任過女性委員會成員。三位正

教授對有若機會參與女性工作會的行動事項與擔任正式委員都採正面回應；而其

餘受訪者皆表達樂見委員會的成效、表達支持，但對參與正式的委員會工作都回

應尚有時間上不足的考量，目前並不合適。

二、行動事項的討論

在半結構的訪談架構下，女性工作會的行動事項是訪談的出發點，行動事項

的屬性分為：徵募 A 類(recruitment) 、留持 B 類(retention)、宣傳與形象提升 C

類(promotion) 三組。受訪者可決定是否談論自己參與的行動事項或對性別議題的

個人論點，每一位委員的關注可以自由發揮。研究者將目前以進行的行動事項（11

件）依功能暫分類有：A 類-3 項，B 類-6 項，C 類-8 項。徵募對增加女性物理人



的人數有最直接的效果，但在物理學會的角度卻是最難進行的，因為實缺都在學

校與研究單位，所以徵募的工作都與宣傳重疊；留持的工作含福利政策的推動與

女物理人聯絡網的建立；而 promotion，在英文的字義上同時有晉升與宣傳的兩重

意義，在女性工作會的行動事項中占相當大的比例。

行動事項一、吳健雄獎學金

我要舉受訪者 E1（附件一）的紀錄為討論的起點，她是唯一逐項討論完行

動事項的受訪者，整個訪談流程的風格充滿了對解決問題的行動力、具批判力、

與深切的自省能力；對每一個行動事項，她都給了個人的建議與論述。其中，對

吳健雄獎學金的論述為研究者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段討論。主要在給獎的精神上，

訪談人與受訪者對物理科學成就的表現哲學、及吳健雄女士是傑出女性物理學家

的代表，還是傑出實驗科學家的代表有一段觀念上的交換。然後從吳健雄獎的宣

傳工作、與申請者的溝通、評審委員的意見討論、評審過程的謹慎、至頒獎的儀

式，每一個行政細節都傳遞了受訪者對榮譽的重視。這種重視榮耀的自持在許多

女物理人的工作中，研究者都可以看見，可是在訪談中僅有 E1 凸顯了吳健雄獎

在她視野中的重要性。一位男性委員對獎學金的學術標準，資源分配提出質疑。

四位提及擔任評審，但沒有討論。

而吳健雄獎學金到 2010 年，已有八屆的得獎人，中有十四位博士級獲獎人，

就研究者所知，已有六位博士級獲獎者得到大學與研究單位的職位，比例達到 43

％，對提高女物理人的可見度有直接的成果。但吳健雄獎學金在執行後，持續有

一些對獎項的性別排他性的異議發生，主要是認為基礎科學具普遍性，沒有性別

的差異需要考量，單獨給女性獎項反而是另一種資源分配的不對稱，「最好的長

笛，應該給最好的長笛演奏者。」[12];誰會是值得得獎的新一代物理人？由誰決

定？研究者調閱物理學會相關的研究生論文獎的審查會紀錄（1996-2001，

2005-2009），歷年來 58 位主審中僅有 4 位為女性，占 7 %，遠比理工學系碩士班

和博士班的女性修業人數比例（～20％）要低[4 ]，這是物理學門面對獎項處理時，



要思考的情形。

行動事項二、終身職計時制（含國科會計畫）

委員中兩位提出參與推動，一位參與推動並未單獨提出討論，兩位委員提到

有計時制對女性是好的：但對執行的細節不清楚，其中一位是有生產經歷，剛從

一學期的育嬰假回任的學校教師；一位委員持異議：認為不是所有的女性都需要

生育期的配合條款。持相左意見的委員對物理學術圈過度賴政府支持的現況感到

不合適，認為合理的競爭機制才是對學術圈最好的，而物理學界缺乏良性的競爭

機制才是問題，這個觀點最明顯的就是南北差距與校際資源分配不均衡的問題。

終身職計時制需要每一個大學對施行的情形作評估，特別是第一所施行此政

策的大學。國科會在個人經費申請表格上有設計五年論文計算時的選項，但勾選

的人次與通過的比例研究者沒有得到相關的資料。現有對女性生育關照的政策，

是否對女性在職涯上有正向的幫助，從委員的訪談中，沒有較深入的討論。

行動事項三、物理好丰采影片

有五位委員在片中被選為拍攝對象，只有一位提到可能需要再拍；一位原

答應入鏡的委員或因個人因素沒有參與，提到了此短片對教育家長的重要性。一

位沒有參與拍攝過程，但負責後製翻譯的委員，也建議再拍；共計三位委員有意

願討論其影響，都屬正面的。

物理好丰采是由女性工作委員會 2004 年籌拍，配合 2005 國際物理年的活

動的主要計畫。研究者在籌拍討論前曾與一位長期關注性別議題的物理女性前輩

（G1）討論規劃中的活動與行動事項，她非常堅持性別議題是重要的問題，卻長

期在物理學圈被忽略，期待我們的委員會能更積極的面對議題，而能有一個具話

題性的工作事項是 G1 所期待的，「這才能造成話題！」。這個角度反覆的出現在

每一次的女性工作會的討論上，畢竟身為科學人，對物質世界知識的探索是我們

主要的興趣，性別議題不該是女性物理人的議題吧？這是一個社群的問題，在教

育新一代物理人時所應建構的學門文化與多元能力的過程；拍一部女物理人的宣



傳片，誰該來討論物理科學與性別議題？造成話題之後呢？誰去執行那繁複的結

構改造？

本影片在一開始籌劃的時候，與時任公視製作的王瓊文女士給了我們很好

的建議，於是女性工作會就決議為由王女士來承接這個計畫，而王瓊文女士與陳

志昇先生以大眾傳播的專業，將女物理人的故事傳遞了清楚與正面的訊息。他們

以「青春」、「美麗」、「傑出」、「夥伴」、「執著」、「家庭」、「科技」、「有趣」、「未

來」九個專題說出女物理人在不同領域的工作與對物理專業、個人成長的期許。

研究者身為女物理人工作會與製作團隊的聯絡人，對製作團隊的用心，在此致上

謝意。其時，學會理事長在驗收影片時，也給製作團隊相當的肯定。

接下來談談此部影片正面意象外的一些角度。第一個問題即是「誰是典

範？」，我們心中理想的女物理人，是什麼樣的形象？影片呈現的是人的故事，

而對物理學所能傳遞的知識能力，是否能由影像傳遞？這個問題由我和兩個製作

人來看，會有不同的故事；女性工作會提供製作團隊部份女物理人的名單，由製

作團隊負責和我分別聯絡。一開始倡議要拍片的前輩堅持不入鏡，而製作團隊持

續表達拍她的意願。我花了一、兩個月數次的訪視，他仍然不肯。直到有一回，

話題不曉得為何轉向，我把對家庭事務的不均衡痛痛快快地發了一次大牢騷。前

輩靜默一陣，突然問：「那我該如何幫忙你？」我警覺有了轉機，就立即提出請

她參加製片的要求，前輩也答應了。這個過程讓我有了更進一層的省思，沒有一

個生命的故事是相同的，女物理人的生涯裡那些隱而不見的結構因素，在女物理

人的互相支援下，讓彼此的存在有了共鳴。一個資深的從業人員，在新一個新進

人員的成長中，看到了價值的傳承。一個社群的文化建立，是需要長久累積的。

多數女物理人因對知識的喜好而入行，學術的進展，對個人而言，不是外顯的，

「我們只是做自己所喜歡的事。」或許這是一個值得傾聽的說法，在一個傳統社

會的結構中，女性科學人如何作自己？[3]

另一個問題源自於一個社會學者對影片的評論：「這麼正面的女物理人形象

描述，一定有許多開放的問題需要討論。」當初拍影片的目的並不是要塑造完美



的形象訴求，影片的目的很單純：告訴新一代的女性，物理科學是可以選擇的一

個生涯發展途徑。這個道路會是容易的嗎？當然不會，要不然我們的人數不會少；

這個職涯值不值的嘗試？一個在天文學的女物理人說：「我的專長在說宇宙成形

的故事，為什麼我需要去調整不是我的錯、所造成的性別偏見呢？」在她受夠了

十多年的性別視角後，她告訴自己：我願意花時間多教女學生們物理科學，她不

再想談性別議題了[13]。

「物理好丰采」，就是這樣的初心，告訴新一代的女物理人，這是一條可以

走的路，確定了妳的喜好，不要被其他人的偏見所影響。當我坐進 N2 委員的辦

公室，開始了我們的對話時，她定定的看著我：「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性別議

題就是生命的議題。」回程的路上，我反問自己：「在科學圈裡處理性別議題，

是你認為該做的事？還是你喜歡做的事？」

行動事項四、呼喚女性物理新生代 (到女子高校演講) K-12

這原來是一個 2005 年配合「物理好丰采」影片，由當期的召集人邀集物理

教育專長的委員所執行的計畫[14]。之後的活動則由物理學會的教育委員會承接，

而負責的教育委員，對自己必須負擔大部分的演講場次，多次表示力不從心，需

要更多的支援。相對的，剛開始執行計劃的兩位夥伴，則相對較少參加行動事項。

E2 委員因訪談的時間過短，只表達她認為女性委員會該為改善女性的環境與吸引

更多的女物理人做努力，她認有能力的人，該為社群做更多的事。F1 委員在訪談

的過程非常開心，說女性委員會是她參加過最喜歡的學術人社團，她多年的性別

經驗在委員會裡找到了支援，有團隊可以合作，更可以把經驗帶回到校、系的行

政事務上，唯一的遺憾是她不能確定每一位參與者都像她一樣認同性別議題是學

習與成長的機會。E1 與 N1 皆認為應例行到高校演講，但場次要評估。一位男性

非委員受訪者主動提出他每年願意支援一場到高校演講的工作，也實際參與。而

此行動事項，在實際執行上，已擴及至初中與小學，多數的活動已由教育委員會

承接。



行動事項五、大學生夏令營、生涯演講 (物理人的挑戰)

目前，這是女性工作委員會，幾個例行性事務活動，對象是大學部的物理

系學生，若想要進一步瞭解物理專業的前景，為其所舉辦的一天講演活動。紀錄

上是 2007 年辦第一屆，事實上在 2006 年是第一場女物理人工作會所規劃的物理

人生涯討論營，應在中正大學舉辦，卻因颱風而取消，原本規劃是兩天一夜的形

式。早在 2004、2005 年間的工作會議，委員們就開始辯證對新一代物理人的宣

傳，工作應從何時開始，是否有人力可執行。召集人的支持與否，對活動是否成

形，就開始有了決定性的因素。2008、2009 都曾擴大成南區、北區各一場次，才

發現活動太多，於 2010、2011 修改回一年一次。目前的模式是在委員的校系中

輪流舉辦，對小型物理系可以有加強能見度的效果。

行動事項六、國際交流

這項行動事項僅有數位委員沒有參與。比較有趣的是五位男性委員，有兩

位沒有參與；十八位女性委員，有五位沒有參加；既有 IUPAP general meeting,

IUPAP ICWIP meeting, 以及亞太女物理人聯合會。參與會議的經費都是於學會成

員組團向國科會申請國際會議出國計劃，與一般出國計劃的申請流程相同。在物

理學會連幾任的理事長推動下，我們有機會承辦 2016 IUPAP ICWIP 的機會。2011

年在南非 Stellenbosch 所開的 the fourth IUPAP ICWIP 國際會議，台灣代表們的任

務之一就是評估主辦的可行性，很可惜的是這一個理想並沒有在工作會裡被充份

的溝通。

受訪時間最長的女性委員(H2)最著重在國際會議參與、個人職涯的性別經

驗與系所行政細節的討論。她對個人經驗能與國際接軌感認為極有意義，認為國

際參與對科學人的發展是重要的。H2 的專業學門在國際合作上有豐富的成果，

個人的研究室也有獨立研究的能力，是一個優秀的生涯發展典範。但對物理學界

不同學門的象徵性，仍有等級（hierarchy）制的看法，卻也能珍視不同領域的發

展潛能，展現物理專業對事務有堅持亦有多元見解的能力。



大多數的女物理人在國際會議中所呈現出來的議題傾向仍是屬於專業導

向的，強調對新一代女物理人教育的重要性，對社會學議題仍然持保留的態度，

這一部分仍有許多努力的空間。

行動事項七、女物理人（化學人）年度聚會

2002 年，女物理人在 IUPAP ICWIP 巴黎會後，舉辦了國內第一次的女物理

與化學學者研討會，參與的委員都持正面肯定的態度。打從一開始，物理研究推

動中心就給予相對的支持。在功能上提供了女物理人聯絡的平台，也給大家專業

交換的機會。2003、2004、2005 皆與化學學會合辦，2006 年起一年分辦，一年

合辦。這樣的模式，呈現了性別議題要產生影響，一定要有長時間的累積，問題

不會一次就解決，要長遠對觀念，對處事方法建立信賴與互動，社群的文化才會

有明顯的變化。2003 年物理學會成立女性工作會，2011 年轉型為女性委員會；

2011 年化學學會成立女性工作會。組織與所在社群的互動，目的是朝向更有能力

兼顧發展與多元的專業效能、豐富的專業人才。對科學界而言，引進性別議題，

是必須務實進行的。

行動事項八、物理年會女性議題討論會

從 2000 年開始，物理年會就有了女性物理人的討論單元，早期是討論女工

作會的必要性，目前主要是女物理人學涯經驗的分享與吳健雄獎得主的演講時間。

每回物理年會活動的效果雖然不明顯，但這個連結大社群的活動有持續的必要性。

專心學術工作的女物理人能有在物理年會時，有聯絡的機會與認識新的女物理人，

是女性委員會常例性的活動。

行動事項九、年會育兒服務

這個行動事項的推動時間極長，所會造成的影響也待觀察。議題第一次在工

作會達成行動事項的時間是 2006 年女物理人的年度聚會。由一位委員主動表達

向年會的主辦單位提出需要有育兒服務的建議。對當年的物理年會的主辦單位帶



來了一次震撼，有一位男性物理人吃驚之餘的回覆是：「這怎麼可能會是問題？」；

第二年的主辦單位委婉地拒絕原因是育兒的責任太大，物理年會是不能承擔如此

的責任的。終於在第三年，物理年會正式的接辦了育兒的服務，有一位女物理人

登記了服務。第四年，繼續辦理，兩位女物理人登記；第五年有公告，但是沒有

人登記使用；第六年，則是有一位女性物理人、一位男性物理人登記。這是一個

對兩性都友善的福利政策，特別是有 3-6 歲的家庭。使用者缺乏的原因需要更深

入的探討

由美國物理學會所作的全球物理人調查[15]和2008年日本物理學會與應用物

理學會的調查[16]，都顯示家庭照護的責任使女性的專業發展受到限制。從結構

上來看作為一個男性，在現行家庭結構下是受惠的。如何讓男性科學人看見問題，

是一個拉鋸的過程。實質上解決照護的議題，需要更基礎的生命教育與國家福利

政策；而物理人面對平衡人生的課題，能不能成為好的學習者呢？

行動事項十、兩性互動觀念討論機制

2004 年性平教育法通過，2005 年施行細則公佈，對學校有了規範性的效果。

女物理人對兩性互動觀念的討論，大多數的委員希望回歸到學校性平教育規範的

範圍，而不採取更積極的宣導，主要是觸及成人教育與尊重個人隱私的分際需要

平衡。

2009 年女物理與化學學者的研討會有相關議題的討論，兩性的互動模式對系、

所教師的要求相對要更清楚明確，對新一代的物理人要尋合適的管道給予引導與

諮詢。雖然目前沒成為女性委員會的正式行動事項，期待更良性的兩性互動模

式。

行動事項十一、女性工作委員會專屬網頁

網頁的維護是所有業務中，最事務性的工作事項，也與物理學會的行政人資

息息相關。這項行動事項也被認為是必要，需要長久耕耘的場域。單因屬事務性，



僅有一位委員談及。

三、女性委員對工作會重點議題的選項

此次研究的重點之一，是由深度訪談，讓每一位委員對工作會的發展，可

以有直接貢獻意見，再從群體的角度來考量。研究者參考美國物理學會的性別衡

平報告[17]，擬了四個議題方向，由每一位女性委員受訪者挑選兩項，表二是訪

談整理後的結果。每一位受訪者有機會詢問議題方向與其影響，也對選項設定有

強烈意見的觀點，這是理想、使命與務實觀點建構的過程，每一個人的選項都有

個人的原則，而整體表現出來的結果，可能部分反應女性工作會所面臨該處理的

情況。吸引更多的女性進入物理圈與改進女性的工作環境，或許是比較困難的事

項，而個人職涯發展與培養領導能力可由個人努力而完成。

表二、十七位受訪女性委員勾選，其中一位婉拒。共三十二票。

1. 個人職涯的規劃與發展

Pers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2

2. 吸引更多的女性進入物理圈

Attracting girls to physics
3

3.改進女性的工作環境

Improving the climate for women
6

4.執行計畫領導能力

Successful proposals, project leadership and
fundraising

11

研究者透過訪談，對每一個選擇都感到撼動，有驚奇，也有嘆服。不同的個

性，不同的價值模式，卻做了相同的選擇。比較特別的有四位擔任過行政職的女

性委員，其中三位勾選改進女性的工作環境，但三位中只有一位闡述她的選擇原

因。一位委員嚐試說服我四項議題一樣重要，我解釋這是在有限時間下必須為委

員們的優先考量權做建議，更重要的是，委員們要瞭解到，他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自己做決定，每一位委員應選擇對自己的認同做選擇。每一個選項，都有實際的

相關性，很難有完全獨立的議題。



兩位女性非委員的勾選剛好落在完全不同的選項，D1 期待自己的生涯發展可

以更上一層樓，而認為吸引更多女性進入物理圈是重要的工作。R1 期待工作環境

可以有改善，更希望藉由女性參與主導性的工作有更多的典範可以參考。

四、訪談精簡討論

一位男性非委員 I2 受訪者在訪談結束前，希望此研究能回答為何女性不願意

選擇物理教學與研究的工作，為什麼選擇就讀物理系後又選擇離開。男性委員(C1)

以家庭經驗分享開始，感到對家庭使性別角色強化的結果，使他無法鼓勵年輕的

女性投入科學領域，認為女學生不選物理科，母親影響的因素比較大，呼應了教

育家長是治本之道的一個選項。而男性委員 U2 則談到，雖然他個人認識性別議

題已有二十多年的時間，他不了解問題是否得到了改善，他提到一兩位優秀的女

學生，希望她們能有機會繼續學術的生涯。I1 男性非委員受訪者直言環境是有問

題的，但他不知道改善的方法為何，強調各個學門中的男性對性別議題是不容易

有共識的。Z1 男性非委員的受訪者談到：是少數，就會有先天上的劣勢，這是一

個很難處理的問題。

僅有一位女性委員(F2)把所有的訪談時間用來分享家庭經驗；也有一位女性

委員 W1 將時間花來討論女性的科學學習經驗：男性喜歡打破成規，女性喜歡在

規範中學習。而大多數的女性委員都提到了對公共事務處理的審慎與期望在職場

上更自然的男性、女性互動模式。

結語

這一份精簡報告離完整的計劃報告還有很大的距離，尤其是對下階段系所

訪談的進行方式作評估。選擇參與女性委員會的工作，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女性工作會做甚麼?我們要達成什麼目標?研究者期待：女性委員會的發展，能讓

我們學習到一種個人與社群成長的模式，這就不違背初衷了。 這一份計畫的執

行，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物理學會的女性工作會委員們，謝謝您們的全力支



持，當我在 IUPAP ICWIP 會議中坐進「性別研究與女性在物理圈的角色」的討論

會時，我想到的就是每一位女性物理人在崗位上的努力。而女學會的前輩們在台

灣努力建構性別友善的社會，她們的努力，讓性別議題在科學圈的發芽有了充分

的基礎。希望這個議題的討論，有更深入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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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女性工作委員會行動事項人力分析表

I. 行動事項性質分類

前提︰為提升女性物理人在物理學研圈的人數
(A) Recruitment 徵募
(B) Retention 留持(專業環境提升)
(C) Promotion 晉級(提升)與宣傳

II. 委員（E1）個人參與紀錄

行動項目 分類 實際參與情形 個人建議與論述
Tenure clocks
終身職計時制

B 確認（未參與立法）
成大立法 2007(96)

執行層面的討論
1. 應與育嬰假脫鉤。
2. 是否採申請制？

升等審核前提出即可。

The Chein-Shiung Wu
Scholarship of PSROC
吳建雄獎學金

C 2008 審查委員
2009 獎學金工作執
行人
1. 宣傳
2. 確認申請人完整

參與申請流程
3. (12/5 終審)

為榮譽獎項，工作委員會加強宣傳、
審核制度化、慎重頒獎等執行過程，
提高獎學金的可見度與聲望。

執行層面的討論
1. 審查人的經驗傳承，審查人對獎項

的認同度。
2. 審查人的專業代表性
3. 審查人的人口統計學資料（舊新參

半，性別，領域）。
4. 獎學金申請人的參與必需完整。

(申請資料完備，口試出席，或預
錄、遠距 presentation )

4. 委員會召集人不擔任審查人，只負
責獎學金工作執行。

The Portraits of Career Women in
Physics
物理好丰采影片

C 召集人任內完成短片
英語翻譯

教育中學生的家長的必要
性。

Calling for the next-generation
female physicists, girl high
school site visits (K-12)
呼喚女性物理新生代
（女物理人下鄉）

C,A 1.台南女中(林昭吟)
2.天主教聖公高中
3.全球女性科技人
4.昆山（國，高中物
理老師）南區性別教
育研習會

1.生涯經驗的討論
值得執行，屬例行推廣工作。

The challenges of physicists
大學生夏令營、生涯演講
(物理人的挑戰)

C, A 從三年的執行結果來看，男性的新生
代對生涯的討論議題有需求，物理學
會應考慮接辦。



執行層面的討論
1. 物理人(講員)的挑戰，來自對主題

的提示不足？
2. 一定要討論講員對性別議題的觀

點。
International conferencing on
gender issues and exchanging
professional research outcome
國際交流

C, B 兩次國際會議出席代
表

1. 亞太物理學會韓
國

2. IUPAP 韓國女科
學人

1. 委員會已經做了很多
事，出席國際會議毫不遜
色。
2. 男性物理人支持。
3. 電機學會利用女科技人

議題進入國際社群。

Symposiums of female physicist
and chemists
女物理人（化學人）年度聚會

C, B 主辦 尖山埤 2005 單聯誼是不夠的，對專業技
能的提升討論是必要的。

Forum on gender issues in
PSROC annual meetings
物理年會女性議題討論會

C, B 宣傳不夠，主要對學生。

Daycare services on the
professional conferences
年會育嬰服務

B 執行效果不明顯。

兩性互動觀念討論機制
B 1. Informal format

2. 女研究生 networking
3. 對兩性相處，警告機制與
輔導機制

不足。

女性工作委員會專屬網頁
C,B,A 希望網頁能更有

功能性

行動事項外的討論議題

1. 委員對工作會的認同，對性別議題認知的轉變。

2. 委員任期的制度化？。

3. 本身不受刻板印象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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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物理學會女性委員會曾於 2010.6 月、2011.1 月年度會議時，討論組團參加第四屆國際純物理與

應用物理學會女物理人研討會的可行性，由台大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的林昭吟博士負責領隊，林博

士已參加了兩屆會議以及一次與女科技人聯合國會議。林博士負責團隊報告的論文（附件一），我

個人的會議海報論文是一篇物理教學為題的實驗設計（附件二）。比較可惜的是沒有正式的行前

會，團隊的成員僅藉著電郵通訊，對組團使命與任務應可以有更詳細的討論。

我的行程安排與師範大學物理系的胡淑芬教授一致，胡老師曾在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任職，2011

秋季將主辦物理化學女性學者聯合研討會，我們對女科學人議題藉這回同行，有了較多時間做經驗分

享。抵達南非後，我們在 Cape Town 待了一天，參觀 The Table Mountain National Park，第二天就是大

會開幕式了。張慶瑞教授是 IUPAP 女性工作小組的成員，參加了會前會，對三年後第五屆會議的主辦

國家的討論有比較明確的報告，張教授在國際合作處任職時對國際物理學界的性別議題多有推廣的貢

獻，贊助多位友邦女物理學者參與 IUPAP 的研討會。台灣在會議的第二個晚上也邀請與會且得到贊助

的友邦女性學者晚宴，我在席間認識了巴西粒子實驗物理學家 Maria Cristina Batoni Abdalla。她寫了一

本針對初高中學生的粒子物理書，非常生動有趣，她送了光碟與正版書（in Portuguese）給我，希望能

有機會在台灣推廣。

大會主要的議程是由：大會演講、工作坊、與海報論文三部份所組成。大會演講都很精彩，我個

人最喜歡的兩場是由 Dr. Jocelyn Bell 與 Dr. Rachael Ivie 所給的。Dr. Bell 談天文學研究的尺度量級、

測量、與我們對宇宙的認識；Dr. Ivie 則報告全球物理人的問卷結果統計，明顯的證據告訴我們兩性在

物理圈的立足點並不均等，主要是機會的不均等（所謂的 unconscious bias）與文化上對女性期待的不

同 (breadwinners or caregivers)，已開發國家的情形並不比開發中的國家要好，而強調對女性育兒的支

援更強化女性需要對小孩負責的刻板印象。在會議中，我得以有機會與 Dr. Ivie 談談她的社會學者在

物理社群的工作經驗。

我負責參加第三組工作坊，主題是：性別研究與女性在物理圈的角色，也是國科會計劃支持我參

與此次會議的主題。第一梯工作坊的演講有調整，印度天文博士 Prajval Shastri 先談科學中的性別不衡

平，從文化改變、結構改變與性別研究的理解、認識來討論女性在科學圈的發展。社會學者 Maria 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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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社會學研究法，並讓參與者做訪談練習。我和 Dr. Barbara Sandow 一起練習，她提到物理學界對

性別議題與訓練新一代物理人的問題認知緩慢是她個人在物理圈中比較大的挫折感來源。Dr. Barbara

Sandow 和 Dr. Renee Horton 是這組工作坊的發起人，全程參與。第二階段的研習，由 Dr. Jarita Holbrook

主持，她邀請所有參與者試著從個人的經驗出發，分析在社群中發展所用到的資源：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指社交網所提供的資源；文化資本 Culture capital，指非金融性的社會資源，專業訓練背景、

家族文化等；象徵性的資本 Symbolic capital，指從文化資本中具權威認可的榮譽資源，如獎項與位階；

經濟性資本 Economic capital，指具有交換價值的資本。透過分享，直接挑戰女科學人對社會學應用的

腦力激盪。第三階段是討論對 IUPAP 女性工作會與 IUPAP 的建議，由 Dr. Renee Horton 主持，最重要

的是強調社會學觀察對女科學人有實質的賦權效果，希望 IUPAP 鼓勵會員學會與社會學者就歷史文化

研究的角度合作。日本的 Prof. Setsuko Tajima 參與了第一階段的討論，她提到很難說服物理圈的同仁

關於性別議題確實存在的證據，即使日本國內已有了很好的統計結果。所以在研究之外，我們對性別

議題能有直接貢獻的工作項目，就更值得我們來討論與執行。

在大會討論會議決議案時，大多數與會的物理學者對社會學者參與物理學會議的建議持保留的態

度，可見得跨學門的溝通，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有具體的成果。

二、與會心得

此次會議，對參與者從事在物理圈的性別關懷工作，有實質的收穫。而我個人的物理教學的科學

論文，也得到加拿大代表徐教授的注意，她有推廣的興趣，是很開心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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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of Women in Physics at Taiwan from the View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Jauyn Grace Lina, Mon-Shu Hob, Keng-Ching Linc, Yi-Chun Chend, Ya-Ping Chiue, Shu-Fen Huf,

Yee Bob Hsiungg, Yuan-Huei Changg and Ching Ray Changg

aCenter for Condensed Matter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106;bDepartment of Phys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cDepartment of Physic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pei County 2420;
dDepartment of Physic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701;eDepartment of Physic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ung 804;fDepartment of Physic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116 gDepartment of Phys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106, Taiwan

Abstract. The Working Group for the Women in Physics (WGWIP) at Taiwan was registered to the Physical Society of Republic

of China (PSROC) in December of 1999 and was formally announced at the 2001 annual assembly of PSROC. In 2003, the group

was promoted into a formal committee under PSROC. The current committee members include 7 female and 2 male members.

Within recent ten years, many milestones were achieved, which will be described in text. In particular,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Physics faculties in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increases from 8 to 12 % within ten years. In this paper, we will present the

results of our survey on the changes of the percentage of female Physics faculties/students within last ten years and express our

future need to improve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for women faculties at Taiwan.

MILESTONES AND STATISTICS

Ever since the first meeting of WGWIP-PSROC was held during the annual assembly of the Physics Society in 2001, the gender

awareness and the related issues regarding to the promotion of status of Women in Physics at Taiwan have been raised within

Physical society. After ten-years of efforts, many milestones have been achieved which are summaries as following: (1) There is a

female physicist appointed as Dean of Student Affairs a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02]; (2) Establishment of the Wu

Chien-Hsiung Scholarship in PSROC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the outstanding female graduate students in physics [Jan.

2003]; (3)  Enforcing the rule of ‘stopping  the  evaluation  clock’  in  the  funding  policy  of  NSC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for  women physicists with pregnancy/new babies [Jan. 2003]; (4) Production of a DVD film “Splendid life with 

Physics--- the Stories of the Women Physicists in Taiwan” 《Falling in love with Physics (short version)》[May, 2005].

http://psroc.phys.ntu.edu.tw/wgwip/eindex; (5) A female physicist was awarded as the Distinguished Researcher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 for the first time [2006]; and (6) A female president of PSROC was elected for the first time [2008]; (7)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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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ng the monthly e-paper of TFST (http://www2.tku.edu.tw/~tfst/035.htm) [Jan. 2008], and (8) holding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Taiwan Female Scientist and Technologist, TFST” [Sept. 2008];

Since 1999 [1,2], several surveys have been taken by WGWIP-PSROC to prevail the status of woman Physicist in

universities/institutes. Based on data,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Physicists at faculty levels does not change much from 1999 to 2004.

The significant change occurs after 2004. Table 1 and 2 are the result of survey in 2004 and 2007 respectively. Accordingly,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faculties in Physics has increased from 8% to 12/%, in spite the fact that the female undergraduates ratio drops

about 4 %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The increase in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Physicist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scientists at Taiwan as seen in the left panel of Figure 1, indicating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faculties in

science increases about 3 % in last five years. The right panel of Figure 1 plots the percentage of approved NSC projects for women

scientists, showing an increment from 11% to 15% in the last 17 years. The increase of NSC funding suggests either an

improvement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women scientist or the enhancement of government support to women Scientist.

Another essential caution to WGWIP is the dropping of the ratio of female Physics students. It is 16% in 1999 and become 14% in

2007 at the undergraduate-level, and is 18% in 1999 and 13% in 2007 at the master-level. After several discussing workshop with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GWIP concludes some major factors for this phenomenon, including the fear of difficulties in Physics

courses, the unknown of future career for Physics major, and the lack of confidence due to the social pressure. However, all these

factors could not be eliminated unless the whole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gets involved. For this purpose, we wish our PSROC can

extend the program of science-related gender awareness to high schoo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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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relative number and ratio of female Physicist in 2004.

Category Total Female Male Female ratio

Under 5215 715 4500 13.7

M.S. 1437 215 1222 15.0

Ph.D 619 65 554 10.5

Faculty/Researcher 606 47 556 7.8

Table 2 The relative number and ratio of female Physicist in 2007 (44 schools).

Category Total Female Male Female ratio

Under 8270 1165 7105 14.1

M.S. 2837 370 2467 13.0

Ph.D 1229 143 1086 11.6

Faculty/Researcher 868 105 763 12.1

Fig. 1 left: percentage of women faculties in science at Taiwan in last 5 years; Right: percentage of approved NSC

project for female scientists in last 17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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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期刊論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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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計劃的研究結果，已在 2010 年 appc 女物理學者演討會發表過一次會議論

文。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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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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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計劃主要審視物理學會女性工作會的發展，討論性別議題在物理社群所產生的質性影

響，作為女性委員會發展的參考依據。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在於促成有效的系所訪視模式，

對女性物理人的主體性有強化的效果，期望連結更多對性別友善的男性科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