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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據教育部統計，工程科系的女學生約佔17%，在某些傳統重工業取向
的科系，如機械類科，女生比例可低至9.8%左右(以成大為例)，在
工程領域中女性的參與是不可或缺的，工程不只在物質上的建構
，更強調物質與人的互動；當工程的參與者更多元，工程就可以展
現多元的思考與面貌，在面對嚴苛環境變遷挑戰的今日，多元等於
更大的生存發展機會，因此鼓勵更多的女性加入或留在工程領域有
其必要性。本計畫旨在工程領域女性典範的傳承與創新，主要的方
法有二，一、在大學院校裡（成大及中正）定期舉辦座談會，本計
畫執行以來已舉辦31場，邀請業界及學界成功的女性與在校工程科
系的女大學生及研究生分享他們的學習歷程、生命經驗、工作困境
與突破等，促成在校生形成一”Women in Engineering”同儕團體
，可以彼此支持。二、本計劃在寒暑假為有意願加入理工領域的高
中生舉辦營隊，結合既有的電機營、機械營、大學生活體驗營及熱
門科系營等，有別於一般的理工科系營隊，除了科系介紹外，本計
劃將在營隊中進行性別平等教育，例如講解科技與性別的關係，領
域中的性別隔閡，藉此破除性別迷思，給予未來的女姓科技人才更
自在的學習環境，為其拓展更寬廣的發揮空間。
中 文 關 鍵 詞 ： 女科技人培育、科學營、性別平等
英 文 摘 要 ：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from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nly
17% of the engineering students
are female. In som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field, e.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 female
percentage could be as low as 9.8% i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e participation of
female in engineering is essential. Engineering is not only
about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n material world, but
also abou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the world.
Since we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glob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ranging from the need for clean water and
clean energy to fighting cyber terrorism, we need to have a
more diverse set of people pursuing engineering if we want
to adequately address the world‘s problem. These
challenges demand new ideas, and one obvious approach is
simply to increase volume of diversity in engineering
students, especially gender diversity. This project is aim
to encourage the female paradigm inheritance and creation
in engineering field. There are two major approaches. One
is to hold seminars periodically in the universities and
invite successful female scholars and engineers as speakers
to share their life experience. In a way,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female students could form a peer group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so as to support each other. The other one
is to plan two-day summer workshop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nan and Chiayi area. In these workshops,
students could have the chance to visit different
laboratories and get a broad understanding about

engineering school. Through the experience sharing, the
students could have some ideas about what they could
achieve in the university and realize the unlimited
possibility of their future.
英 文 關 鍵 詞 ： female talent cultivation, science camp, gender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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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新世代女性科技人才投入工程領域將是社會重要的資本，因而各國都在積極培
育女性科技人才，並且提升女性在科學與工程學術職場的參與，國家各部會也一
直在推動著鼓勵女性進入科技領域之計畫，因此如何從源頭促使高中女生在大學
選擇進入工學院，或是令已進入工學院的大專生繼續留在工程領域發展，此兩項
固本行動是個很重要的課題。
「男理工、女人文」此說法暗指著科學領域性別分化上的非中立性，科學特質
與形象經常與男性、陽剛特質或男子氣概的建構密切相關。十七世紀西方開始發
展科學時強調理性、客觀、獨立、抽象思考，這些特質同時也是社會定義男性應
有的陽剛特質，而等同於女性陰柔特質的感性等概念則是科學極力排斥的。科學
是陽剛的、科學比較適合男性、男性比較科學、科學頭腦是聰明優秀的，這些論
調不僅肯定科學的陽剛特性，也肯定男性在科學領域的價值，使得女性在性別認
同壓力下不敢也不願進入科技領域，因此科研領域一直為男性所主導。與其說科
技始終來自於人性，不如說科技始終來自於男性，因為不只科學家多為男人，高
科技主管與從業人員通常也是男性，呈現科技性別化現象（王雅玄，2012）。可
見科學特質的發展一開始就不是性別平等（蔡麗玲、王秀雲、吳嘉苓，2007）。
據教育部統計，國立成功大學工程科系的女學生約佔 17%，可清楚發現工學院
男女比例的差距懸殊，在某些傳統重工業取向的科系，如機械類科，女生比例更
是低至 9.8%左右，在工程場域工作的女性比例又遠低於就讀工科女學生的比例，
除了家庭及育養下一代等因素，女性在工作領域難以尋得同儕共鳴或有著升遷的
玻璃天花板，也同樣造成女性人才的流失。楊巧玲（2008）指出，看似教育機會

均等、個人自由選擇的理念與政策，但是隱諱傳遞社會結構不平等權力關係卻不
易辨識。Wang（2012）訪談 16 位就讀理工學院的臺灣女大生發現，儘管她們自
覺女性在科技社會普遍不受歡迎，但其就讀的大學普遍提供性別平等策略與友善
的科技學習環境。從過往研究看來，科技成功者的個人特質、家庭社會資源與學
校學習歷程都起了關鍵作用。Paechter（2007）也指出，我們無時無刻隨時隨地
都在建構自身的陽剛性和陰柔性，若要孩子抵抗認同的侷限並自由發展未來，我
們必須自我檢視，透過細微在地的改變抵抗單一僵化的性別秩序。
因此，近年來社會逐漸關注女性的科技領域發展。臺灣在 2008 年同時舉行「全
球女性科學家會議」與「海洋科學與生物科技女性科學家學術暨職涯發展研討會」。
兩大女性科學家會議都以探討女性職場發展為主題，可見女科學家面臨的困境已
漸漸被學術界所重視（史倩玲，2008），世界各國開始發展「唯女性訓練計畫」
（women only training projects）
，以英國為例有女性數學科學科技教育（Girls＇
Education in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EMSAT）、女孩進入科
學與科技（Girls In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IST）
、女孩與科技工程（Girls
and Technical Engineering, GATE）
、女孩電腦俱樂部（Computer Clubs for Girls,
CC4G）、科學與工程中的女性（Women into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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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科學科技（Gender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SAT）（詳見 Phipps,
2008 ）。 鼓 勵 女 性 參 與 非 傳 統 領 域 如 科 學 、 工 程 、 營 造 、 科 技 （ Scienc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ECT），訓練女性重建在理工科技領
域上的自信。透過成功女性典範的經驗分享、科技女性同儕團體的成立、專業及
人際互動交流，對女性持續在工程科技領域貢獻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2. 研究目的
本計畫將分別就女性工程科技人才的固本與開源著手，在固本方面，將邀請科
技界中女性典範來為工學院學生舉辦一系列學習講座，講座主要針對已經進入理
工科系之女性大學生與研究生，除了活化對科學的熱忱，更希望藉著演講者的生
活及工作經驗的分享、性別議題的探討，使得這些未來女科技人才可以提早熟悉
工作領域，瞭解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如何面對在社會所面臨的種種挑戰，並且
通過本學習講座的互動，讓這群工程領域的入門者獲得了更多的專業指導，讓她
們預先了解到未來發展的方向，能夠正確地進行個人的生涯規劃。藉由業界成功
典範，了解畢業後將進入的社會常態及女性在科技產業中可能會面對的問題並且
去突破性別的障礙，利用自己的優勢突顯自身的價值，使她們獲得更好的職業機
會的信心。
另一方面既是開源，學生作爲未來的國家棟梁，在受教育過程中的性別差異尊
重及自我肯定的價值觀培養，關鍵在教育教學的設計與引導。除了國小及國中的
興趣，高中的選組也是學生人生選擇的關鍵時刻，因此能在這個階段給予正確的
引導與探索是至關重要的。關於高中課程與選組制度對學生個人未來發展，目前
國内的研究文獻為一致的結論是高中就讀組別與大學就讀科系有高度相關。而對
照早期與近年的文獻發現，臺灣高中生性別影響選組的現象幾無變遷，其因素除
了是社會的既定思維，有研究以“刻板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此名
詞來説明文化信念對女性數理成就的壓抑（Spencer et al.1999）。還有老師們
（可能因受到文化信念所影響而）對待不同性別學生有所差異，進而影響學生們
的認知與發展，如：老師與男學生有較多的互動（譬如指定男生回答較多問題）、
老師的期望對學生的學習進步所造成的影響等等以及學生在過去接觸過的教師
之性別亦會影響學生日後的選組行為。(陳婉琪，2013)。本計劃在寒暑假為有意
願加入理工領域的高中生舉辦營隊，結合既有的電機營、機械營、大學生活體驗
營及熱門科系營等，有別於一般的理工科系營隊，除了科系介紹外，本計劃將在
營隊中進行性別平等教育，例如講解科技與性別的關係，領域中的性別隔閡，藉
此破除性別迷思，給予未來的女姓科技人才更自在的學習環境，為其拓展更寬廣
的發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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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計畫執行方法
在工程領域中女性的參與是不可或缺的，工程不只在物質上的建構，更強調物
質與人的互動；當工程的參與者更多元，工程就可以展現多元的思考與面貌，在
面對嚴苛環境變遷挑戰的今日，多元等於更大的生存發展機會，因此鼓勵更多的
女性加入或留在工程領域有其必要性。本計畫旨在工程領域女性典範的傳承與創
新，主要的方法有二，一、在大學院校裡（成大及中正）定期舉辦座談會，邀請
業界及學界成功的女性，除了分享她們的成功經驗外，更多的是分享她們的學習
歷程、生命經驗、工作困境與突破等，讓學生可產生一種與社會的連結性關係，
對於社會的各種不公與挑戰應如何面對與解決。二、本計畫為高中生設計寒暑假
期間之科學營隊，透過多元的活動與學習課程，以激發學生對科學興趣及各種創
意落實的可能性。透過理工科系中女性教授來帶領及授業，傳導科技領域的專業
知識，如何面對社會刻板印象與自我突破成長，等不同層次的經驗分享，給予學
生對兩性平等與理性的觀念，使科技領域中的新一代男性工作者能夠認同且尊重
女性科技從業人員，女性也能更具有信心從事理工及科技工作，並能夠跨越刻板
印象束縛，在領域中有所成就、於社會有所貢獻。瞭解工程科技的無限深度，增
加女學生進入工學院就讀並在工程領域發展之意願。同時也以這兩個行動建立人
際網絡一＂Women in Engineering＂同儕團體，大家在共同交流的平台上，可以
彼此支持。以下就固本及開源方面的方式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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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固本方面—女性科技工程人才之學習講座
本計劃將以「女性科技人」為主軸，舉辦成功典範女性的演講，講座開放給嘉
南區公私立大專院校之工學院女性大學生及研究生自由報名參加。本計劃不再停
留在僅是邀請女性典範來分享其人生的成功經驗，更將進一步的帶領學生進入這
些典範女性的心路歷程，如何面對各種社會不公及挑戰與解決方法，因此將邀請
幾位在不同專業領域的傑出女性講者如成大資工系胡敏君教授、高雄阮綜合醫院
外科醫生劉宗瑀醫師、社會運動工作者徐佩瑄等，前來跟理工學院的女同學們分
享她們求學以及進入職場後的經歷，談談身為職場中少數的女性對目前工作是否
有特別的難處或貢獻、女性與男性領導方式是否有所差異、該如何平衡家庭與工
作等的課題。藉由觀摩不同領域的女性，如何在職場中展現自信與能力，從跨學
科跨校之交流，開啟的視野及探觸工作上的各種可能性。講座的主題除了經驗分
享外，將著重於性別議題的探討，如女性進入、社會對科技女性的性別觀感與刻
板印象等。
講座主要針對已經進入理工科系之女性大學生與研究生，讓這群工程領域的入
門者可以獲得更多的專業指導，讓她們可以預先了解到未來發展的方向，能夠正
確地進行個人的生涯規劃。並且藉由業界成功典範，了解畢業後將要進入的社會
常態，事先知曉女性在科技產業中可能會問題並且去突破性別的障礙，利用自己
的優勢突顯自身的價值，能使她們能獲得更好的職業機會的信心。再者經過此學
習講座的互動，讓所有參與講座之在校女學生能構成一＂Women in Engineering＂
同儕團體，在學習的過程中或將來可以互相扶持。除了演講，本計劃也將舉辦論
壇、讀書會、電影欣賞等活動形式，範圍可涵括性別、科技、人文社會等議題，
通過師生共同交流，從性別角度觀察此領域欠缺之處或暢談工作理念及創想。將
性別與科技的專業知識與技能連結，以在未來工程領域發展中，讓產品使用、居
住環境、公共設施建設等製作可注入更多性別考量，使本國產業服務更為增值。
本計劃於計畫開始起舉辦一系列的學習講座，學習講座與工作坊將由國立成功大
學與國立中正大學合辦，相關活動在兩間學校輪流舉辦皆響應熱烈。

2.在開源方面—女性科技工程人才培育之大學生活營
此計畫特規劃出以結合理工科學之營隊(105 年 1 月熱門科系營、105 年 7 月
舉辦機械營、電機營、大學生活營)，做為高中生進入大學相關科系、成為該領
域專業研發人才的接軌點，提供探索科技領域於實用面的機會，帶領其進入科技
工程之殿堂，使其了解大學理工領域並非只著重理論層面，更能應用於生活實際
面，具有提升人類生活有實質的貢獻。目的於使高中生了解理工科技領域的使命，
培養其好奇心、敏銳觀察力、邏輯思考推理能力，激發學生潛能，也讓學生通過
寓教於樂的體驗尋索自己的熱忱與理想。同時藉由學長姐們的經驗分享，促進學
生對科學有更深入的理解，破除女性對於理工科之刻板印象，瞭解工程科技的無
5

限深度，營隊計畫之理念主軸為帶入對女性更友善的理工領域學習環境，特別鼓
勵女學生報名，以此破除傳統「男理工、女人文」之刻板印象，瞭解工程科技的
無限深度增加女學生進入工學院就讀並在工程領域發展之意願。
另外，此種子培育理念將於下期計畫會更深耕，延伸為「做科學、學工程」計
畫，將對象再向前鎖定於國小、中、高中生，通過創客及程式寫作學習課程，讓
學生在初中等教育時就能了解「想」與「做」的過程，通過寓教於樂的體驗尋索
自己的熱忱與理想，相同將特別鼓勵女性中小學生邁出接觸科技研究領域的第一
步。
3.建立「Women in Engineering」同儕團體
結合上述兩個階段，本計劃將匯集所有女性參加者在社群網站(如 Facebook)
中建立交流平台，目前的成員人數有 318 位。藉由交流平台在計畫結束後依舊能
使參與者互相交流、分享心得與提出問題，以達到經驗傳承，參與者能夠持續的
互相扶持，並且讓未來對於理工領域有興趣的女學生有個能夠獲得資訊的來源，
提升女性在科技專業領域之成長，促使計畫的目標不至於在計畫結束後即劃上句
點，成果得以延續。同時也建立活動成果網頁
（http://140.116.31.240/WIE/index5.htm），除了可以瀏覽歷年所舉辦的活動
內容外，也可從中獲知有關女性科技的相關資訊鏈接。
本計畫主要在女性科技工程人才培育，提供嘉南區公私立學校國小、國中、高
中女學生、成功大學及中正大學之大學生、研究生一個平台，幫助她們了解女性
科技工程人才所扮演著不可或缺角色，本計劃將匯集所有科技女性，在計畫中建
立起交流的機會，藉由經驗分享、問題討論與工作交流使平台活絡，使對於科技
工程領域有興趣的女學生互相激勵，提升求知、求學的興趣欲望，厚植女性對於
科技的基礎與未來的生涯規劃，激發相關學術領域對於女性人才重視，以提升台
灣女性科技工程人才未來的競爭能力。

研究計畫成果
105 年度執行之『女性科技工程人才培育：典範傳承與創新』計劃，於 2016
年開始每月舉辦至少一場講座，分別由國立成功大學與國立中正大學輪流舉辦，
到目前為止總共舉辦 31 場講座。講座開放給嘉南區公私立大專院校之工學院女
性大學生及研究生自由報名參加，也同時歡迎男同學的參與。國立成功大學與國
立中正大學都是以工學院為重的學校，在理工學院中各科系中皆有女性教授，因
此邀請如成大校長蘇慧貞、成大建築杜怡萱、中正機械楊智媖、成大電機魏嘉玲、
中正電機張嘉展、成大化工陳美瑾、成大材料陳貞夙等前來進行就學及工作經驗
分享。另外也邀請業界中成功之女性來演講，如上銀科技股份公司蔡惠卿總經理、
富鈞開發工程公司鄭詠紜總經理、貝里克單車創辦人-許靜宜小姐等，藉由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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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中自信、成功的女性工程師或主管，希望藉此讓更多女性有自信加入工程領
域，同時資深的女性工程師也會有助於新入行女性的職業成長，總場次參與的人
數超過一千人次。講座的主題除了經驗分享外，也著重於性別議題的探討，如女
性進入科研領域的優劣勢、女科技人才的困境、女性在男性為主的工作場域如何
自處、社會對科技女性的性別觀感與刻板印象等。此計劃也在寒暑假期間與「熱
門科系營」、「成大電機營」、「成大機械營」、「大學生活體驗營」等營隊合
作，除了工學院系所介紹外，也對參與的高中生進行「性別迷思」的專題演講，
期望從此打破性別刻板印象，參與的同學來自全台各地，總計超過五百位。在暑
假也舉辦了一系列的電影欣賞活動，電影主題包括性別平等、自我性別探索、科
技與性別以及女性典範等。希望透過電影開啓同學對此議題的關注及思索。下半
年度此計畫受兩性平權法議題啟發，與台灣同志熱線聯盟合作，提出《Fun 電影，
談性別》系列活動，透過看電影及放映後的講談，讓更多人能夠更深入了解性別
議題，建立彼此尊重的友善關係。
以上的講座主要針對已經進入理工科系之女性大學生與研究生，經過本計畫活
動，讓這群工程領域的入門者獲得了更多面向、領域的指導，有助於開拓視野，
也讓她們預先了解到未來發展的方向，能夠正確地進行個人的生涯規劃。並且藉
由業界成功典範，了解畢業後將進入的社會常態及女性在科技產業中可能會面對
的問題並且去突破性別的障礙，利用自己的優勢突顯自身的價值，使她們獲得更
好的職業機會的信心。男性參與者也能夠藉由此計畫的理念傳達，更能與身邊女
性工程人員分享，在每一場活動中吸取養分得到知識及理念的成長茁壯，除有益
自身，未來更能有助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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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兩校所舉辦的演講場次、題目與活動紀錄：
成大演講 (18 場)
105 年 3 月

中正演講 (9 場)

成大電影 (5 場)

03/14【邁向兼容並蓄與多元共和的領導之路】(圖一)
演講人：成大 蘇校長慧貞
03/21【人生的選擇題】（圖二）
演講人：成大電機系 魏教授嘉玲
03/23【如何建立專屬自己的平衡】（圖三）
演講人：中正機械系 楊教授智媖
03/28【女漢子 vs 女人迷】
演講人：東海助理教授、愛森管理學院品牌執行長
范姜教授群澔

03/14

03/21

03/23

03/28

105 年 4 月

04/11【工程師的社會責任? 性別、工程與社會】
（圖四）
演講人：STM 研究中心 王教授秀雲
04/13【現代女性工程師在職場的角色與定位】
演講人：工研院 材料與化工研究所主任 昝博士世蓉
04/20【隨心之欲, 夢想展翅】（圖五）
演講人：中正電機系 張教授嘉展

04/11

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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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 5 月

05/02【A non-typical path】(圖六)
演講人：成大建築系 杜教授怡萱
05/04【重新開機～創造下一個成長引擎學習領導】
演講人：東海助理教授、愛森管理學院品牌執行長
范姜教授群澔
05/09【性別平等給你科技創新】
演講人：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蔡教授麗玲
05/16【女性求學，就職】
演講人：成大工科系 陳教授蓉珊
05/23【女性如何在職場上創造生命價值】
演講人：上銀科技股份公司 蔡總經理惠卿
05/25【我們一直都在--論職場女性衝突與困境】
演講人：阮綜合醫院外科部 劉醫師宗瑀
05/30【繪本中的性別論述與流變】
演講人：成大台文系 吳教授玫瑛

05/02

05/04

05/09

05/16

05/23

05/25

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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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 6 月

06/06【堅持創新,築夢踏實】
演講人：富鈞開發工程公司 鄭總經理詠紜
06/08【跨越性別的藩籬：媒體、性別與健康】
演講人：中正傳播系 盧教授鴻毅
06/13【工具人的逆襲】
演講人：心理師許民憲、錢靜怡

06/06

06/08

06/13

09/19

105 年 7 月

07/18【電影放映-美麗拳王】

105 年 8 月

08/22【電影放映-美麗誤會】

105 年 9 月

09/19【多媒體技術跨域應用分享】
演講人：成大資訊所 胡教授敏君

07/18

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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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 10 月

10/03【尋找血汗沙漠的綠洲-年輕專業者的個人品牌之路】
演講人：阮綜合醫院外科部 劉醫師宗瑀
10/12【新時代女性創業家的逐夢之路】
演講人：貝里克單車創辦人 許小姐靜宜
10/17【讓世界微笑的音樂旗手-推動社企的樂章】
演講人：音樂家 黃凱盈
10/31【女力時代崛起-可可拉的生活哲學】
演講人：成大化工系 陳教授美瑾

10/03

10/12

10/17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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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 11 月

11/09【Bridging the Gap.在差異間建立連結】
演講人：中興機械系 蔣教授雅郁
11/14【女力時代崛起-Get on the Road】
演講人：成大材料系 陳教授貞夙
11/21【新時代女性創業家的逐夢之路】
演講人：貝里克單車創辦人 許小姐靜宜
11/28【電影放映暨映後座談-惡女訂製服】
講解人：台灣同志熱線諮詢聯盟 許芮平

10/12

11/14

07/18

11/21

12

105 年 12 月

12/05【山林裡的社會運動-合歡山松雪樓及花蓮銅門二例】
演講人：清大社會所 徐小姐珮瑄
12/07【生於斯，長於斯關懷你我生活的這塊土地，就從認識石虎開始】
演講人：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林研究員育秀
12/12【我的主婦社群行銷之路】
演講人：可道律師事務所 林小姐靜如
12/19【電影放映暨映後座談-不一樣的婚禮又怎樣】
講解人：台灣同志熱線諮詢聯盟 李月
12/26【電影放映暨映後座談-雙面勞倫斯】
講解人：台灣同志熱線諮詢聯盟 橘子
12/28【訓練師之路：成為人與動物的橋樑】
演講人：D.I.N.G.O.TAIWAN 愛犬訓練教育創辦人 黃媛欣

12/05

12/07

12/12

12/19

12/26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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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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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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主要在女性科技工程典範的傳承與創新，提供嘉南區公私立學校女性高
中生、成功大學及中正大學之大學生、研究生一個平台，幫助她們了解女性科
技工程人才所扮演著不可或缺角色，將匯集所有科技女性在計畫中建立起交流
的機會，藉由經驗分享、問題討論與工作交流使平台活絡，使對於科技工程領
域有興趣的女學生互相激勵，提升求知、求學的興趣慾望，並厚植女性對於科
技的基礎未來的生涯規劃，激發相關學術領域對於女性人才重視，以提升台灣
女性科技工程人才未來的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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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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