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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們生活中各層面無不存在科學

的現象與事實，科技改變人類的

生活，為我們帶來生活便利，創造更優

質生活或者處理人類生存的重要課題。

我們熟識而且輕易地可以列舉非常多

的科學家或科技人，舉凡愛因斯坦、牛

頓、MICROSOFT比爾蓋茨、蘋果公司

創辦人賈伯斯、台灣半導體教父張忠

謀……。但是，科技領域中却存在著強

烈的性別議題—當我們在中小學課堂

教學【解決問題的人】單元，使用了富

蘭克林的繪本，討論了愛迪生偉大的貢

獻，進行各項科學學習的活動設計時，

經常性地缺少了女性的角色典範！課堂

中許多學生認識不少科學名人，但是問

及所知道的女科學家，可能就沒有多少

孩子能說出居禮夫人以外的人物，到圖

書館找尋書籍也發現缺乏女性科學家典

範的問題。在過去科學領域中的表現，

大多數是由男性主導著科學的研究，然

而科學研發的精進，能重視不同性別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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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將帶出多元思維與發展，既然大環境

已進步至此，我們也希望能提升臺灣的

女性參與科學領域的意願，而最直接根

本的方式就是從教育開始。

在臺灣科學界各領域均有傑出的女

性科學家，我們透過分享、介紹和教育

宣傳，一覽她們走上科學之路的歷程，

並且瞭解女生只要有興趣，不分性別都

能在科學領域開花結果。科學是能夠做

為女性未來升學或就業的選項之一，打

破既定文組女、理組男的傳統觀念。因

此，鼓勵更多女性投入科學研究有其時

代意義與社會價值，隨著社會價值觀的

開放與女性學歷的提升，女性在科學、

技術、工程與數學等領域中，有愈來愈

多晉升到高階主管或決策階層的趨勢。

鼓勵女孩科學學習的課程設計與

實施

一、正式課程

性平教育議題已融入各領域學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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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中，學校在規劃各領域課程計畫可參

考各領域領綱附錄二之議題融入領域學

習重點，並且可以善加利用彈性學習課

程讓學校規劃辦全校性、全年級或班群

學習活動，不僅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鼓

勵適性發展，也能發揮議題融入領域的

實質作用。

筆者以新竹市東門國小配合執行科

技部專案活動為例，該校發展校本主題

課程「閱讀一條河」，跨領域結合在地

資源—護城河，來進行主題課程的規

劃，在教師社群討論時結合了國語文讀

寫整合、藝文領域攝影及後製、社會領

域的踏查與社會參與行動、自然領域的

生態教學等，並且將新竹市護城河的景

觀設計家郭中端老師的故事（科技部計

畫案「追夢，我的世界宇宙大」出版品

介紹的臺灣女性典範之一）適切地作為

性平教育的典範人物教學，並融入此主

題課程中引導學生討論與思考，檢視在

職場上傳統的性別角色刻板與偏見，認

識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並理解不

受性別限制且能發展自我興趣。

二、非正式課程	

學校可藉由專題演講、校慶、校際

活動、競賽、班週會、社團、戶外教育

和營隊活動等，進行課程融入之教學。

（一）結合圖書館活動辦理性平主題書展：

透過閱讀相關繪本及書籍，打破性

別刻板印象。以臺北市和新竹市各國中

小學以及金門縣國小為例，筆者的專案

計畫印製國外科學家包含居禮夫人、瑪

麗亞‧米切爾等人海報，提供學校配

合各種活動設展促進學生對女科學家的

生平背景的了解，也提供學校配合活動

設展，讓學生也能藉由讀者留言及閱讀

單來表達讀後心得，並可結合各校榮譽

集點或閱讀點數鼓勵學生參與。

（二）辦理國小女學生科學營隊：

規劃辦理主題式營隊活動是一項可

展現特色的非正式課程，筆者提出科技

部計畫案於 105年至 107年間支持臺北

市、新竹市和金門縣小學，在學期中、

寒假和暑假共同辦理五場次不同主題的

國小女學生科學營，拋磚引玉提供規劃

與實施歷程作為學校在非正課程設計之

參考。

105年首度辦理國民小學女學生科

學探究營，筆者帶領臺北市性平團教師

結合【性別與資源】主題，關切當年臺

灣 ARRC團隊（國立交通大學前瞻火箭

研究中心）致力火箭升空時事，以太空

為主題進行討論，設計了「認識女性科

學貢獻」臉書，邀請 ARRC團隊現身說

法臺灣的太空夢，並以分站方式實作燃

料等體驗活動，為女學生們開啟科學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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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窗。

105到 107年和教育部性別平等教

育議題輔導群李組長合作於新竹地區辦

理國小女學生科學營，討論關心在地女

孩對於科展興趣和投入程度亟待提升，

於是第一年的主題以看見女性科學典範

和鼓勵女孩提出科學設計想法為主軸；

第二年進行 STEAM課程設計，透過閱

讀繪本看見女性科學典範，選擇以生態

為主題，走出課室外參訪校園周邊女性

建築師的作品，最後指導學生能運用科

技整合、記錄所學。第三年嘗試素養導

向課程，營隊以蛋的料理科學為主題，

分站探究學習策略進行科學學習內容，

可利用氣味、觸覺、味覺簡單區分常見

食物的酸鹼性，花卉、菜葉會因接觸酸

鹼的環境而改變顏色，和生活中常見的

測量單位與度量。

107年首度到離島金門辦理，經和

在地師長討論，金門女孩營隊少，參與

意願也不高，因此本營隊透過「臺灣

STEM女傑知多少」桌遊暖身，閱讀典

範繪本，並且透過科學繪本體驗實作，

以提升科學興趣和參與度。

三年來從科展探究的推展至

STEAM、新課綱素養導向課程的嘗試，

2017年營隊還增加了藝術領域方面的

課程，帶領學童從藝術中了解性平，認

識生活中不同的性別觀念，提升自身之

科學素養。匯整各項營隊內容詳如下

表，提供想辦理的學校師長不同層次的

課程設計參考（見下表）。

營隊活動後對參加學生進行問卷調

查，內容包含（1）就讀學校年級（2）

是否曾參加過科學營（3）參加後是否

更喜歡科學（4）期待之後能再參加

科學營（5）調查各個課程之滿意度。

2016年與 2017年辦理國小女學生科技

營，參與人數共計 146 人，回收問卷

146 份，有效問卷 143 份（97.9%）。

針對回收有效問卷統計數據與分

析，發現參加完科學營的學員有高達

95%的學員更喜歡科學，並且還想再參

加此類科技營的人數達125人（87.4%），

表現出女學生藉由科學營活動更願意深

入的了解及涉略科學。

從開放式的填答中擷錄學員對科學

營的回饋發現：

「我覺得這次的課程非常有趣，讓我

感受到玩科學是件好玩的事，而不是枯

燥乏味的事情，參加了這個營隊，讓我

愛上了科學，以後有科學方面的課程，

我一定會馬上報名，非得到它不可」。

也有學員表示：對於女科學家典

範學習分組活動感到興趣；比起理論授

課，實際動手做實驗更能從中學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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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原理；原來科學可以這麼有趣，

為什麼不能多辦幾次科學營隊？

此外，藉由營隊活動發現：

許多學員對於動手做的課程感到十

分有趣且充實，並且寫下想要再來參加

的意願。

最多學員寫下「謝謝每位老師，讓

我們學到科展是甚麼，也讓我學到不是

只有男生能當科學家，男生不一定是最

好的，有女生比男生厲害，重男輕女只

是個刻板印象。」

「自從上了這個科學營之後，我才

發現原來女生也有機會當一個優秀的科

技人」。

在科學領域中動手實驗操作的課程

是非常重要的，設計一個有趣的科學實

營隊名稱 時間／地點 活動內容

國民小學女學

生科學探究營

學期中

周末全天

（2 次）／臺北

上午進行探空火箭科學知識學習，並進行科學實驗操作體驗，

邀請清華大學 ARRC 火箭中心研究員前來分享相關科普知識。

下午進行互動式女科學家典範學習，女科學家典範學習為分站

闖關式活動，內容為紙火箭製作、望遠鏡及胸章製作、固態燃

料實作實驗、電路板實作實驗，讓學生親自動動手做，從實際

操作活動中學生可以自行探索科學實驗的知識及奧祕，並進而

提升學生對於自然領域的興趣。

走一條屬於自

己的路—女

學生科技營

寒假

（2 日）／新竹

第一天先以引導的方式帶領學員認識科學，並且藉由科展發想

來闡述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科學原理，下午讓學員親自動手做，

學習科學原理進而探索科學的奧妙。

第二天分成兩組採小班制進行實作，讓學員都有充足的學習和

講師指導，透過講師介紹網頁設計及動畫製作軟體，讓學生對

於網頁設計、電腦遊戲製作有基礎認 ；並且動手操作生活中常

用的科學小實驗，透過實作讓學生探索科學並了解科學原理，

激發學生對於科技的興趣及熱忱。

STEAM GIRLS
—生態影像

閱讀寫作融入

性平科技營

寒假

（2 日）／新竹

帶領學生從文本中學習自然科學相關知識，並且教導學生如何

使用攝影器材與鏡頭，學習攝影的原理、了解影像如何在鏡頭

上呈現影像的原理，並且閱讀繪本從繪本中了解性平，並結合

科技與藝術創作，讓學生更了如何成為 STEAM 女孩。

廚房科學營
寒假

（3 日）／新竹

STEAM 科學站

1. 以實物展示，對不同蛋料理的觀察。

2. 探討是那些因素造成這些蛋料理的差異？

3. 提出科學探究的問題，進行實驗設計與操作。

讀繪本學科學

—女學生科

學教育閱讀體

驗營

暑假

（3 日）／金門

課程內容以講師分享女科學家桌遊開始，逐步引導學生發現科

技與女性之間的關係，期望透過講師的分享活動能夠激發出對

於科技的熱忱與興趣。以上午及下午半天為學習單位，先以互

動方式介紹女科學家典範學習，接著穿插導讀各類科學繪本後，

再進行科技體驗及科學實驗操作體驗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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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讓學員們親身體驗，比起教科書授課

更能夠引起學生興趣增加投入的程度，

並促進探索、參與科學的學習，增進學

習成效。因此，上列活動能夠提升國小

女學生對於科學的興趣，從問卷中可發

現學員們表示對於科學與自然領域感到

有趣，亦說明女學生並非對科學沒有興

趣，只是缺乏更多機會去接觸科學。女

生對於科學的熱情不會比男生低，只要

適當的加以引導及探索，就能增加讓女

性接觸科學、參與科學，投身於科學領

域的機會。

三、潛在課程

在潛在課程方面，可利用校園環境

布置，將性平相關教材布置在校園中產

生境教的效果，或是藉由校園的典章制

度或是教職員工的身體力行，以收薰陶

之效。筆者的科技部計畫中設計及印製

居禮夫人和傑出的物理學家吳健雄女士

和臺灣女科技人的海報，提供學校性平

教育月宣傳、科普佈展等使用，巡迴各

校皆有好評且持續進行之中，另外也與

臺北市婦女中心合作辦理海報展，總參

與人數約四千人次。

結語：素養導向的女孩培力

筆者對於鼓勵女孩科學參與有幾項

建議：（1）提早接觸：對於年輕女孩，

特別是小女孩而言，鼓勵他們從小參與，

愈早建立其科學和科技的認識，對有興

趣或天賦的人，將能在各教育階段選擇

繼續相關的課程活動，因此宜從中學向

下紮根，是以筆者歷年辦理對象皆為小

學女生。（2）學習將所學實際應用：校

外教學時可和女孩討論如何計算到目的

地的距離，如果騎車或開車需要多少汽

油量，搭飛機的里程如何累積。或者女

孩一起烘焙時，嘗試不同調配和測量，

煮湯時聊聊浮與沉和討論先沉後浮等浮

力問題，廚房裡充滿了趣味，料理科學

其實就在身邊。（3）提供好用小幫手工

具：當繁複的計算影響了數學物理的興

趣未免太可惜，提供計算機或好用 APP

程式，讓女孩在探索科學的提問和解決

之時，累積可貴的失敗獲得成功喜悅。

（4）趣味化的學習：科學的聲音主題，

如果讓孩子自製樂器，非洲人用石頭和

木頭打擊出不同的節奏傳遞訊息，現在

可用電腦科技做各種音樂嘗試和合成，

這有助於幫助女孩體驗科技與生活連

結，提升在校科學學習的趣味和未來職

涯的選擇。（5）參加營隊或社團：女孩

學程式和女學生科學營等活動越來越

多，惟過去泰半辦理中學生場次，本文

提出幾種規劃辦理國小女學生營隊的經

驗，提供各單位參考，鼓勵女孩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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