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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女性科學家生涯發展歷程之探討

吳淑敏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教~助理教授

本研究以台灣七位傑出女性科學家作為研究對象，經由深度訪談及相關文件

的蒐集，以了解並建構女性科學家的生涯發展歷程，作為成功女性角色的範式。

資料處理與分析方面，首先將錄音帶內容轉譯為逐字稿、編碼，配合相關文件等

多元資料，反覆閱讀後，不斷分析、比較、對照、修正、歸納與綜合，以理解並

建構女性科學家的生在發展歷程。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一、家庭環境方面:

大部分父母沒有重男輕女的觀念，不會為女見設限。多位女性科學家的父母親所

學雖與科學無閥，但均能支持子女在科學上發展。二、求學歷程方面:求學階段

數理成績表現優異，獲得教師的肯定;多數都興趣廣涯，受到良師、科學影片或

科學傳記、科學實驗或研究等的引導或敢發，在高中或大學時代就立志以科學為

職志;靠獎學金出國念書，六位在國外取得博士學位。三、科學工作歷程:本研

究中傑出女性科學家的嘗試性工作經驗闕如或甚短，皆為專業性、管理性、具一

技之長的工作者，屬於 Super ( 1984) 生涯型態分頓中的「穩定的生涯型態」。根

據上述結果，研究者歸納出傑出女性科學家生濫發展歷程的特色，並分別就家

庭、學校、未來研究等方面提出建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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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研究背景

1920 年代中期，在科學領域獲得博士學

位的女性為數甚少，且很少成為科學教授或專

業從業人員，在 1930 、 1940 年代，甚至 1950

年代也是如此，女性獲得博士學位與科學教授

職位的數量依然非常少 (Enman & Lu戶口，

2000 )。

雖然女性主義抬頭，女性在科學領域的議

題愈來愈受到關注，但是問題仍然存在。

Enman 和 Lu戶口 (2000 ) 指出，近年來美國

女性工程師仍僅占全體工程師的 8% '女性數

學與電腦科學家占 36% '女性化學家占 27% 。

美國 1972 年教育修正案第九號( Title

IX) ，是法律上的里程碑，這個法案禁止學校

在學術或運動方面有性別歧視。該修正案聲

明: I在美國，任何受聯邦輔助的教育計畫或

活動中，禁止因性別差異而被排擠、剝奪利

益，或遭受歧視。 J (Overview of Title 凹，

2001) 美國的教育家、家長及人權倡導者，對

此規定寄予高度的期望。第九號發布之前，許

多學校並不認為拒收女性或設下重重的限制有

何不妥。第九號發布後，基於性別公平之觀

點，目前的確有進步，在美國，大學女性的註

冊人數增加頗多，大學生中女性之比率即較男

性為多;若從另-項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之女性

的資料來看，從 1977 年至 1994 年足足增加了

25% (Overview of Title IX. 2001) 。以此進

展，一般人會認為「第九號」的目標已經達

成，但是一些研究指出仍然有許多因素妨礙女

性的發展，尤其是資優女性 (Fox ， Sadker, &

Engle, 1999; Overview ofTitle IX, 200 I )。

1989 年全美獲得科學博士學位的女生比

率亦是偏低，如物理學和工程學中，女博士只

占不到 10% '而天文學、數學、化學等學科的

女博士比率都在 20%以下，只有生物學和心理

學的比率較高。攻讀自然科學的女生不多，而

畢業後真正投身研究工作的女性科學家更是稀

少(李靜宜譯， 1994) 。

反觀國內，亦有相同的傾向，根據我國教

育部 2004 年的統計，從 87 學年度到 92 學年

度，大專院校學生人數依人文、社會、科技三

類分性別統計，以 87 至 89 學年度而言，科技

方面，男女生的比例隨著學歷愈高，差異愈

大，大學女生占 30% '碩士班女生占 21%~

22% '到了博士班時男女的差異變得更懸殊，

女生只占 13%~14% 0 92 學年度，科技方面的

女生所占比例增加微乎其微，博士班女生仍只

占 17% (吳淑敏， 2004) 。

而從 80 學年度至 92 學年大專校院教師人

數性別統計資料顯示，男女教師的比例隨著專

業等級愈高差異愈大，男副教授是女副教授的

3.0~4.0 倍，到了教授階段，男女的差異變得

更大，男教授是女教授的 5.7~9.1 倍。若依人

文、社會、科技分類，科技類男女教師比例差

距更懸殊，男副教授是女副教授的 5.9~7.1

倍，男教授則是女教授的 12.6~ 14.8 倍，以

87 學年度為例，科技額男教授共 3 ，048 位，女

教授才 241 位(吳淑敏， 2004) 。

在美國仍只有非常少的女性從事科學工

作，在數學方面的情況也額似 (Reis， 1987) 。

唐得陽( 1994) 分析 1901 ~1992 年諾貝爾獎

物理、化學、生理學/醫學得主，發現男性占

絕對優勢地位，在此三個領域得諾貝爾獎的人

數分別為 142 、 117 、 l 衍，但是分別只有 2 、

3 、 5 位是女性，亦即女性得獎人未連百分之

三。鄒平、盧平奇( 1995)調查中國大陸 131

位參加數學、物理、化學、資訊奧林匹亞競賽

集訓的學生，女性只有非常少的比例(只占

6.1%) 。吳武典、陳昭地( 1998 )以問卷調查

及深度訪談方式對台灣 1991 年至 1994 年參與

亞太數學奧林匹亞及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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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進行追蹤研究，研究對象共36 名學生，其

中男生 34 名，女生只有 2 名;吳武典、陳昭

地( 1999) 以同樣模式對我國 1992 年至 1996

年參與國際物理與化學奧林匹亞競賽學生進行

探討，研究對象共 32 名學生，其中男生 29

名，女生 3 名，與中國大陸的現象一樣，女性

只占非常少的比率。

陳景虹是美國南加州大學分子藥理學與毒

物學教授，是一位國際級著名的大腦研究領導

者，她在 2000 年國科會舉辦「婦女與科技:

科技之人文關懷與性別議題」國際研討會中提

到許多事情改變了:二十幾年前的科學會議很

少女性科學家出席，社會發展的結果，今日增

加許多年輕女科學家，但是女教授與具有領導

地位的女科學家數量仍非常少，以主修生物而

言，女大學生大約占 40-50% '攻讀博士學位

的女學生約占 30-40% '女助理教授約占

20% '女教授約占 5% (陳景虹， 2000) 。這與

教育部統計呈現同樣的情形，不禁讓人要問:

為什麼專業階層愈高，女性在科學所占的比率

愈低?

由以上的探討，可看出如果資優女性在青

少年期限制自己選擇數學、科學作為學業發

展，亦將限制其成年的職業選擇，而未能實現

學術潛力，以及進入挑戰性的生涯，其實這不

僅是社會的損失，就資優女性自我滿意度而

論，也是個人的損失。

許多研究指出，男性在數學與科學領域占

絕大多數，女性在這些領域只有非常小的比例

(鄒平、盧干奇， 1995 ; Lubinski, Benbow, &

Sanders, 1993; Reis, 1987; Shi & Xu, 1997) 。為

什麼只有少數的女性能在數學或自然科學達到

卓越成就?究竟影響科學嶺域女性生涯發展的

因素為何?縱貫研究顯示女，性往往有低期望水

準及成就衰退現象;就生涯知覺方面，許多資

優女性回顧她們的過去，發現錯失了許多機

會，不是放棄了理想、抱負，就是在生活中被

迫選擇較低目標的職業 (Hollinger & Fleming,

1988; Kirby & Newlon, 1986; Reis, 2000 )。女性

在生涯發展方面，在企圖兼顧家庭及事業時，

所考慮的因素較男性為複雜，因此未能完全發

揮其潛能。

生涯阻礙因素的分頭，不同學者提出不同

分法，有的將影響個人生涯發展的阻礙因素分

為內在與外在因素，有的則分為心理與社會兩

方面 (Farmer， 1976; Harmon, 1977)' 田秀蘭

( 1998 )綜合 Swanson 和 Tokar 、 Nieva 和

Gutek 的分類方式，將男女大學生所知覺到的

阻礙因素歸額為背景/環境、心理/態度、及

社會/人際三類。背景/環境因素包括年齡、

學歷、工作經驗、工作環境、以及就業市場的

需求等變項;心理/態度因素包括個人對自我

的認識(自我觀念)、多重角色間的衝突、個

人的價值觀念、以及時間管理上的壓力等;社

會/人際因素則包括原生家庭父母親的支持態

度、婚後的夫妻關係、子女的照顧及教育問

題、以及同儕之間的鼓勵等。

女性的才能發展上，環境問題可能是所有

因素中最多樣的。有人來自中產階級的家庭，

有些出生在貧窮的家庭;有些父母親受過高等

教育，有些父母親只有受過一點點教育或未受

過教育;有些人因為孩子小需要照顧，延緩了

把重心放在工作上的時間，直到情況允許她們

重回工作現場 (Reis ， 2000) 。大多數女性必須

適應或改變她們的環境，以實現和發展自己的

才能。

田秀蘭( 1998) 的研究以開放式的生涯阻

隔因素問巷，調查五項生涯主題(選擇科系、

畢業後謀職、未來升運、婚姻、性別)對個人

生涯發展所造成的影響，以了解大學男女學生

在不同生涯主題中對背景/環境、心理/態

度、及社會/人際三類不同生涯阻礙因素的知

覺差異情形。「性別」因素對個人生涯發展所

形成的影響，是美國大學生認為生涯阻礙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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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來頓，然該研究發現台灣學生在這方面所知

覺到的阻礙，卻是五項主題中次數最少的一

項。該研究並指出，在不同額別阻礙因素的知

覺上有性別差異，男生所知覺到的阻礙類別以

背景/環境因素居多;女生所知覺到的阻礙頡

別則以社會/人際因素居多。在選擇大學科

系、求職時所面臨的阻礙，以來自背景/環境

方面的阻礙居多，諸如要考慮畢業後的出路、

要挑選熱門科系、薪水多寡等，顯示大學生工

作價值觀念中對經濟問題的重視。而在工作環

境上， r老闆對女性能力的歧視態度」是一項

女性認為重要而男性並沒有提及的因素。

郭靜姿、林美和、胡寶玉 (2003 )分析台

灣地區 75-87 學年度高中資優班畢業女性學生

之角色知覺、生涯阻礙因素、與潛能發揮現況

自評，研究對象年齡範圍介於 22-35 歲，含數

理、語文、音樂、美術及舞蹈，資(憂。研究結果

指出資優女性之生涯阻礙最大來源多屬外在阻

礙因素;在就學者及就業者中，資(憂女性在數

理方面的發展遭遇到較多的困難及阻礙。

Schlosser 和 Yewchuk (1998) 指出關於家

庭支持力的研究發現，正向的情境(支持和鼓

勵) ，是造成最佳發展與成就的先決條件。早

期的家庭學習，在才能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

色，在家庭中受到特殊待遇，或在家庭中擁有

特殊地位，被認為是與成就表現有關的因素，

然而女性很少在家中受到此種「特殊待過」。

Walberg 等人 (200 I)研究傳記中傑出女

性的相關資料，在樣本裡有很高比例的人幼年

期處於具激勵作用的家庭、教育與文化環境，

約有 33%到 50%的人受其父親、母親或其他長

葷的直接教導與積極鼓勵。 33%的人之行為表

現源自父母期望，約 25%的人靠自己之力去探

究、摸索， 32%的人表示在學校之外學到更

多。 46%來自於高收入的家庭， 50%以上來自

於高文化水準的家庭。

Yewchuk 和 Schlosser (1995) 調查傑出女

性對其雙親所持的觀感，以及年幼時在原生家

庭中父母如何發揮其角色功能 o 研究對象為所

有被列在加拿大婦女名人錄 (Who's Who of

Canadian Women) 裡的女性，研究結果顯示，

大部分傑出女性覺得雙親是合作的、工作導向

的、正直的、慈愛的、一致的、支持的和公平

的;他們設定高的標準，卻不控制或壓迫自己

的女見。

Walberg 和 Stariha ( 1992)研究傳記中傑

出女性，約 80%的人在學校表現突出，大多數

喜歡學校，而低於 25%的人有學校適應問題。

Kerr (1994) 研究的著名女性，大部分都擁有

良師培養她們的才能與引頸她們進入某個專業

領域，良師與被提拔者問親密的關係會轉變成

親子之情，或者可能發展成情感的依附，沒有

良師，很多資優女性可能就無法如此傑出。這

些傑出女性約有半數的人是受父母的鼓勵，但

絕大多數受老師和其他長輩的影響。國內許多

研究也發現父母對資優生生涯發展扮演舉足輕

重的角色(于曉平， 2002 ;陳長益， 1993 ;陳

昭懂， 1991)

由以上文獻探討可知，重要他人對資優女

性生涯發展不容忽視。不論是教師、諮商員或

家長，應給予男生和女性同樣的鼓勵與教育支

持，讓對數學與科學有興趣的資優女性繼續朝

科學讀域發展。

較早的心理學研究著重於男性，近年來，

國外雖有許多研究探討傑出女性的相閱讀題，

包括卓越女性的共同特性 (Ke汀， 1994; Kitano

& Perki肘， 2000 )、父母的人格特質

(Yewchuk & Schlosser, 1995) 、見童期的手足

關係( Yewchuk & Schlosser, 1996) 、人格特質

(Reis, 2000; Walberg et al., 2001) ，有些是研

究傳記中傑出女性，有些則研究在某些讀域具

有高成就者，大部分並未特別分析科學讀域傑

出女性。

Matkins 和 Miles (2000) 在針對傑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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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的研究中提出，資優女性要兼顧母親、

妻子與科學家等多重角色，有其重要的生活策

略 (life strategies) ，包括:1.對於有興趣的學

科學習上非常專注一一受訪者們在求學階段即

表現出與未來職業有關之學科的高度興趣與專

注力: 2.能接受唯有努力不懈，才能在該頡域

有突出表現，並平衡多重角色的衝擊一一受訪

者雖然歷經求學階段的失敗與挫折、扮演母

親、妻子對工作造成的衝擊與影響，但仍能堅

持到底奮鬥不懈. 3.能發展出強烈的自我覺知

一一從小即表現出自信心、目標導向的行為，

而終能得到後來的成功，並培養出對於自身能

力與自哉價值肯定的強烈知覺， 4.對於工作與

家庭時間安排有彈性一一不受傳統觀念影響，

能因應工作與家庭需要彈性調整規劃時間表;

5.選擇與自己有相似興趣的伴侶一一受訪女性

的先生也在相關專業領域工作，並支持妻子繼

續追求理想: 6.在考禮職業生涯的前提下，有

計畫的懷孕生子一一受訪女性都決定擔負起成

為一位母親的責任，並透過計畫性的避孕，將

對工作的影響降到最低. 7.能預測到孩子照顧

之需求並能有策略的因應一一有受訪者是透過

與先生共同商量如何安排在日常生活中做好孩

子的照料工作、也有受訪者雇用保母或是請其

他母親協助代為照顧。

在國內有關女性科學家生涯發展的研究方

面，傅大為、王秀雲( 1996) 以國科會科技人

才資料庫自然科學諸領域的 476 位女性科學家

其問卷調查對象，問卷內容涉及與女性科學家

相關的諸面向，包括:族群分布、年齡、婚姻

狀況、在學衛體系中的地位、研究活動、學科

差異、學術溝通模式、形象與特質等。研究發

現女性科學家的伴侶「也是科學家」的比例相

當高，達 8 1.3 7% '其中又有 45.8%與其伴侶是

「同一頡域」。

理工科系畢業之女性生涯抉擇的研究方

面，朱曉瑜 (2000 )以生涯選擇的傳統性及生

涯轉變這兩個角度，探討大學傳統男性理工科

系(指大學校院中理工學院)畢業之女性在成

年前期生涯抉擇狀態及影響因素，並以大學傳

統男性理工科系畢業的男生為對照樣本，探討

影響因素的性別差異。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大

學理工科系畢業之女性「不想轉換」者占所有

女生的 40.2% ' r 想過轉換」的占 16.1%' r 實

際行動」的占 43.7%' 與相同背景的男生相

較，兩者在分布比例上並沒有達到顯著差異。

不同生涯抉擇狀態的大學理工科系畢業之女性

在「其他人的示範或例子」、「罔遭人對於轉換

頡域的支持」、「學習及工作中的表現」、「健康

狀況受損」及「另一領域資訊的獲得」等生活

事件影響力上具有顯著差異。不同生涯抉擇狀

態的女性在「仍可兼顧家庭角色」、「有礙健

康」、「社會不期待女性朝原頡域發展」三項上

具有顯著差異。不過，朱曉瑜的研究樣本多為

未婚，僅有 10%的人為已婚，進入家庭婚姻角

色之後，對女性所帶來的衝擊或生涯觀念上的

改變，可能不同於已婚之前的考量。

{諾貝爾女性科學家}一書介紹十四位諾

貝爾獎級的科學家，作者從她們的生涯歷程歸

納出共同點，首要原因是她們熱愛科學，信心

堅決且樂在其中;其次是體諒的雙親和親戚，

她們大都來自專業或具學術背景的家庭，對於

兒女都給予相同的教育與鼓勵;這些成功女性

的背後也都有一位男人(通常是父親或先

生) ，一半以上都結婚生子，除了一位之外，

她們的先生也都十分支持太太的科學研究，有

時甚至做出相當的犧牲，當然好運道和好時機

也是重要因素(李靜宜譯， 1994) 。

李美枝( 1997) 亦分析科學史上獲得諾貝

爾獎及幫助研究伙伴得到諾貝爾獎的傑出女性

科學家的生命歷程，發現但使她們走上高科技

路線的主要因素，除了天賦的資質外，家長的

識才與支持扮演著關鍵的毆蒙角色;她們都有

一些共同的性格特徵:野心、堅毅、好奇心、



· 80 .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獨立自主、有膽識、熱愛工作等。這些在性別

角色心理學稱為工具性性格或工作成就取向性

格，而這些性格特徵在性別刻板印象中，又稱

為男性化性格。這些工具性性格(陽剛性格)

使她們在基本養成教育完成後，能突破環境中

種種不利女性發展的障礙，而持續在科學頡域

發展。一個女性縱有天賦的科技性向能力，但

若缺乏工其性(陽剛)的性格，就不易在科技

頡域裡有所發揮。

毛國楠 (2001 )針對國內傑出電子科技的

專家，及女性科學家，進行個案研究，藉以了

解他們的創造歷程，以及研究的生涯發展。研

究發現女性傑出學者選擇分子生物及肝癌、腫

瘤學科，這些都是新近發展的頡域，屬於非傳

統的科學研究頡域(如數理) ，在研究上較有

機會突破。該研究歸納出一些共同的特質，如

毅力、執著、有興趣、勇於嘗試、肯投入、有

獨特的想法、直覺敏銳，另外女性科學家也強

調善於時間管理。家庭影響方面，三位女性科

學家邦提到受教養方式的影響，尤其是受到父

親極大的影響。女性科學家必須承擔家務、養

育子女的責任，在研究生涯負擔比男性沈重，

家人的支持、體諒是研究的助力，積極樂觀的

態度是追求卓麗的踏腳石，唯有努力不懈、專

注投入與長期鑽研才能邁向成功。

從以上研究結果顯示，傑出女性科學家共

同的人格特質是堅毅、具好奇心、熱愛工作、

勇於嘗試(有膽識)、有獨特的想法等工具性

性格;巳婚的女性科學家，要兼顧家庭與工

作，做事有效率、善於時間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生活策略;先生的支持與體諒則有助於女性科

學家努力以赴，繼續追求理想，終致成功。

二、研究動機

研究者回想自己從國小、國中至就讀師專

(1970 年至 1984 年) ，在數學與科學的表現

上均獲得師長的肯定，高中聯考時自然科學只

錯一題，差 2 分就滿分，但從未有任何一位師

長鼓勵研究者朝此方面發展。是不是因為社會

價值、性別刻恆印象使得老師不想或不敢鼓勵

女性學生朝數學、科學等理工頭科發展?當年

師專四年級選組時，只因同學一句戲言: I你

已經夠男性化了，再選數理組就嫁不出去

了。」使研究者從原本選定的數理組改選幼稚

教育組。從今日男女平榷的觀點來看，當時的

選擇極為可笑!但在當時社會價值觀影響下，

又缺乏生涯輔導，相信如研究者這樣的事例不

在少數。是不是諸如此額原因造成男性與女性

在科學讀域中所古的比率懸殊?或是有其他因

素?同樣受到限制的女性，為何有些女性仍朝

科學讀域發展?由於上述自身的經歷，因而引

發研究者的研究動機，希望透過訪談研究，深

入探討傑出女性科學家生涯發展。期望由傑出

女性科學家的現身說法中，了解資優女性生涯

發展歷程。

三、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主

要目的在於了解傑出女性科學家生涯發展歷

程，探討傑出女性科學家家庭環境、求學歷

程、科學工作歷程為何，嘗試建構出傑出女性

科學家生涯發展歷程。

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Super ( 1984)認為生涯發展事實上就是

個人的自我在不斷經歷各種學習、角色扮演

中，透過現實的考驗而展現其潛能的過程。生

涯發展為一終身的歷程，生涯發展歷程涉及個

人各方面生活目標的選擇與安排歷程。本研究

所指的生涯發展歷程係指研究對象由童年至目

前為止，其個人成長學習、家庭、職業、社會

歷程中，朝向科學頡域發展的個人或環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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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影響情形。

早期生涯發展研究主要以量化研究為主，

但由於女性生涯有其獨特性與複雜性，目前有

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採用質的研究方法探索其生

涯現象。女性生涯發展受個人與所處的社會文

化的影響，要想了解其生涯經驗，必須回到她

所屬的社會文化脈絡裡，深入其個人的主觀世

界，才能體悟生涯對個體的意義。質的研究適

合於詮釋與理解女性的生命經驗，並建構女性

生涯之全貌(徐宗國， 1996 ;楊宇彥，

2000 )。

本研究主要採用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

view) 策略進行資料蒐集工作，並佐以研究對

象之背景資料、媒體報導、相關文件等資料。

研究者透過開放性問題，與受訪者(即提供訊

息者， informant) 進行面對面的溝通，直接了

解其生活經驗、對事件賦予之意義與價值，從

受訪者的角度去看問題，並透過受訪者的話語

來表達。在深度訪談的過程中，請受訪者回溯

過去的經驗。最後將蒐集所得的資料加以分

析、歸納。

本研究所蒐集的訊息，若透過問卷調查而

得，或許可以蒐集到較多人的意見;但是研究

者認為深入訪談較為適合之原因，是因為透過

問卷調查只能讓受訪者就問卷上既有的選項加

以圈選，而無法獲得更深一層的訊息。男一原

因是「傑出女性科學家」數量有限，是高度特

殊的樣本，透過開放性的訪談，可深入探究其

想法，讓受訪者提供較為深入詳盡的說明，不

斷在互動過程中創造新的意義，以確實了解傑

出女性科學家的觀點。

二、研究參與者

由於在科學頡域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為數

甚少(李靜宜譯， 1994 ; Enman & Lupart,

2000) ，符合博士學位的目的僅在於界定其深

入專業知識的程度，故本研究傑出女性科學

家，選取標準為具有科學領域博士學位且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研究成果經常發表在國內外著名的

科學期刊(例如列入 S口， SSel 或 EI)者。

(二)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

獎勵者。

(三)曾獲國際性或全國性科學領域獎項

者。

(四)公認在科學嶺域有傑出貢獻者。

(五)經科學界人士之推薦者。

科學領域包括很多學門，為求研究參與者

能多樣化涵蓋不同學門，根據不同學門列出符

合上述標準者，邀請科學領域人士推薦'共訪

談了九位傑出女性科學家。但其中一位受訪者

B 的資料因錄音失敗，後因考慮其專長為數

學，而其他受訪者為自然科學，故未列入正式

研究中;另一位受訪者 E 專長因屬於科學教

育，與其他科學研究屬不同性質，亦未列入，

最後列入正式研究者共有七位(詳表一)。

所有受訪者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在國內完成

學業，但博士學位除了一位在國內完成，其餘

皆於國外大學取得。受訪者年齡，除了一位為

60 葳，其餘介於 40 歲至 50 歲之間;二位未

婚，其餘皆已婚並育有子女一至三人。基於保

密原則，以英文 A-I 作為受訪者的代號。

三、研究歷程

首先，研究者蒐集中央研究院、國科會歷

年傑出研究獎、國際性或全國性科學領域賽項

女性獲獎者資料。以立意取樣方式，邀請科學

領域人士推薦科學領域符合研究對象條件之傑

出女性。

研究者根據所欲探究方向事先攝定半結構

式訪談大綱，規劃出研究者所欲談論之主題。

訪談進行前，將訪談大綱事先以郵寄、傳真或

電子郵件方式，讓受訪者先過目，得以先醋

釀、回顧。因本研究受訪者的特殊性，皆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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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生物

化學博士

美國化學 十大傑出女青年、十大傑出青年、青年獎未婚

博士 章、世界十大傑出青年

表一本研究中傑出女性科學家之背景資料

編號 現職 專長領域 學歷

A 電信公司 電腦科學 國內電腦

處長 科學博士

C 大學教授 環境工程 德國微生
物博土

美國醫學

博士

美國化學
博士

D 中央研究院研究學習與記憶

員 神經生物學

F 大學教授兼學院 X-Ray 繞射無

院長 機化學

G 中央研究院研究分子生物

貝

H 生化科技公司總化學(基因

經理兼大學教授 工程、新藥
研發)

I 生化科技公司總化學

經理兼執行長

件
T

(
條
-

A
口
一

符
一
獎

一
師

-
g
土

-
茗
，

1

一
工

一
年

一
青

一
秀

暑


1
備註

教育部大學暨獨立學院教學特優教師

編著之實驗手冊獲教育部優等獎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勵(三屆)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勵(三屆)

中山學術獎

教育部學術獎(第四十二屆數學及自然科

學)

傑出人才講座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勵(三屆)

未婚

美國化學 YWCA 女企業家
博士

意錄音，故未錄影;其中有兩位受訪者提供照

片輔助談話。

研究者並敦請受訪者提供或上網搜尋相關

文件，如研究成果、著作、得翼紀錄、札記、

報章媒體之相關報導及照片等。研究者與受訪

者往返之電子郵件亦加以保存，以進行文件分

析。

將錄音內容膳寫成逐字稿，並請受訪者確

認無誤後，作為分析資料的主要來源。研究者

邀請兩位博碩士論文以質性研究方式撰寫者擔

任協同編碼員:一位是女性博士，另一位是男

性碩士，專長為資優教育。以避免研究者主觀

經驗與背景知識之影響，導致資料整理與結果

呈現偏頗或帶有性別差異的情形。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確認逐字稿內容後依序逐段編流水碼，受

訪者代碼由英文字母 A~I 表示，例如 AISI

005 表示與受訪者 A 第一次訪談稿中受訪者 A

自己的第 5 次(段)發言; AIHI-079 表示與

受訪者 A 的先生第一次訪談稿中受訪者先生

的第 79 次發言。有些訪談內容係受訪者針對

研究者所發問之問題回答，為求訪談稿前後的

脈絡關係'由研究者加註一些文詞，所加註之

文詞以51號[ J 標示以與原文區隔。原始資料

中各符號所代表之意義詳如表三。

研究者將編碼原則與協同編碼員商定後，

分別就逐字稿進行開放性編碼，再就福碼不」

致處逐一討論，以求取共識。編碼之後，再將

逐字稿按其編碼重新排列組合、命名，以進行

分析。研究者參考徐宗國譯( J997 )、高敏惠

( 1995 )、黃瑞琴( J994 )等分析資料的原

則，進行以下步驟:

(一)反覆閱讀所蒐集到的資料，將研究

參與者所陳述的重要句子劃線，尋找資料中出

現的概念。

(二)根據時間順序，重組訪談稿，並刪

除無關的敘述句，儘可能留下研究參與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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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碼 第五碼

訪談次數碼 流水號

訪談次數以數依序編流水號，其

字表示 前加一破折號，與

第四碼區隔

第三碼

身分碼

s: 受訪者自己

F: 受訪者同儕

H: 受訪者先生

p: 受訪者父母

T: 受訪者教師

5
一
懶
洋

立
一
朝
文

第
一
料
一
談
地

一
資
一
斗
副
主

ID

原始資料之符號意賽

第一噶

受訪者之代碼

A-I

義
一

-
-
前
一
喘
一
兩

二
一
符
一
戰

表
一
-
叮
叮

結果依家庭環境、求學歷程、及科學工作歷程

三方面進行討論。

一、家庭環境

(一)成長時期

受訪者 A 為軍人子弟出身，J:有一個哥

哥、下有一個弟弟，她是唯一的女生。父母教

養態度開明，在父母親眼中是個乖巧、不需他

們操心的女兒 (AIS卜的3) ，但家中對於男女

生期望有差別。

小時候，我們住在北投，哥哥、弟弟

都要到台北市考聯招，媽媽說女核子

不用到台北考，直升就好了，就可以

知道我媽那時候對女核子的期望並不

高，所以我直升北投初中。(AIS 1

029 )

受訪者 C 家中兄弟姊妹多，有五男、三

女，排行第七，兄弟都念科學，雖然喜歡畫

畫，但受父親及家庭環境影響選擇科學。父親

期望哥哥當醫生，對她則沒有特別期望

(CISI-OI?)' 母親重男輕女，認為「女被子

請愈多書愈糟糕 J ( CIS 1-020 )。

我們兄弟幾乎都是走科學的，從小耳

清目染，哥哥讀化學、姊姊讀物理。

父親是畫家，但是他卻反對我們，其

實我很喜歡畫畫﹒但他一直認為走藝

術的路吃飯吃不飽，希望我們不要走

藝術的路，所以後來也無從選擇。

(CISI-009)

完整的敘述句。

(三)根據概念進行初步分析與歸納，以

獲得一些核心主題。

(四)針對新的主題之段落內容，進行內

容的詮釋。

(五)比較個別生涯歷程的異同，綜合歸

納出女性科學家的生涯發展歷程。

不斷分析、比較、對照、修正、歸納與綜

合之後，最後決定每位受訪者的資料分析架

構，如圖一所示。

訪談資料分析架構

結果與討論

限於篇幅的關係，以表三呈現本研究每位

受訪者生涯發展的歷程，再將本研究資料分析

科
學
工
作
歷
程

女性科學家

求
學
歷
程

家
庭
環
境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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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共八個兄弟
姊妹，父母沒有
童男輕女的教養
觀念，依孩子興
趣、能力發展o

H

上有一 - {ff 兄
長，下有一個
弟弟。父親是
公務人員，母
親是家庭主
蹄。

G

問女---，~男， NF
行老弟弟
排行老么。

本
海
鐸
叫
單
吼
叫
惜
詛

父親是工程師，
受其影響，每 a
個孩子都學習與

化學、 r早早有關
的領域;父母從
來沒有認為女孩

不宜念理工或科

學的想法。

父親覺得即使
是女孩，如果
有能力讀書，

應鼓勵其纖續

向 t 。
家人所從事的
工作皆與科學
無闕，無法給

予特殊的幫

忙，但在精神
上給予最大的
支持。

父親不會重男

輕女，對女兒
的期望沒有不
同。

F

有個姊姊，一三

個妹妹。父親是
立法委員，母親
是家庭主締。

沒有童男輕立
的情形。父親比

較嚴肅，覺得成

長以後與父親
較親近。子女的
管教以母親為
主，民主、權威

並行。

D

只有一個哥

哥，母親身體
不能早逝，由

父親負起教養
車搶 c

C

兄弟姊妹多，
丘男、二;女，

排行第七，兄
弟都念科學，

喜歡叢書，在1

受父親及家庭
環境影響選擇

科學。

表三館出女性科學家之生涯歷程

\\\受訪者

~t:缸曆桿\\

家庭環境 是三個小孩 Itl

成長時期 唯一的女生，
1[，司哥哥及弟
弟。父i手開明，
但對於男女期
望有別。

A

父親沒有傳統
重男輕女的觀

父親採取民主
的管教方式，

尊重孩子，讓
子女能依自己
的興趣發展而

不受 n賞。

父母在行為和
道德上要求嚴
格。

求
書

要
習
L

h
J
K戶
主
"

一
叫
練
臼

馮
主
寫

垃
秒
二
『
、

父
孩
法

配偶自己對研究

有興趣，亦能支
持其追求興趣，
但非體力、勞務
方面的支持，所
以家務還是主要
潛在她身 l: 0

管教方式民
主，能尊重孩

予的興趣，但
生活起居要求

搬起。

父母親以女兒
的成就為榮，
但是倆老內心
還抱持些許期
待，希望她能

找到好的歸

父親希望女兒

們至少念到大
學畢業，學以致

用。

父母親有重男

輕女的觀念，
直到去美國玩

之後才改觀。

配偶也在大學
服務，育有

女，在國外讀
研究所。

;才是婚，父親已過

世，現與母親同

性。姊妹多擔任
教職。

配偶能體諒與

支持，住家也

考慮離妻子工
作地點近。以

妻乎成就正面
挂在 o
/I'.

配偶也是從事

科學仁作，能

夠 r解研究的
辛苦，認旭!J:.

性如果有能

力，時;讓她和

男性一千蓋有發
展天分的機
會。

和先生所學相
關，可互相合

作;在家事上

亦能互相分
擔。

家庭[作能互

相幫忙，互相倚
靠對方。育有:

女，婆婆也幫忙
照顧。

目前家庭

配偶以她為

榮，覺得她的

成就是努力後
應得的，若41:
家庭的負荷，

全家支持進修
博士學位 o

配偶不會在意

太太的主II 名度
或成就的j於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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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覺得與有榮可表現得更

焉。好。

表三

婆婆非常支持

與鼓勵 o婆媳相處，配
偶認為要互相

體諒，才能共

同對抗壓力。

藉
耳
仲
、
博
草
也
叫
阿
卅
闊
岫
剛
開
用
兩
晶

i
N抽
泣

童年在鄉下的求
學生活輕鬆而快

樂，功課表現很
好。

父母無法提供
額外的教育資

源，但憑自己
努力，學業表
現優異，出闡
留學後回國貢

獻所學。

國小、初中都

在台南鄉下念
書，喜歡鄉 F

的生活。受數

學老師影響而

喜歡數學。

國小就讀新竹
自li範附小，因為
校長注重全人
教育，未受，升學
主義的影響有

個快樂的童年。

求學丹在程、¥
穗，小學讀師

範附小'初 III
讀古亭女中，
高中就讀北 A

女 o 初中考上一女
中，學業表現優

異，一路保送至
台大化學系。

就讀竹師附
小，讀書全憑

自己的努力。
小學常到台大
系館和關書

館，後來又常
去教物理的堂

哥家，受到科
學的散蒙。

由於只生 r 兩
個女兒，感受到
來自婆婆的壓
力，幸好配偶能

幫忙揖擋。

國小時期:念私

立薇間小學，學
校教育開放，教
學正常，未受當

時補習教育之

影響。

早期求學階段
(關小、初

中、高中)

不同階段的老

師都對她很照

顧。

師生關係良好。就讀北一女，

喜歡文學，受
科學電影影響

嚮往科學，加

上受陳之藩文
章影響，選擇

理組。

到
了
考

先
念
學
扣

期
學
轉
你

時
中
才
朮

學
南
年
新

中
竹
一
入

ex>
」們

大學學申請到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三年多
就取得博士學

為[;在異地出

人頭地，比別
人更努力，凹
年就取得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
的博士學位，

並得傑出教學
獎。

大學讀化學
系，變得比較
男性化，又因
為科學的訓練

講究實際，而
拋棄文學。

壓力大時曾經

大學從理化系
重考轉到藥學
系，經過掙扎再

轉化學系。在較
成績名列前茅。

考上政大文學
院心理系，但
是對心理學偏
生物部分較有

興趣，當時國

內無神經科
學，故決定出
閻念書。

新竹女中公民
老師使她了解
唯有堅持到最

後，才能到達

目標，。

就讀台灣大

學，喜歡作質
驗，對有機化

學最有成就
感。成績優異
得數次書卷
獎。

中學時期:母親

對其期望不
高'留在住家附

近直升北投初

中。初中理化成
績表現優異。

中央大學數學
系畢業，於美國
紐約州力，大學

水牛城分校修
讀碩士仍主攻
數學，而後因興

趣轉至康乃爾
大學攻讀

後期求學階段
(大學、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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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過轉中文

系，但是以吃
得苦中苦，方

為人 t 人自
勉。

悶悶儕影響而

出國留學。

大學學業後，先
當 4年助教才
出國留學。

大學實驗室的
老師把學生當

成自己的小孩
般，讓她們有家

的感覺。

加拿大學校提
供全額獎學
金，但l表!不適
應當地氣候，

轉學到聖地牙
哥。留學生活

經歷許多磨
練，心吧It或長
許多。

館出女性科學家之生涯歷程(續)

拿獎學金到德
國念書。

留學期間，德

國教授的素養
與崇高社會地

位，令其感受
深刻。

computer
science' 但是因
為孩子的教養
問題，暫時放棄

學業。

表三

謂
海
鐸
胡
君
論
也

u司
已

從小喜歡做實
驗，放棄最具『錢
途』的科系，選
擇台大化學系。
畢業後赴美留

學，在 1月取得
Ph.D. 。

受父親影響喜
歡動手作實
驗，化學成績

優異，所以喜
歡化學。受師
長及環境的影
響出國留學。

受到高三化學

老師影響，喜

歡動手作實驗
而決定讀化

學。在美國讀
研究所選擇生
物化學。

從理化系轉到
藥學系，時轉回

化學系。

從心理系轉讀
腦神經科學。

喜歡繪畫，因
父親影響，選
擇科學。

閩台工作等孩

子上小學後，到
清華大學完成
博士學位。

覺得念理工比
較有出息，就選

了理工。

研究歷程I扣之

生涯抉擇

在國外研究
X-Ray 結晶
學，回國任教大
學，持續作此方
面研究。

留學回國後，

選擇到中研院

服務，放棄到

大學任教的機
會。

凹國後在食品

研究所任職，
工作成果被
搶，結婚後選

擇離去。

問當年填志顧

影響念數學
系，覺得自己數
學天分不夠，選
擇實用的電腦

科技。

婚後隨夫娟到史

丹佛大學
Rockefeller
Institute 工作，後
轉任雖氏藥廠主
導藥物研發。

離開國家衛g:.研
究院﹒成立生物
科技公司，希望

站台灣生技擇業

開創良好的研發

模式。

學業後先在美
關T作，獲知

生技中心的工
作，決定回

台，數年後創

立It化科技公
司，從事墓[天!

E千里及新藥研
發。

受老師影響，
喜歡從事教育

工作，在輛

大、清大兼
課。

ttl 夫婿的原

悶，先後到普

渡大學、加州
大學舊金山校
區博士後研

究。

台灣中央研究

院成立分 fIt
物研究所時[ill
L有

任教環境工程

系，雖受打
擊，利用徵生
物學的專長，

在環境工程界
走出自己研究
的路。

曾想放棄事業

全心照顧孩

子，閃母親鼓
勵而堅持至

A

在美希望宜攻
博士，因懷孕而

暫時放棄工作

與學業。

因為對電信研

究所的工作有
高度的興趣，放
棄轉任他職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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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D 家中只有一個哥哥，母親身體

不佳早逝，由父親負起教養重擔。和唯一的哥

哥感情很好，手足關係親密。父親重視教育，

不管再苦﹒也要讓子女受很好的教育，給予最

大的支持，沒有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父親採

取民主的管教方式，尊重孩子，雖然本身在科

學上專業不足，但是會讓子女依自己的興趣發

展而不受干預。

因為我在念書時父親年紀已經很大

了，在教育上他沒有辦法直接教我

們，但是他有-個根深蒂固的觀念，

就是日子不管再怎麼苦、再怎麼犧

牲，一定要讓子女受最好的教育。例

如他的父母親就是把田地都賣了，也

要讓他們念書，所以他也認為把房子

賣掉，讓我去美國念書都可以，而且

不會重男輕女。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觀念，而且我們也是這樣對待改子。

在知識上，因為年齡差距的關餘，基

本上請書要靠自己，可是至少在精神

及物質上得到充分的支持。( DlSI

021 )

受訪者 F 排行老三，有一個姊姊，三個妹

妹。父親是立法委員，母親是家庭主婦。父母

沒有重男輕女的情形，父親希望女兒們至少念

到大學畢業，可以念就繼續往上念，要能學以

致用，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子女的管教上以母

親為主，民主、權威的管教方式並行，賞罰分

明( FrS1-040 )。

父親比較開通，我們家都是女兒，父

親一向認為至少念到大學畢業，能念

多高就多高，倒是沒有重男輕女。

( FIS 1-004 )

我記得變清楚的，念中學時，已經五

個女兒了，鄰居就建議收養-個。媽

媽問爸爸這件事情峙，他說:幹口麻?

男的跟女的不事~一樣嗎?所以我印象

中他沒有重男輕女。 (FISI-005)

不管念什麼，不能半途而廢，念出來

最後自己會用得到的，這點我父母親

的觀點倒是一致 o 不管結婚不結婚，

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我想他們講的

也對啦!不管有沒有成家，現在的社

會也需要這樣。( FIS1-050 )

受訪者 G 家中有四女一男，排行老二，

一個姊姊'兩個妹妹，弟弟排行老么。父親不

會重男輕女，能尊重孩子的決定，對女兒的期

望與兒子沒有不同，從姓名排輩份的事情可見

一斑;不只對自己子女的教養態度如此，甚至

看到鄰居的女孩表現優秀，亦勸對方的父母親

能讓女兒繼續升學。

我覺得父親對我的影響很大，最大的

影響就是男女並重，我覺得到現在為

止還沒有見到這樣的人一對女兒的期

望沒有什麼不同。( GIS1-084 )

因為我們家的名字依輩分排，一般家

庭排輩分，都是男生排，女生就不

排;或是男生排一種，女生排另一

種。父親當初從大陸到台灣的時候，

把他最小的妹妹帶出來，她以前在家

裡面的名字就不跟男生排，父親來台

灣以後就說妹妹應該享有同樣的輩

分，把妹妹的名字改成跟他同一輩

分。現在我們家也是，所有小手孟子都

同一輩分，所以我的名字比較男性

化。( GIS1-086 )

我自己決定〔出函留學〕的。像姊姊

她不想出國留學，爸爸也無所謂 o 手足

想出國留學，爸爸也不會阻撓。

( GIS1-095 )

記得以前在鄉下請書，有一個初中同

班同學是女核子，成績非常好。初中

畢業的時候，我們班成績非常好的女

核子畢業以後全部去請師專，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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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最好的路。結果爸爸還跑去跟我

同學的父母親講:你家女被子這麼優

秀，應該讓她繼續讀書。( GIS 1

092 )

受訪者 H 上有一位兄長，下有一個弟

弟，家庭單純。父親是公務人員，母親是家庭

主婦，在家教導三個子女、照顧家庭。家人所

從事的工作皆與科學無闕，雖然無法給予特殊

的幫忙，但在精神 t給予最大的支持。其父親

對於做人!是事及生活起居方面要求非常嚴謹;

管教方式民主，能尊重孩子的興趣;通常父親

擔負教導與分析的角色，母親則著重在生活上

的照顧責任。

你只要喜歡、認為有興趣，他們通常

都會支持、鼓勵，但沒有辦法給你特

殊的幫忙，因為他不懂，只能支持

你，你想要做什麼事情，他會支持，

當然在金錢上面沒有辦法提供很多支

持。不過我很幸運，因為父親在電信

局上班，電信局對於員工子女的教育

提供補助，所以父母不必為我們三個

小弦的教育經費煩惱，現在的父母可

能要為兒女的教育準備一大筆教育基

金，比起來，現在的父母會比較吃

力。在以前，我們兄妹不去念私立學

校，以公務人員的薪水支應綽綽有

餘，因為沒有接受什麼特殊的補習教

育，父母也沒有辦法提供我去學鋼

琴、小提琴，我們沒有那種特殊的學

習。 (H1S1-015 )

現在的父母只是付出，也許是希望養

兒防老吧!但我父母這樣的觀念很

淡，他們覺得核子的成功、核子的興

趣能夠得到發揮，是他們精神的慰

藉。父母的教養態度是完全尊重我們

的興趣。( H1S1-023 )

父親在教導跟分析上，比較能給我一

些幫助;母親是在生活上面的點點滴

滴，她都能夠照顧得很好。( H1S1

024 )

管教方式比較民主。但是對我們的生

活起居要求是很嚴謹的。( HIS1

025 )

受訪者 I 小時候住在鄉下，家中共八個兄

弟姊妹。父母教養態度對男女沒有區別，儘量

依孩子興趣、能力發展，家中女孩子不會自我

設限。父親是工程師，受其影響，每一個孩子

都學習與化學、工程有關的領域;父母從來沒

有認為女孩不宜念理工或科學的想法

他們教核子的原則是:你有興趣、有

能力做什麼，就儘量讓你發展。在那

種環境長大，女核子從來不會想:我

是女早在子，我只能做那一方面的事

情，別的事情都是不能勝任的 c

( IISI-002 )

我父親本身是一個 engineer' 他是台

灣首創所謂研磨( abrasive) 工業。

研磨器材，在二次世界大戰時，都是

從國外進口，父親是台灣第一個做研

磨的，他一生對這領域鑽研，是一位

非常敬業的 engineer; 對自己有興趣

的事情，全心以赴。所以每一個核子

很自然的都會跟著學化學、 engineer

有關餘的。另外，女孩子應該念非理

工的或非科學的，父母親從來沒有過

這種想法。( IIS 1-004 )

(二)目前的家庭

受訪者 A 的配偶在家庭工作上能互相幫

忙，夫妻相處發展出互相倚靠對方的感覺。育

有三女，孩子小的時候，婆婆幫忙照顧。當年

起了照顧孩子放棄學業，所以後來全家支持她

進修博士學位，配偶甚至離開中央大學到交通

大學任教，舉家搬到新竹，以方便其進修;遇

到考試有壓力時，全家更是體諒，要很安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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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吵她 (AIH卜的6) 。

有一些同事談論再去進修博士的事

情，我覺得她受到這種氧氣的成染，

她那時候應該也覺得很遺，戚。我們也

覺得很對不起她﹒要不是為了生老

大，她也不會 quit 她的學業，所以我

們都很支持她繼續念。考上交大且民清

華博士班，去也選擇到清華念。( AIHI

079 )

指導教授常常有些 seminar 會弄到晚

上，對她蠻不方便，所以乾脆搬到新

竹。我離開教了四年半的中央大學到

交大任教，希望對她有一點幫助。因

為我們都有-點虧欠她的&;.覺，她又

那麼想完成這件事，所以我們都覺得

應該盡我們的可能。( AIHI-080 )

受訪者 C 覺得自己比較幸運，和先生所學

相關，可互相合作;其配偶不僅在精神上支

持，在家事上亦能互相分擔，並以她為榮。

我比較幸運，因為先生也留學德國，

跟我一樣學的是生物，他做的是藻

類。就我們兩個而言，等於興趣相

同，他當然也鼓勵我，甚至有些研究

還可以一起合作。( CISI-027 )

支持太太做她喜歡做的事，對我來講

這些是應放的，她做喜歡的事沒什/宮

不好啊!可是家裡面也要兩個人互相

配合、幫忙，兩方一起做。( CIHI

002 ' CIH卜003 )

因為我們平常忙，基本上會利用假日

寫報告、改學生作業。或是做家事，

像買菜、拖地，不是我做就是她做。

因為我們兩個人都很忙，我若不 it止，

她也受不了。 (CIH卜。69 ' C!H I

070 )

我以她為漿。有時候自我介紹都說是

我太太的先生，她比較有名。( CIHI-

101 )

受訪者 D 的配偶亦從事科學工作，能夠

了解作研究的辛苦，認為女性如果有能力，應

該讓她和男性一樣有發展的機會。她認為精神

支持重於物質支持，只要配偶能認同即可，家

事方面的幫忙即使有限，也無所謂。

因為我先生他也是作科學研究的，所

以比較能夠了解作研究的辛苦'3Lt一

些需要配合的條件。( DISI-012 )

我覺得男生在做家事方面的幫忙比較

有限。但是我覺得一個家庭如果女性

作研究或身為科學家，基本上倒不一

定要物質上的支持，精神上的支持比

較重要，只要對方認同，忙不過來，

可以找人幫忙;或者出去吃個飯。

( DISI-037 )

一方面他很了解我的個性，另一方面

也認同這點，他覺得不能因為是女

人，就使她的才華、天分被埋沒，待

在家裡只作家事。只要有這個觀念，

其他一些枝微末節就不是很重要。

( DISI-039 )

受訪者 G 已婚，育有一女。配偶也在大

學服務，能體諒與支持、尊重妻子的工作，以

妻子成就為榮。在美國時，住家地點考慮離妻

子工作地點近。隨著年齡增長，夫妻彼此更能

體諒。

我自己也不知道運氣算好還是不好，

我的先生對我相當的體諒，而且我覺

得他年紀愈大體諒愈多。剛結婚時年

少氣盛，第一件事情是告訴我:你去

把姓氏改掉，巴!這是最典型的例子，

他說:你應該姓「陳 J 0 (GDI

090 )

我的先生非常尊重我的工作，事實上

他還很希望能夠幫忙我，讓我的工作

能夠做得更好，他覺得太太在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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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就是很光榮的事情。當然很多的

男性不這樣想，說不定覺得自己的太

太最好光芒不要太高，不要歷過自

己...... 0 (GDI-096)

受訪者 I 的配偶本身對研究亦有興趣，故

能支持她追求興趣，但非體力、勞務方面的支

持，所以家務事還是主要落在她的身上。

結婚的對象一定要願意支持你這種想

法，要是結婚的對象他不支持你這種

想法，覺得你就應該是mother· 應該

是 wife· 應該照顧小孩子，在家中里，

這樣絕對沒有辦法work out 0 (IlSI

010 )

他自己對研究有興趣，所以支持我追

求我的興趣。但是不是能夠在體力上

支持(笑) ?這又是另外一回事。所

以家裡大部分事情還是在我的身上。

( liS卜012 )
(三)綜合討論

本研究七位傑出女性科學家中，有兩位家

中手足人數高達 8 位，其餘為 2 至 5 位，有 6

位受訪者在家排行老二，一位排行第七。陳一

柵、官振萱 (2003 )指出一個孩子的排行，對

後來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影響，長子多半希望獲

得別人的敬仰與尊重，傾向選擇位居要津，通

常拼命工作，而且感到對一切都負有責任，國

外的研究報告亦指出資優或傑出人士大部分是

頭胎或獨生子( Storfl釘， 1990)' 本研究結果與

國外的文獻有些差異，可能是由於國外的文獻

並非針對女性做分析，而本研究對象皆為女

性。

在從前的社會中，大多數的家庭對女兒的

教育，是要「溫柔、婉約」、「書不要讀太

高」、「找個好歸宿嫁人 J '本研究受訪者其父

母教養態度方面，少數提到父母對於男女生期

望有別或重男輕女，其餘幾位的父母親皆沒有

重男輕女的觀念，不會讓女兒因為性別關係而

自我設限。父母的管教方式則多半為民主或民

主、權威並行。比較特別的是一位年屆六十歲

的受訪者、未婚，以她成長時代的背景而言，

這樣的女性是少之又少，可能與其家庭背景有

極大關係，父親是立法委員，比較開通、沒有

重男輕女的觀念，即使生了五個女兒，也不顧

聽從別人的建議去領養兒子，認為女兒不管結

不結婚，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

本研究中受訪者的年齡只有一位是六十

歲，其餘介於四十歲至五十歲之間，成長於三

十至五十年代經濟尚未蓮勃發展的台灣社會，

許多位受訪者的父親當年從中國大陸避難到台

灣，對於台灣的未來有許多不確定感，所以都

鼓勵孩子到國外進修碩、博士，甚至希望她們

留在國外就業、發展。

國外的一些研究報告指出具有創造力的科

學家及數學家多半來自於較穩定的家庭，父母

本身就是在科學上有相當成就者(陳昭儀、楊

慧君. 2001 )。本研究受訪者沒有任何一位女

性科學家的父母本身就是在科學方面相當有成

就者，此現象與 1983 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

唯一女性得主 Barbara McClintock (跳躍的基

因發現者)類似，她的家人對科學也都不感興

趣，父親是位醫生(唐嘉慧譯. 1995) 。此結

果與陳昭儀、楊慧君 (2001 )研究五位台灣傑

出理化科學家的結果一致，可能是緣於本研究

這幾位女性科學家成長的背景與陳昭值、楊慧

君研究的對象皆為三十到五十年代的台灣社會

有闕，當時台灣政治與經濟較不穩定，但也因

此成為激勵她們奮發向上的重要因素。

所有受訪者父母親基本上能尊重孩子的興

趣，支持子女在科學上發展，物質上不一定都

能支持，但至少精神上充分支持。此研究與

Yewchuk 和 Sch losser ( 1995 )調查傑出女性原

生家庭中父母角色功能的結果一樣，是支持

的、不控制或壓迫自己的女兒;也符合

Walberg 等人( 2001 )研究傑出女性幼年時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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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具擻勵作用的家庭、教育與文化環境。

本研究中已婚者，另一半不論是否同在科

學謂域工作，均能支持她們在專業額域發展，

並以她們的成就為榮。部分已婚者表示只要配

偶能認同即可，家事方面的幫忙即使有限，也

無所謂。 Matkins 和 Miles (2000) 研究的五位

傑出女性科學家亦選擇與自己相似興趣的伴

侶，先生也在相關專業領域工作，並支持妻子

繼續追求理想。本研究結果與傅大為、王秀雲

( 1996)的研究結果亦相互呼應:女科學家的

伴侶「也是科學家」的比例相當高，達

81.3 7% '其中又有 45.8%與其伴侶是「同一領

域 J '該研究發現台灣許多女性科學家認為

「婚姻及子女」使得她們的教學與研究「更

好」或「沒有影響 J ' r 婚姻及子女」並不必然

使得她們的工作打折扣。

二、求學歷程

(一)求學階段成績優里

本研究受訪者成長時期的學制是小學畢業

後需考試才能入初中，當時補習風氣興盛，但

大部分受訪者讀書全憑自己的努力，未受升學

主義、惡性補習的影響，有個快樂的童年;大

部分求學歷程平穗，沒什麼苦讀，一路從小

學、初中、高中上來 o

受訪者在求學階段的成績都很不錯，尤其

是數理成績皆表現優異獲得教師的肯定。並分

別在求學的不同階段，受到師長的敢迪，或因

周遭環境充滿豐富的科學刺激，因而受到科學

的歐蒙，立志朝科學領域發展。「小時了了，

大未必佳」這句話在她們身上似乎不適用，因

為她們都是「小時了了，大亦佳 J '此結果亦

符合 Walberg 和 Stariha (1992) 研究傳記中的

傑出女性大多數喜歡學校，在學校表現突出。

(二)靠獎學金出國念書

本研究受訪者幾乎都提到出國念書選擇學

校時都考慮是否提供獎學金，以減輕家庭負

擔。以當時台灣的經濟情所而言，除非家庭經

濟優涯，否則一般人要出國留學很難不靠獎學

金。幾乎都在國外拿到博士學位，只有一位因

為結婚生兒育女的因素暫時放棄國外的博士學

位，待子女較大時才在國內攻讀博士學位。

在美國先念了數學碩士，後來轉學念

computer sCience ﹒攻吉賣博士，後來休

學，其實我一點都不遺幟，雖然沒有

拿到美國康乃爾大學這樣有名的博士

學位，那時候家裡一直要我把小技送

回台灣，繼續把博士念完，我不要，

因為帶小弦是母純的天職。( AIS 1

021 )

陳昭儀 (2003 )以 80 年度至 91 年度之國

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與 79 年度至 92 年度的碩博

士論文為主要資料來源，對於傑出人物之研究

進行回顧與探析，亦發現許多傑出人物中有不

少人都有留學的經驗。留學的歷練不僅是學識

的充實、技巧的提昇，更是吸收不同文化，增

廣視野的最佳時機。

三、科學工作歷程

(一)生涯決定

受訪者 A 進入電信研究所後，對現階段

的工作有高度的興趣，放棄轉任他職的機會。

主要研究領域是發展國際直撥系統、開發

ATM 交換機系統。曾獲優秀青年工程師獎，

身為電信公司龐大行政體系中，少數具研發技

術背景及管理經驗的女性專業經理人 o

她認為自己是個較單純、大而化之的

人，不會主IJ 意追求那種形式上的社會

認同，也因此，她能一進O研究所

後，長期埋首於研究領土主中，一待就

是 17 年光陰;過程中，雖有機會到

大學任教職，但因不希望分太多心思

及時間於兼課上，而耽誤白天的研究

管理工作，因此放棄很多不錯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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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目前轉任至'JO電信公司業務單位

後，她對舊環境的忠誠度仍很高，並

不想因其他高薪工作機會而離開原

職;當然前提是自己對現階段的工作

職務很有興趣。(ADI-020 )

學成歸國後，於 1983 年 9 月加入。

研究所承做網路及交換機的相關研

究，第一個研究專案即花了近 2 年時

間，發展「國際直撥~統」技術服務

產品 o ( ADI-O 13 )

1992 年獲得優秀青年工程師獎的肯

定，主因帶領 60 位專業工程師，耗

時數年時間共同開發! ATM 交換

機 J' 一路開發 IC 、電路板及象統整

體設計，先開發實驗率統再設計大率

統，整套技術的原創構想來源完全不

假外求，而是研究所所內工程師們的

智慧結晶，一段箏路藍縷的心路歷程

最後終獲肯定，而於 1994~1995 年

國內大力推動國家資訊基礎建設( N

II )時，此套~統順利飲用，為她帶

來很大的成就成。( ADI-014 )

受訪者 C 回國後先到離家近的O研究所任

職，因為是新人，在工作上受到委屈，常常成

果被別人搶去。結婚後跟先生在同一所大學任

教，自己所學是微生物，在環境工程系任教，

雖受打擊，但院長慰留後仍選擇留下，終於利

用微生物學的專長，在環境工程界走出自己研

究的路。主要研究領域是廢水生物處理;專長

是微生物學、環境工程。曾榮獲教育部 77 學

年度大學暨獨立學院教學特優教師、編著{環

境微生物質驗于冊}榮獲教育部 79 學年度實

驗于冊類優等獎。

我回國以後，有關菌種這方面的事情

都丟給我規劃，因為他〔主管〕根本

不懂，但是所有的成果都變成他的，

不過這個不是對女性啦!可能是對一

個新人的關條。我剛回國也是惶惶

的，人還是要經過歷練，剛畢業，明

明知道被別人欺負，但不知道怎麼對

付，如果重新來過，我可能會更兇一

點。我搞不清楚是因為女性還是新

人，反正受了一些歧視就對了。

( CIS 1-073 )

我剛去的時候，那個象是環境工程

象，當年的環工是沒人想去的，那個

象也才成立三年，沒有設備、也沒有

空間，條件很不好，也沒有什麼經

費。剛開始的時候，自己作實驗，沒

有助理，我自己洗垮養血啊!可是事

在人為。當然我去那裡也是因為結

婚，必須在台中，最好跟我先生同一

所學校，我其實比較想去植物系或食

品象，不得已跑到環境工程，那個時

候環工什麼都不懂，可是後來想，我

不能只教徒生物，必須走出研究的

路，所以很快的發現在環境工程領

域，各種廢水處理，其實用很多微生

物學。( CISI-084 )

受訪者 D 留學回國後，選擇到中研院服

務，放棄到大學任教的機會。專長在於學習與

記憶的神經生物學，曾獲得三屆國科會傑出

騁。
三問

我們是在當年大家都還不太願意曰來

的時候就回來了。早期沒有人願意回

來，因為國內jQt圈外的條件實在差太

多了，尤其是作科學研究，沒有科技

與設備只有資料是不夠的，所以我們

算是較早回來的 -4tt人，回來的時候

多數的學校都有缺。( DISI-OII )

我目前做的是學習與記憶的分子生物

及神經學探討，和傳統心理學中對記

憶的研究有一段距離。我們探討腦部

記憶形成的機縛，訊息傳遞途徑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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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的表現。 (DIS1-061 )

受訪者 F 在國外研究 X-Ray 繞射，回國

在大學任教，仍持續作此方面研究。主要研究

頓域在 X-Ray 繞射及無機化學，曾獲國科會傑

出獎( 76 、 79 、 84)、中山學術興、教育部學

術獎(第 42 屆，數學及自然科學)、財團法人

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她民國 68 年回來。。大學化學奈，

一直專心從事 X-Ray 繞射研究。 62

至1J 63 年在級的州立大學從事博士後

砰究。 63 年到 68 年在加拿大的國家

砰究院做 5 年的研究 o 博士畢業後 6

年多才回來， .·····0 她回來前，都沒

有人做 X-Ray 繞射。( FIT1 -009 )

受訪者 G 取得博士學位後，因為先生在

普渡大學讀書，所以毫無選擇餘地，先在普渡

大學做博士後研究，等先生畢業，共同討論後

決定到舊金山找工作，其實當時最嚮往的是到

冷泉港實驗室工作。後來中央研究院要成立分

子生物研究所，考量周遭環境的關係'最後選

擇回台灣。專長頡域在分子生物、動物模式，

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78 、 82 、 84 年度，

生物)。

博士畢業以後，遇到人生的第一閥，

人生的第一間是什麼呢?就是工作與

家庭的選擇。我在 25 歲的時候結

婚，結婚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

生在美國跟我在不同學校請書，我在

賓州大學讀書，先生在普渡大學請

書，我為什麼那麼快拿到博士，這也

是原因之一，因為和先生在不同的地

方要怎麼辦?所以趕快拿到博士。博

士以後，毫無選擇，就到普渡大學做

博士後研究。( GD1 .030 )

那時候，最想去的地方是美國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冷泉港實驗

室。冷泉;巷實驗室有位很有名的實驗

室所長 James Watson '他就是發現

DNA 是雙螺旋的那位仁兄。( GD1

031 )

普渡大學原來不是我心目中最想去的

地方，去那邊之後生了小薇。他畢業

了，找工作的時候，我們就到舊金

山，為什麼到舊金山?是共同討論出

來的，覺得我們兩個應該在大都市裡

面，可以一起找。( GISI-101 )

我為什麼在美國做那麼久，論文發表

得不錯，在美國找事情也可以了，才

回來台灣呢?那個時11主因為知道分子

生物研究所要成立，所以就很高興

的、苦苦的等候它成立，參與它的籌

備工作，跟很多同好們一起回到台

灣，參加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的研究工作，( GD1 -058 )

回台灣有很多的原因，我自認的原因

是什麼?在台灣跟大家一起工作，人

家了解我 o 我周遭的環境開始變了，

我在舊金山的時候，周圍的人是沒有

人結婚的，一個都沒有，我回到台

灣，周圍的人大部分有家庭，他們就

能了解有家庭的人的煩惱，了解你有

家庭的負擔。我回到台灣來最高興的

是什麼?是我的小核子托兒非常非常

的容易，回來的時候小被請胡適國

小，放學後自己走路到胡適國小隔壁

的保母家，到保母家去玩、做功課，

也有同伴，多好呀!在美國舊金山那

個環境是沒有小弦的。( GDI-063 )

受訪者 H 畢業後先在美國 Scripps Re

search Institute 工作一年( HISI-069) ，獲知

生技中心的工作，決定回台，數年後創立生化

科技公司，從事基因工程及新藥研發。受老師

影響，喜歡從事教育工作，即使在生化科技公

司擔任總經理職務，工作繁重，仍在輔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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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兼課，她表示教書是興趣，也是成長的機

會，更希望為國家培育人才( HD3-003 )。

民國 74 年從台大化學~畢業，在學

校擔任了一年助教，然復到美國約翰

霍浦金斯大學進修，於民國 79 年得

到博士學位，然後在加州 1 聖地牙哥的

Scripps 研究室，從事基因工程方面

的研究;這座實驗室幾乎是在她一手

策劃下成立並展開研究工作。民國八

十年，她在美國獲知生物科技中心的

工作. !lp 毅然決然地放棄研究室的工

作，回國來貢獻所學。她指出:我們

生技中心在國外生化學界是很有名

的. 1象捷克查理大學的 Rudlof Zahar

dink 博士，他的地位相當於我國中央

研究院院長，就對我國能有這樣的財

團法人，可承接上游學術理論研究，

而加以弘揚繼續研究，再轉給產業界

的象統作法， 3贊譽備致。( HD3

004 )

返國後，她於民國 90 年創立生化科

技公司，從事基因工程、新藥開發之

研發工作，在生化科技領域有傑出表

現。( HD4-008 )

回想起來，當時的化學老師，他的教

課方式確實是比其他老師有趣。老師

教導的方式也會對學生有影響，所以

我現在也在輔大、清大教諜，給學生

鼓勵、給他機會，他就會覺得自己很

重要，未來有前程。我會跟學生講:

確實畢業就是失業，所以你要有一技

之長，而化學這個領域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認為你3貴的不是熱門，你翁的

也不是冷門，仿、言貴的是很重要的科

象。老師長合學生觀念，還有垮養知

識，我相信是蠻重要的。( HIS 1

021 )

受訪者 H 的專長領域是基因工程及新藥

研發。發表 50 篇以上的科技論文於美、英、

德、日等國的知名期刊:報告及學術研討會論

文逾 40 篇，並得到中、美、法、日、瑞士等

國的專利 13 件。先後得到二十世紀成就獎、

中華民國十大傑出女青年、青年獎章、中華民

國十大傑出青年等殊榮( HD2-003 ) 0 2002 年

底更獲頒世界十大傑出青年 科技發展類金于

獎。( HD4-001 )

青商會表示 ·0博士先後獲得「中華

民國+大傑出青年一企業經營類」、

「青年獎章」、「中華民國+大傑出女

青年 j' 現在又獲得「世界十大傑出

青年 J .堪稱得獎四滿貫。( HD4

004 )

受訪者 l 取得博士學位後先在加州理工學

院做博士後研究，結婚後隨夫婿到史丹佛大學

作研究;夫婿轉任洛克斐勒的教職後，她又隨

夫婿到 Rockefeller Institute 工作，直到 1987 轉

任羅氏藥廠主導藥物研發。受訪過程中並未特

別談及回國因素，友人分析，認為可能是因為

考膚研究經費及家人都在台灣的關係。

可能是因為錢思亮的關條，相當多台

灣的研究人士都到那邊去。我在 UI

三年拿到 Ph.D. 以後，就到加州理工

學院。事實上是到了加州理工學院以

後才結婚。因為我先生是當完兵之後

才到加州理工學院，所以我們在加州

理工學院結婚 o 按著我先生拿到

Ph.D. 後，就至.)史丹福大學，我也至IJ

史丹福大學去做 research 的工作。

( lIS1-025 )

在加州理工學院待了兩年多。按著在

Stanford 當 research fellow 事實上只

做了一年多﹒我先生就接了洛克斐勒

的教職。我們在洛克斐勒大學待相當

長一段時間。 1987 年我轉任羅氏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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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主導藥物研發。( IISI-026 )

聶氏藥廠的 headquarter 在

Switzerland '是-個 Swiss company .

在世界好幾個國家都設有研究中心，

美國算是最大的一個藥物研發中心。

我在那邊主導病毒與癌症藥物研發，

1998 年回到台灣來。( IISI-027 )

你想做研究，而不需要跟人家搶研究

費。台灣還是很容易呀!在國外要去

搶，因為國外申請研究計畫，通過率

只有 15-20%而己，砍掉 85% 。你想

想看，我們的學生當掉 85% '會怎麼

樣?後來她就離間 Rockefeller Insti·

tute 到羅氏藥廠，這是我所了解的。

( IIFI .022 )

但是任何人，如果到五十歲以後，還

有很好的機會的話，小核子長大了，

這個地方是她的家，大部分的家人都

在台灣。( IIFI . 026 )

受訪者 I 離開國家衛生研究院，成立生物

科技公司是希望為台灣生技產業開創良好可行

的研讀模式。而從國家衛生研究院到開創生技

公司，友人認為她在私人公司更有彈性，更能

發揮理想，於公於私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我在 1998 年四台灣以前，曾在美國

攝氏槃廠擔任 II 年病毒與腫瘤藥物

研究總監。回國投搪任國家4衛生研究

院生物技術與美物研究組主任，同時

也主持製榮與生物技術圈家型計畫。

成立O生物科技是希望為台灣生技產

業開創出一個可行且良好的研發模

式。( IDI·∞ I )

先看國家衛生研究院﹒她所聘任的研

究人員，他們從國外回來的，表現都

很不錯。當初分闊的時候，這種事情

我不便講﹒也是當事人比較清楚。當

然Jl國衛院..得不是最愉e快，但是以

我看，對台灣也不是壞事。種東西，

一棵植物變成了兩株?很簡單，把它

們分別種，兩株都長得很茁壯，也很

不錯。照我看現在就是這種梭子 ·0

現在做得很好;國銜的人-部分離

開，一部分留著，又重新聘人，現在

內部也做得不錯。事情並不一定要往

負面看，往正面看. -株變成很茁壯

的兩株呀! (IIFI . 007 )

她的理想更容易發揮。剛好國外有一

個新的技術﹒她覺得在私人公司，會

比在國家衛生研究院做得快。她很厲

害，因為有技術﹒要找財主呀!她能

-下子募集那麼多資金，我大概沒有

那個能耐。( IIFI-009 )

受訪者 I 對於新的東西感興趣，約七到八

年轉換新的研究嶺域，從蛋白質研究、病毒研

究、藥品研究，轉到腫瘤與腫瘤藥品研究，再

到目前的 SARS 等各種疾病藥物研發。主要專

長嶺域是蛋白質研究、腫瘤及腫瘤藥品研究、

藥物研發，頡導國家級生物製藥計畫、創辦台

灣新藥研發最大規模的生技公司。她希望創立

的生技公司能成為台灣本土的生技製藥公司，

並與歐美的技術並駕齊驅。

我的研究過程與一般人有些不同的地

方，我大概每七年、八年，就跳到一

個新的研究領域，大多數人選中-個

領域， -輩子做深入研究。我大概做

了八年之後就跳到一個新的領域，這

樣跳最主要的原動力是我對新出來的

東西盧興趣，我找到這個機會，有經

費就進去探索。( IISI·028 )

最初的研究領成是蛋白質的結構一偏

理治的，然後轉量.)蛋白質核磁共振，

接著是病毒的研究，病毒的研究本來

是做基礎研究，到羅氏藥廠就做藥品

的研究。五年復轉到腫瘤Jln重婚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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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我itt R&D management 已經

相當長一段時間。除了腫瘤以外，有

immune 發史性的疾病，有抗病毒的

藥，例如我們現在開始要做的是

SARS 的藥物研發。( IIS1-029 )

......至於亞洲地區高發性的癌症與肝

炎，則是近期內新藥研發的重

點。 ······0的使命是建立台灣本土的

生技製藥公司，但具有可與歐美並駕

齊驅的技術，並以世界市場為目標。

( ID 1-006 )

(二)綜合討論

本研究受訪者都是興趣廣泛，沒有人特別

表示從小就立志要當科學家，不過在高中或大

學時代受到某些觀念或際過影響，立志朝科學

方面發展，例如「覺得念理工會比較有出

息」、「不服輸的心態」、「受父親影響，無從選

擇」、「當時社會重理工、輕文法」、「受陳之藩

文章影響，以為可以文理並重」、「喜歡做實

驗，所以選擇讀化學系 J .有一位受訪者是從

理化系重考轉到藥學系，金、了一年再轉化學

系;一位是大學時就確定自己對心理學屬於生

理的部分比較有興趣，決定出國讀神經科學。

傑出人物通常在成人早期即已開始他們的

生涯，其立志時間較旱，因此對於領域的投入

與探究相對而言有較長的準備時期，在同輩當

中也會較早嶄露頭角(陳昭儀， 2003 )。本研

究發現亦符合此觀點。

在生涯發展理論中，生涯決定是很重要的

主題，生涯決定是透過合乎邏輯的分析過程，

對於衝突、矛盾或含糊不清的多重生涯目標，

冷靜而合理的選出具體可行的生涯方針(金樹

人， 1997) 0 Dinklage 於 1968 年列舉了八種做

決定的額型，如表四。

自己不願意做決定，把做決定的權力交給命運或別人。認為船到橋頭自然直，天掉下來

還有別人扛著。

這種類型的人想做決定，但是無法堅持己見，會屈從於權威的決定。

可能是害怕做決定的結果，也許是不顧意負責，這種類型的人選擇麻痺自己來逃避做決

定。

根據感覺，而非思維來做決定。大多數的情況下只考慮自己想要的，而不在乎外在的因

素。

經常只在 0 與 l 之間做選擇，不太考慮中間的其他可能。這類型的人如果在菜單上只挑

第一眼看到的菜，這還無所謂。在生涯選擇上如果也是這種態度，常有大的麻煩。

這種類型的人與「衝動型」相反，選擇的項目太多，無法從中擇一而行，經常處於掙扎

的狀態，下不了決定的心。

做決定時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也考慮外在的要求，按部就班，完成生涯轉換。

表四 八種做決定的類型

決定類型 行為特徵

延右型 這種類型的人常常遲遲不做決定，或者要到最後一對才做決定。

(delaying)
宿命型

( fatalistic)

順從型

(compliant)
麻痺型

(paralytic)

直覺型

( intuitive)

衝動型

(impulsive)

猶豫型

( agonizing)

計畫型

(planful)

資料來源:金樹人(1997) 生謹請商與輔導(328 頁)。臺北: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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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訪者做生涯決定時，雖然有一位

從理化系轉到藥學系，經過掙扎再轉回化學

系，看似屬於猶豫型，但其實還是考量自己對

化學最有把握。整體而言都是屬於計畫型，做

決定時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考慮興趣、能

力) ，也考慮外在的要求(社會重理工、輕文

法)。

Super ( 1990)研究生種發展型態，將之

分成四大頭(司|自吳芝儀， 1999) :

1.穩定的生涯型態:專業性、管理性、具

一技之長的工作者。特徵是進入職業生涯早，

沒有或甚短的嘗試工作經驗。

2.傳統的生涯型態:管理性、具一技之長

的工作者。特徵是在嘗試工作期後進入穩定的

型態。

3.不穩定的生涯型態:半技術工作者、辦

事員或傭工。特徵是一些嘗試性的工作，導致

暫時穩定工作，之後又是嘗試性的工作。

4.多元嘗試的生涯型態:傭工及半技術工

作者。持續地更換工作，未建立生涯。

本研究傑出女性科學家求學歷程都很順

利，而且表現優異，進入職業生涯早，沒有或

甚短的嘗試工作經驗，皆為專業性、管理性、

具一技之長的工作者，屬於 Super 分顯中的

「穗定的生涯型態」。

Super ( 1984 )根據其生涯發展型態研究

的發現，參照發展心理學家 Buehler 的分額，

將職業發展階段分為五期:成長 (growth) 、

探素 (exploration) 、建立( establishment) 、維

持( maintenance) 、衰退 (decline) ，不同階段

有不同發展任務，各階段的發展任務又呈現

「成長一探索一建立一維持一衰退」的循環情

況。

Super 提出生涯發展成熟( career

maturity) 的概念，包括兩方面，一是指個人

在整個職業生活歷程中達到社會期望的水準，

另一則係以各發展階段之發展任務站標準所做

的衡量，例如青年期，如個人對自我有更正確

的了解與認識，並透過其對職業的期望、抱負

與價值判斷，將自我逐步具體表現於職業選擇

與決定中，則可謂成功完成此一階段的生涯發

展任務，即連到此階段的生涯成熟(引自林幸

台， 1990 ' 91-92 頁) 0 Super 認為在階段性時

期成功完成發展性任務者，在生命的往後階段

中將較易成為更成熟的工作者(司|自吳芝儀，

1999 )。

綜合本研究七位傑出女性科學家的生涯發

展歷程特徵，可發現相似處，研究者試著歸納

出她們的生控發展歷程，如圖二，圓圈內文字

代表該階段發展的特徵或影響因素，本研究對

象年齡最高者為六十歲，目前仍活躍於科學領

域，因此就發展階段而言，仍處於維持期，尚

未發展至衰退期。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針以質性研究的精神，透過深度訪

談及資料分析，進行傑出女性科學家生涯發展

歷程之探討。根據七位受訪個案的研究結果，

歸納出本研究結論。

家庭環境方面，多位女性科學家的父母親

所學與科學無闕，只有二位的父親是工程師並

受其影響。沒有任何一位女性科學家的父母本

身就是在科學方面相當有成就者，但是能支持

子女在科學上發展。父母教養態度方面，只有

兩位女性科學家提到父母對於男女生期望有別

或重男輕女，其餘幾位的父母親皆沒有重男輕

女的觀念，不會讓女兒因為性別關係而自我設

限。父母親有重男輕女觀念的受訪者，因為有

不服輸的態度與執著，靠自己的力量考上公費

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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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親教養

方式:民主

教養態度:

尊重孩子能力興

趣發展

家庭環境 求學歷程

心
入
作

全
投
工

科學工作歷程

較重視家庭:孩子小時暫

時放棄學業或事業

|同等重視家庭與工作

|成長階段卅探素階段卅一H 維棚

圖二館出女性科學家生涯寶島歷程

大部分受訪者都已婚並生兒育女，已婚

者，男一半不論是否同在科學讀域工作，均能

尊重、支持她們在專業績域發展，亦能體諒她

們工作繁忙，並以她們的成就為榮，配偶甚至

幫忙抵擋生兒育女的壓力，婚姻及子女並未使

得她們的工作表現打折扣。此結果顯示家庭的

支持一不論是原生家庭父母的支持或配偶的支

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求學歷程方面，本研究中傑出女性科學家

多數都興趣廣泛，文、理兼備，在求學階段的

成績都很不錯，尤其是數理成績表現優異獲得

教師的肯定，對於科學保持高度的興趣;在高

中或大學時代受到師長的歐迪、科學影片或科

學傳記的敢發、科學實驗或研究的經驗等影

響，因而立志朝科學讀域發展，選擇以科學為

職志，對於投入的專業績域有較長的準備時

期。

由於受訪者皆成長於三十至五十年代經濟

尚未蓮勃發展的台灣社會，許多位研究參與者

的父親當年從中國大陸避難到台灣，對於台灣

的未來有許多不確定感，所以都鼓勵張子到國

外進修碩、博士。研究所階段，雖然父母無法

提供額外的教育資誨，她們都憑自己努力讀

書，靠獎學金出國念書，六位皆在美國取得博

士學位，只有一位因為結婚生兒育女的因素暫

時放棄國外的博士學位，待子女較大時才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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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攻讀博士學位。她們在這個階段也都遇到很

好的指導教授，在治學及做人方面皆受益良

多。當台灣政府延攬海外人才歸國服務時，她

們立刻能掌握機會，回國貢獻所長。

本研究受訪者求學歷程都很順利，進入職

業生涯早，對於專業額域的投入與探究有較長

的準備時期，累積足夠的專業知能，加上創新

的見解，使其在專業上更能發揮而表現傑出。

她們都能在階段性時期完成發展性任務，只有

甚短的嘗試性工作經驗或甚至闕如。其中只有

一位在科學的不同領域嘗試，最後選擇化學鑽

研至今;她們皆為專業性、管理性、具一技之

長的工作者，屬於 Super 生涯型態分頓中的

「穩定的生涯型態」。

二、建語

(一)對家塵的建喝

本研究中傑出女性科學家成長時期父母教

養態度幾無重男輕女的觀念，其中一位受訪者

的父母親一開始有重男輕女的觀念，但後來也

改觀。大部分父母沒有社會刻板印象認為女孩

不宜念理工或科學，能尊重孩子的興趣，支持

子女在科學上發展。此與 Yewchuk 和 Schlosser

( 1995 )、 Walberg 等人( 2001 )研究結果一

致，傑出女性幼年時處於具激勵作用的家庭、

教育與文化環境。

已婚的傑出女性科學家，另一半不論是否

同在科學頡域工作，均能尊重、支持她們在專

業領域發展，亦能體諒她們工作繁忙，並以她

們的成就為榮。由此可知家庭的支持一不論是

原生家庭父母的支持或配偶的支持，在女性生

涯發展歷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建議家

長提供豐富的生長環境，教育孩子時避免社會

刻恆印象，對有科學潛力和興趣的孩子，無論

性別為何，均應支持、鼓勵其朝科學方面發

展。

本研究多位傑出女性科學家談到父母親管

教方式多為民主或民主力日權威，但在行為和道

德上要求嚴格，反觀現代父母因為子女生育數

少，往往過於疼愛而在生活要求過於民主或照

顧太多，導致孩子自我管理及問題解決能力等

較差，影響其適應環境的能力，為人父母不可

不棋，適當的管教與磨練仍是必須的。

(二)對學校的建喝

1.實施良師引導模式、提供學習典範

本研究中多位女性科學家在不同求學階

段，深受師長的關鍵性影響，或因此喜歡某學

科，或影響為人處世的態度。為人師者宜期許

自己成為良師，協助學生發展潛能，成為學生

生命中的貴人一重要他人。 Kerr (1994) 研

究的著名女性大部分都擁有良師培養她們的才

能與引頸她們進入專業額域，陳昭儀( 1997)

研究「良師引導」對國中數理資優班學生的影

響，亦支持良師引導模式為一有價值且可行的

方案。

文獻資料顯示女性往往缺乏學習典範，本

研究的傑出女性科學家可作為未來有志獻身科

學的女性學子的學習典範，協助她們整合多重

角色，兼顧家庭與婚姻。

2. 數理與人文課程並重、擴展生活經驗

本研究中傑出女性科學家多數都興趣廣

泛，文、理兼備，未來是科技整合的社會，個

人不宜過度侷限於發展某領域的專業，在學術

上重視人文、國內外時勢，方能以更寬闊的視

野從事研究工作，有利於社會發展。對於科學

有興趣與能力的學生，學校教育宜兼顧人文方

面的課程，以擴展其生活經驗。

3. 重視性別教育、生涯輔導

本研究中傑出女性科學家表示，有許多女

性即使在求學歷程中表現比男性優秀，也是遷

就男一半，而末考量自己的能力興興趣。金樹

人( 1997) 提到生涯決定是透過合乎邏輯的分

析過程，對於衝突、矛盾或含糊不清的多重生

涯目標，冷靜而合理的選出具體可行的生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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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本研究的女性科學家在研究歷程中面臨生

涯抉擇時，所有已婚者一開始都是考患配偶的

因素，遷就夫婿工作地點找尋適合的工作，但

整體而言屬於計畫型，做決定時傾聽自己內在

的聲音(考庸興趣、能力) ，也考膚、外在的要

求，而比別人幸運地是能得到夫婿的支持與體

諒，終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深耕發展。

建議學校與家庭均應進行性別教育、生涯

探索、生涯規劃等輔導，協助女性認識自我，

提昇白我概念與自我效能，並學習如何做好性

別溝通與協調;男性亦應再教育，學習尊重異

性的生涯發展，以期達到雙贏的局面。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讀

I.對研究對象持續追蹤研究

本研究的傑出女性科學家目前年齡大多介

於四十歲至五十歲之間，在生涯發展階段上仍

屬於 Super ( 1984)職業發展階段的維持期，

她們衰退期的發展將如何?值得追蹤研究，以

期了解傑出女性科學家生命全期的生涯發展。

2.對數學表現傑出的女性進行研究

本研究原本擬探討在數學及自然科學方面

具有傑出表現女性的生涯發展歷程及其成功因

素，但後來因故未能蒐集到數學方面傑出女性

的資料。建議未來可以針對數學方面表現傑出

的女性進行相關研究，以更多元的角度了解具

數理潛能女性的生涯發展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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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巾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struct a career development profile for eminent

female scientists in Taiwan.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given to seven well-known female

science professors or researchers in Taiwan. A semi-structured outline was also used to

serve as a reminder or guide for the researcher doing the interviewing. The career devel

opment of these women in their professional fields was analyzed.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I) Most of the su吋e仗， parents did not discriminate based on gender;

they all supported their daughters' scientific studies, even though they themselves were

not in the same field. (2) The subjects had excellent academic records in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after university they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advanced scientific studies: the

majori紗， six of them, completed their doctorates abroad. (3)According to Super's career

development categories, all the subjects in this study had experienced “stable career de

velopment." (4) Their scientific career development also appeared to be affected by sig

nificant others, their own unique personalities, the support of their families and environ

ment factors. (5) As for significant others, parents and teachers were mentioned most fre

quently. In addition ωtheir paren俗， for those who were married, their husbands also en

couraged their academic work, no matter what the husbands' research fields. Finally,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makes some suggestions for institutions,

schools, famili肘， and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eminent female scientists, career development profile, gender issu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