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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性別與科學」（gender and
science）是知識社會學或科學史中的
新議題，許多經驗研究更指出「科學」
深具「男性」形象——客觀、理性、
嚴謹、冷靜等，科學領域中男性亦居
於主流與優勢地位；而女性科學家的
數量則屬少數且居於邊緣地位。社會
中長存的性別刻板印象是:女性較不
適合科學，因為女性的基本能力（如
認知方式、抽象思惟、數理能力、邏
輯推理能力等）以及女性化特質（如
情感取向、情緒化、依賴等）與「科
學形象」相悖斥之故。但是，事實上
仍有許多女性在科技領域中獲得傑出
成就。
這些傑出女性如何突破性別化社
會建構的天羅地網而獲致成就，其中
的心理困境與突破之心路歷程，深具
啟發意義。
本研究以主位式（emic approach）
研究取向，針對在台灣受教育、成長、
發展之 10 位傑出女性科技人才，以其
自傳式敘說之資料，從事質化研究。
受訪之學人包括數學、生物、醫學、
建築、化學、藥學等諸領域共十位，
學歷博士以上，目前任教於大學或研
究院。

研究結果顯示，無論受訪者本人
或是其家人，大多是擁有傳統社會的
性別刻板印象，科學是理性、客觀，
最重要是較具有可信度及解決問題之
價值。而她們所以選擇科學為終身生
涯，最重要的原因是從小即具理科性
向及相關學科成績顯著地較優於其他
文科學科，且自稱不喜歡背書，而有
明顯得科學優越感。平均而言其家庭
多為小康、公務人員身分，父母均鼓
勵子女受高等教育。關於其女性角色,
則多提及家庭角色，她們也多認同家
庭中的角色分工，而其先生也大多是
從事科學相關行業。這些女性科學人
才正顯現台灣早期科學至上的知識理
念，同時較少性別意識，或說在性別
角色上是因襲傳統性別角色。另外，
也較少懷疑科學中具有性別歧視的問
題，不認為有所謂男性思維或女性思
維，多數自稱其女性角色反而使其受
到較多同行之照顧。也多提及家庭工
作在時間分配上的兩難，難以兼顧。
關健詞：性別與科學，女性科學家，
成功恐懼，女性思惟，心理傳記，
自傳式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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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myth in ‘gender and science’ from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 The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data have
been collected from the in-depth
interview with 10 outstanding women
scientists who are educated, growing,
and career-committed in Taiwan. Those
subjects include majoring in
mathematics, biology, medical science,
architecture, chemical science etc. They
all got the Ph.D. degree, teaching at
college or university, or doing research

lack of basic ability such as in abstract
thinking, mathematical reasoning ability,
etc. And some female traits such as
emotion-orientation sentiment,
dependency, passiveness, etc.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image that
science represen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outstanding women
succeeding in the scientific field.
Hence, to underst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nd processes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social constraints posed on
those women, become a very

in research center.
There are many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study of
gender/science domain. In general, the
science has a ‘male image’ which is
considered as objectivity, ration, activity,
calmness, and toughness, etc. And male
scientists always occupy the inner circle
of the mainstream power structure. In
contrast, females are often regarded to
have no talent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with sex-role stereotypes, because they
緣由與目的
目前，國內有關「性別與科學」
問題的探討，大多是從宏觀或社會建
構面著手從事問題的論述，及社會現
實面的探究，例如，在科學性向或成
就方面，男女性差異之現況描述；造
成此男女在科技領域中有所差異之成
因之探討，如科學的本質問題，學校
教育中師生互動的性別差異問題，教
科書內容偏頗的問題，科學領域中的
權力結構問題，社會結構問題，婚姻
中的性別角色問題，或女性欲求事業

meaningful task to help advance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in Taiwan. But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se woman scientists lack for genderconsciousness, they always obey
traditional sex-role rule. The most
troublesome things are that the time is
limited for family and career at the same
time.
Keyword: gender and science, women
scientists, psychology of women, fear of
success, female thinking, life history
與家庭兩全的困境，人格特質的性別
刻板化問題，如女性的被動、依賴、
愛和諧、少批判、易妥協之情感性特
質與科技性向之相違；而堅毅、好奇、
自主 、 熱 情等 工 具 性 特 質 之 有 利 科
技。但從心理學（如實驗人格中的性
別差異，父母管教方式等）的角度切
入之研究則付之闕如。
事實上，有關「性別與科學」之
間所牽涉的問題層面極廣（如前面所
論）
，若從心理學的角度切入，可探究
之問題也相當的多。雖然，目前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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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顯示，科學知識的特性或社會建構
像「銅牆鐵壁」或「天羅地網」般緊
緊 的 框限 了 女性 在 科 技 領 域 中 的 發
展。但是，仍有些許的女性，如囊中
之錐，以其過人的稟賦或毅力穿透銅
牆鐵壁，脫穎而出；也有些女性雖身
處科學界「天羅地網」的層層綑綁中，
但 仍 能從 漏 網中 餟 飲 少 許 的 營 養 汁
液，茁壯自身，歷久而不衰。
因此，本研究的主旨是，從女性
的主體性出發，理解女性科學家們的
生 命 意 義 之追 尋 ， 生 命歷 程 的轉 捩
點，看待女性如何看待「性別與科學」
間隱含的種種問題，以及她們對自己

客觀與理性，而不認為科學中也有所
謂男性思維與女性思維的問題。生涯
中的適應問題，主要來自家庭與事業
的兼顧牽涉到時間不夠的問題外，較
少提及他方面。一般而言，都較自認
是理性型的人，較少情緒化，認為自
己本身即相當具有科學性向，較中性
化，而與一般傳統的女性化女性有所
不同。在生涯中也因為自己是女性，
而受到同事的禮遇。也大多認為女性
較具理想性，男性較具有權力觀念及
運用權術，因為自認為不愛權力，所
以對於職業結構中男性多居於權力結
構的上層，多不以為意，也歸因於男

的女性特性與困境之覺知，對女性之
社會處境之理解與因應之道，並進一
步理解女性如何突破社會建構在科學
領域中所佈下的天羅地網，而開創出
自己的一片天空。
結果與討論
平均而言，這些受訪者的學習經
驗相當同質性，亦即在學生時代是較
少性別意識的，較少覺得在學習過程
中 有 性別 差 異的 對 待 或 受 到 性 別 歧
視。主要是因為這些優秀女性科技人
從小學業成績即相當優異，也多唸女
校，在那個時代，成績優異者被認為
應該唸理工科，尤其是理科，大學時
班上的性別比例也差不多，只有建築
系中女性較少。她們對於在實習或工
作過程中因性別而引起的差異，多歸
因於是生理上的性別引起的，即認為
是男女天生的差異，而較少認為是社
會 結 構或 是 權力 結 構 的 不 平 衡 所 引
致。她們也多認為科學思考是中性、
[1]王秀雲（1992） 《「女性與知識」
的幾種歷史建構及其比較——以當代
台灣、七Ｏ年代台灣、清末及民初四

女性天生的不同。
成果自評
此研究結果，毋寧是較令研究者失
望的。本以為以心理自傳的方式可以
探得較多的關於女性科學人較深層的
性別反思，結果卻發現大部分的科技
女性是較缺乏性別意識的，她們大多
較少認為男女有太大的不同若有所不
同也認為是天生的因素，而較少論及
社會結構面及文化層面的性別反思。
由於科學是承自西方，在早期台灣的
現代化過程中居於極高的社會價值，
這些精英女性也就乘著時代的風翅，
在知識與社會的上層結構中飛翔，而
較少認同於社會中普遍的女性的弱勢
處境。若祇從心理學的角度切入，是
無法涉及社會結構面的。若要對科技
女性有更深層的解構，需要更多科學
在台灣的發展史及其在社會大眾中的
認同，以為互為表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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