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性科學家之生命故事講座 

 活動名稱：從體驗、發現到反思: 女性科技人才培育之科學活動「女性科學

家之生命故事講座」。 

 活動時間：104 年 4月－7月。 

 活動地點：各級學校。 

 參與人員：本系列講座之講者共有 11 位女性科學家，其領域涵蓋物理、化

學、生物、機械、海洋科學等領域；參與學生涵蓋台南、高雄與屏東之國、

高中女學生。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4月

10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新

興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出海的日子 

4. 活動內容：台灣海洋科

技研究中心林慧玲主任

與學生分享「出海的日

子」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4月

10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新

興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出海的日子 

4. 活動內容：台灣海洋科

技研究中心林慧玲主任

與學生分享「出海的日

子」 

附件一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4月

15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鳳

山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編織一齣華

麗精彩的工程藝界人生

戲碼 

4. 活動內容：中山大學機

電系吳美玲教授與學生

分享國外經驗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4月

15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鳳

山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編織一齣華

麗精彩的工程藝界人生

戲碼 

4. 活動內容：鳳山高中楊

毓萍組長頒發感謝狀給

吳美玲教授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4月

17日 

2. 活動地點：國立中山大

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出海的日子 

4. 活動內容：林慧玲主任

至中山附中開講，與本

計畫主持人鄭英耀教授

及附中校長郭啟東校長

合影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4月

17日 

2. 活動地點：國立中山大

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出海的日子 

4. 活動內容：林慧玲主任

至中山附中開講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4月

22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私立

復華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我的工作我

的歌，工程與藝術最美

麗的邂逅 

4. 活動內容：吳美玲教授

向學生分享美國經驗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4月

30日 

2. 活動地點：屏東縣立新

園國民中學 

3. 活動講題：與化學相遇

的契機 – 我的英國留

學經歷 

4. 活動內容：化學系林渝

亞教授與學生分享喜歡

上化學的契機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5月 1

日 

2. 活動地點：國立臺南第

一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女性科學家

的培養及認識自己 

4. 活動內容：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科學教育系劉嘉

茹教授與科學班學生分

享科學之路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5月 1

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高

雄女子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物理與我 

4. 活動內容：中山大學物

理系蔡秀芬教授與雄女

學生分享學習物理的有

趣之處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5月 1

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高

雄女子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物理與我 

4. 活動內容：學生詢問蔡

秀芬教授問題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5月

14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鼓

山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海洋生物-怎

麼是無脊椎動物? 

4. 活動內容：中山大學海

洋科學系劉莉蓮系主任

歡喜開場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5月

14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鼓

山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海洋生物－

怎麼是無脊椎動物? 

4. 活動內容：學生詢問問

題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5月

21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路

竹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當工程與音

樂遇見時，會激盪出什

麼火花呢? 

4. 活動內容：路竹高中王

雪娥校長為演講開場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5月

21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路

竹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當工程與音

樂遇見時，會激盪出什

麼火花呢? 

4. 活動內容：機電系吳美

玲教授演講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5月

22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五

福國民中學 

3. 活動講題：走入這一行 

4. 活動內容：中山大學海

洋科學系陳孟仙教授分

享其經歷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5月

22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國

昌國民中學 

3. 活動講題：Female data 

scientists 

4. 活動內容：中山大學應

用數學系郭美惠主任分

享其經歷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5月

22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鳳

西國民中學 

3. 活動講題：與化學相遇

的契機－我的英國留學

經歷 

4. 活動內容：鳳西國中向

永樂校長為演講開場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5月

22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鳳

西國民中學 

3. 活動講題：與化學相遇

的契機 – 我的英國留

學經歷 

4. 活動內容：林渝亞教授

與鳳西國中學生合影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5月

22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鳳

西國民中學 

3. 活動講題：與化學相遇

的契機 – 我的英國留

學經歷 

4. 活動內容：學生演講後

詢問林渝亞教授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5月

26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龍

華國民中學 

3. 活動講題：為什麼要學

數學? 

4. 活動內容：應用數學系

羅夢娜教授分享經驗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5月

26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龍

華國民中學 

3. 活動講題：為什麼要學

數學? 

4. 活動內容：龍華國中學

務主任頒發感謝狀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5月

28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鳳

甲國民中學 

3. 活動講題：海洋生物-怎

麼是無脊椎動物? 

4. 活動內容：海科系劉莉

蓮主任分享工作經驗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6月 2

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龍

華國民中學 

3. 活動講題：研究動物行

為的日子 

4. 活動內容：生物科學系

徐芝敏教授分享成長過

程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6月 4

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壽

山國民中學 

3. 活動講題：與化學相遇

的契機 – 我的英國留

學經歷 

4. 活動內容：林渝亞教授

說明當初看到不同色的

溶液引發對化學的興趣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6月 5

日 

2. 活動地點：高雄市立林

園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走入這一行 

4. 活動內容：陳孟仙教授

以照片引發學生興趣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7月

23日 

2. 活動地點：台南市立家

齊女子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理性與感性

的研究之路 

4. 活動內容：環境工程系

陸曉筠教授以心理學照

片引發學生興趣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7月

23日 

2. 活動地點：台南市立家

齊女子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理性與感性

的研究之路 

4. 活動內容：家齊學生專

心聽講 

 

照片說明 

1. 活動時間：104年 7月

23日 

2. 活動地點：台南市立家

齊女子高級中學 

3. 活動講題：理性與感性

的研究之路 

4. 活動內容：陸曉筠教授

與學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