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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提供我們，您對參與本活動後的寶貴心得和建議。
2013/07/17
女生:
1.

看完影片後，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都可以完成自己想做的事。無論性別，有時女生甚至更加
出色。就如同邱雅萍教授所說的「自己想要做的，才是快樂的」和郝玲妮教授說「女性是聰
明的、敏感的，這是做大事的特質」
。今天來到這學習科學的實驗，讓我有一點感興趣。雖然
在講解物理時不是聽得很懂，但真的很難得可以到這裡的實驗室做實驗，實驗好玩又很酷。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在新竹的清華大學，來到這真的是超棒的機會。

2.

參加這個活動，我認識了很多知識，解決了以前有的問題。知道原來每個東西的規律都有一
定的解釋、原理，而不是隨便定定就可以的。第一堂課教授的講解都有聽沒懂，想把它聽懂，
卻聽到快睡著，但後來有自己的實驗，覺得興奮又好奇。第二堂做了有關鋁罐的實驗：如何
讓鋁罐斜站穩？讓我充滿疑問，最後也終於懂了。看完影片，其實男生會的女生也可以達到，
或許會辛苦一些，但這條路是為夢想而開，在我們學習得這個階段如果有遇到好的老師，或
許就會有學習的慾望。兩性與科技的影片中，讓我們了解到女性在科學這方面也有偉大及成
功的一面，我想告訴大家：「有夢去追，不要害怕前面的阻礙，總是要有信心」

3.

很開心學到了很多之前不知道的事，老師和助教人很好，內容講得很清楚又很簡單，下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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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很多鋁罐的有趣實驗，真好玩！吃完晚餐看了一部影片，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台灣
大學教授－林清涼教授，雖然她年邁已大，但是退休後依然繼續教書，真希望我自己也能和
教授有一樣的成就。希望大家放開性別的歧視，讓有能力的人做事，而不是一概地否定女性。
下一次如果還有舉辦這類活動，希望我也能參加，學習多不同事物。很期待明後天的行程，
這些事物一定對我們以後國高中生活更有幫助。
4.

在參加這次活動的第一天，我就明白了幾乎沒有女性有物理這一科，可能是因為家庭因素或
者是刻板印象，但現今許多觀念已改變，所以要走物理領域的女性已經站出來了。因為有這
麼棒的課程，相信我以後對物理也會漸漸有興趣。希望以後可以多接觸類似的課程。

5.

看完今天的影片，看到許多關於對物理有興趣的女性，像是林清涼教授，她說：
「物理很好玩、
物理是活的」雖然我還不太懂物理，但我相信以後對我會很有幫助。我特別喜愛「郝玲妮」
老師，她說：「女性是聰明的、敏感的，這是做大事的特質」

6.

看完這部影片給我的感想是：其實國內也有許多傑出的女性物理學家，而他們都有一些座右
銘，像林清涼教授：物理很好玩、物理是活的；葉乃棠老師：物理是追求宇宙真興義的感覺；
郝鈴妮老師：女性是聰明的、敏感的，這是做大事的特質；林麗瓊老師：工作上互相幫助，
經驗分享就是好夥伴；蔡秀芬老師：物裡讓我可以突破各種挫折與挑戰；葉淑卿老師：對物
理的堅持跟著，是成功不二法門；張慧貞老師：生活物裡的教學興！是我的最愛；游翠蓉老
師：物理知識都是我發明的基礎。我覺得他們講的這些話都是他們的生活經驗，我想他們對
我們以後學物理有很大的幫助。

7.

參加這個活動後，讓我更加一步認識物理這兩個字的意義。雖然教授在上課中講的有些事情
我都聽不太懂，但是教授會用一些小實驗來講解現象的原理，像是鋁罐如何又斜又穩地站立？
偏光片的應用與原理。這些實驗中我們可以知道物理是一個生命活體，不是文字就可以輕易
解釋的。雖然上課時間三小時很長，可是內容都很充實、生活化。教授還有教我們如何判別
可抗紫外線的太陽眼鏡，這樣就不會受騙上當！還有太陽底如何拍出無炫光，又可以拍出好
的效果。看完「兩性與科技」的影片，發覺女性也可以在物理這方面發展，我之前都覺得男
生才可以在物理或科學方面走得又穩又長，但看完影片後我知道女性也可以踏上物理或科學
這條路，或許比較辛苦一點，但為了夢想就要努力去實現這個美夢！！

8.

其實性別不會影響一個人的成就，只要有心，一定可以做到。今天有看了一些台灣女性科技
人的影片，讓我們了解道其實女性也可以在科學上有一番好的成就。有了這個影片也許可以
激起更多女性，讓有潛力的人被發掘出來，也可以打破性別刻板印象。其中有很多位都到國
外留學博士學位，也有放棄美國科技公司的高薪回到台灣任教，貢獻故鄉。讓我印象最深刻
是其中一位老師說：
「其實科學是活的」也不一定是要死背，也可以從日常生活中的益智玩具
靈活應用。今天一整天下來收穫滿滿，這一些課程大部分都是國二國三或高中、大學的內容，
先學就比別人先走了一步，對往後的學習也會更有幫助。在上課時，教授都會搭配著有趣的
實驗，雖然這些課程可能不大聽得懂，但一定要認真抄筆記呢！

9.

我覺得只要有心、肯學、肯做，相信別人可以自己當然也行，男生做得到的，女生也做得到。
對自己要有信心，不要放棄，自然沒什麼事是做不到的。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想做就
做，沒什麼是辦不到的。

10. 很開心可以參加這個難得的活動，這是一個不容易的機會。我學到了用 3D 偏光片有許多應
用，它的作用主要是可以將不具偏極性的自然光轉化為偏極光，使與電場成垂直方向的光線
通過。還有一個影片關於女物理學家，許多人都認為只有男的物理學家，但這些女性不管旁
人得閒話，努力朝著夢想努力前進。女物理學家中，一位林清涼教授的故事讓我印象非常深
刻，她和她老公都是物理的研究生，一起發明東西，令我十分佩服。總之，性別刻板印象是
個錯誤的觀念。
11. 這是個很不錯的活動，可以從中學到很多，也得到很多自信。如影片中所說的很多人都有性
別刻板印象，懷疑女性真的能成功嗎？就因為這樣，很多人因此失去信心，而沒有繼續完成。
從這影片當中得知這些女性科學家會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她們不在乎外人的看法而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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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想做的事。今天的課程也玩得很開心，了解到可以用什麼消除眼睛見光時的痠痛感，也
可以利用這原理讓美景盡收眼底。這影片告訴我們很多事情是不必按照性別去做的，只要有
心不管誰都可以完成。
12. 參加這個活動主要是要讓我們了解物理這個科目，我認為很好玩，像是如何讓鋁罐站得又穩
又斜，還有偏光片的實驗，但課程有些久。我們還有看兩性與科技的影片，看完這部影片，
我覺得即使是女性也可以勝任男生的工作。希望以後可以努力讀到清大。
13. 這部影片讓我理解到原來女性的物理不輸給男性，只要自己努力，全力以赴的學習，也能夠
在物理的世界闖出一片天。影片中介紹許多女性的物理學家，她不顧別人異樣的眼光，努力
完成學業並且得到許多殊榮。成功後不忘記要回到故鄉繼續栽培更多人才，是個很好的典範。
我覺得女性能夠在物理這個科目有很好的成就，破除「女性不要讀物理」、「女性讀物理沒工
作」的觀念，這是我覺得他們偉大的原因。能夠成為物理老師的女性不多，但他們以堅定的
意志完成了她們的理想。
14. 我覺得雖然教授說的東西都聽不懂，可是偏光片的實驗真的很好玩，而且我們所使用的手機、
液晶電視等都有用到偏光片！今天看了教授放的影片，我才知道女性要在物理界出人頭地真
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男性和女性在這個領域真的很不平等，一定要比別人努力才可以
被別人認同。雖然我對物理這個領域完全不了解，可是我知道只要有心就什麼都難不倒自己，
有很多成功的人都是一再的實驗才獲得成功。
15. 我覺得在今天的學習下，有很多東西是高中才會教的，雖然有些地方聽不懂，但實際去做實
驗的時候，感到有興趣做哪一種實驗，日常生活都會用到的科技技術。看到教授放一段影片，
我發現大家可能以為科技男生比較好，我們大家的想法應該改一下，女性也是很棒的，不能
用瞧不起的方式對待女性，要性平等看待。今天的實驗非常棒，令我很難忘，尤其是玩氣球
的時候，班上有幾個同學很厲害，氣球都不會破，希望是個美好的回憶。
16. 這次參加清華大學物理科學營真的很開心，也很好玩。這些物理科學真的很神奇，來到這邊
第一天就學到了好多物理科學了，也知道 3D 電影所使用的 3D 眼鏡的偏光片該怎麼利用，而
且上課很輕鬆，教授真的教了我們很多。教我們偏光片的特性和妙用，真的好神奇。今天也
做了好多實驗，在偏光片上黏膠帶，黏得越厚，顏色越不一樣。這次來到清華大學真的很開
心，雖然我不喜歡這個科目，但還是要試試看、做做看，不要因為不喜歡而不去做、不去試，
也希望這次可以收穫滿滿的回去。其實這個科目是很好玩的，這次希望可以學到很多。
17. 雖然我並不十分了解什麼是物理，但我覺得很有趣、很吸引人，而且重要的一點是「沒有什
麼是女性做不到的」
，只要想就能，不用因問自己是少數的一群而懷疑自己。片中的眾多偉大
女性，每一個都有些不同，但最大的共通點是－努力，它們都經歷了挫折、不相信自己、抉
擇，在他們成功的剎那，喜悅必定有如甜美的果實。總而言之，我認為性別刻板印象是古板
且不必要的，應該讓所有優秀的人才在合理的位子。第一天的課程我非常喜歡，但是由於４
小時的車程真的倍感疲勞。炫光片這東西是我第一次聽到，而且好吸引我，會變色的珠子好
棒！下課時間可以玩很多有趣的科學小玩具，從迷宮到討人厭的懸空地球儀，我都超愛。
18. 由這幾天短文中讓我知道不只是男生辦得到，我們女生也是可以做得到。這幾天短文中，都
是在講有關物理界女超人的事情。雖然我是一個不太喜歡物理的人，但是參加過這次的科學
營活動後，便深深打動我的心。雖然剛開始在上的時候都聽不懂，因為都太深奧了。後來教
授和助教就讓我們自己親手做實驗，這次的科學營讚啦！
19. 看完這段影片，其中提到了許多關於女性物理教授想法，從她們口中，我發現他們都對於物
理是有興趣、有熱忱的，打破了刻板印象。以前女性物理家的比例總是比男生少很多，可能
是因為結婚、生小孩，而讓這個夢想停止，不過現在越來越多女性都能兩頭兼顧，甚至還成
為小孩的榜樣，像葉淑卿教授的兩個女兒，也皆為物理方面的博士、碩士。其實了解自己喜
歡做什麼，而不是別人希望你做什麼，加上努力、堅持，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這樣一整
天下來，我覺得物理還滿有趣的，做了很多好玩的實驗，尤其是鋁罐，我和我三位同學皆落
入失敗區，怎麼樣鋁罐就是不會縮起來。參加這個我獲益良多，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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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看到了這次的影片，發現原來女性也有自己的地位，很多事業在以前只是男生被認同的，但
現在大家推翻了這個規則，現在有非常多事業是由女生來做，重男輕女的觀念也悄悄地消失。
今天介紹了很多成功的人，她們的精神感動了大家，就是那種不肯放棄的精神，他們靠著自
己的實力，度過了所有的難關，成為了成功的人，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值得我們敬佩。所
以我們也該努力，不放棄地前進，為國家帶來更多人才。
21. 看完今天影片覺得不是只有男生可以做比較不一樣的工作，女生也可以比男生還要厲害，顛
覆了我們以前對重男輕女的觀念，所以現在培育出更多女人才了。今天介紹了好幾位人才，
他們雖然在求學或求職得過程中遇到了不少挫折，但他們去能夠抵抗所以難關，變成了今天
真正的物理學家，這種努力向上的精神，最值得大家學習。如果以後還有一些關於方面的活
動的話，我希望能夠多多舉辦。
22. 雖然我對物理不是很了解，但藉由今天晚上看的影片，讓我了解不僅只有男生能在物理界出
人頭地，也有女生熱愛物理，從事物理方面的發展。今天第一堂課是偏光片的應用，偏光片
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十分巧妙，像是３Ｄ眼鏡，也可以當太陽眼鏡，消除炫光。教授每個人
發兩片偏光片，讓我們觀察兩片疊在一起的變化，非常有趣，但有些部份很深奧，聽不懂，
不過透過做實驗的方式，就會覺得它的原理和應用非常好玩，參加個活動，讓我對物理有更
深一點的認識，很有意義。
男生:
1.

今天看了一個關於物理教授的影片，影片裡有很多博士，教授都是女生，很多人都會覺得男
教授比較會教別人、比較厲害，但是現在有很多女教授也是很厲害的，像是科學營幫我們上
課的就是女生，這個就是兩性平等。我看到影片中的女教授桌上有大堆的書籍、紙張，考上
博士還是常常到實驗室研究，連退休後都還一直很努力地到學校幫同學上課，這當然也是他
們的興趣，所以我覺得他們這幾位博士及教授們都很偉大。

2.

今天晚上看了女物理家的影片，看完這部影片後我覺得男女是沒有差別的，只要各自的努力，
都會有很大的成就，所以我覺得女物理家也不會很稀奇，因為她們只是比較努力的人們而已，
但我也對他們所有人的成就與努力而到非常感動。是人都不應該有差別，雖然人有不同的性
質，但是努力比天分更重要。現在的科技非常的進步，人的想法也日新月異，只要有心，自
己也有興趣，不管是什麼困難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發生，所以有無限可能。

3.

今天晚上我們看了女物理科學家的影片，看完了這部影片，我以後也想當一個研究科學、研
究物理的科學家。我覺得女物理學家都很偉大，連退休的都還有再繼續當教授、當老師。有
些是小時候沒有讀很多書，但高中大學很努力地在讀，也有人辛苦通勤。我們這次科學營的
教授就是女的，所以男女是兩性平等。希望以後我也能當研究的人。

4.

這次來參加活動，對物理也有了初步的了解，物理也不單單是無趣的理論，有它迷人和有趣
之處，只要能多多認識，或許你會喜歡。在物理學家們的努力後，而得到驚人的成果，也會
得到用錢買不到的喜悅，因自己的夢想、理念中於得到回報，這是非常可貴的，皇天不負苦
心人。另外在物理學中，女性是少數派，許多人的刻板印象認為：女生不適合念物理，這是
男生的工作。使得國內的女物理學家相當少，但仍有一些傑出的女性物理學家證明了女生也
可以成功，不要因為別人的說法而放棄自己的理想，要勇敢追夢，不怕失敗，男女都是可以
成功的！

5.

大部分的人好像都認為物理好像很難，但是看完這部片子之後，覺得好像物理並不會很難，
好像很有趣。尤其是女物理學家，他們不會因為自己是女性而放棄這條路。這證明了男生能
做到的事，女生也可以做到。所以說沒有什麼是自己做不到的事，只差自己的信心。說不定
他們小時候都不被重視而發奮圖強，成為少數幾名有名的物理女教授。看完影片我覺得物理
這個科目有點有趣。這次參加科學營，可以增加新的科學知識，同時也學以後會上的課，可
說是收穫滿滿。

6.

看完影片才知道女性在物理科學這方面這麼強！也讓我更有興趣往物理科學方面去發展及學
習。物理科學在生活中也很有用處，還有魔術也是科學的原理。物理科學不僅有趣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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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不只有男性的教授。看完這影片才知道台灣女性都很有名、很有成就，但他們背後也
是很辛苦的，所以我們要跟他們學習，因為女性在這方面讀得比男生弱一點，但只要努力就
可以向他們一樣。
7.

今天晚上看了一部關於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的影片，看完之後有了一些感想，就是沒想到影片
中的女科學家可以克服家庭因素、得到家人支持，師長的幫助，當然他們自己也是很努力地
讀書及做實驗。在實驗過程勇敢嘗試並發現有趣又驚奇的結果。

8.

第一天晚上，戴明鳳教授帶我們看女性物理家的故事，在這個影片裡的每個學家都很偉大，
因為物理學界的女性很少又要顧及家人的意見，若又懷孕則就要暫停整個學業或工作。有些
教授在完成台灣學業後到美國求學，回台後傳授知識給學生，讓喜歡物理的人學到更多知識。
這些物理學家說科學這條路不好走，物理是活的，不要死死地去學。第一天的課真的感覺非
常好玩。

9.

看完了這一部影片讓我了解到許多事情，例如：物理不只男生可以學，女生也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我知道只要把自然當作是在生活中這樣子讀起來就一定會更淺顯易懂，所以讀自然就不
會無聊了。物理不是要死背，而是要理解觀念。想學好自然應該像愛因斯坦所說的：
「人生就
像騎單車，想保持平衡就得往前走。」

10. 我覺得這部影片把我總是認為很難讀的自然領域中的物理改變成生活中自然、淺顯易懂的知
識，而且一生走向物理這條路並不是太難的事，而且有心去完成，永不放棄，任何看起來辦
不到的事都一定辦得到。愛因斯坦說：
「人生就像騎單車，想保持平衡就得往前走。」我最欣
賞影片中的女科學家是一位把科學物品想像成生活中的有趣玩具，他的學生都認為這樣每次
上課就可以有些趣味存在。總之，我覺得科學、物理學家不是只有男生做得到，女生也是可
以的。
11. 第一天晚上老師播關於女科學家的影片，雖然說我對物理不是很了解，看了這部影片，發覺
台灣很少女性科學家，因為家庭因素，學業、工作、研究被迫停止一段時間，但仍有女性科
學家可以出人頭地，穩穩站在科學這條路上。我聽到一句話，他說：
「大家一起開會時，清一
色都是男生。雖然都是男生，但我敢講出是對還是錯，原因是什麼」科學這條路不好走，物
理是活的，不要死死地學。
12. 看完這部影片，讓我對這些喜歡物理或是科學的女性感到感動。在全台物理系的女生真的少
之又少，而且這些教授幾乎都把生命奉獻給物理，甚至這些科學家中有些到很老還是繼續教
書，真的非常偉大，我很佩服他們那顆堅定不移的心。這部影片也使我又重新對物理產生興
趣，我發現在這些女科學家眼中，物理是活的，它們可以用生活周遭的東西來解釋，使物理
更有趣了。今天一整天下來，吸取了很多知識，也看見了物理的好玩，而我們也可以變身為
魔術師，利用科學變魔術。希望還有下次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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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18
女生:
1. 今天上了很多課程，我覺得上午最有趣的就是「靜電」的課。很多同學上台碰一顆大球，都被
靜電給嚇壞了。台上的同學也被台下同學笑翻了！真的很開心。下午則是看了影片，傍晚原本
要去漁港的，後來因為颱風的打擾，所以就沒著落了，晚上是我最期待的課程－「乾冰」！真
酷～零下 78.5 度的「冰」超好玩！最後還做了冰淇淋和冰沙。這裡的每一位教授、老師、助教
人都非常好又很親切，希望下一次也能有機會來參加。明天就是最後一天了，真可惜……今天
我也學到了許多知識，因為學校的帶隊老師和清華大學的教授都很用心地教我們，希望明天能
玩得更盡興更開心。
2. 今天一整天真的很好玩又酷!尤其是晚上的「4.乾冰科學創意實驗 DIY-炎炎盛夏時節，讓大伙
清涼一夏」和「5.感受零下 196℃超低溫液態氮的奇幻世界」
，教授把乾冰倒在我的手臂上，超
涼的！乾冰還弄到我的褲子，超冰的，超像水一樣的冰呀！在吃冰淇淋時，一開始我以為是「紅
豆」
，結果是「巧克力」
，而且好甜呀！之後又有柳橙冰沙，大家吃後都說「好酸」
，但我認為剛
剛好呢！經過這兩天的學習，的確認識了許多理化實驗，但我根本就沒上去做實驗，就在下面
看其他人做實驗。明天是最後一天了，體驗超酷、超炫、超好玩的實驗，的確在我們國中，很
難得會做這些實驗；就算有，也只是老師做，我們看老師做。總之，我很興奮可以來到這。
3. 今天超好玩的，因為今天上的課，我都很有興趣，今天的電磁學與熱力學篇，我參與了。電磁
學與熱力學的作用，讓我體會的許多，原來電可以一個一個的傳，但如果動作太慢電力會減弱，
或沒有電量。還有體驗了乾冰，原來乾冰是零下 78.5 度完成的，而它的成分是由二氧化碳，經
過壓力後製造而成的。還有最後的冰淇淋，真的是太神奇了！只需要可可粉、牛奶、液態氮，
不用 4 分鐘，美味的冰淇淋就可以享用了。液態氮原來有這麼多的好玩之處和可用處。不只可
以做冰淇淋，還可以把香蕉放進去液態氮，當榔頭敲鐵釘…等。這三天的科學營讓我體驗了很
多，也讓我發覺，原來物理根本不需要死背，只要有耐心去做，一定會得到要的答案…
4. 在今天上到的物理中的學問，有模擬天空中閃電與電擊，還有有關乾冰是負 78.5 度經壓力，而
形成固體，摩擦生出的電可以如此的大…等等，我在這次「2013 年未來女科技人」學到很多學
問，我覺得很棒。雖然有時很累會有點體力不支，但我覺得這樣的代價是應該的。很希望我後
輩也有這樣的機會，謝謝這次讓我們來的人。
5. 今天上了很多很好玩的物理實驗課。首先，先上了「發電面面觀－電磁學與熱力學篇」
，其中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傳統火力與再生能源發電場演示」
；那裡面介紹了簡介及演示各種法拉第感應
式發電廠，例如：火力發電的基本原理和流程－能量連鎖轉換：化石燃料的化學能→熱能→機
械能旋轉動能→電能。最後是我們最喜歡的乾冰科學創意實驗 DIY。沒想到，一個小小不起眼
的乾冰，竟然會讓我們的手或腳，甚至其他地方凍傷；嚴重的話，還有可能面臨節肢，真是太
可怕了！所以不管做什麼實驗，都一定要小心，千萬不可以大意。
6. 這兩天真的好好玩，每天都有新的實驗和活動，像是今天我在教室就看到了兩段話，
「第一段是
物理學是基礎的自然科學，它是最詩意的！物理學史就是一部人類探索大自然秘密的英雄史
詩。這部史詩中最重要的角色…」第二段則是：
「讓物理學大師們陪同您一起解開大自然的奧秘，
一起創作這本英雄史詩！」不太懂物理學的我，希望可以藉由這次的參與了解更多有關物理學
的事情。如果我還有不懂，我還可以藉由手冊裡的網站、google 查詢，讓我更了解，不會迷迷
糊糊的。今天晚上，做了乾冰的實驗，最後快結束的時候，大家還吃了巧克力、柳橙的冰淇淋
呢！
7. 令我印象深刻的活動有很神奇的「雷電傳奇」和「乾冰科學創意實驗 DIY」
，讓我了解到很多事
情，也知道物理的一些知識。
「雷電傳奇」主要在說靜電和范氏起電器的各種有趣實驗。還有更
有趣的是閃電與雷擊，這可以親身體驗閃電與雷擊的震撼與其反作用力。另外「乾冰科學創意
實驗 DIY」也讓我嘆為觀止，因為一杯水加入乾冰之後，產生了化學反應，味道真的很臭！它
還可以滅火，又是一件在日常生活中很有幫助的事。最後，我們吃了用乾冰做的美味冰淇淋和
冰沙。這天，收穫好多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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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這三天我們比別人多跨了好多步，雖然有些還是聽不懂，但也學到了很多，教授和助教也帶著
我們做了很多實驗，好玩又有趣，也很詳細解說，耐心指導我們；我們從實驗中找到答案，看
到很多新鮮、很神奇、很不一樣的事物，讓我們若驚若喜。戴教授的上課方式也很輕鬆有趣，
她讓我們發覺物理其實很好玩，也激發我們對這方面的興趣，謝謝戴教授的用心指導，我們有
問，她必有答，且答的很詳細，解開我們所有的迷思，也謝謝助教的幫忙和指導，更謝謝學校
爭取這難得的機會，讓我們學到很多有關科學這領域的知識。這三天，過得很充實、很快樂、
很滿足！
9. 今天我們上了很多物理的事情，有模擬天空中閃電與電擊，有史特林引擎與蒸氣機的奧妙。雖
然這些實驗我們都沒有上去參加，但在台下我可以感受到那種做實驗的新鮮感與樂趣，尤其是
「不怒也能豎髮衝冠喔」！這個實驗讓台下的人捧腹大笑，它會使你的頭髮「飛起來」～當手
放在那個儀器的球體上，它會使你的手指觸電，有一男一女上臺實驗，驗證了這個說法。另外
還有一個實驗也讓我讚嘆不已，就是「乾冰瀑布及乾冰泡泡」；這個真的太讚太讚了！先倒入
1/3 的石灰水在放入小顆的乾冰粒，之後在杯子邊緣抹上少許的洗碗精；之後泡泡會慢慢膨脹，
就會使泡泡包住乾冰，這就是「乾冰瀑布以及乾冰泡泡」。謝謝大家！
10. 今天是第二夜了，其實心中充滿著不捨的感覺，到今天為止，每一天都是充實的一天，做了好
幾個實驗，有吃有玩，最令我印象深刻、感興趣的就是液態氮，因為可以製作冰淇淋和冰沙，
也讓我們每個人可以體驗到少許的液氮淋到手臂上。但切記，要淋上液氮的時候，身體上千萬
不可以有水，不然可能會凍傷。在做實驗時，老師都會先講解注意事項，拿到材料實也不要急
著做，先聽老師看老師，不急於一時；由於這些實驗有些會傷及人體，因此要格外謹慎小心。
這三天有這個機會可以和同學共習此地，都要感謝國科會的補助，還有學校未各位爭取到這個
活動，有這機會，就應該把握，老師在上課時踴躍回應、舉手。明天剩下一個單元，我希望我
也可以踏出第一步，藉由這科學營讓我滿載而歸，也獲得一些日常生活知識，出來走走看看世
界的人。
11. 今天的活動超好玩的，今天的課幾乎都是做實驗的！我覺得乾冰那一段最好玩，而且吹乾冰的
時候，會有細細綿綿的東西，超帥的。還有一段是把手放到一個大球上，這樣就不會被電到了！
我們還有吃冰淇淋，超級冰的。我還差一點摸到零下 78.5℃的乾冰，而且還有小型的滅火器，
教授還給大家看了很多教授上電視的影片，有「流言追追追」、「大愛台」...等電視。我最喜
歡用人聲把大玻璃杯唱破，超帥的；當杯子破掉的那一刻，好震撼。可惜的是，今天沒有做到
震破玻璃杯的實驗！我真的覺得這次的科學營很好玩，沒有白費花了一千七百多元的錢，真快
樂。
12. 今日課程都非常有趣，雖然累了些。我個人認為今日我最感興趣的是晚上的「液態氮」的這主
題。原本我是為了可以吃冰而感興趣的。今天上完之後，真的感覺那真的很好玩，我這才知道
原來乾冰是二氧化碳的固態。而它真的有夠冰的啦，零下 78 度多。那碰到手如果摸太久是整
個手要剁掉呢!做實驗也是有危險性的呢!還有一個是原來乾冰也可以做成滅火器，因為二氧化
碳它不助燃，所以用它的氣體去噴火苗就可以滅火，用這簡易滅火器知道了二氧化碳不助燃，
而滅火器裡也有這種成分。晚上教授有把液態氮倒一點在我們手臂上，其實真的很冰呢!原來
以為會還好的勒。今晚的課程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吃到了冰也吸收了很多知識。
13. 學完了這個單元，了解能源與發電史，教授也讓我們體驗各種磨擦、感應起電，也介紹史特靈
引擎；教授一拿出史特靈引擎便深深的吸引我的好奇心，經過教授的介紹，原來它是啟動第一
次工業革命的主角。當教授拿出靜電球，哇!超好玩的!尤其是親身體驗閃電與雷擊的震撼，還
看得到閃電，很有趣。下課我去靠近靜電球，額頭有被騷癢的感覺，我不小心碰到別人害他觸
電，被電到的感覺手麻麻的。現在得火力發電廠為了講求環保，使用靜電集塵器收集燃燒的灰
塵，減少黑煙的排出，讓我們有好的空氣品質，是很好的示範!所以我們不要隨意浪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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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喜歡今天所有的實驗，電磁學、靜電、乾冰、液態氮。液態氮!以前就有聽過，玫瑰花遇到
某個東西會變得可以敲碎，但是親自去看，體驗的感覺就是不一樣。發電面面觀─電磁學與熱
力學篇，史特靈引擎的小模型好可愛!而且很神奇，如果說他是一位重要的偉人也不可否認。
靜電球(不確定正確名稱)室今天重點之一，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將放電球和靜電球緊貼，然後
製造出閃電(火花？)，啪啪啪的聲音真的很像電蚊拍，以及放電球的功用也讓我大開眼界。四
個馬達的製作，雖然只有一個成功，但是在成功旋轉的剎那間，真的會讓人興奮得想要歡呼，
或許過去的偉大科學家們就是因為知道成功的喜悅才會花費如此多的心力和時間去做實驗
吧。今天讓我了解製造電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所以我們應該更珍惜這資源。
15. 我覺得在清華大學的這幾天讓我收穫很多，例如發電面面觀─電磁學與熱力學篇。我認為最好
玩也最刺激的是會產生靜電的球，真的是很神奇耶!竟然可以只靠一個機器就能夠製造出閃電
來，可是感覺上還是有點危險，尤其是那個「啪」的聲音，好像我家的電蚊拍一樣。還有史特
靈引擎，它竟然可以當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主角，而且一個引擎的價錢高達上萬元，真的很貴呢!
下課的時候，老師讓我們去摸那個靜電球，我靠近它的時候，覺得有點癢癢的，沒想到我往後
退反而碰到在我後面的王若蟬，電到之後我就馬上把手縮回來，可是還是很痛。現在什麼東西
都在講求環保，對我們的生活有幫助，所以不要浪費資源。
16. 我覺得這三天以來，收穫很多，在發電面面觀的主題，尤其是用靜電球來做很多有趣的實驗，
「雷擊」與「閃電」很震撼，還有一位同學碰靜電球，一直有靜電麻麻的。這個實驗很棒，了
解各種東西的由來及製作方式，像是史特靈就是工業革命的主角。現在的火力發電廠，為了講
求環保，使用靜電集塵器蒐集燃燒的灰塵，減少黑煙的排出，讓我們有更好的空氣品質，是我
們最好的示範。所以我們不要浪費電，把資源留給需要的人，因為有些地方是沒有供電的，那
種沒電的感覺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千萬不可以「浪費電」。
17. 今天是科學營的第二天，早上的課程是「發電面面觀」，他是看電磁學與熱力學有關，上完這
個課程後，我覺得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趣的實驗，神秘的靜電球，當我們都靠近它，附近的
人就會被電到。雖然有些會聽不懂，但藉由課堂上的實驗可以讓我們感受到閃電與電擊的震
撼。教授也有介紹史特靈引擎，它是工業革命最重要的工具，非常有趣。這個單元除了可以讓
我知道發電的歷史，更讓我了解能源的利用。下課我去靠近靜電球，雖然只是在旁邊觀看，但
透過同學，就會有觸電的感覺。教授還有給我們看模擬火力發電廠的模型，讓我了解火力發電
廠的發電方式，今天的課程非常精彩。
18. 有些人覺得女生並不適合當科學家，這就是「性別刻板印象」，女生也有當科學家的夢想。這
些課程幾乎都在做實驗，做這些實驗真的好好玩，而且今天還做了液態氮，老師還利用液態氮，
做冰淇淋給我們吃，所以幾乎都在做實驗，能來到清華大學真的好開心，可是中午睡覺的時間
都好短，所以都沒睡飽，上課也沒精神。明天就是最後一天了，希望這次可以收穫滿載的回家，
也要把這三天所學到統統記起來，說不定在生活上也都可以用到這些實驗。
19. 今天大多數都是以「實驗」為主，早上雖然有很多聽不懂的地方，但老師還是很認真的說明。
到了下午，我們實驗了「乾冰」，覺得真的很好玩，當時還不知道直接用手摸「乾冰」非常的
危險地!!!還有原來「乾冰」居然也可以做成冰淇淋和冰沙呢!!!也做了非常多的乾冰實驗，也
對於這些物品更了解。也做了一個很大顆的球，來做「觸電」的實驗，很多人都上台實際做，
雖然看起來很好玩，但卻害怕上台呢!!因為被電到的那一刻，除了痛還是痛阿(因為被電過的
說)但是沒上到台真的有點可惜。
20. 今天一整天幾乎都在做實驗，比昨天還來的豐富，今天做了電池的實驗，分成四種，越來越難，
到了第三種，就已經弄了很久的時間才動起來，到了第四種，花了更久的時間，還是沒有做出
來，只好帶回去自己慢慢實驗。上台試試看，大家都笑翻天了!不過還真是神奇，還能製造出
類似天空中的閃電，我有上去試看看，超好玩的。最好玩的就是「液態氮」，超涼的，還急速
冷凍香蕉，我也上去「打」香蕉，還不小心把釘子打穿木頭，吃了冰淇淋，還看到了用液態氮
把灰塵結成一坨一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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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今天下午大家做了關於「乾冰」的實驗。一開始還沒來上科學營的時候，以為乾冰真的是冰，
但上了今天的課之後，才知道乾冰其實是「壓縮的二氧化碳」。這一個實驗好像讓大家皮都繃
得很緊，因為乾冰的溫度是零下七十八度，只要摸太久的話會被凍傷，而且如果太過嚴重就需
要「截肢」了，所以大家都很怕自己會被截肢，只好乖乖得聽教授的話。今天還做了冰淇淋，
非常神奇!!那是用液態氮做的。這次可以來到清華大學真的很高興!!
22. 今天一開始我們幾乎都在做實驗。所以今天我比較沒有在上課大睏!尤其是馬達，那時我做得
比較辛苦，也比較久。然後，我最喜歡的是乾冰科學創意實驗 DIY 和超低溫液態氮的實驗!其
中這兩個是我最喜歡的實驗。但是最喜歡而且玩得最開心的是液態氮的實驗，而且也有使得每
個人都很開心，所以今天的實驗讓我又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自然生物。由這些魔術及實驗讓我了
解到自然生物中的樂趣，所以會讓我進一步的對生物的實驗越來越感到有那種興趣。最後教授
把剩下的液態氮拿來「拖地」，把地上的灰塵全部都掃掉了!超酷的!
男生:
1.

參加了這一次的活動，讓我更加了解到能源使用的方法，以及機器的內部構造，還有與各國
電的價格比較，這樣子和其他國家比起來，台灣的電實在是非常的便宜，所以我以後還是在
台灣住就好了，以免破產哈哈!希望以後還可以有機會再來參加這種活動，不過我想可能不會
再參加了，所以我會好好把握。

2.

今天一整天下來，收穫又更多了，但身體越來越疲憊，不過一切都值得。今天教了許多能源
的課，讓我了解其實住在台灣是我們一生的榮幸，因為比起其他國家的電費，我們真的算便
宜的。今天也學到了台灣現在的發電方式，而現今台灣的社會主要是用火力發電來供電，其
實火力發電對空氣非常的不好，希望政府能找到最適合我們的發電方式，讓人民能省錢並邁
向世界的尖端，達到一舉兩得的效果。這次真的沒有浪費錢來參加，一切都是值得的。

3.

今天上了一整天的課，我認識到了很多物理知識，特別是教授在介紹能源的部分，原來台灣
的能源靠火力發電就占了 78%～79%了，剩下來的發電也大概以核能占最多。火力發電因為燃
燒煤、石油、天然氣等而造成空氣汙染；核能發電雖然較不汙染環境，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會
在什麼時候發生核能爆炸，造成輻射線外漏，所以我覺得上了一天很重要的課。

4.

第二天早上在能源科技老師把機器推出來時，我就知道是有關電力的科學實驗。老師請了二
位同學上去，叫一位同學摸著球，另一位同學伸出手接觸摸球的同學就發生靜電了，之後老
師拿了一個棒子把他慢慢移開之後就出現了閃電。晚上要玩乾冰跟液態氮的實驗，把乾冰丟
進水裡在杯緣塗上洗碗精之後用吸管把泡泡吹起來。之後用液態氮做冰淇淋，老師叫同學打
氣球丟進去後，氣球突然變小，但拿出來後又變回原樣，之後把花丟進去拿出來打一下就掉
了，但拿香蕉進去拿出來卻比釘子硬。

5.

今天上了一整天的課，讓我們有物理的初步了解，對社會能源消耗的狀況和全球尋找替代能
源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這三天過得非常充實，接觸了乾冰和液態氮，剛碰到時覺得很新奇，
拿鋼筆碰一下便發出奇怪的聲響。

6.

今天是科學營的第二天，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活動快結束了覺得有點可惜，因為在
這每天都充實又有趣，而校園也很大。今天上課充滿樂趣，一堆有關電的好玩實驗，神奇的
靜電、自製簡易馬達還有靜電達人都很好玩！晚上的液態氮是最好玩的，知道原來乾冰是二
氧化碳的固態，而且非常危險，低達-196℃的超低溫，可以在 3 分鐘內做出美味的冰淇淋，
把香蕉變得和榔頭一樣硬，只能用太神奇來形容。

7.

從這次科學營開始到現在，我對物理科學有很大的興趣。實驗室裡有很多器材，每樣實驗都
非常有趣，而且讓我們親自作，像第一堂課時利用偏光片來看 3D 影片，後來又利用光學的原
理來做幾個小魔術。晚上帶我們去新竹的夜市逛街。第二天我們一開始就在學人類的發電史，
還利用乾冰來做實驗。液態氮有-196℃，是個很危險的東西，但教授還讓我們親自作，因為
這樣比用看得更加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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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今天早上在實驗室看到好大顆的鐵球，我們早上要上電磁學跟熱力學，還滿有趣的！可以看
到小閃電，還有叫學生上去玩觸電，那顆鐵球導電到人體上，就會產生靜電，再去碰其他人
也會導電。還有用電磁和迴紋針等小東西做出小道具，利用導電來發動道具，不只等了怎麼
做出電磁小道具，還對電磁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下午我們做的實驗是要用到乾冰，我們把乾
冰放進水中，它溫度會極速上升變成氣體。晚上我們用液態氮做出冰淇淋，今天一天的實驗
真有趣。

9.

今天大部分好像都是在做實驗，增添了許多新鮮感，而且有些課程可以親自體驗關於一些科
學的實驗，也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早上的熱力學和電磁學的課聽起來好複雜，一開始有點
有點聽不懂，後來做實驗後受到啟發。可惜得是小部分課程沒有上到，希望明天的課可以上
到，補足一些遺憾。其中我最喜歡上乾冰和液態氮的課，也讓我知道如何區分乾冰和冰的不
同，也解開了心中的疑惑。

10. 這幾天在實驗室裡，戴教授做了很多實驗，有很多道具都是我以前沒有看過的。雖然剛開始
都在講解有關科學的知識，沒有做實驗，但是後來就有很多有趣的實驗，教授每一次拿出實
驗器材的時候我都會很好奇的往器材那裡看，很想知道它能做什麼。今天就有一個關於液態
氮的實驗，教授拿了一台有一顆大瓶子的器材出來，我就很想知道它的作用，後來發現瓶子
外面的管子噴出很多液態氮，助教把液態氮噴在保麗龍裡之後，教授請老師上去把香蕉丟到
液態氮裡再拿出來，就發現香蕉變得很硬，都可以敲釘子了，最後助教還用液態氮做成冰給
我們吃。
11. 來到清華大學我學到 3D 偏光片，也學習到簡易馬達怎麼使用，其實馬達有很多原理可以組
成。我們也學習到乾冰的可怕，乾冰是-87℃的物品，接觸久了會凍傷，乾冰的液態比乾冰的
固態還要危險，所以教授不讓我們太靠近。教授還把香蕉放進液態氮，液態氮可是-196℃的
冰，結果香蕉出來跟榔頭一樣硬。教授也讓我們嘗試液態氮淋在手上的感覺多冰，利用液態
氮在 3 分鐘內做出好吃的冰淇淋。我也學習到靜電的原理，靜電其實是很好玩的，但有危險，
所以要注意。
12. 第二天的課程我非常的感興趣，尤其是晚上的課程，液態氮很好玩：-196℃。雖然好玩，但
很危險，丟一根香蕉才放進去一下子，香蕉就變的硬梆梆的，可見液態氮有多冷。還有乾冰，
還是很危險，-87℃，雖然沒比液態氮還冷，但摸久了也會讓手結冰。液態氮、乾冰都很冷，
物理的世界真奇妙。

四、建議本單位未來增辦活動的主題類別。
女生：
1.

科學、自然(戶外活動)

2.

夢想再也不是夢(影片欣賞)

3.

科學實驗

4.

男女平等

5.

外語體驗(英文)

6.

動植物觀察或回收物再利用

7.

化學

8.

戶外活動、自然生態

9.

努力堅持不放棄(影片欣賞、分組討論)

10. 了解戶外的物理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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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
1.

機器人(手做)

2.

與生活相關的實驗(手做)

3.

學習實驗室外的實驗品

4.

科學天文(道具)

5.

戶外課程

6.

自然科學

7.

趣味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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