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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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
1.

今天我了解到許多跟核能發電有關的知識，也了解到許多跟能源有關的知識，也讓我思考核
電是否安全? 我們是否需要核電? 是否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讓我知道能量的產生方法，也讓
我知道能源轉換效率，並且希望未來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2.

這次的科學實作我收穫頗多不虛此行。今天我學到的包括能源相關議題、電學知識、火力發
電原理以及下午乾冰和液態氮實驗等，我最感興趣的是下午的實驗因為我一直覺得實際動手
操作比單單看課本學習還要有趣且有意義。我也很欣賞教授詳細解說以及助教的認真協助與
負責態度我還發現女性在科學領域的表現也不輸給男性呢。希望以後還有這樣難得的機會來
清大做另外一些不同且有趣的科學實驗。

3.

這次參加清大的實驗活動使我對核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對各國的發電比例也更加了解，而
台灣的核安問題也不像從前只是因無知而害怕，到今天才知道原來台灣的核安其實是世界第
四，而其實對岸的核輻射外洩汙染才是真正會經過台灣海峽影響台灣。今天還做了乾冰實驗
對原本陌生的乾冰也更認識。不只是知道其為二氧化碳的固態還發現了把手放在乾冰及冰塊
上乾冰竟因昇華的原因而感覺沒那麼涼，還體驗到液態氮的威力。很感謝教授撥空讓我這周
六學習到這麼多東西，也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參加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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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希望以後還能再來，難得進入名大學實驗了解實驗也體驗大學環境，且今天教授的講座內容
十分有趣又充實。

5.

今天體驗到各種不同的活動學到許多科學原理及了解到何謂實驗精神。

6.

希望可以更增加體驗個人實作的課，並且得到更多更多的科學知識而且在本次實驗中也第一
次瞭解到能源的應用，讓我對身邊的事物更加了解，而液態氮的使用讓我愛上科學，非常期
待下次的有關活動。期望能多多舉行。

7.

對今天的活動我相信每個人都獲益良多。從一開始介紹的有關能源的議題例如各種發電方法
的比較關於史特林引擎(stirling Engine)到之後的種種使用乾冰，液態氮的有趣實驗讓我對物理
有更深的了解。教授多樣化的說明配合內容詳細豐富的投影片再讓我們透過親自動手做簡易
的小實驗對原理更加清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核能的相關運用介紹。其效率高污染少但
有輻射外洩的風險等有此可知核電廠的興建需經過審慎之考慮及評估。在今天的課程中真的
學到不少豐富新奇的知識呢。

8.

這次的講解讓我了解到科學發展的歷程以及科技的原理和對人類的幫助使我對科學有更大的
興趣我們生活中的日常用品汽車，天天在用卻不知其然，透過今天精闢的演說，讓我豁然開
朗，對生活上的各種事物更好奇。老師很厲害，講解得很好，其實有一張統計圖顯示數理方
面的人才，男生只比女生多一點點，文科方面女生則比男生多出一大截。所以女生其實數理
實在不比男生差的。

9.

我覺得電的部分真的很有趣，不論是哪一項尤其應向深刻的就是靜電球，放自由的時間時，
玩得很盡興，對於此次的普物參訪，真的很滿意不管是教授的授課內容或是走廊上的實驗器
材都很好玩。對於核能我們可以知道汙染及各項資訊、各國電力的來源比例等。所以我們應
減少核能之使用。我覺得女性在科學的領域也可以很好，打破性別刻板印象，不管是男生或
女生都可以在任何領域上表現的很好。

10. 科學的學習有利於我們對生活過程有更加的了解，不論是生活中的危險之處或是能幫助我們
地方，就如同核能發電的應用。從前的我只知道是藉由核分裂的方式，實在是見識淺薄，在
上完課之後我才發現在西方國家核能也是一種發電的方法，可以幫助國家發展。但另一方面，
要是出現意外，可能會造成嚴重而難以挽回的災害，以前我們總覺得化學和物理是由男生所
主導，但這次的教授不但是女性，不但對理工很在行，而且讓我在理化知識方面增廣見聞。
代表女性也是可以在物理和化學方面很有成就的。
11. 今天學習到許多有關核能的知識，原來核能發電不全是負面的，他也可以為人類帶來許多益
處，但伴隨著的是輻射的風險且影響我們的安全。該不該使用值得三思。科學家大多是男性，
但我認為女性也可以在科學界上佔有一席之地。不同性別經由觀察而切入問題的角度也不
同，而可能得到新的研究成果。
12. 我覺得這次的課程很多元化，例如核能發電，液態氮實驗等等，其中最值得大眾來深思一下
的就是核能方面的問題。到底核電廠是福是禍呢如果能好好發揮核能的長處減少缺點的發
生，一定是非常好的能源之一。那至於科學家是男生比較好還是女生比較好呢? 其實只要能
有想法，有創意都可以勝任科學家這個角色，所以女性科學家也不錯。這次的科學營超讚，
希望下次可以再參加。
13. 核能製造很大量的能量，而且很便宜。只是放射性物質很很危險。但台灣的核電廠安全在全
世界名列前幾，所以我們很安全。因史特林引擎，所以運輸，發電可以快速進步。因為最近
性別平等的觀念興起，所以出現了許多女性科學家，而她們也很厲害。很感謝她們的付出。
14. 我覺得這次教授的講解非常的精彩，從牛頓的慣性作用延伸到重心的概念，從腳踏車的輪子
延伸到阻尼球的運用。透過展示了從早期飛機輪船的發展到近期的相關發展，老師關於核能
發電的一系列演說，從各種利弊，水力發電，火力發電，核能發電，天然氣等，到各種國家
的用電情形及發電方式的發展。此外女性科學家在各個研究方面均提供重大貢獻，所以值得
國家栽培，落實科學界實質男女平等，讓大家對國家做出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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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這次活動讓我了解到許多跟能源有關的知識，對核能有更深入的了解，知道發展核能的好處
與壞處。也做了很多相關的實驗，得到很多寶貴的經驗，雖然今天的主講教授是女性，但性
別是不會影響一個人的發展，只要對科學有興趣都可以朝自己的目標邁進，有付出一定有成
果，不會因會性別而有所不同。我對理科很有興趣希望下次能在參與相關的活動。學習到更
多東西對未來也會有很大的幫助的。
16. 在這次活動中我對最近受到相當重視的核能相關科技有了相當深度的探索。從核能的方式和
可能的威脅開始，到火力，水利及其他的發電方式。帶教授也用許多精彩且有趣的道具使我
們可以更深刻地了解那些機械的原理。同時教授也用精簡的簡報和影片來介紹那些我們日常
生活中所使用的能源。而屬於未來科學家的我們也從待教授這裡學習到許多有關新能源的知
識，希望可以在未來回到這裡向教授學習更多更深入的知識。
17. 我覺得這次的活動很有意義，讓我了解到許多關於能源的知識以及液態氮的常識。戴教授精
闢有趣地講解不但增加我這方面的知識外，也讓我對科學更有興趣。也讓我大吃一驚的是原
來女性在科學領域上也可以表現得很好，不輸給男性的科學家。
18. 這次的活動我覺得好棒、棒、棒到一個極致。這次早上講得非常好，讓我重溫起國中學電的
熱忱，老師教得如此生動活潑，讓我的電學又進了一大步。下午的實驗更是好玩，乾冰真的
很好玩，只是有時碰太久會凍傷，乾冰讓我想起小時候打曲棍球，那個與球員充滿由熱情與
激情交織而成的青春樂章。之後冰食物也頗有一番滋味。對了，核能講的特好，讓我把整個
核能系統搞懂。講師的性別與她的資質無關，女性在科學界也能很強。
19. 能夠清楚了解核能目前的發展、各國使用狀況，以及原理等，還有火力發電的原理，了解能
夠帶來益處的以及可能帶來的傷害，能夠學到許多新的知識，並且看到了真實狀況的模擬，
十分的新鮮。我認為女性在科學領域中並不為受到限制，只要有想法就能成就很好的成果。
20. 參與這次的活動對我來說十分有意義，並且學到許多與科學有關的知識，也做了好玩的實驗，
希望以後還能有機會參加類似的活動。
21. 核能對於我們未來的生活幫助的確很大，但凡事一體兩面，亦有頗多對於人體的危害，近年
來，人類不斷在研究盡可能可以替代的能源，雖可降低對環境的傷害，但產生之能源卻不足
以回本。所以至今核能仍不可或缺！希望今後能夠再來，學習更多與未來能源先關的實驗，
對地球和人們都有幫助。
22. 覺得說設計這些趣味實驗很好，讓我們可以更融入主題。還有講師所說的內容和生活息息相
關，對個人很有用。
23. 今天認識不同的能源種類，並比較優缺點，知道物理是一門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學科，經過一
天的學習活動後，感覺物理很有趣。
24. 對於核能有新的認識，了解台灣發電方式、成本與各國的發電比率、方式。從初步的起電先
知道了最基礎的生電，再到實驗，親自體驗電的原理，再談到火力發電的原理、核能發電的
原理。這次活動，打破了許多固有的迷思，像是再生能源，今天了解到太陽能、風能、水能
在台灣很多是不太有效率。這次的講師很厲害，了解很多知識，也證明了女性在科學方面也
很強，打破了固有的迷思。
25. 今天觀察了許多電學實驗，像是摩擦、觸電、太陽能原理、火力發電的靜電集塵板原理，實
際操作都十分有趣，教授也很賣力講解各種能源的發電原理，像是核能發電、火力發電、水
力、瓦斯、再生能源，使我對能源有更充分的認知。下午，做了乾冰的實驗，運用了許多基
本原理，像是做泡泡、滅火等，最後做了液態氮的實驗，做了冰淇淋、冰棉花糖、冰香蕉、
冰玫瑰花，超好吃的啦~這次清大普物之旅真的是太好玩、太有趣了~期待以後還有機會能再
來！ p.s. 教室外的許多小實驗都超好玩的，謝謝老師、教授！
26. 對核能有大略的了解，更加清楚能源的產生、轉變。有相當生動的實驗、模型等皆使我更加
明瞭了能源的產生過程。電磁學上，透過接觸實驗器具，了解何謂”接地”，多樣的示範加
上清楚的說明，使人勾起對電磁的興趣。有諸多實驗都相當有趣，液態氮、乾冰，非常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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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教授的簡報和說明清楚，使人有對主題的認識。走廊外的展示品趣味十足，透過簡單的
科學原理與簡易的表現方式，不僅勾起好奇心，想要知道更多，更讓人加深對其的印象。能
夠直接接觸藥品和器材，令人相對能更有參與感，也能直接驗證，對這次的活動相當喜愛，
希望未來能參加更多此類的活動。
27. 今天很高興能夠來清大進行這個科學之旅，核能確實是比較便宜以及較環保的發電方式，但
是卻擁有著危險的核安問題，所以在各國進行核能發電時，應該要審慎地去考慮其利弊關係，
另外還有許多的發電方式，例如：火力、水力、風力、太陽能、生質能等。每一種方式都不
能完美的兼顧到經濟發展以及環境的問題，就如同戴教授上課教的「3E 問題」，就提到了關
於環境、經濟和發展等，這些都構成了人類的危機。補充說明，今天我們還看到了真實核燃
料電池的 1 比 1 模型，這些東西都是平常碰不到的，真的很有趣，另外今天上課還有做乾冰
和液態氮的實驗，還吃了被液態氮浸泡過的香蕉和棉花糖，謝謝你們！
28. 我覺得今天早上的介紹非常的精闢，讓我對能源更加的認識。尤其是像火力發電、引擎的模
型真的非常的精緻，讓人一目了然。今天下午的活動也很精采，香蕉和棉花糖 are very
delicious，充滿了液態氮的味道。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雖然核能發電省錢又方便，
但是台灣不適合核能發電，因此台灣的火力發電非常重要，因而台灣擁有 World No.1 的火力
發電。總之，今天過得非常的充實。
29. 教授您辛苦了，為我們準備那麼多，這次來參加這個活動，讓我頗為驚艷！我一直以來就對
核能、原子科學非常有興趣，常看國外網站，台灣的中華民國核能發展協會學習相關知識，
只可惜今天沒有能參觀清華大學裡的核子反應爐，我覺得清大是未來台灣核能發展的希望，
更期盼研究出「核融合」的發電方式！當全世界的第一位吧！ ※核融合一旦發明，太陽能、
風力、再生能源就再也不需要啦！期盼清大研究「核融合」
，我以一定也會奉獻給核融合，造
福全世界！

女生:
1.

核能仍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參與這次的活動之後，我的立場還是保持中立的。我不
贊同反對核能，因為那樣太不周全，畢竟並不能因為一兩項潛在風險就全盤否定；我也不全
然支持，因為核能雖然便宜，也是乾淨的能源，比起其他人力或者是水力，核能發電廠的安
全設備也屬完善，但核廢料的輻射問題仍尚未得到解決。從最初始的發電廠，到史特林的渦
輪機，我目睹人類能源使用的演進，也對替代能源有了新的認識。

2.

Love it！對發電方式、核能有更多認識！=) 讓我能以有趣的方式認識科學！覺得科學好好
玩哪=ˇ=，還有能源的產生好複雜喔，前人的智慧真偉大！科學真的好神奇！特別崇拜居禮
夫人這位科學家，其實偉大的科學家中也不乏女性，所以我認為女性不適合自然組是錯誤的
說法！

3.

很喜歡這次的活動噢！有這間小小的普物教室，大概讓清大增色不少~尤其是週末時段民眾與
普及科學的互動對話，從苦澀的常知變成快活的生活經驗，意義非凡呢！今日的教授與三位
助教都費了不少心力，不只是協助我們今日的實驗流程，準備的工作與事後整理歸類的動作
實在辛苦！並衷心地期待下一批前來體驗的學生也能如我玩得這麼開心！另外，研究科學的
領域不分性別差異，今日親眼見到女教授在科學上的真知灼見、大師風範，流露於此！

4.

今天的課程讓我對核能、火力等各種能源及發電方式有更多的認識，也看到許多特別的模型
和演示道具，經過戴教授的講解後，更使我知道環境、經濟與資源(3E)，是密不可分的，核
能是種有利有弊的發電方式，雖然成本極低，但只要一出問題便會造成嚴重的輻射汙染，因
此這個議題非常值得我們討論。而從古至今，無論中西大部分的科學家都是男性，這個現象
造成了性別刻板印象，但女性也可以成為科學家，像是今天為我們講課的教授就是一個例子。
我認為只要有興趣，不論是男是女，都可以成為一位有為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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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今天的課程很好玩，很多新知，我受益良多。這種機會很難得，我會好好珍惜。另外，我希
望下次還能參加這種科學性的講座、實驗。教授是女生，我也是女生，我很喜歡理工科，但
被套在”女生是社會組”的束縛下，我只能吃力地背著文科，但今天看到教授，我希望我可
以成為跟教授一樣成功的女人。核能是現在社會關注的議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見解，我媽
之前跟我說同意核能發電，因為台灣沒電就得向外國購買，但我覺得核能發電很危險，我不
支持！

6.

今天的活動讓我受益良多，教授也以簡單易懂的方式為我們講解。來到清大的普物實驗室之
前，我對物理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但在上了許多好玩的課程之後，我對物理有了更多、更深
入的了解。教授說大陸要蓋 6 座核電廠，因此台灣西部可能會受到輻射的影響，其中最近的
一座只距離我們 300 公里遠，而這時最需要密切注意的就是我們的健康。核能發電讓我了解
了它的運轉原理，而不是只從電視、報紙上獲得不完整的知識。

7.

今天的活動真的讓我非常感動，顛覆我先前的想法，也激發我對物理實驗的熱情，
「教育的目
的不在於實驗結果，而在於過程」
，讓我重新以正確的態度操作實驗。核能發電的部分也讓我
更有深度地了解它的運轉原理及應用，不再只是從媒體獲得片面的消息和知識。教授說大陸
即將在沿海興建 6 座核電廠，其中離台灣最近的只有 300km！因此，我們在反對興建核四的
同時，還不如擔心大陸未來的計畫。而靜電、液態氮實驗不但讓我收穫良多，也令我印象深
刻。

8.

聽了這堂講座，讓我對能源的印象大改觀。然後教授是女生~讓我”哇”了一大下~原來教授
不一定是男生~女生也很棒~「巾幗不讓鬚眉」以後我也要讀自然組，雖然大家都說男生比較
適合，但是女生也可以啦~大不了多努力，真希望以後有更多這種機會，感謝有補助讓我們來
這種有意義的活動！走廊也有很多可以動手做的實驗~平常可不是有很多這種機會的！很感
謝老師的協助、助教的幫忙，以及大家撥空來！

9.

經過這次活動不只對台灣的能源有更多了解，甚至更深入了解到全球的能源利用。另外是從
日本 311 後超熱門的話題──核能，教授的講解生動有趣，我很喜歡，最重要的是當我看見
教授進門我不禁哇了一聲，後來才發現，在我剛聽到這個活動時第一個反應教授就是男生，
沒想到竟然是女生來主講，讓我對理科增添一點信心，也許我在理科也能不輸男生吶。總之
今天的活動讓我學到很多，活動的最後還有見到液態氮，甚至發現了液態氮的萬能──製冰
和掃地，真的大開眼界呢。下次有機會我一定還要再來，這一次感謝戴教授、幾位助教和我
們最親愛的導師，謝謝所有人。

10. 跟以往有些概念有點不一樣，例如：各種能源、發電原理，和各式各樣的科學知識。從像核
能發電廠的模型之類的，是和我們生活息息相關，可是我們卻不了解，藉由這次課程，了解
了更多不一樣的科學知識，讓我們可以更深入的了解，我們身邊的「電」是從哪裡來？是怎
麼樣送來我們的身邊？在科學革命時代，人類如何的加速發展？雖然現在身為一位女學生，
但是不論性別年齡，只要是了解了各項原理，皆可以成為改寫歷史的偉大科學家和發明家。
11. 今天的活動讓我非常難忘。老師的講解很生活化易懂，帶領我們做不同的實驗，體驗不同的
科學原理。而且身為女性的我們更應該證明我們的潛力無窮，從戴教授身上就可以看到。其
中的核能專題，讓我們了解台灣的核能電廠與世界核能電廠的差別。透過不同的實驗來認識
原理，是一種輕鬆又有用的學習方式，希望學校能常常帶我們參加這種活動。
12. 今天的活動分成許多部份，第一個是對能源的了解與認知，我學到能源、經濟和環境是密不
可分的，也是現今人類生活中的一大危機；而核能也是有利有弊，雖然可能導致環境問題，
但是不但可以減少成本的消耗，也可以降低電費，於是核電廠的存廢是我們值得討論的議題。
以現在的社會來說，科學家是以男性居多，這也許和過去的社會有關，但絕對和能力無關，
況且越來越多女性也開始對這領域有興趣，也有越來越多女性科學家在這方面出頭。像我就
對理科較有興趣，而且戴教授便是正站在我們眼前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所以每個人的能力都
不該受到限制，也希望有越來越多女性可以在科學界留下偉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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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今天的活動由課程開始，由淺入深地讓我們了解電的原理，再讓我們親手試試看，對了解更
有幫助。另外，戴教授的豐富知識也使我們對物理更有興趣，也激勵了我們這些女孩更加努
力地去發展對自然學科的學習動力。其中各樣的小器材也既有趣又簡易地把各項原理具體地
呈現在眼前。利用乾冰吹泡泡、把玫瑰放入液態氮中急速冷凍、把棉花糖硬化、脆化，最後
還有小朋友們最愛的點心時間──用可可粉和液態氮做成的冰淇淋，當我們把一匙匙的冰淇
淋放入口中，隨著沁心的甜味充滿味蕾，各項知識也滿足了我們的心。
14. 戴教授今天告訴了我們許多關於核能的知識，像是如何發電、各個國家的發電方式比例，還
有發電的儀器……讓我對核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對這平時常聽到，但卻不常見到的東西知道
的更多。我認為科學對女性來說，並不是毫無關係的，很多人認為女性在科學方面不會有很
好的發展，但我不那麼認為，我覺得科學界中的女性比例一定會越來越多的。今天做的一些
小實驗也十分有趣，像是：乾冰、液態氮之類的啊！都很好玩。
15. 很喜歡很喜歡非常非常喜歡今天的課程，其實我還蠻不喜歡科學的，因為考試都考特別爛，
但今天的課程讓我覺得，科學其實很生活化、很有趣、很好玩~~早上的課程有提到核能，現
在報紙新聞常提到哪個明星反核，哪個政治人物反核……，我覺得公開表示你反核的時候，
應該先理解何謂”核能”，而不是毫無主見、隨波逐流的說要支持核能，要反核，今早的課
程講到很多，也讓我更了解核能的相關資訊。我是支持核能的，因為在多方思考後，我覺得
核能的益大於害，以前我真的不喜歡科學，但現在真的很有興趣。

四、建議本單位未來增辦活動的主題類別。
男生:
1.化學實驗 2.科普教育實驗 3.靜電體驗

女生:
1.生物、化學講習+實驗 2.日常生活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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