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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大陸博客架設經過
本會網站（http://sciencehistory.twbbs.org/）大陸無法觀覽，為此特委請南京通信會
員蘆笛先生設一博客（http://blog.163.com/ludiresearch@126/）
，內容與網站基本保持一致。
茲臚列相關通信如下，以存史實。
張之傑函蘆笛
大陸朋友們說，在大陸看不到本會網站，我不相信，本月 11~15 日赴廈門出席科普
論壇，上網試試，果然被封鎖了。
（所有的 tw 都被封鎖了！）我想出一個辦法，和您研
究一下，在不違反大陸法令下，是否可設個微博或博客，將本會近期會訊和各期會刊登
錄上去？您是否可負責此事？請回覆。（2011 年 6 月 22 日上午 8：53）
蘆笛函張之傑
先生您好！我剛才試了一下，果然不能上。一般我上國外和台灣網站時，都要用一
些特別軟件才行。我很願意為中華科技史學會設立一個網站，不求回報，我就講我的網
易博客設為貴會在大陸的資料展示平臺，不知如何？如果您同意，我今天就能設置好大
概框架，然後把網絡地址給您。
（6 月 22 日上午 9：06）
張之傑函蘆笛
謝謝。有您這麼熱心的通信會員，是本會的福氣。本會網站分為首頁、本會簡介、
會訊、會刊、同好論著、例會存影等項。如您有辦法「翻牆」，最好能上去看看。或者
我請網管鐘柏鈞（他是我的學生）用光盤寄給您看看。本會網站最重要的是 1~15 期會
刊的全文資料庫，只要這部份能讓大陸學者看到，就善莫大焉。
網管鐘柏鈞負責架設、維護、更新網站，本會每年付他一點工讀金。如果大陸網站
真的架設起來，我可負責募點工讀金給您，不能讓您做白工。我現在已不是學會負責人，
最後要由新任理事長張廷先生拍板才行，不過相信他一定會同意的。
（6 月 22 日上午 9:30）
蘆笛函張之傑
我能看到中華科技史學會的網站，我將仿照中華科技史學會的台灣網站模式建立大
陸的博客網頁。稍成體例之後（估計這週結束前）
，我將把網站地址發給您，請您審閱。
至於工讀金，我不能接受這筆費用。本來學會就是志同道合之士在您的倡導下組建
起來的，這一點就已經足够成為讓我為學會點綿薄之力的理由了。學會經費大多會員自
籌，所以也很不易。先生在這一點上就不用再費心了（張廷先生亦不必費心）。我會把
自己即將要做的事情儘量做好，不辜負先生和學會的期望。
我會把台灣網站上資料悉數拷錄下來，然後重新貼到博客上。我看大陸很多期刊、
學會都有博客網頁，因此博客形式應該會起到宣傳和傳播的作用。
（6 月 22 日上午 10:14）
張廷函蘆笛
當之傑兄告訴我，你打算為本會製作博克網頁時，我十分地感動！一來是這年頭還
有人如此古道熱腸，二來是本會能在南京找到這樣的知音，實在是我們的福氣！我贊同
之傑兄，你就放手去做吧！如果有任何需要本會支援的地方，請跟我說！本會一向堅持
非營利、非政治的立場，我們雖資源有限，在你完工之後，我們將授予你「榮譽通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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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頭銜以及小禮物乙份，聊表心意。盼勿推辭！（6 月 23 日下午 5:31）
蘆笛函張廷
您好！您太客氣了。本來身為通信會員（又在大陸），我為學會所能做的事情本身
就很有限。這次也算是一次為學會做點什麼的機會。非常感謝授予我「榮譽通信會員」
的稱號，我很樂意接受這個頭銜。至於禮物，希望簡單就行，不要費用上的貴重就行。
學會的大陸博客我已大概建好，只是有數期會刊尚未添加進去（這是張之傑先生囑咐的
重中之重）
。我週日應該就能建好，到時再把地址發給你，由您通知其他會員，同時懇
請提出批評意見。衷心祝願學會在您的領導下蓬勃發展！也祝您和家人萬事如意！（6
月 24 日上午 8:44）
蘆笛函張廷
您好！博客大概框架已經設好，地址為 http://blog.163.com/ludiresearch@126/，請您
和張之傑先生先行審閱，提出批評意見。我會根據你們的意見進一步完善。其中的「會
訊」
、
「最新活動」等欄目，我會繼續增添內容；至於會刊，我已經把《中華科技史學會
會刊》9-15 期的 PDF 內容按期整合，內容裏面有鏈接，經我測試可以下載。只是其中
幾篇論文我一時無法從台灣網路上下載下來，（略）……希望您能 E-mail 給我這幾篇論
文，我好添加進去。至於，
《中華科技史同好會會刊》
，我已經更新了目錄，內容今明兩
天將整理好。不過《同好會會刊》的內容您可有 PDF 文檔，如有，則甚盼通過 Email
寄給我，因為有幾篇論文我一直下載不了，不知道是不是網路的問題。（6 月 25 日下午
6:06）
張之傑函蘆笛
做得好極了。關於入會辦法，最後請加上「島外同好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可成
為通信會員。」會員變動甚大，近日將建議新任理事長催請新會員填寫。會刊缺少部份，
請網管鐘柏鈞支援。最好的辦法，可能是請柏鈞寄一張 1~15 期會刊資料庫的磁盤給您。
（6 月 27 日下午 8:31）
張廷函蘆笛
我已收到你的 mail。對博客框架的第一印象很好，謝謝你了！（6 月 27 日下午 11:04）
張之傑函蘆笛
大陸博克架設完成（15 期會刊全部登錄才算完成），啟用之日將列入本會大事記。
本會創立至今，大事記一直是我記錄的。
張之傑函鐘柏鈞
鑑於大陸無法觀看本會網站，通信會員蘆笛同學熱心為本會製作大陸博客，請立即
與蘆笛聯絡，全力支援，並將支援情形告知。謝謝。
蘆笛函鐘柏鈞
您好！最近因大陸不能訪問台灣中華科技史學會網站，因此我在大陸建了一個博客
（地址為：http://blog.163.com/ludiresearch@126/），以作宣傳與交流之用。但是會刊由於
網路不暢，部份論文不能下載。張之傑先生讓我聯繫您，希望您能將會刊 1-15 期的內
容寄給我。您是否可以在空閒時間將會刊 1-15 期內容以電子文檔的形式（最好是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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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通過郵件附件寄給我？謝謝您！祝您萬事如意！（6 月 27 日下午 9:05）
蘆笛函張之傑
您好！我已聯繫了柏鈞同學，應該很快就會拿到會刊數據，請先生放心。先生對博客有
什麽要求和建議，可隨時聯繫我，我都會及時回覆的。遙祝先生和家人身體安康，和和
美美！（6 月 27 日下午 9:08）
張之傑函鐘柏鈞
這次去廈門始知大陸封鎖有 tw 的網站。放在伺服器上恐怕也無法下載。如蘆笛下
載不成，就以掛號寄光碟給他吧。
（6 月 30 日下午 7:58）
鐘柏鈞函蘆笛
感謝您對學會的支持與幫助，我將檔案放在伺服器上，先試試看是否能下載，如不
能我在用附檔寄出。麻煩先嘗試看看。（6 月 30 日 12:47）
鐘柏鈞函張之傑
老師，蘆先生已經有下載了，我這邊有記錄。（6 月 30 日 20:17）
蘆笛函張之傑
我已從柏鈞處得到電子文檔，正在大陸這裡上傳到網路上，估計這幾天就能完成，
請放心。上傳成功后將第一時間通知您。（6 月 30 日下午 10:53）
蘆笛函張之傑
大陸博客上已經將所有期的會刊全文電子文檔上傳，經測試可以流暢下載，敬請審
閱（http://blog.163.com/ludiresearch@126/）
。更新了全文，我也舒了一口氣，好繼續把其
他方面的內容繼續更新。遙祝安好！
（7 月 1 日上午 11:00）
張之傑函蘆笛
真有效率！博客起用日期就是今天嗎？請告知。明天例會，會前在國圖簡餐部小
聚，我會將此事告訴大家。
（7 月 1 日下午 2:55）
蘆笛函張之傑
博客早已啟用，但是以會刊全部上傳完成論，則當屬今日。希望台灣會員光臨，批
評意見可隨意指出，以便我繼續更新和補充完善。謝謝您給我的這個機會。我相信學會
一定會越辦越好，會刊也會越來越專精。（7 月 1 日下午 3:09）
張之傑函鐘柏鈞、蘆笛
寄上最新大事記（本會大陸博客 7 月 1 日啟用），請更新。（7 月 1 日下午 8:49）
張之傑函大陸科學史界同好
大陸朋友常來信說，無法觀看本會網站，我始終半信半疑。6 月 11~15 日赴廈門出
席科普論壇，親自上網查看，所有 tw 的網站都遭封鎖，本會自不例外。返台後反覆思
索，這個問題怎麼解決？最後想出一個辦法，和南京通信會蘆笛先生商量，是否可以在
大陸設個博客？他說沒問題，並願義務做這件事。蘆笛的效率真高，不到兩週，本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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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博客（http://blog.163.com/ludiresearch@126/）已架設完成，並於今日（0701）正
式啟用。
本會博客的內容，和島內網站基本一致。其中最有價值的是：本會會刊 1~15 期全
部開放下載。其次，本會的所有活動，都反映在博客上。對於本會，過去大陸同好始終
如同霧裡看花，如今隨時可以和我們呼吸相通。我們是個開放性社團，看了博客您就明
白。請盡快觀覽吧！（7 月 1 日下午 9:52）
張之傑函蘆笛
為了閱讀方便，除了會刊，便中請將其他欄目改為簡化字。此事不急，次第為之可
也。（7 月 2 日上午 8:29）
蘆笛函張之傑
您好！我正陸續將其他欄目改為簡化字，請放心。有什麽要求隨時 E-mail 告知，我
會儘快辦好。
（7 月 2 日上午 10:45）
張之傑函蘆笛
今天例會，理事長張廷先生宣佈您架設博客之事，大家都很高興。關於改成簡化字
一事，除了 pdf 檔部份，其餘都改成簡化字吧，這樣才能推廣。又，請將關於大陸博客
架設經過的來往信件（包括和張廷、鐘柏鈞的）整理出來（含每封信寄出時間），做為
本會史料。
（2011 年 7 月 2 日下午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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