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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42 期 

 

民國一○二年元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3/0105/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23 位 

會員：楊龢之、張之傑、詹慧美、游重光、劉宗平、李學勇、于易塵、陳德勤、

洪子隆、洪璦、邱韻如、劉有台、劉昭民、黃莉勤、劉義勝、張廷等 16

人（依簽名序）。 

聽友：蔡佾霖、周昇鋒、項運選、倪簡白、倪可、林昭妃、易紹德等 7 人（依

簽名序）。 

 

講員：張廷（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本會會員） 

講題：從 Xultun 考古新發現來看馬雅天文及曆法 

 

2012 年 5 月 11 日《科學雜誌》（Science）公布了在瓜地馬拉蘇敦(Xultun)

地方重要考古發現，它比現有的馬雅曆法手繪本(Codex)早了數百年，更加證明

了馬雅曆法的源遠流長!蘇敦雖非馬雅名城，但卻是占地面積最廣的馬雅城市，

也是馬雅文化最老的發源地之一。此項重要發現是由波士頓大學考古學家薩圖諾

（William Saturno）率領的考古團隊所締造的，其贊助者是《國家地理雜誌》。 2010

年團隊的一位博士生羅西(Franco Rossi)在檢查一條由盜墓者挖出的通道時，有位

大學部學生注意到房間北面和東面窄牆上發出些許褪色的油漆。再經過 2011 年

整年的挖掘並清除了累積 1,200 年的垃圾後，馬雅曆壁畫始全部呈現。 

根據《科學雜誌》，這間位於蘇敦住宅區且牆上塗色的房間是個工作空

間，很可能是官方抄寫員做記錄的地方，在牆上努力塗寫計算是為了尋找「天象

和神聖儀式之間的調和」。率領探勘挖鑿的波士頓大學考古學家薩圖諾（William 

Saturno）表示，其中一些似乎是 365 天的太陽曆、584 天的金星週期及 780 天的

火星週期。根據薩圖諾，書寫痕跡看起來像是有人試圖在黑板上整理出公式很長

的數學問題。 

       目前主要曆法壁畫集中於東面牆與北面牆。東面牆的偏右側有月行表

(Lunar Table)以 177 天/178 天作為計算日蝕與月蝕基準，此影響到 400 年後的《德

勒斯登手繪本》; 東面牆偏左方有上面為神祗圖像，下面列有三個數字的環形數

字(Ring number)，但數值不合長紀年法，意義尚不明。北面牆列有 4 組長紀年法

日數(8,6,1,9,0 ; 2,7,9,0,0 ; 17,0,1,3,0 ; 12,5,3,3,0) ，專家已解譯其與《太陽曆》、《神

聖曆》、馬雅甲子、金星交會期、火星交會期、水星交會期、金星表以及日月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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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等之間都存有相對應的關係。它彰顯了古馬雅人努力將天象與人事密切契合的

成果，使馬雅曆法的成熟期提前了四個世紀，也破解了 2012 年的世界末日說。(張

廷) 

 

演講至 15：20 結束，隨即進入討論階段，答問摘要如下： 

 

蔡佾霖: 你提到的環形數字，上面為神祗圖像，下面有三個數字，其實《德勒斯

登手繪本》第 72 頁神祗圖像之上還有別的符號。此外蘇敦壁畫上的紅

膚書記與黑膚戰士旁邊姓名已被解譯出來。又，《德勒斯登手繪本》的

全文已上網可供查閱。 

張廷:   我在投影片裏所引用的環形數字(ring number)是直接引述《科學》雜誌

裏蘇敦考古團隊所提供的資料。  

楊龢之: 蘇敦壁畫上的國王左手五根手指頭似乎畫反了? 

張廷:   看起來並沒有畫反，但是倒提東西的姿勢很奇怪。 

張之傑: 您提到馬雅人有在舊金字塔上加蓋新金字塔的習慣，那麼地基還存在嗎?

其他的金字塔呢? 

張廷:   地基會保留，例如在墨西哥城的阿茲特克日神金字塔就被「包裹」在西

班牙時代的大教堂下(循馬雅舊習)。至於在齊辰伊薩的雨神金字塔就完

整地被保存下來，可能是因為地處偏僻，西班牙殖民者不想去動它。 

邱韻如: 請問馬雅金字塔與埃及金字塔的差別在那裏?馬雅曆法有比埃及與中國

曆法更為精確嗎? 

張廷:   在帕連克的馬雅國王墓被發現之前，專家咸認為埃及金字塔是法老的陵

墓、而馬雅金字塔是舉行宗教祭祀的地方。但是 1950 年代帕連克馬雅

國王墓被發掘後修正了專家的看法，埃及金字塔以及馬雅金字塔都可作

為國王的陵墓。至於何者曆法最為精確，我認為是馬雅曆法。例如馬雅

曆法定一年為 365.2424 日(現代數值為 365.2422 日);馬雅的 Haab(太陽

曆)每 5,000 年的誤差不到 1 日，比埃及與中國曆法更精準，且它將天象

與人事密切契合。 

劉昭民: 南美洲的印加文明繁榮期為何?馬雅文明繁榮期為何?為什麼馬雅墳墓

的陪葬品沒有中國的多? 

張廷:   我非印加文明專家，我的概念是印加帝國的繁榮期約為 12、13~16 世紀，

馬雅約為 3~8 世紀。印加帝國的首都庫茲科留下許多一噸重、甚至更重

的巨石牆，其接縫處連一張紙都插不進去，顯見其技藝高超。印加人沒

有文字而以結繩紀事代替，而馬雅人早就有自己的文字。印加人修山路

四通八達，财富由國家分配似社會主義，與馬雅人的私有財產制不同。 

        至於為何馬雅墳墓的陪葬品沒有中國的多，我個人認為中國大一統帝國

形成早，而馬雅人從未形成大一統的帝國 ; 應該是大一統的帝國比較

能有效的聚集財富(稅收)吧! 且馬雅的人口與幅員比中國小也是墓葬品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8期（2013 年 12月） 

 

 133 

有限的原因之一。 

 

  演講活動於下午 3：40 結束，隨即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 2012 年年度報

部資料。所有活動於下午 4：00 結束。 

 

 

本期報導 

一、本次例會演講出席會員 15 人，聽友 7 人，含講員共 23 人。 

二、專題演講會後，隨即召開召開本會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並通

過申報內政部資料，並決定購買筆電乙台，供演講者使用。 

三、會刊第 17 期於 12 月 25 日出版，26 日收件，28 日完成寄發作業。該期費用

如下：印製費 11,520 元（120 冊×96 元），信封 210 元，郵費 3,566 元，合計

15,296 元。 

四、洪子隆先生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五、已繳會費會員：張之傑、張廷、楊龢之、詹慧美、陳德勤、劉宗平、劉有台、

黃莉勤、劉義勝、于易塵、邱韻如、劉昭明、李學勇、洪璦、游重光、洪子

隆共 16 位，共收到 16,000 元。提醒尚未繳會費會員記得繳交。 

六、12 月 28 日收到張昭鼎紀念基金會資助本會會刊第十七期費用 2 萬元。 

七、是日例會散會後，張廷、游重光前往購買 Acer Aspire One 小型筆電乙台（7,900

元），將置於市圖總館，供演講者使用。 

八、會費節餘 18,127 元，收支見網站「收支紀錄」欄。 

九、本會循例二月份休會。 

 

三月份例會預告 

時間：2013/0302/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講員：張之傑（本會發起人） 

講題：從伽倫到維賽留斯——解剖學史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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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43 期 

 

民國一○二年三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3/0302/14：00~16：2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21 位 

會員：孫郁興、邱韻如、陳德勤、李弘善、楊龢之、張廷、李學勇、陳大川、劉

宗平、巫紅霏、賴進義、石資民、詹慧美、魯經邦、于易塵、張之傑 16

人（依簽名序）。 

聽友：倪簡白、蔡庭玉、鄧詠欣、林玲文、陳薔薇 5 人（依簽名序）。 

 

講員：張之傑（本會發起人） 

講題：從伽倫到維賽留斯——解剖學史話 

 

本演講為通俗演講，重點為古羅馬之伽倫到文藝復興時期的維賽留斯的解剖學發

展過程。內容包括：原始解剖知識的來源、早期的外科與解剖學、中國的幾次解

剖活動、伽倫其人其事、解剖學先驅蒙迪諾、達文西的解剖活動與圖稿、貝倫加

利奧的業績、維賽留斯其人與《人體的構造》、明末及清初傳教士的譯介、王清

任的《醫林改錯》、日本譯介的《解體新書》等。（張之傑） 

 

演講至 15：25 結束，隨即進入討論階段，答問摘要如下： 

 

楊龢之: 明末清初到中國的傳教士皆屬舊教，到日本的則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新

教徒。東印度公司將西方醫學帶到日本，日人概稱為「蘭醫」。到中國

的舊教傳教士是否因宗教包袱，而未將解剖學帶到中國？ 

張之傑：明末清初舊教傳教士曾譯介《泰西人身說概》、《人身圖說》，清初曾奉

敕以滿文譯成《解體全錄必得》，可見和新舊教無關。藪內清曾分析道：

「中國是以皇帝為中心的工作，而在日本屬於民間學者。此外，在輸入

外來文明上，中國是以外國人為中心，日本是基於自家國民的願望所產

生的。」這大概才是根本差異。 

張廷：李約瑟的書上說，元初中國醫生曾到巴格達，與阿拉伯醫生交流，帶回伽

倫的解剖學，不知是否曾對中國發生影響？ 

張之傑：中國傳統醫學以陰陽五行等玄學為基礎，並非以實證為基礎，即使引進

伽倫解剖學，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李學勇：談到日本譯介西方解剖學，我想起約二十年前清大舉辦科學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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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表有關中日植物學發展方面的論文。日本起初學中國，跟得很緊；

後來學西方，也跟得很緊；所以被日本趕上了。（是日天寒，李老師著

深藍色長袍。李老師又講述了自己的求學及治學過程，及參與編輯高中

生物教科書的過程，發言約 15 分鐘，此處從略。） 

陳大川：石版進入日本，較中國約早了三十年。《解體新書》是不是用石版印的？ 

楊龢之：是否和紙有關？日本以綿紙為主，較適合石印。 

張之傑：《解體新書》1773 年刊刻，是用雕版印的，當時石版印刷還沒發明。

從電子簡報的《解體新書》的扉頁及幾頁圖版來看，明顯是木刻版畫。 

陳德勤：西藏的解剖學很發達，是否和天葬有關？ 

張之傑：藏族的解剖學的確較漢族高明，我有部《四部醫典掛圖》，是用圖解的

方式說明醫學，其解剖圖極為精細，遠非漢醫所能及。和天葬不能說無

關，但更可能來自印度。藏族受印度的影響，遠遠多於漢地。（這時孫

郁興教授放映他的隨身碟中的《四部醫典掛圖》多幅，以饗聽者。） 

邱韻如：中國的西醫是直接源自西方？還是間接來自日本？ 

張之傑：鴉片戰爭後，或因傳教需要，或因在華洋人需要，西方醫生開始來到中

國，國人並創用「西醫」一詞，以與傳統醫學相區別。至於醫學名詞，

因為日本人翻譯在先，所以大多逕自取用日譯。 

邱韻如：剛才李學勇老師談到戈定邦主持翻譯高中生物教科書的事，李老師說，

書中有些錯，如將芹菜的葉鞘，誤為莖。吳大猷也編過高中物理教科書，

編得很差、很難讀。 

張之傑：戈定邦是德國明興大學古生物學博士，我就讀師大生物系時，他是系主

任。戈定邦來台後在學術上沒什麼成績，但主持翻譯美國高中生物教科

書 BSCS，對台灣的貢獻很大。書中或許有些錯誤，但瑕不掩瑜。至於

吳大猷的書，我的一些讀物理的朋友都說編得太難，不適合當教科書。 

楊龢之：BSCS 之前的生物教科書都很無趣，戈定邦主持翻譯的 BSCS 卻讓人覺

得有趣。 

洪璦：古代中國的解剖圖是否有圖庫可供查閱？ 

張之傑：零星的有，圖庫沒有。曾有位大陸學者到中研院演講，秀出一張清代畫

家羅聘的「鬼趣圖」，說其構圖源自明末譯介的《泰西人身說概》或《人

身圖說》，我曾輾轉找尋這兩本書，都沒有下文。 

討論至 15：50 結束，隨即召開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選舉第三屆理監事。 

本期報導 

一、演講前，召開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理事郎煒、沈愷請假），主席

張廷，通過兩項提案：（1）鑑於第二屆理監事選舉時，候選人名單依姓氏筆畫

排序，且署有職銜，排在前面及職銜響亮者較易當選，為此楊龢之提案，理監事

候選人限兩年內（100 年及 101 年）曾出席之會員，名單依出席次數排序，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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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者依姓氏筆畫排序。監事候選人以第二屆監事（陳德勤、陳大川、李學勇）及

石資民、魯經邦等 5 人為參考名單。（2）鑑於會員大會出席會員需超過半數，

為此張之傑提案，按本會章程第二章第十條第四款，將兩年來未繳會費會員刪除

10 名，以利會員大會召開。經過刪除，本會會員為 44 人。 

二、演講完畢，隨即召開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主席張廷。應出席會員 44 人，

出席 19 人（孫郁興、邱韻如、陳德勤、李弘善、楊龢之、張廷、李學勇、陳大

川、劉宗平、巫紅霏、賴進義、石資民、詹慧美、魯經邦、于易塵、張之傑、劉

有台、黃莉晴、洪璦），請假 24 人，其中 4 人（郎煒、林慧娥、詹慧美、英家

銘）各自以書面委託陳德勤、楊龢之、劉宗平、張廷代理投票，出席及委託出席

者共 23 人，超過召開會員大會所需法定人數。 

三、第三屆理監事選舉，投票後由洪璦唱票、邱韻如記票、陳德勤監票，以下括

弧內數字為票數。張廷（22 票）、張之傑（21 票）、劉宗平（21 票）、孫郁興

（20 票）、楊龢之（19 票）、劉昭民（19 票）、邱韻如（14 票）、于易塵（11

票）、巫紅霏（10 票）等 9 人當選第三屆理事，劉有台（8 票）、郎煒（7 票）、

游重光（6 票）等 3 人當選第三屆候補理事。陳德勤（22 票）、李學勇（17 票）、

陳大川（16 票）等 3 人當選第三屆監事，石資民（7 票）當選第三屆候補監事。 

四、第三屆理事、監事產生後，隨即召開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張廷為

主席。現任理事長張廷無意續任，與會理事公推劉宗平為第三屆理事長，張廷、

邱韻如為常務理事；與會監事公推陳德勤為常務監事。按照法規，理監事於召開

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後生效。 

五、是日收到賴進義、李弘善、魯經邦、孫郁興、陳大川、石資民 6 人會費，計

6,000 元，至此會費積存至 25,286 元，詳見網站「收支記錄」欄。 

六、 按本會慣例，三月例會會後聚餐。是日參與聚餐者計 14 人：洪璦、邱韻如、

巫紅霏、孫郁興、劉宗平、張之傑、張廷、陳德勤、于易塵、石資民、楊龢之、

劉昭民、李弘善、魯經邦。這次聚餐於北平同慶樓，每桌預訂烤鴨三吃，其餘臨

時點菜。餐費每人 500 元（共收到 7,000 元，14 人×500 元）。每人點一菜，每

桌各點 5 道菜及一道甜點。聚餐 7：45 結束。結帳 6,824 元，結餘 176 元歸入會

費。 

四月份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3/0406/1400~1600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125 號） 

講題：曾樹銘（海舶工作站） 

講題：臺灣的華舶遺存與復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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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44 期 

 

民國一○二年四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3/0406/14：10~15：5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19 位 

會員：楊龢之、張之傑、李學勇、陳德勤、劉宗平、張廷 

詹慧美、孫郁興、于易塵、賴進義、陳大川、邱韻如等 12 人（依簽名序）。 

聽友：曾國炫、曾鳳英、周鼎昌、黃逸平、曾樹銘、李志武、吳中玲等 7 人（依

簽名序）。 

 

講員：曾樹銘（海舶工作站負責人，永和社大、宜蘭社大講師） 

講題：臺灣的華舶遺存與復原重建 

 

（講員先播約 10 分鐘影片） 

本演講藉由國際「復原船」的案例剖析發現：「模型」與「實體」復原是實驗考

古學推動復原船重現的兩個主軸。從國際「復原船」的發展出發，比較其應用模

式，探討民間與政府對華舶復原船建造及海洋文化「產業」或「象徵」的認知與

態度。以台南市的「臺灣成功號」復原重建與基隆市「自由中國號」的華舶遺存

保修兩案為例，連結創意產業的多元性，在台海兩岸建構具有國際視野及外拓能

力的「海洋文化創意產業」，以作為海洋文化發展的平台。（曾樹銘） 

 

演講至 15：30 結束，隨即進入討論階段，答問摘要如下： 

 

劉宗平: 台灣成功號無風桅杆卻斷掉，其原因為何?工法有何問題？ 

曾樹銘：當時工法、材料皆出問題。古代建造船隻桅杆最為重要，又是戰略物資，

因常找不到巨大木材。像神木多為中空，好木材實在難找！傳統中國船

桅杆係插進龍骨，但台灣成功號卻裝在甲板上，用鐵箍和支撐架強化。

西式遊艇可以用此法，但大型船舶卻不行。 

楊龢之：史載清軍攻佔廈門時，拆了鄭成功水師的船舶即離開，請問舵是可以拆

下來的嗎？ 

曾樹銘：船舵可以拉起，桅杆可以眠倒。 

張之傑：您的影片提到操控古船時，有時順風不如側風，其理由為何? 

曾樹銘：依白努利定律，因有時順風會使船頭下壓，不過中國船早已有前頭變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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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減壓設計。  

張之傑：西方船收帆時有人會上去拉，華帆如何? 

曾樹銘：以同安船為例，華帆帆布上有橫架，緊急時可用斧砍斷繩索收帆。一般

由水手操作，毋需船長指揮，因為東方水手對繩索很熟悉。 

楊龢之：荷蘭人最早接觸的華舶應為廣船吧？  

曾樹銘：不一定，他們最早接觸的應是福船。  

張之傑：福建人是移民東南亞的主力，應是福船。 

劉宗平：徐(海鵬)教授的船，有無機會在海上航行？ 

曾樹銘：鄭和一號沒有機會航行，建議貴會請徐教授演講。關於鄭和寶船，我認

為應是大型木筏，屬於材料船。 

楊龢之:《三寶西洋記》中關於船的記載不可信。至於大木筏該如何行進? 

曾樹銘：19 世紀時英國有種 Hedge 型蒸汽船，以中間連接方式行進，鄭和寶船

可能也會採取此形式。 

孫郁興：中國船龍骨是彎曲的，請再說明。 

曾樹銘：山東蓬萊先前出土有彎曲龍骨的古船，我後來問一位有名的士林造龍舟

師傅，船身凹肚子有何作用?他回答說河船如肚子碰到礁石，船腹呈收

縮狀的抬高一點可過礁石，或由船尾人力一抬即可行動。如為海船，船

身束腰船速會加快。收縮束腰也可能是船受浮力長期影響而造成內凹。 

討論至 15：50 結束。 

 

本期報導 

一、徵求新一年度演講講題，請有意者速與新理事長劉宗平先生聯絡。 

二、目前已繳會費者計有23人，請尚未繳會費之會員速繳。學會目前結餘為17,449

元。 

 

五月份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3/0504/1400~1600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125 號） 

講者：劉有台（工研院量測中心副研究員） 

講題：台灣天然氣近代開發史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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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45 期 

 

民國一○二年五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3/0504/14：10~15：5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22 位 

會員：劉有台、于易塵、邱韻如、張之傑、張廷、黃莉晴、劉宗平、李學勇、 

陳大川、孫郁興、徐統、巫紅霏、劉昭民、陳德勤、楊龢之、游重光， 

共 16 人（依簽名序）。 

聽友：林昭妃、陳光宇、潘志鴻、趙宇新、黃逸平、黃海，共 6 人（依簽名序）。 

 

講員：劉有台（工研院量測中心副研究員，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講題：台灣天然氣近代開發史初探 

 

天然氣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之一，從地層汲取出來的天然氣，不僅可做

為燃料，尚可製成各種石化產品，提供民眾及電廠使用。基於便利性及環保性，

各國將其列入重要能源開發之一。台灣西海岸擁有非常豐富的天然氣，曾出現噴

發大量天然氣的世界記錄。翻閱百年的天然氣開發史，可發現台灣在探勘、鑽井

及石化方面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1936 年，政府成立獨一無二的「天然瓦斯研究所」，進行天然氣分析及應用

性研究，帶動石油化學研究及台灣能源開發的工作天然氣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能源之一，每個家庭都少不了它。從地層汲取出來的天然氣，不僅可做為燃料，

尚可製成各種石化產品，提供民眾及電廠使用。由於它的便利性及環保性，世界

各國均將其列入重要的能源開發項目之一。台灣西海岸擁有非常豐富的天然氣，

曾經出現過噴發大量天然氣的世界記錄。 

翻閱近百年的天然氣開發史，不難發現台灣在探勘、鑽井及石化方面均扮演

重要的角色。基於豐富的天然氣資源，1936 年政府成立獨一無二的「天然瓦斯

研究所」，進行天然氣分析及應用性研究，帶動了石油化學研究及台灣能源開發

的工作。 

 

演講至 15：50 結束，便進入討論的階段。其中有兩個話題，大家津津樂道。

其一為，台灣早期的天然氣開發，與後來工研院的成形，現今的工研院化工所扮

演著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其二為，「員崠子一號井」的位置，而今安在哉？ 

由於本日的演講活動結束之後，還要召開理監事聯席會，使得熱烈的討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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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忍痛地暫告一個段落。 

 

本期報導 

一、5月4日晚，10點46分，游重光先生利用電郵發信，談到「員崠子一號井」位

置之謎。張之傑先生認為，這是一則相當不錯的信息。由於信中所提圖檔的

容量較大，故而略之，僅轉述其來信的文字如下。 

關於「員崠子一號井」位置之謎，引起我（游重光）想去探索的興趣。於是，

先從老地圖去比對。（台灣百年歷史地圖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 

結果發現，日治時期繪製的台灣堡圖內，不論是明治版，或是大正版，都標示了

員崠油礦的地點。 

若查閱光復後的經建版地圖，則無明顯的標示（也有可能是，因油井廢棄，

而未能標出），但可看到很多沙洲，已淤積成了河岸。若將台灣堡圖與今日的地

形圖疊在一起，則不難找出礦區的位置。然而，這無法肯定它就是一號坑。 

依台灣客委會所提供的經緯度資料，可利用「google map」標定出「一號坑」

遺址的位置。另查資料得知，當昭和10年、11年間，在縣今員崠國小的位址，設

立了一座神社。在員崠國小的校園內，很多柱石與基石上，勒記的年月多是昭和

10年，此可參見網友遊記的照片。 

據說，昭和9年，因一號井曾經爆炸過，遂以「神社」來「鎮」災。倘若此

說可信，則神社地點與一號井位置應該不會太遠。這樣一來，上述的的地點就很

可能不是一號井的位置（直線距離有1.5公里左右）。無論如何，這有待實際的

田野調查來澄清了！ 

二、新一年度的演講排程業已初步排定，計有英家銘、陳建焜（會友、小兒科醫

師）、孫郁興、劉昭民、張廷、張之傑、邱韻如、賴進義、陳德勤、李弘善

等熱烈的參與。初步的演講排程，已提交北市圖承辦人。 

三、本次演講會後，有關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的原由說明。 

（1）3 月 2 日，本會召開第三屆第一次大會。會中決議，會員名冊人數定為 44

人。隨即，進行第三屆理監事改選。票選結果，選出 9 名理事和 3 名監事。

接著，公推出 3 名常務理事（其中 1 人為理事長）和 1 名常務監事。 

（2）3 月 18 日，將當選名單及相關業務資料整理，呈報內政部。4 月 16 日，內

政部社會司退回本會所呈報的資料。其一，大會當天，實際出席人數為 19

人，未過半數，不合法定程序。經與其解釋，當天尚有 4 名委託投票者。故，

出席人數應填寫為 23 人。但，委託者不可為理監事。其二，選出的 9 名理

事和 3 名監事，不能用公推的方式推選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和理事長，必須

要經過票選。而且，還要註明發票者、唱票者、計票者和監票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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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月 4 日演講會後，理監事聯席會票選出 3 名常務理事和 1 名常務監事，

並選出理事長。票選結果，理、監事之當選名單與本會會訊第 143 期所公布

之結果相同，此處不再贅述。經歷了一些時日，與資料不全的會員聯繫，取

得所需的數據。再經過多項資料比對後，可報部的會員人數變成為 41 人。

此時，徵得當事人的，聘請劉有台先生擔任秘書長、黃莉晴小姐擔任會計、

鐘柏鈞先生擔任網站管理。 

（4）5 月 28 日，將重新整理和後來補充的資料報部。結果，仍然是退件。主要

的原因是，所呈報資料的格式，與現行內政部社會司的版本格式不合，包括

理事長移交清冊、選任職員簡歷冊（理、監事者要寫明其出生日期、學歷、

經歷、現職、地址、電話等）、聘僱工作人員簡歷冊（秘書長、會計、出納、

網管人員，都要寫明出生日期、學歷、經歷、現職、地址、電話等）、會員

名冊（會員資料除前述要求者外，還要有身分證字號和地址。缺一者，不能

列冊呈報）、財報資料（包括收支預算表、收支決算表、工作人員待遇表、

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不是只有表格和數字就

可以了，還要把去年的和今年的分開來列表，而且彼此間的數字要吻合，不

可衝突或矛盾）。 

（5）5 月 31 日，很多會員關心會務，一再詢問兩件事。其一資料報部了沒有？

其二為何還不見本期會訊？當處理這些工作時，才知無米為炊之苦。也有人

願意協助處理，但沒完整數據的資料，只有等到有效數據出現的時候，才會

有用武之地。有一件事，一直很納悶。以往資料報部時，好像沒有那麼多的

格式要求。如此看來，經營學會活動的事務，會越來越正規化了。說了這些

事，除了與大家分享之外，無非是要為遲來的會訊脫罪。抱歉，讓大家久等

了。但願，這些菜，你會喜歡！讓我們一起努力，來作出更好的菜吧！ 

 

六月份演講活動公告 

時間：2013/0601/1400~1600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125 號） 

講者：李學勇教授（台大植物系退休教授，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講題：台灣早期教改的回顧--兼論美國 BSCS 對台灣的影響 

 

附註：由於英家銘先生臨時有事，原本排定的六月演講，將移至今年九月舉行。

因此，六月份的演講，乃改為邀請李學勇教授，談「教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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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46 期 

 

民國一○二年六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3/0601/14：10~15：5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17 位 

會員：李學勇、劉昭民、徐統、巫紅霏、張之傑、楊龢之、邱韻如、劉有台、 

劉宗平、游重光、陳德勤、郎煒、孫郁興，共 13 人（依簽名序）。 

聽友：吳雅樂（僑報駐台記者）、韓上棆、汪文昌、蔣才水，共 4 人（依簽名序）。 

 

講員：李學勇（前台大植物系教授，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講題：台灣早期教改之回顧——兼談 BSCS 之影響 

紀錄：張之傑 

 

講者於 1978 年 12 月 11 日以李度為筆名，在自立晚報發表短文〈加強編審

陣容 ——減少課程錯誤〉，指出國中生物民國六十七年版有幅插圖明顯有誤。這

幅插圖說明「莖」的輸導作用，但所用的材料卻是芹菜的「葉柄」。講者因為發

表此文，應邀加入由師大教授主導的編寫小組。師大生物系諸亞儂教授出示一本

英文教科書，原來這幅插圖取自該書，圖說上也稱 celery stem；此外芹菜橫切面

顯微圖的說明也錯了。經查序言，該書的四位作者，有三位曾參與 BSCS。 

第六版國中生物有一幅溶解葉綠素的水浴圖，也明顯有誤。小燒杯內盛酒精

溶液，大燒杯盛水，將小燒杯座浴於大燒杯中。酒精比重較小，小燒杯應該上浮，

但該圖之小燒杯卻沉至大燒杯底部。這幅圖也是取自上述美國教科書。 

講者進入編寫小組後，一再提出糾正。芹菜圖至民國七十七年第四版才改過

來。水浴圖第四至第十版已改，但第十一版又改回原貌。講者自加入編寫小組到

退出，從未列入編寫名單。 

美國的 BSCS 高中教科書，於民國五十四年引進台灣，由師大生物系系主任

戈定邦主持翻譯計劃。1986 年 7 月 23 日，講者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撰文，指出

BSCS 的蘿蔔、甘藍雜交示意圖，將白菜誤為甘藍。BSCS 以長頸鹿說明拉馬克

和達爾文演化理論差異的圖示也違反事實。長頸鹿直到十九世紀初才到達歐洲，

換句話說，拉馬克和達爾文都沒見過長頸鹿，也不識其生活環境，所以拉馬克和

達爾文的推論都違反事實。此圖也被國中教科書取用。民國八十八年的教科書，

已不用長頸鹿說明演化，而改用胡椒蛾，而灰胡椒蛾與黑化種的消長，是生態因

素使然，無關演化。又如以孔雀開屏作為性擇的例子也不合事實，開屏是為了便

於交配；眼點也非用於炫耀，年齡愈大，眼點愈多，顯然和炫耀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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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CS 是蘇聯首先發射衛星、激起美國急起直追的產物。但耗費鉅資編成的

BSCS 仍有不少錯誤或武斷，值得後人借鑑。 

 

李老師演講至 3：25 結束，隨即進入討論階段。 

 

張之傑：BSCS 是高中教科書，您舉的例子卻以國中教科書為主。 

李學勇：國中教科書抄高中教科書。 

徐  統：很多科學讀物或教科書有錯，如發現錯誤，我喜歡給作者寫信，外國作

者通常會回覆，有些還會詳加解釋。寫給台灣、大陸的作者，包括科月

的作者，沒有一人回信。柏楊說，中國人不喜歡他人糾謬，認為不給他

面子。紐約時報每天都有更正版。這可能是中西文化差異所致。 

劉宗平：我有同感！有時，好心提出詢問或討論，卻在無形中樹敵。個人認為，

回覆問題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是修養！ 

邱韻如：華人認為糾謬是找麻煩，是文化因素使然。學生不敢提問題、答問題亦

然，提問題可能被認為找麻煩，答錯會被說成笨，最好的策略是不說話。 

楊龢之：教科書通常由多人編寫，寫信給出版社，他們可能不知道要交給誰。 

張之傑：李老師提到的戈定邦、諸亞儂、施河等先生，都是我的老師，容我簡介

一下。戈定邦是德國明興大學古生物學博士，我讀師大生物系時

（1962~1966），他是系主任。我只上過他主持的普通生物學的幾堂課。

我進師大時，美國的 PSSC、CHEM、SMSG、BSCS 正要引進台灣，激

起許多老教授反對，他們各編有一種教科書，每年都有固定的收入。新

教材可說斷人財路。BSCS 有三個版本（這是因為美國幅員廣大之故），

戈定邦選定以現代生物學為主的黃皮版本，可謂高瞻遠矚。諸亞儂是位

女老師，出身中央大學，她口齒清晰，條理分明，是位難得的好老師。

據我所知，由戈定邦領銜的 BSCS 翻譯工作，實際上由諸老師負責。諸

老師還編譯過 Ville 生物學，譯得極好，她欠缺現代生物學訓練，生化

或分生部份卻譯得頭頭是道，很不容易。我讀大學時施河是助教，為人

處事都很認真，後來到英國取得博士學位。諸亞儂之後，生物教科學大

多和施老師有關。 

楊龢之：BSCS 是唯一讓我感到興趣的教科書。 

劉昭民：新教材引進時，我在五專教數學、物理，使用的就是 SMSG 和 PSSC。

我想請問李老師：您沒留過洋，沒有博士學位，在台大是怎麼走過來的？

我到民航局氣象中心工作時，就感受到沉重的壓力。 

李學勇：我沒有助理和助教，任何事都得自己做，所以做得較精、較好。旁人可

能找助理或助教做，助教可能再找學生。 

劉宗平：大約 35 年前，在輔仁大學物理系遇到一位神父 Koster。據稱，他早年

派駐到非洲迦納，從事電離層信號分析的研究工作。一天，他分析出來

自電離層的怪異信號。經上報後，確認是蘇聯發射的人造衛星。從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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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美國政府普遍地展開了檢討基礎科學教育與新教材編纂的工作。 

劉宗平：新教材和舊教材的論述方式不一樣，新教材偏重在啟發，當時的老師們

也是現學現教。不論是新教材，或舊教材，內容都可能會出錯，如何修

正或修改是很重要的。最令人揪心的問題就是：不知有錯，有錯不會改。 

李學勇：我很服膺孫維新教授的話：科學就是繼續不斷的改錯。真正的問題是：

有錯不改。前述演講中的一些例子，就是明證。 

 

 

本期報導 

一、本會台灣網站網址為http://sciencehistory.twbbs.org/，網管負責人為鐘柏鈞先

生。本會大陸博客網站網址為http://blog.163.com/ludiresearch@126/，網管負

責人為蘆笛先生。六月份例會存影，已上網。 

另外，第145期會訊曾經報導，游重光先生來信談到有關「員崠子一號井」

位置之謎。文中尚附有八張照片，因圖檔容量較大，故未附在145期會訊中。

現在，已將這八張照片上傳本會網站的「五月份例會存影」欄目內。 

二、有關《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稿約及「中華科技史學會」章程。 

(A) 有關《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徵文之稿約，請參閱本期會訊之附件 A。 

(B) 有關「中華科技史學會」的章程，請參閱本期會訊之附件 B。 

如有意願加入本學會成為正式會員的同好們，則懇請運用電郵與張之傑

（zjzhang@seed.net.tw ）、或劉宗平（eecpliu@saturn.yzu.edu.tw、

eecpliu@gmail.com）聯繫。 

正式會員，每年須繳年會費新台幣一千元。會費收入的主要運用，是用以支

付每年出版《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的印刷費和郵費，以及其它的相關費用。 

三、有關《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 

(A) 6 月 14 日，本會台灣網站網管鐘柏鈞先生，轉寄「國立臺灣圖書館期刊室」

謝小姐來函，其全文如下。 

敬啟者： 

感謝  惠贈《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雜誌，以豐富本館館藏。惟本館典藏

有缺期（第 1 期至第 6 期, 第 10 期至第 15 期），敬請補寄以利完整保存與

提供讀者借閱利用。另，本館自 102 年起更名為「國立臺灣圖書館」（原銜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敬請惠允更新寄件名單，謹致謝忱。 

國立臺灣圖書館期刊室  謝 XX 敬上 

(B) 6 月 15 日，針對這件事，前理事長張之傑來函，補充如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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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立案後，會刊由我負責。台灣圖書館索書，表示重視「中華科技史學

會」。目前，存有全套會刊的處所有：國家圖書館、北京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英國李約瑟研究所。另外，李約瑟研究所也是主動要我們補齊所缺的冊數。 

(C) 預計今年底，將出版第 18 期《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自即刻起，不論是

會員或非會員，非常歡迎各位同好踴躍地賜稿。「中華科技史學會」將因你

的加入而更加地豐富與茁壯，《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將會更努力地走向世

界的各個角落。 

三、有關會務 

(A) 會費收入：本次例會時，收到郎煒和徐統兩位會員的會費各一千元，共計兩

千元。 

(B) 本會大陸網站網管蘆笛先生來函告知，大陸業餘科學史研究者馮永康先生申

請加入本會。 

四、後續報部資料花絮。 

（1）6 月 2 日，報部資料終於又更新了一次。正當竊喜之際，不意發現，還缺

郵局存摺影本，遂電請張廷協助。張兄回應：上一次例會時，郵局存摺正

本已交付於你。原本希望的球又丟回來了，這真是晴天霹靂！於是，翻箱

倒櫃的找。然而，依就是遍尋不著。 

所幸，急中生智。急電張之傑，請其幫忙申請存摺補發。心想，真是天生

我才必有用。張之傑雖一口應允，但我仍是「一整夜，難眠」！ 

（2）6 月 3 日，一早，張之傑回電。由於存摺係屬「學會 所有」，補發程序慎

重，非比尋常。其中一項，需要「理事長的證書」。因報部程序尚未成功，

本人還不具「法定身份」，故需藉助「前理事長張廷的證書」。電話擱下

前，張之傑又叮囑了一句話：「靜下心，再找找！」 

於是，又翻箱倒櫃的找了一遍。心想，「真是苦啊！今日方知苦之味啊！」。

正在自怨自艾之際，忽然看見擱在一旁的本會第 17 期學刊。心又想，「也

罷！看看本會學刊，溫故知新乎？解愁消悶乎？誰知？」再走向沙發椅的

途中，赫然發現了「存摺」的芳蹤。此時，真有股「踏破鐵鞋無覓處，得

來全都不費功夫」的錯覺！ 

原來，當日收到存摺時，怕在回家的途中遺失，便小心翼翼地夾在「第 17

期學刊」的內頁中。同時，還推了又推，擠了又擠，深怕它會溜下來。回

到家之後，立即動手整理相關的資料，忘了去驚動它。由於腦子裡一直充

斥著數字和表格，日子一久，存摺便在腦海中完全地消失了。這時，我忽

然想起了一句話：「有人在別處遺失了鑰匙，卻始終在燈桿底下找鑰匙，

只因為那裡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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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月 4 日，終於將新舊理事長更替的相關資料更新後，第四次呈報內政部。 

（3）6 月 14 日，接獲張之傑電郵來函，內容如下。 

今晨到郵局領掛號信，收到內政部退件。理由是：「查依人民團體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理事長係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產生，所報理事長由

常務理事選舉最高票者當選，核有未合，未便核備。」 

（4）6 月 15 日，心頭忽然湧上一句話：「報部資料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七月份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3/0706/1400~1600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125 號） 

講者：楊龢之先生（漢聲廣播電台） 

講題：古今動物名稱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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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47 期 

 

 

民國一○二年七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3/0706/14：10~15：5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17 位 

會員：張之傑、劉昭民、郎煒、詹慧美、孫郁興、劉有台、黃莉晴、游重光、于

易塵、張廷、楊龢之、徐統、陳德勤等 13 人（依簽名序）。 

聽友：林湘婷、盧品言、蒙永慧、蔡崇獻等 4 人（依簽名序）。 

 

講員：楊龢之（漢聲廣播電台，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講題：古今動物名稱的轉變——以麟和兕為例 

本演講以麟和兕為例，說明動物名稱的轉變。從甲骨文及古文獻來看，麟顯

然是一種鹿，可能就是四不像鹿。此鹿春秋時已極稀有，故《春秋》魯哀公十四

年，記有「春，西狩獲麟。」《詩經‧周南‧麟之趾》，以麟比喻貴族，也說明當

時已非尋常之物。然而，到了漢代，麟逐漸演變為瑞獸，大約唐代演變為今日的

樣貌。至於兕，從甲骨文和青銅器觀察，原先應指聖水牛，戰國開始與犀相混淆，

唐代以後已混淆不清。楊先生演講時引述大量古籍及圖片，因記錄不及，從略。 

 

楊先生演講至 3：35，隨即進入討論階段。 

 

劉昭民：我因研究黃河流域的古氣候，曾翻閱過多種古籍，查考過多種動物，希

望以動物作指標，研判當時的氣候狀況。但往往愈查考愈迷糊，所以我

同意楊老師的說法，古今動物名稱是不一致的。關於麒麟，台灣南部民

間很重視麒麟，大小廟宇都有麒麟雕塑。 

楊龢之：先秦只稱麟，到了漢朝才有麒麟一詞。 

徐  統：您播放的圖片，有一幅麒麟圖，取自《坤輿圖說》，圖說中的利未亞，

是否指利比亞？亞毘心，是否指阿比西尼亞？ 

張  廷：明末所說的利未亞洲，指非州，不是利比亞。 

（記錄者回家上網查找，得知明季利未亞洲有二義：指利比亞，或指非洲。） 

楊龢之：利比亞在北非，沒有長頸鹿。 

張之傑：阿比西尼亞有長頸鹿。圖說的斷句是：「利未亞州（洲）西，亞毘心域

國，產獸，名惡那西約。……。」亞毘心域國，可能指阿比西尼亞。 

孫郁興：可查南懷仁的《坤輿圖說》，就知道利未亞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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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統：我同意楊龢之的說法，古人繪圖不佳，大多不夠寫實，但您播放的殷商

犀尊怎麼那麼寫實？ 

楊龢之：古人的生物圖繪，只有《植物名實圖考》寫實。 

張之傑：商、西周的青銅器，所塑動物都很寫實，聖水牛更是塑的栩栩如生。中

國的生物圖繪不寫實，主要是版畫不受重視，版畫從未成為獨立畫科。

西方早在 1530 年就有可以按圖索驥的植物書。 

張之傑：關於兕，我寫過幾篇論文，可做點補充。已故甲骨文學大家、法國神父

雷煥章曾發表過一篇經典論文：〈兕試釋〉。雷神父以堅強的證據指出：

甲骨文的兕字，指野生聖水牛；甲骨文的牛字，指畜養聖水牛。我和龢

之兄曾拜訪過雷神父。雷神父的說法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但顧此失彼，

思考多年，仍提不出可以解釋某些疑點的說法。 

 

討論到 15：45 結束。因理事長出國，張之傑奉命代為報告會務。所有活動至 15：

50 結束。 

 

本期報導 

一、國立台灣圖書館於 6 月 14 日來函索取本會會刊 1~6 期，及 10~15 期，6 月

20 日以掛號寄該館。 

二、7 月 3 日市圖總館承辦人高惟潔小姐來函，該館同意與本會繼續合辦演講活

動，本會所擬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7 月合辦演講計劃亦獲核准。7 月 6 日

聚會時取得簽核文件，館長簽可日期為 6 月 17 日。 

三、7 月 4 日收到內政部台社字第 1020243782 號函（發文日期 0628），同意本

會所選出之第三屆理監事及理事長，附第三屆理事長當選證書。 

四、造紙界耆宿、本會會員陳大川先生以九四高齡完成專著《紙從洛陽到羅馬》，

現已完成二校，即將出版。 

五、本會章程第二章、第七條、第三款「贊同本會宗旨但因故無法出席集會者」

為通訊會員。今年六月間，馮永康（綿陽一中）、姜振寰（哈爾濱工業大

學）、曾熊生（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吳慧（上海辭書出版社）等相繼加

入本會，成為通訊會員。 

六、會刊第 18 期由會員巫紅霏、游重光負責，已開始徵稿。 

七、是日約 2：20 起雷雨交加，至例會結束，暴雨已止。 

八、循例八月休會。 

 

九月份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3/0914/1400~1600（本會八月休會）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125 號） 

講者：英家銘先生（台北醫學大學人文暨社會學院，本會會員） 

講題：中國算學史中的海龍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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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48 期 

 

 

民國一○二年八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3/0914/ 14：1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16 位 

會員：英家銘、楊龢之、徐統、劉宗平、巫紅霏、詹慧美、孫郁興、游重光、于

易塵、邱韻如等 10 人（依簽名序）。 

聽友：黃俊偉、黃景惠、陳建焜、楊清雲、王懋勇、吳建幟等 6 人（依簽名序）。 

 

講員：英家銘（台北醫學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教授，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講題：中國算學史中的「海龍公式」 

 

「海龍公式」是希臘實用幾何傳統中發展出來的三角形面積測量公式。在東

亞古代算學中，也同樣存在類似的公式。13 世紀南宋算學家秦九韶《數書九章》

一書中的「三斜求積術」即與海龍的公式等價。西學傳入東亞之後，明末徐光啟

的《測量全義》、清初梅文鼎的《平三角舉要》、官方正典《數理精蘊》，以及

清末大算學家李善蘭的《天算或問》，都各自用不同的方法證明「海龍公式」，

但他們的證明不但與海龍的證明不同，與現代高中數學教材的作法也大相逕庭。

一般來說，無論是海龍或是在東亞，證明的方法基本上都是用歐氏幾何中的證明

策略，這次演講將會介紹東亞對於海龍公式的不同證明。演講內容來自《HPM

通訊》團隊研究成果。 

 

英教授演講至 03:15，隨即進入討論階段。到 04:00，結束討論。 

 

陳建焜：李善蘭和偉烈亞力（A. Wylie）合譯《幾何原本》後九卷，其中李善蘭

（1811－1882），偉烈亞力（A. Wylie，1855－1887）。依偉烈亞力的

生平看，兩人合譯書本，令人存疑。 

英家銘：這應該是數字鍵入有誤，待回家查閱資料確認。英教授回家後來信，確

認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生於 1815 年，比李善蘭小了四歲。所以，兩人

年紀相仿，合作譯書應該不是問題。 

邱韻如：田羃的「羃」字之意為何？ 

英家銘：田羃指的是田的面積，羃之意為面積，也可延伸包含體積在內。現今數

學中的羃，意指乘方。因為面積為平方，體積為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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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統：劉徽「割圓術」講稿頁中，左邊內接正多邊形的面積

A'' A

，可轉化成右

邊的矩形面積 ，這是否正確？ 

英家銘：英教授在白版上重新解釋、說明了一番，若還有疑慮，則可通信討論。 

楊龢之：通常，台灣計算居室的面積，以「坪」為單位，與「日坪」略有不同。

「坪」的原本概念來自日本，「台坪」係以「台尺」計算，「日坪」係以

「日尺」計算。但，面積單位中的「甲」，則源自荷蘭東印度公司。現

在正式文件上的面積，多以「平方公尺」為記。所以，台灣的面積表述

方式，有好幾種。 

英家銘：是的。 

劉宗平：根據海龍公式呈現的「開平方」運算，是否那時就有「開平方」的運算？ 

英家銘：面積是邊長的平方，「開平方」是「平方」的逆運算。原理上說，能夠

「平方」，就能夠「開平方」，只是各家計算的方法有些差異而已。 

 

會後，會員孫郁興、于易塵等也與英家銘教授作了諸多的討論。 

 

本期報導 

一、按本會慣例，9 月 14 日演講會後，當舉行「餐敘」。由於下列情況的考量，

茲將「餐敘」延期至 10 月 5 日演講會後舉行。屆時，請踴躍出席餐敘。 

(1) 本次例會時間 9 月 14 日與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之會議時間衝突，故有部分

會員無法蒞會。前往北市南港中研院開會的會員為：劉昭民、陳德勤、李學

勇、陳大川。 

(2) 本次例會 9 月 14 日，適逢中秋連假補班，故有補班會員：劉有台、黃莉晴。 

(3) 另外，會員張之傑感冒修養，會員張廷、郎煒臨時有事。 

 

二、北市圖總館同意本會繼續舉辦演講活動的日期如下 

(1) 102 年：09/14 (英家銘)，10/05 (劉昭民)，11/02 (陳建焜)，12/07 (孫郁興) 

(2) 103 年：01/04 (張  廷)，03/01 (張之傑)，04/12 (邱韻如)，05/03 (賴進義) 

06/07 (陳德勤)，07/05 (李弘善) 

(3) 原則上，係以當月第一個星期六為準。但因總館也有些考慮和安排，故未必

都是當月的第一個星期六。經總館高小姐的熱心協助，方能排出上列日期。

當上列日期與中研院科史會的日期有所衝突時，因為總館的空間使用權早已

排定給其它單位，所以本會無法臨時更改例會演講的日期，希望大家體諒。 

 

三、2013/09/14，收到會員英家銘的會費 1000 元整。 

四、本會章程第二章、第七條、第三款「贊同本會宗旨但因故無法出席集會者」

為通訊會員。目前，列入通訊會員的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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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姜振寰、馮永康、曾熊生、吳慧、王玉民、張陽、蘆笛、葉鴻灑、陳芝儀。 

(2) 黃海、陳建焜、張清文、李宛峰、歐陽家教、王蓮慶、賴芳烈、鄭佳華。 

 

五、本會學刊第 18 期由會員巫紅霏、游重光負責收稿、審稿、編輯和排版，自

即日起開始徵稿。 

(1) 文稿收件：巫紅霏 hungfeiwu@ntu.edu.tw。 

(2) 為了學刊能夠於今年 12 月底前順利地出刊，故截稿日期訂為 2013/11/15。 

(3) 本刊園地公開，希望各方同好不吝賜稿，更希望能夠確切掌握截稿時間。 

(4) 至今，本會學刊已為國內、外多個單位和圖書館所珍藏。 

 

 

 

 

十月份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3/10/05/1400~1600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125 號） 

講者：劉昭民先生（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本會會員） 

講題：我國古代氣象史精華 

mailto:hungfeiwu@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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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49 期 

 

 

民國一○二年十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3/1005/ 14：1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31 位 

會員：陳大川（高齡 94）、李學勇（高齡 90）、張之傑、陳德勤、郎煒、楊龢之、

徐統、劉宗平、巫紅霏、詹慧美、孫郁興、游重光、邱韻如、劉有台、黃

莉晴、張廷、魯經邦、杜銘章、劉昭民等 19 人。 

聽友：陳建忠、林秋玉、蔡孟宜、張益中、黃景惠、林昭妃、蕭慈祥、沈志昌、

莫依慧、許朝祥、林怡吟、吳建幟等 12 人。 

 

講員：劉昭民（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會員，民航局退休） 

講題：我國古代氣象史精華   

 

從我國古代氣象史之研究，可知古代先民也有很豐富的氣象知識。古代先民

曾經在氣象儀器方面有所創造，他(她)們曾經在日常生活中很認真地觀察自然界

現象和天氣變化的關係。先民們體會出世界最早、最豐富的氣象諺語，也曾經發

明一些氣象觀測儀器。即便是今人很不容易理解的降水理論，先民們也都曾經加

以解釋。因此，我國古代先民曾經留下世界最早的氣象觀測紀錄、最早的雲之分

類法、最早的天平式溼度計和測風儀器等。 

 

劉昭民先生演講至 03:45，隨即進入討論階段。到 04:00，結束討論。 

 

楊龢之：請問「虹」的閩南語發音為何？ 

劉昭民：我是客家人，所以不知「虹」的閩南語發音為何。不過，「虹」的客語

發音，就是「虹」。 

劉宗平：當時會場一陣譁然，雖有諸多閩南朋友在座，但無定論。事後，魯經邦

來信說明「虹」的閩南語唸法。回家後，我也詢問內人，得知「虹」的

閩南語唸法，與魯經邦所提供的唸法相同。茲將魯經邦先生 10 月 6 日

的來信，列示如下： 

龢之兄: 

  昨日，您問「虹」的閩南語。回來後，問了我太太(她是南投人)。她說：

唸「ㄎㄧㄥ」（拼音“KING”），維基百科也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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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6%A9%E5%8D%97%E8%AA%9E%E8%A

A%9E%E6%B3%95 

  至於「霓」，她就不知道了! 維基百科也沒說！ 

  以上謹供參考! 

                          弟  經邦敬上 

 

本期報導 

一、第十八期「中華科技史學刊」，預計 2013 年 12 月下旬出刊。本刊園地公開，

歡迎各界同好踴躍賜稿。有關「稿約」細節，請詳閱本會訊的附錄內容。 

(1) 目前，已知典藏本會全套「中華科技史學刊」的單位有：國家圖書館（台灣）、

台灣圖書館（原中央圖書館分館）（台灣）、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北

京）、李約瑟研究所圖書館（劍橋）。 

(2) 這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長遠工作，願你來共襄盛舉。 

(3) 由於審稿及編輯的關係，故暫訂的截稿時間為 11 月 15 日。 

(4) 如蒙賜稿，煩請電郵寄送責任編委巫紅霏小姐（hungfeiwu@ntu.edu.tw）或游

重光先生（sogoa1970@yahoo.com.tw）。 

二、依本會慣例，9 月 14 日演講會後，將舉行「餐敘」。當日，因與中央研究

院科學史委員會之會議時間相衝突，許多會員因而缺席，故將「餐敘」延至

10 月 5 日演講會後舉行。 

(1) 經由邱韻如推薦，「餐敘」擇定「易牙居點心坊」（公館台大附近）舉行。 

(2) 本次「餐敘」，參加的會員有：張之傑、張廷、魯經邦、郎煒、徐統、劉昭

民、陳德勤、楊龢之、孫郁興、劉有台、黃莉晴、羅正武、曾慧雪、巫紅霏、

邱韻如、劉宗平等 16 人。 

(3) 正逢茶香耳熱之際，張之傑提到蘆笛先生的近況：「現在，他已完成碩士階

段的學習。目前，擬進入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歷史系

攻讀博士學位，方向為科學史，側重於醫學史。」 

(4) 有關「例會」及「餐敘」的照片，已分別委請鐘柏鈞和蘆笛在台灣和大陸的

網站公布。 

三、探訪本會資深會員「詹志明」先生事宜。 

(1) 8 月 23 日，張之傑來函稱 

劉老師：上週四，到文山社大開會。名單上有詹志明，但他沒出席，問起詹

老先生，學員鄭景隆說：「詹伯伯不認識我了。」文山社大校長也說：「詹

伯伯的頭腦愈來愈不清楚了。」詹志明對本會有過大功，如今患了失智症，

不禁讓人物傷其類。我們是不是要約幾位老會員去看看他？以示敬老尊賢之

意。 之傑 

 (2) 隨即發函，告知會員此事。雖有會員有意願探訪詹先生，但因張之傑罹患重

感冒而暫緩。 

(3) 「餐敘」席間，張之傑提及探訪「詹志明」會員的時間。初步討論後，暫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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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下午前往。但，需待張之傑電話詹府確認後，行之。 

(4) 10 月 6 日，張之傑來函稱 

劉老師：今晨 10 時許，與詹志明夫人通話。她要我們不要到他們家探視。11

月份聚會時會帶詹先生出席，和大家見個面。詹太太說，詹先生聽力和記憶

力減退，看到熟人會說面善，但記不起名字。詹太太既然不希望我們到他們

家，下週六（10 月 12 日）之約就取消吧。 之傑 

(5) 隨即，發函會員，告知此事，取消行程。10 月 8 日，沈愷來函述說心情。經

徵得其同意，將其心聲披露於下 

劉老師：我母親今年九十五，她的短期記憶已嚴重退化。剛吃完飯，就會問

說是否該吃飯了？七個孫子輩的名字也只記得一兩個，誰是誰的，已經不記

得了，朋友就更不用說了 ！ 

但是，她的智力仍在，仍愛聽笑話 ，而且仍然喜歡朋友來看她 。被抱抱 ，

被親親，與人互動。朋友來看她，只要了解她不一定會記得，而且她經常會

一再重複自己，就沒有問題 了！ 

一開始，我也是儘量勸朋友不要來！我不是擔心會造成母親什麼樣健康

上的問題，而是怕她會把人家忘記，以及會一直重複講一些事情。有些，甚

至於是不正確的事情，弄得很不好意思！ 

 後來 ，我也習慣了 。朋友來，我就先告訴他們，我母親的狀況；這就

一點問題都沒有了！拜訪失智的朋友時，我就會先跟他們的家人說 ，我有親

身的經驗 ，請他們放心！ 沈愷 

四、有關「英家銘演講」中的提問。 

(1) 9 月 14 日，徐統提問：劉徽「割圓術」講稿頁中，左邊內接正多邊形的面積

，可轉化成右邊的矩形面積 ，這是否正確？ 

(2) 9 月 23 日，英家銘來函，補充說明如下 

根據投影片上的圖，我們可以把圓內接正六邊形每邊所對的弧取中點，就可

得到另外六個頂點，加上原來六個，就是圓內接正 12 邊形。把原來正六邊形的

部分畫呈黃色，多出來的部分畫成綠色，重新組合之後，可以得到右圖的長方形。 

這個長方形的長是六邊形周長的一半，寬是圓的半徑。所以正六邊形的半周

乘以半徑，會得到正十二邊形的面積。以此類推，正 12 邊形的半周乘以半徑，

會得到正 24 邊形的面積。這個過程是正確的。九章算術的劉徽注也是用這樣的

算法。 

五、有關「通訊會員」的名單。 

(1) 本會章程第二章、第七條、第三款「贊同本會宗旨但因故無法出席集會者」

為通訊會員。 

(2) 目前，列入通訊會員的名單為： 

姜振寰、馮永康、曾熊生、吳慧、王玉民、張陽、蘆笛、葉鴻灑、陳芝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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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外，誤植「黃海、陳建焜、張清文、李宛峰、歐陽家教、王蓮慶、賴芳烈、

鄭佳華」等為通訊會員，特此更正。依章程，應可稱為「會友」。 

(4) 凡是本會會友，本會都殷切期盼你們的加入。只要填寫簡單表格，繳交年會

費台幣 1000 元，即可成為正式會員。會費的主要用途，在於支應「出版學

刊」等相關的支出。 

(5) 一旦有了你們的加入和支撐，本會才能更為茁壯，才能走更長的路。 

六、10 月 8 日晚，郎煒來函。 

劉教授：週日上午八時許，我接到昭民的電話。告知其父已在週六逝世，享

年一百歲。其父為光復後首屆髙雄縣美濃鎮鎮長，如覺方便，可通知會友。 郎

煒 

 

十一月份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3/11/02/1400~1600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125 號） 

講者：陳建焜醫師（小兒科診所負責人、台北市天文協會會員） 

講題：淺談赫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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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二年十一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3/11/02/14：1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20 位 

會員：李學勇（高齡 90）、孫郁興、郎煒、賴進義、張之傑、游重光、楊龢之、

于易塵、陳德勤、徐統、劉宗平、巫紅霏、洪子隆、洪璦等 14 人。 

聽友：陳建焜、歐陽家教、宋青、朱奇中、劉育辰、陣治民等 6 人。 

 

講員：陳建焜（陳建焜小兒科診所負責人，台北市天文協會會員） 

講題：淺談赫羅圖 

 

天上繁星點點，有的亮，有的暗，要如何將這麼多的星星分類呢?二十世紀

初，Hertzsprung 和 Russell 兩位天文學家將星星的表面温度繪於橫軸，絕對星等

繪於縱軸，形成現今所通稱的「赫羅圖」。絕對星等可換算成光度（luminosity），

其為星體輻射的總功率，單位為 watt 或 W。於是，後來的赫羅圖，常以「光度-

温度」表示。由於星球的表面温度與其光譜型（OBAFGKM）相關，赫羅圖也有

以「光度–光譜型」表示之。在天文學上，赫羅圖的應用很廣，如計算星球的質

量、半徑、壽命，計算星團壽命，及星球演化過程與重元素之形成關係等。 

 

陳建焜醫師演講至 03:30，隨即進入討論階段。到 04:00，結束討論。 

 

孫郁興：在赫羅圖中主序星的分佈區，是否星球的位置相同，星球的運動路徑就

是相同的？ 

陳建焜：是的。 

洪  璦：光譜中的黑線是什麼意思？ 

陳建焜：陽光不是單一顏色的光，而是一種許多顏色混合而成的「白光」。如將

白光通過稜鏡，利用光的折射性質，就可以把混合白光中的各個單一色

光展現排列出來，這就形成了光譜。光譜中的黑線代表物質所吸收的譜

線，稱為吸收光譜。從吸收光譜，可以推知星球發出的哪些波長的光被

哪些物質吸收了。 

劉宗平：直接從光源發出的光，經光譜儀器展示出來的譜線排列，稱為發射光譜。

將光源所發出的光束通過一些物質，當光束中有一些成分光被物質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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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如果將通過的光束送進光譜儀器分析後，那些被物質吸收掉的成分

光就展示不來，而呈現出所謂的「黑線」。這種含有黑線分佈的光譜，

稱為吸收光譜。 

歐陽家教：光譜是否都是用稜鏡來分析光的？ 

陳建焜：利用「稜鏡」來分析光成份的儀器，稱為「稜鏡光譜儀」。利用「光柵」

來分析光成份的儀器，稱為「光柵光譜儀」。現在，稜鏡光譜儀很少用

了，已多改用光柵光譜儀了。 

于易塵：為何稜鏡光譜儀很少使用了？ 

劉宗平：光柵展現光譜時，譜線間的間隔與光波長呈現「線性」的關係，而稜鏡

則呈現「非線性」的關係。所謂的「線性」關係，就是成「正比」的關

係。在一般實驗室的分析工作中，多採用光柵光譜儀。因為在鑑定光的

波長時，線性關係比較好使用。然而，當分析大範圍的複雜光譜時，還

是會使用到「非線性」關係的稜鏡。甚至，整個光譜儀是由光柵光譜儀

和稜鏡光譜儀所組合而成，也就是兩種光譜儀一起使用。 

徐  統：赫羅圖有無推廣到可見光的範圍？ 

陳建焜：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目前我不太清楚，我要回去查一查。 

劉宗平：有關光的檢測問題，並不是每一種光，都有材料可作為檢測器來檢測。

有時候，進入到分析系統的光或電磁波，由於沒有適當的檢測器，而無

法得知其存在。 

楊龢之：所謂的「星球死掉了」是什麼意思？ 

張之傑：星球死掉的意思，就是星球不存在了嗎？ 

陳建焜：我所說的「星球死掉了」，那是指星球的相關數據從赫羅圖中主序星的

位置上移開的意思。雖然星球的數據從赫羅圖中主序星的位置移開了，

但是它可能還存在。 

 

本期報導 

一、第十八期「中華科技史學刊」，預計 2013 年 12 月下旬出刊。本刊園地公開，

歡迎各界同好踴躍賜稿。有關「稿約」細節，請詳閱本會訊的附錄內容。 

(1) 目前，已知典藏本會全套「中華科技史學刊」的單位有：國家圖書館（台灣）、

台灣圖書館（原中央圖書館分館）（台灣）、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北

京）、李約瑟研究所圖書館（劍橋）。 

(2) 這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長遠工作，願你來共襄盛舉。 

(3) 由於審稿及編輯的關係，故暫訂的截稿時間為 11 月 15 日。 

(4) 如蒙賜稿，煩請電郵寄送責任編委巫紅霏小姐（hungfeiwu@ntu.edu.tw）或游

重光先生（sogoa1970@yahoo.com.tw）。 

二、有關「11 月例會」的活動照片，已分別委請鐘柏鈞和蘆笛在台灣和大陸的

網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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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例會時，張廷出國，未能到會。11 月 2 日為長庚大學校運會，邱韻如

因擔任導師，無法出席。劉昭民因奔父喪，沒有出席。 

四、賴進義教授提供李兆良博士蒞台演講資料如下 

有關 11/10 李兆良博士在台北市建國南路台北市立圖書館的演講，請中華科

技史學會有興趣的朋友一起參加。詳細的相關網頁如下： 

https://diaoyutaitw.weebly.com/ 

https://www.linkingbooks.com.tw/lnb/author/Actiondetail.aspx?ID=2013102801 

五、徐統教授提供一篇文章，願與大家分享。因文長，茲列示於附錄 2 中。 

此文題目為「中國愛因斯坦—束星北」，撰稿人為江蘇省檔案局的袁光和嵇

梅，及揚子晚報記者張磊。原文為簡體字版，因顧及可能不熟悉簡體字，故已將

其轉換為繁體字版。 

六、鄭佳華 10月 28 日來函，徵求有緣人。 

來函原文如下： 

From: prg60088 [mailto:prg60088@mail.pts.org.tw] 

Sent: 2013/10/28 [星期一] 上午 11:57 

To: 劉宗平 

Subject: Re: 歡迎參加中華科技史學會 11月專題演講 

您好~~我們是公視「成語賽恩思」節目, 

想請教貴單位是否有對古中國染料萃取有研究的老師, 

可否介紹推薦~ 

感謝喲!! 

成語賽恩思製作人    佳華 

 

十二月份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3/12/07/1400~1600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125 號） 

講者：孫郁興（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健行科技大學電機系教授） 

講題：談論東醫寶鑒中的針灸術與脈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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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3/12/07/14：1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25 位 

會員：陳大川（高齡 94）、李學勇（高齡 90）、張之傑、邱韻如、楊龢之、陳德

勤、張廷、巫紅霏、于易塵、孫郁興、郎煒、游重光、劉有台、黃莉晴、

劉宗平 15 人。（賴進義、劉昭民赴上海參加研討會） 

聽友：孫佳晟、曾鳳英、林正平、王麗雲、盧芝寧、梁莉卿、陳建忠、蒙永麗、

王麗雲、王友德 10 人。 

 

講員：孫郁興教授（本會會員，健行科技大學電機系教授） 

講題：談論東醫寶鑑中的針灸術與脈訣 

公元 1596年，時任太醫的許浚，歷經 14年編纂完成一部醫書—《東醫寶

鑑》25 卷。東垣為北醫，丹溪為南醫，劉宗厚為西醫，許浚為朝鮮之醫，謂之

東醫。《東醫寶鑑》轉抄 80餘種中醫典籍的圖書，除名稱標註本地名稱外，其餘

所載藥性均依照中醫觀點。在朝鮮醫學家所撰的漢方醫書著作中最負盛名，對指

導臨床和文獻研究頗具參考價值。在韓國醫學史上的地位，《東醫寶鑑》可與中

國明朝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相比。本講題根據東醫寶鑑中的針灸篇及內景篇，

談論東醫寶鑒內的針灸術與脈訣。 

 

孫郁興教授演講至 03:35，隨即進入討論階段。到 04:00，結束討論。 

楊龢之：除了東醫外，其餘三醫是否均為韓國人？ 

孫郁興：其餘西、南、北三醫均為中國人。 

張之傑：《東醫寶鑑》說，鍼灸不可並施，合谷、三陰交等穴禁針，據我所知，

合谷和三陰交現為常用穴。請問甲乙經是什麼時候的書？ 

孫郁興：甲乙經，全名《黃帝三部鍼灸甲乙經》，晉皇甫謐（士安）編著，是現

存最早的一部針灸專書。明英宗正統八年（1443）太醫院監製的「正統」

銅人，於清光緒二十六年（1900）八國聯軍占領北京時，被帝俄軍隊劫

去，至今還存放在列寧格勒（現又改名聖彼得堡）博物館。 

邱韻如：許浚為朝鮮醫員，他著作《東醫寶鑑》時，為何使用「萬曆年號」？ 

孫郁興：時值明萬曆年間，不知其採用萬曆年號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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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龢之：當時，朝鮮和流求、越南均為明朝屬國，採用明朝年號，乃是順理成章

之事。 

陳大川：本人曾經有過針灸經驗，施針時不會疼痛，只會感覺酸麻。灸術所用的

乳香，不外乎肉桂…等。請問鍼術早？還是灸術早？ 

孫郁興：手邊並無明確資料，可用來判斷鍼術早或是灸術早！ 

張  廷：大陸考古學家在新疆發現針灸用的石針，推測約有五千年之久。由此推

知，鍼術可能比灸術早。 

劉宗平：根據網頁資料（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GZE406.018.htm）， 

浙江新昌縣中醫院針灸科梁德斐在〈淺談傳統化膿灸在臨床上的應用〉

中，引用《陰陽十一脈灸經》和《足臂十一脈灸經》所載推論，灸術早

於針術（見《中國灸療學》）。《靈樞·官能》云：「針所不為，灸之所宜……

陰陽皆虛，火自當之…。」 

劉有台：今年 9 月，韓國曾舉辦「東醫寶鑑第 400 周年研討會」。雄黃置於日中

曬之，久後會變成雌黃。蘇合香為何物？ 

孫郁興：蘇合香為最上等藥材，金縷梅科喬木植物蘇合香樹的樹脂。初夏，割破

樹皮，香樹脂滲入樹皮內。秋季，剝下樹皮，榨取香樹脂，即為蘇合香。 

蒙永麗：《東醫寶鑑》中說鍼灸不並施，又說某些部位或穴位不耐鍼。但本地醫

師常不遵守此規則，那將會有何後遺症？ 

孫郁興：鍼灸醫術多依賴醫師的臨床經驗，本就沒有一定的標準準則。一旦有異

狀發生時，醫師應該會根據其既有的經驗法則進行處理。 

劉宗平：我曾經見過用紅外攝影機拍攝關於「氣穴」的影像，穴道處會有稀疏的

氣流噴出。表觀看起來，像是噴泉一般，但不是很劇烈。據說，每次拍

攝，不一定會成功。因此，影片的真實性是耐人探討的事。 

楊龢之：許浚的《東醫寶鑑》中，可有用「諺文」來書寫？ 

孫郁興：許浚寫的《東醫寶鑑》，都是用漢文書寫。後來，有人用「諺文」寫的

朝鮮本《東醫寶鑑》。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韓國獨立政府將「漢 

城」更名為「서울」，拉丁化為「Seoul」。2005年 1月 19 日，漢城市

長李明博宣布，將中文的「漢城」改為「首爾」，昔日的「漢城」名稱

不再使用。 

本期報導 

一、2013 年 12 月 7 日下午 13:30-14:00，本會召開「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討論報部財報資料及學刊印製經費來源事宜。 

A. 討論事項： 

A.1 討論是否通過報部財報資料事宜？ 

（1）理事長提交 4 月 6 日交接以來的收支記錄（公布網站），交理監事會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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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決議：通過報部財報資料。理事長委請張之傑理事委託科月會計製作正式

報部財務報表。張理事表示，如需科月會計支援，需付製作正式報部財務

報表酬勞一千元。一年呈報兩次財務報表，故需支付酬勞兩千元。 

A.2 討論學刊印製經費來源事宜 

（1）張昭鼎紀念基金會不再支持本會學刊的印製費用，討論將來學刊印製經費

的來源。 

（2）決議：張之傑理事捐助今年的學刊印製經費，明年起的學刊印製費用由會

員會費支付。倘若會費不足以支付學刊印製費用時，則再考慮向會員募款。 

B. 臨時動議： 

（1）張之傑理事提議：為感謝負責網資管理及學刊編輯會員，建議免收其會費。 

（2）決議：經表決後，全數無異議通過。 

C. 與會人員： 

（1）第三屆理事：劉宗平、邱韻如、張廷、張之傑、楊章熙（楊龢之）、于易

塵、孫郁興、巫紅霏。劉昭民赴上海參加研討會，未出席。 

（2）第三屆監事：陳德勤、陳大川、李學勇。 

二、第 18 期「中華科技史學刊」，預計 2013 年 12 月 25 日出刊。 

（1）目前，已知典藏本會全套「中華科技史學刊」的單位有：國家圖書館（台

灣）、台灣圖書館（原中央圖書館分館）（台灣）、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

書館（北京）、李約瑟研究所圖書館（劍橋）。 

（2）從第 1 期到第 17 期的「中華科技史學刊」之相關文稿內容，請參見 

本會台灣網站（http://sciencehistory.twbbs.org/ ）及 

本會大陸博客網站（http://blog.163.com/ludiresearch@126/） 

三、有關「12 月份例會活動」和「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照片，已分

別委請鐘柏鈞和蘆笛在台灣和大陸的網站公布。 

四、新加入會員陳建焜（醫師）、沈志昌（工程師），收到兩位入會費共 2000 元。 

五、劉有台會員提供「2013年 9月，韓國舉辦『東醫寶鑑 400周年』研討會」 

（1）相關資訊如下, http://cha.tramedi-expo.or.kr/sub/01_01.jsp 

（2）東醫寶鑑原文資料 http://cha.tramedi-expo.or.kr/sub/03_03.jsp 

六、陳大川會員新著《紙由洛陽到羅馬》，因排版問題，致使出版時間延後。 

演講通告：十二月份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4/01/04/1400-1600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125 號） 

講者：張廷（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講題：初探早期波里尼西亞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