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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巧遇非偶然—— 

參加內蒙古師大物理學史學術年會記聞 
 

邱韻如 

（本會會員） 

 

 

    中國科技史學會物理學史專業委員會第18屆學術年會，是兩年一次的會議，由科學

史研究重鎮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負責承辦。感謝會友劉有台先生傳給我這

個會議的訊息，成就了這份機緣。與會專家學者有四十多位，另外還有二十多位碩博研

究生，來自台灣的只有我一人。合照裡（圖一）坐在前排的，都是在物理史研究上的前

輩，有好幾位的文章我都拜讀過，終於能當面交流，頗為興奮。 

 

 
圖一、與會人員大合照，二排右起第六人為本文作者。 

 

 

大會報告 

開幕式報告由東道主郭世榮院長（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院長）主講，

介紹呼和浩特以及在巴黎舉行的「ICHSEA：第 14 屆東亞科學、技術與醫學會議」的情

況。 

大會報告有六場：（1）胡化凱老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介

紹古算書中的運動學問題；（2）李豔平老師（首都師大，也是此物理學史委員會的主

任）介紹在中國半導體界開創先鋒王氏兄弟及其科技世家。（3）方在慶（中國科學院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以愛因斯坦的電梯問題，介紹廣義相對論一百週年；（4）李海老

師（山西大同大學）講 2013 和 2014 年諾貝爾獎的啟示；（5）厚宇德老師（河北大學）

講波耳的哥本哈根學派和波恩的哥廷根學派；（6）眭平（廈門大學）談基於物理學史

的創新思維方法教育。茲簡介其中幾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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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黎舉行的 ICHSEA 會議 

在此聽到郭院長介紹巴黎「ICHSEA：第 14 屆東亞科學、技術與醫學會議」（詳見

http://14ichsea.sciencesconf.org/），格外高興。我原先有意參加這個巴黎東亞史會，但後

來找到波蘭弗羅茨瓦夫（Wroclaw）舉辦的 GIREP-EPEC 2015 物理教學國際研討會（詳

見 http://www.girep2015.ifd.uni.wroc.pl/），因兩會時間衝突而捨棄巴黎會。巴黎東亞史

會議的主辦人是法國國家科研中心詹嘉玲（Catherine  Jami），這兒是研究東亞史的重

鎮，本次會議有 22 國共 385 人參加，其中台灣有三十多人參加，包括本會會員英家銘

及黃俊瑋。發表的論文有 315 篇，分為 43 個 panels，其中有四場是專門討論傳教士和

漢學的。郭院長還提供下一屆國際科技史大會的訊息：2017/7/23~29，在巴西里約熱內

盧；2019 年在韓國全羅北道，召集人是申東源教授。 

2014 年 11 月在清華大學，我參加過一個類似的會議，即「葡萄牙與東亞數學科學

系列會議之五：歐洲與東亞交流中的文本和視覺呈現」（2014/11/7-9，清華大學旺宏館），

第一次見識到關心東亞史的學者們用英文探討發表中國古籍相關研究。當時我正對《重

學》有興趣，讀到韓琦及聶馥玲兩位學者的相關文章，在這次清華科學史會議裡，很高

興與韓琦老師相見歡。聶老師則是本次內蒙古會議的召集人，這次會議韓老師有事未出

席，倒是在會後前往北京參加 ICP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ysics Education, 

2015/8/10~14）物理教育會議時，竟巧遇韓老師的岳父。 

  

（2） 從古算書中的運動學問題看中國古人對物體運動現象的認知方式 

胡化凱老師分析了 20 多本古籍、上百個運動學算題，分為勻速運動、勻變速運動

和變加速度運動等三類，介紹古人如何解這些問題。大部分都是與「馬日行多少里」或

「日織幾匹布」等相關的「實用」問題，沒有提到像「自由落體」或「斜面運動」之類

的「不實用」問題。 

 

（3） 科技世家的院士兄弟 

李豔平老師介紹中國半導體開路先鋒王守武（1919~2014）和王守覺（1925~）兩兄

弟，以及他們這一個科技世家。他們的伯父正是我所知道的中國物理學先驅王季烈先

生。他們的父親王季同 （1875~1948） 自幼喜歡數學，出版了好幾本數學著作，是我

國早期介紹西方數學的重要書籍。宣統元年（1909 年），王季同派赴英國任清政府駐歐

洲留學生督署隨員，後轉入英吉利電器公司及德國西門子電機廠學習，他在電機方面有

很大成就，晚年研究佛學。王季同共有五子二女，均為著名大家。 

撰寫這篇文稿時，再次查詢王季同，赫然發現他是江蘇省蘇州市東山陸巷人。筆者

在二星期前（2015 年 10 月下旬） 到蘇州參加物理實驗演示教學的研討會，蘇州當地的

臧老師恰好帶我們拜訪了太湖邊東山的「陸巷古村」，這是明朝科舉連中三元（解元、

會元、探花）、輔佐三朝的重臣王鏊（1450~1524）的故鄉。可惜在參訪王家故宅及祠

堂當時，我還不知道這一科技世家是王鏊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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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愛因斯坦的電梯—紀念廣義相對論一百年 

方在慶老師因應廣義相對論一百年介紹了許多我之前所不知道的一些人物與事

件。他秀出 1912 年愛因斯坦在布拉格寫的預測光線會彎曲的手稿，還介紹了幾位愛因

斯坦的貴人，包括：Marcel Grossmann（1878~1936）、Michele Besso（1873~1955）、

Max Abraham （1875~1922）、Gustav Mie （1869~1957）、Gunnar Nordström 

（1881~1923）、Tullio Levi-Civita （1873~1941）、Adriann Fokker （1887~1972）、

David Hilbert （1862~1943） 等。雖然和這幾位都不熟，但查詢後，發現有來自我曾去

過的波蘭格但斯克（Gdansk，德文名為但澤 Danzig）、義大利帕多瓦（Padova）等地，

感覺距離拉近了不少。 

 

（5） 哥本哈根與哥廷根：究竟哪個學派創立了量子力學？ 

波耳大家都耳熟能詳，波恩則大多數人不認得他。透過厚老師的介紹，讓我對哥本

哈根學派有了較清楚的認識。東吳大學主辦的物理學史研習會（2013/9/28~10/5），厚

宇德老師受邀來台，當時就聽他講過一次波恩，今年（2015 年）七月份我去波蘭的弗羅

茨瓦夫（Wroclaw）開會，這個城市正是波恩的故鄉。弗羅茨瓦夫在其城市發展史上的

大部分時期內，一直是一個以多民族、多元文化為特色的城市，德意志、波蘭、捷克、

猶太等民族均扮演過重要角色。而德語曾長期是佔有優勢地位的語言，該市的德語名稱

為布雷斯勞（Breslau），出了 10 位諾貝爾獎得主。 

馬克斯．玻恩（Max Born,1882~1970），德國的猶太裔物理學家，量子力學的創始

人之一，因對量子力學的基礎性研究尤其是對波函數的統計學詮釋，與瓦爾特．博特

（Walther Wilhelm Georg Bothe,1891~1957）共同獲得 1954 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玻恩

出生於布雷斯勞的一個德國猶太人家庭，他的父親是布雷斯勞大學的解剖學和胚胎學教

授。玻恩博士畢業後服完兵役，前往劍橋大學，就讀岡維爾與凱斯學院，跟隨拉默爾

（Joseph Larmor,1857~1942）和 J.J. 湯木生（Joseph John Thomson，1856~1940）學習了

六個月左右。1908 年至 1909 年，他回到布雷斯勞，等待布雷斯勞大學的教職，但因故

受閔考斯基之邀去哥廷根（Göttingen）。1912 年，他接受邁克生（Albert Abraham 

Michelson,1852~1931）的邀請前往芝加哥教授相對論，並與邁克生合作完成了一些光柵

光譜實驗。1915 年玻恩去柏林大學任理論物理學教授，並在那裡與普朗克、愛因斯坦和

能斯特並肩工作，玻恩與愛因斯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分組報告 

  大會分組報告共分為「中國物理學史」、「外國物理學史」、「中外物理學史交流」、

「術語翻譯、物理教育史及物理實驗技術史」等四個小組。兩天的會議，因分身乏術，

僅能分別待在「外國物理學史」和「中外物理學史交流」兩個分組。 

 

（1）物理專業名詞訂定及發展 

豪斯巴雅爾老師，蒙古族，1982-1993 年任內蒙古師大物理系主任，曾任國家自然

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全國術語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委員，內蒙古名詞術語委員會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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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豪斯老師編寫並出版蒙文物理教材 6 部，多次獲教學成果獎，長期從事術語研究和

物理辭書編撰工作。豪斯老師先介紹了物理專業名詞的規範及發展史，繼而講到蒙語的

物理專業名詞訂定及發展。 

 

（2） 回顧 1987 年紀念牛頓《原理》三百週年研討會 

張子文老師介紹 1987 年辦會時的盛況以及籌辦時的事情，他感嘆當年關心與投入

物理史的人數比現在多很多，期望並鼓勵年輕一輩投入物理史的研究工作。我在 22 年

前（1993 年）就已經有這本 300 週年研討會的論文集，可說是我關心物理史的啟蒙書。

後年（2017 年）是《原理》出版 330 週年，正逢下屆物理學史學術年會。 

 

圖二、張子文老師與紀念牛頓原理出版三百週年文集。 

 

（3） 珀爾塔的《自然魔法》 

陶培培老師介紹珀爾塔《自然魔法》（Magia Naturalis）第七卷〈論磁石的奇蹟〉。

在此之前，我沒聽過珀爾塔及《自然魔法》這本書，所讀過的磁石的資料，也都是從吉

爾伯特（William Gilbert，1544~1603）開始。珀爾塔（Giovanni Battista Della Porta，

1535~1615）是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學者，出生於 Naples（那不勒斯/拿坡里）。1560 年，

創建了自然秘密研究學會（Academia Secretorum Naturae）。1589 年，出版《自然魔法》

共 20 卷，其中第 17 卷談的是神奇的鏡（Of Strange Glasses），是我非常有興趣的主題。

1593 年，珀爾塔出版《論折射》，論及攝影暗箱。他對光的研究同時也成爲了對攝影術

最早的理論分析。 

珀爾塔影響了被尊稱為實驗科學之父的法蘭西斯培根（1561~1626），培根和伽利

略（1564~1642）時代很接近。陶老師提到吉爾伯特的實驗方法來源自《自然魔法》；

培根《木林集》受珀爾塔影響；崔西王子（Cesi，1585~1630）於 1603 年和三位朋友一

起創立的山貓學會，靈感來自珀爾塔植物學一幅畫裡的山貓。山貓學會（Accademia dei 

Lincei / Academy of the Lynxes / Lyncean Academy）的創辦人是崔西王子（Federico 

Angelo Cesi，1585-1630）。這是一個科學學術團體，以山貓的銳利眼光來命名，參加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0 期（2015 年 12 月） 

 

129 

 

的會員都是當時學術地位很高的人士，伽利略也是會員之一。伽利略日後出版的幾本

書，都是山貓學會出資出版的。1610 年，珀爾塔加入山貓學會。 

 

圖三、珀爾塔、山貓及《自然魔法》。 

 （4） 其他 

魏雪剛介紹亞里斯多德的虛空與運動。亞里斯多德說虛空中不能運動、自然運動、

被動運動等。經中世紀學者衝力概念的引入，虛空運動成為可能。經由此介紹，我對亞

里斯多德的虛空及運動理論有較清晰的理解。 

白欣老師介紹日本科學史家広重徹（1928~1975）。他得年 47 歲，論文一百多篇。 

劉曉老師介紹 1950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英國物理學家鮑威爾（Cecil Frank Powell, 

1903~1969）來華及訪日的一些事情。 

張陽陽介紹明清士人對地圓說的接受及改造，有人以「脬丸之喻」來比喻。會後和

他討論，我告訴他一些與學童對地球迷思概念的研究，他覺得非常有趣。最近，閱讀祝

平一教授所撰寫的一本小書《說地──中國人認識大地形狀的故事》，敘說地圓說在明

末到清中葉時期的文化背景下，其知識傳播、文化震撼與被接受的困難歷程。 

聶馥玲老師講的是熱質說，這概念在科學史上一直是熱門的議題，但我所知都是從

西方的觀點，這次聽到聶老師介紹晚清時代的相關概念傳播情形，收穫頗多。 

我個人這次發表的是《遠鏡說》的光路圖與克卜勒的光學研究，透過比對《遠鏡說》

光路圖與克卜勒的手繪圖，探討當時中西方幾何光學概念之殊異。 

 

 

與會心得 

我一直對科學史有相當的興趣，在我的博士論文裡，有一小部分是從學生科學概念

的研究觀點來探科學史上的概念發展。從物理教學的觀點來看，我認為瞭解科學史，建

立時空與人物背景，讓物理學習不再生硬。我真正開始撰寫科學史的文章，是在參加中

華科技史學會之後，慢慢累積相關的背景知識及掌握到治史的脈絡，但到目前為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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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獵過的典籍仍僅是滄海一粟。這次參會，認識許多在物理學史耕耘許久的先進、增廣

了許多見聞，更讓先前的參會、旅遊尋訪及閱讀累積，在此時相互激盪。 

 

（1） 古往今來 時空巧遇 

此次參會，遇到許多久仰其名的學者，特別是此次會議召集人聶馥玲老師及在物理

史領域著作甚豐的前輩戴念祖老師。這次會議，只有我一人來自台灣，與會學者都對台

灣的研究情形很關心，也都認識不少台灣研究科學史的前輩，有幾位來過台灣。他們一

一請我代為問候，尤其是幾位我相當熟悉的台灣學者，包括劉廣定、劉昭民、張之傑、

徐光台、劉源俊、劉有台等等。 

近兩年來，除了本會（中華科技史學會）每月的例會之外，我也參加了較多科學史

的講座與研討會，感覺物理史逐漸受到重視，包括 （1）東吳大學劉源俊老師從 2013

年九月起，每年辦一場物理史研習會，至今已經是第三屆。（2）台大科教中心每月一

次的科學史沙龍。（3）我個人參加過的幾場國際性的科學史會議。 

在這些演講及閱讀相關資料的過程中，與這些古聖先賢慢慢建立起友誼。加上這幾

年來藉由出國參加研討會，順道規劃「穿越時空之旅」，探訪伽利略、克卜勒、哥白尼、

牛頓、法拉第等等大師的故鄉，在古往今來中，常能時空巧遇。 

 

（2） 鑑古知今 承先啟後 

大陸有許多這方面的相關系所，例如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院、中國科學

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清華大學科技史暨古文

獻研究所等等，長年下來，培育了許多人才。這次與會有一些是碩士生和博士生，看到

這麼多年輕的臉孔，後生可畏啊。令我感慨的，還是台灣這邊做科學史，尤其是物理史

的學者太少，而且急缺年輕新血。 

大陸在科學史方面的研究，投入得比我們多很多，人力資源都是我們遠遠不能比

的。希望國內科學史的研究，能獲得更多的支持、鼓勵與重視。更期望物理史的研究能

有更多人投入，尤其是年輕一輩。 

下一屆會議（兩年後，2017 年）將在山西大學舉行，大家已經在草擬會議的議題了，

包括物理學史與物理教育、牛頓《原理》330 週年紀念等，值得期待。 

 

 

 

 

 

 

 

 

 

收件日期：2015年 11 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