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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62 期 

 

二○一五年一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5/01/03/   /14：05~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24 位 

會員：陳大川、劉有台、黃莉晴、孫郁興、游重光、郎煒、張之傑、歐陽家教、楊龢之、

邱韻如、巫洪霏、張廷、賴進義、徐統、鄭翠琴、詹慧美、于易塵、劉宗平（18

位） 

聽友：張亞欣、陳建忠、潘志鴻、黃清涔 李筱舲、林大維（6 位） 

 

講員：劉有台（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工業研究院量測中心副研究員） 

講題：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四十年研發紀實 

1973 年，台灣政府遭受外交、經濟上嚴峻的挑戰政。政府當局認為，唯有擺脫勞力

密集，轉向技術密集的工業，才能讓台灣的經濟徹底地轉型。於是，將分散在各處的聯

合工業研究所、聯合礦業研究所與金屬工業研究所合併，成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簡稱「工研院」。工研院以進步的工業技術為基礎，推動台灣工業逐步轉型，引領

著台灣的經濟起飛。工研院自成立以來，便與台灣產業的發展密不可分，不但是台灣最

大的產業技術研發機構，更是諸多台灣產業的開創先鋒。 

 

劉有台先生演講至 03:40，隨即進入討論階段。到 04:00，結束討論。 

 

邱韻如：由工研院一手撫育長大的台積電，一年的研發經費有 4 百多億，而工研院只有

180 億。請問台積電是否有回饋一些研發經費給工研院？ 

劉有台：依據工業技術研究院 2013 年報顯示，全年經費為 183 億元。請參考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publications/book_abstract.aspx?&SiteID=1&MmmID=2

000&CatID=620610315045416457  

同時間，台積電及鴻海公司分別投入之研發費用為 481 及 466 億元（經濟日報

103.5.27 A3 版），以上都顯示民間企業之研發費用已經高過工研院許多。目前台積電已

經是一家股票公開上市公司，在全球半導體高度競爭下，研發經費會依市場機制來選

擇。1998 年台積電成立了財團法人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以「人才培育」、「藝文推廣」、「社

區營造」及「企業志工」為四大工作方向，奉獻社會，並擔負企業社會責任

（http://www.tsmc-foundation.org/index.aspx）。 

至於「台積電是否有回饋一些研發經費給工研院？」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現在

的台積電是一間公開上市的公司（屬於股東制）。任何經費的支出，均需符合公司法的

規定。目前，購買台積電股票的民眾，大部份都賺了錢；這也許可算是一種回饋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0 期（2015 年 12 月） 

 

140 

 

 

邱韻如：請問台積電的研發和工研院所做的研發有什麼不同？  

劉有台：工研院是一個綜合性研究單位，研發內容包括化工、機械、光電、通訊、能源

及生醫等領域。重點是，協助國內產業技術之升級，以及未來前瞻技術研究等。

台積電的主要在進行 IC 半導體製程相關技術之研發工作，重點在晶圓產品。 

劉宗平：早期，台灣在製作生日卡的「音樂 IC」方面，頗有心得，曾讓台灣揚眉吐氣、

大發利市。後來，香港接著跟進，也同樣地大發利市。 

 

張  廷：剛才提到，在鴻海、台積電大量做 IC 半導體製程的情況下，未來工研院的定

位會遇到某種程度的壓力。稍早，您也提到荷蘭有類似工研院的機構。個人認

為：荷蘭的大公司也在做許多的研發工作，顯然是需要類似工研院的研究機構

存在。荷蘭的例子，應可供工研院參考吧？ 

劉有台：目前，各國政府均有類似工研院的研究機構或組織。例如： 

日本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AIST)- http://www.aist.go.jp/index_en.html -應用科技 

韓國科學技術研究院 (KIST)- http://eng.kist.re.kr/kist_eng/main/ -應用科技 

德國 Fraunhofer Institute - http://www.fraunhofer.de/en.html -應用科技 

荷蘭 TNO - https://www.tno.nl/en/ -基礎與應用 

法國 CNRS- http://www.cnrs.fr/index.php -科技人文全方位 

南非 CSIR - http://www.csir.co.za/ -基礎與應用 

澳洲 CSIRO - http://www.csiro.au/ -基礎與應用 

各個國家的研發制度、產業形態及面臨的問題，都不一樣。以上的研究機構，

都值得我們去參考，也可為台灣在全球科技快速發展時代中找出自己方向。如何在政府

與企業間的合作關係中取得平衡，考驗政府科技政策決策者的智慧。中國大陸的中國科

學院，負責政府指派的科研任務。在科學研究方面，有相當不錯的成果。然而，在商業

技術轉移方面，其模式尚在建立中。 

 

賴進義：工研院怎不納入中研院，做整體統籌研究？  

劉有台：這個問題很難去回答，因為涉及到國家制度。中研院偏向學術研究，定位於總

統府。工研院負責工業技術之研究、轉移，隸屬經濟部。兩者的定位及目標都

不相同，僅可合作，但不宜合併。韓國的 KIST 就是一例，合併後又分開。 

劉宗平：除了工研院、中央研究院之外，還有一個隸屬於國防部的中山科學研究院。誠

如有台兄所言，因所隸屬之單位各不相同，故各自的任務導向和工作性質也就

有所差異。 

 

徐  統：當時，張忠謀是如何被邀請回台灣? 

劉有台：1985 年，方賢齊院長申請退休。當時，行政院俞院長交代一個任務，延聘一位

國外大公司副總裁級以上的專家，來擔任工研院院長。此時，傅京教授將消息

告知剛從通用器材公司總裁離職的張忠謀先生。隨後，經聯繫、安排張忠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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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至工研院了解業務。，張忠謀經過考慮後，於 7 月 24 日同意接受邀請擔任

工研院院長。（工業技術研究院 25 週年紀念特刊） 

 

張之傑：我在世新指導的讀書會，曾讀過《矽說台灣──台灣半導體產業傳奇》（天下文

化，2006）。此書由張如心女士訪談 IC 產業前輩寫成，縷述台灣半導體產業從

無到有的經過。我因熟讀此書，有幾點心得：（1）方賢齊、潘文淵都出身交大，

潘文淵所召集的「美洲技術顧問團 TAC」可能也不乏交大校友。老交大引進 IC

產業，由在台復校的新竹交大師生（胡定華、施敏等）接手，台灣的 IC 產業

可說和交大息息相關。（2）友台兄提到，誰是台灣 IC 產業之父有好幾種說法。

曾任工研院董事長的孫震為《矽說台灣──台灣半導體產業傳奇》寫的推薦序

上說：「雖然整個計劃的創意和構想來自潘文淵先生，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孫

運璿部長是這場寧靜革命的主帥。」 

劉有台：謝謝張之傑老師的補充，我再補充一些資料：潘文淵先生，江蘇蘇州人，上海

交大畢業。方賢齊先生，福建福州人，上海交大畢業。溫鼎勳先生，江蘇無锡

人，上海交大畢業。 

2011 年，美國電腦歷史博物館的台灣口述歷史計畫，訪問的是台灣的半導體與電腦

先驅人物，口述內容可至網站全文下載 （胡定華、曹興誠等）。 

http://www.computerhistory.org/collections/catalog/102746191 

關於是誰最先提出台灣「晶圓代工」的關念，根據曹興誠先生的口述歷史（頁 10~13），

他是最先提出此想法之人。1987 年，台積電成立的晶圓代工模式，就是完全按照曹先生

當初的構想。可參考下列資料 

Computer History Museum, Taiwanese IT Pioneers: Robert H. C. Tsao, 2011. 

 

演講通告：2015 年 3 月份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5/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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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傑（中華科技史學會發起人） 

講題：六十七《臺海采風圖考》之引進及其後續工作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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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63 期 

 

二○一五年三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5/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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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大川、李學勇、郎煒、陳德勤、于易塵、歐陽家教、邱韻如、張廷、張之傑、

巫洪霏、楊龢之、徐統、孫郁興、魯經邦、賴進義、洪璦、黃莉晴、劉有台、游

重光、劉宗平（20 位） 

聽友：劉仕婷、李淑華、何邦立（3 位） 

 

講員：張之傑（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講題：六十七兩采風圖之關聯試探 

六十七，滿州鑲紅旗人。乾隆九年至十二年，任巡臺御史三年。在臺期間倩工繪製

《臺海采風圖》、《番社采風圖》，另著《臺海采風圖考》、《番社采風圖考》。 

《番社采風圖》及《臺海采風圖》臺灣皆有藏本，但皆非完本。《番社采風圖考》

載「臺灣文獻叢刊」，至於《臺海采風圖考》，從日據至今沒有一位島內學者看過！2011

年秋，講者自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取得一份抄本掃描件，經繕打、註釋、校勘，列

為「中華科技史學會叢刊」第一種，此書始引進臺灣。 

講者的演講內容包括：（1）臺灣藏本《番社采風圖》及《臺海采風圖》演示；（2）

《臺海采風圖考》引進的經過；（3）引進的意義；（4）引進後衍生出的兩篇論文 ——

〈六十七兩采風圖之關聯試探〉、〈六十七臺海采風圖探微〉，後者已刊本會學刊第 19

期。講者提供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臺海采風圖考》抄本掃描件 JPG 電子檔，供會

員拷貝。 

 

張之傑先生演講至 02:45，隨即進入討論階段。到 03:00，結束討論。 

 

邱韻如：請問張老師，「景印本」是什麼意思？ 

張之傑：「景印」就是「影印」。 

 

歐陽家教：本次演講，張老師極其費心地蒐集到清初官員到臺灣任職期間的資料。該資

料對原住民的社會、生活方式等狀況，均繪製了寫實的畫冊。由於這種資料極

為稀少，使其顯得更為難能可貴。但因畫面觀察的幅度有限，使得其涉及的範

圍受限。這與當年占據臺灣的荷蘭官員在臺灣及荷蘭兩地所留下的歷史文獻資

料相比，似乎仍嫌少了一些。 

張之傑：你說的事實，確是如此。然而，荷蘭人退出台灣後，就只能依靠漢文文獻。這

些畫冊是乾隆時期留下來的，這時已無荷蘭文文獻可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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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韻如：他(六十七)的名字，為什麼那麼奇怪？ 

張之傑：六十七是他的名字，滿州人習俗，常以出生時祖父的年齡為名，也就是說，他

出生時，他的爺爺六十七歲。他號「居魯」，當與孔子六十七歲（虛歲六十八歲）返回

魯國居住有關。 

 

歐陽家教：吳鳳是通事，那麼給事中是什麼樣的官位？ 

楊龢之：自康熙六十一年朱一貴之亂後，清廷設巡臺御史滿、漢各一員，最初並未規定

任期，惟依以往的各省巡按御史例，似應為一年一任。但康熙旋崩，朝事如麻

無人過問替代事，又過了一年才調換，於是遂以兩年為定例。至乾隆時，因變

更言官體制，將六科給事中劃歸都察院管轄，給事中與御史的職權遂日益混

淆。於是原本巡臺為御史專職，但偶亦用給事中替代。六十七即是其一。 

張之傑：吳鳳應該是真有其人，通事的工作是擔任漢人與原住民間的翻譯。謝謝龢之兄

對御史的補充，他對明史頗有研究。有關御史的沿革，應可寫一篇長文。 

 

陳大川：再看一下剛才顯示的那些畫頁，尤其是有圍籬的那幅畫頁。那些圍籬是竹子嗎？

那些畫頁內容的地點，好像都是在南部？ 

張之傑：畫頁上的圍籬，看起來是竹子。應該在南部，清初時漢人的活動範圍仍以南部

為主 

 

本期報導 

一、兩年一任的第三屆理、監事及理事長之任期，已屆滿。按往例，本次例會演講完畢

後，召開會員大會，選舉第四屆理、監事及新任理事長。 

二、本次會員大會，應出席會員42人。實際出席20人，總計參與投票者共23人次，超過

會員半數的法定人數規定。高齡96歲的陳大川老師和92歲的李學勇老師均出席，並

參與理、監事選舉的投票活動。 

三、理事當選人計 9 人：于易塵（13 票）、巫紅霏（18 票）、邱韻如（23 票）、孫郁

興（22 票）、張之傑（22 票）、張廷（18 票）、楊龢之（18 票）、賴進益（10

票）、劉宗平（22 票）等 9 人。 

候補理事：劉昭民（9 票）、劉有台（9 票）、徐統（7 票）。 

監事當選人計 3 人：陳德勤（22 票）、郎煒（17 票）、游重光（17 票）。候補監

事：黃莉晴（5 票） 

四、第四屆理事、監事產生後，隨即召開第四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劉宗平為主席。

新任第四屆理事為于易塵、巫紅霏、邱韻如、孫郁興、張之傑、張廷、楊龢之、賴

進益、劉宗平等9人，新任第四屆監事為陳德勤、游重光、郎煒等3人。常務理事當

選人：邱韻如（9票）、孫郁興（9票）、劉宗平（9票），常務監事當選人：陳德

勤（3票）。在三位常務理事中，推選服務於長庚大學通識中心的邱韻如教授擔任

第四屆理事長。 

五、演講通告：2015 年 4 月份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5/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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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勤（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野柳海洋世界獸醫師） 

講題：《中西聞見錄》中海洋哺乳動物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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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64 期 

 

二○一五年四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5/04/11/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22 位 

會員：李學勇、郎煒、陳德勤、于易塵、邱韻如、張之傑、楊龢之、徐統、劉有台、游

重光、劉宗平、鄭翠琴、劉昭民（13 位） 

聽友：林大維、李筱舲、黃靖恩、何邦立、陳露生、邱美華、張玉燕、陳鳳儀、吳宜臻

（9 位） 

 

講員：陳德勤（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野柳海洋世界獸醫師） 

講題：《中西聞見錄》中海洋哺乳動物的報導 

1872 年，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創辦《中西聞見錄》雜誌，共發行 36 期。該書主要在

宣揚基督教的道德觀念，雜錄各國新聞。書中還刊載附有插圖的西方科技知識，使讀者

可以迅速理解西方科技的進步。 

《中西聞見錄》報導了關於海洋中的哺乳動物。例如，日新居士張德彝在〈瑞典鯨

魚〉文中提到，在瑞典首都看到了鯨魚展示。他描述鯨魚之大，可入魚腹參觀。在〈鯨

傷電纜〉文中提到，在印度外海，因海底電纜纏住了鯨魚，致使電報通訊中斷。關於各

國至北極探險的情形，該書也有多篇報導，還涉及了海豹、冰熊、海馬（即海象）等。

在〈捕鯨考略〉文中，介紹英美捕鯨事業沒落的由來。 

經由深入探索，發現了許多以往為人忽視，或文章語焉不詳之處。希望藉此演講還

原歷史真相，以了解西方世界如何利用海洋哺乳動物。 

 

陳德勤先生演講至 03:30，隨即進入討論階段。到 04:00，結束討論。 

 

劉宗平：請問《航海述奇》是《中西聞見錄》中的內容嗎？是否有電子檔？  

陳德勤：我是在找日新居士寫的瑞典鯨魚，一路追下去，發現非得看原書，才找到《航

海述奇》，才解開許多疑問該雜誌中西聞見錄全文 36 冊，我已將此資料放在學

會電腦中，供會員下載，或者可自行在『微盤』網頁上找到，至於航海述奇是

在中研院圖書館閱讀。 

 

劉宗平：請問剛才顯示的「早期投影機」之結構圖，是《中西聞見錄》中的內容嗎？ 

陳德勤：是的。德貞醫師(John Dudgeon)的攝影書裡也有。 

 

徐  統：《中西聞見錄》此書有無文字檔？ 

陳德勤：有丁韙良的濃縮版《中西聞見錄選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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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統：打字版有許多疏漏，還有，我認為您的投影片中的「第壹號」封面殘缺，物主

沒有修復，實為可惜。 

陳德勤：若想對《中西聞見錄》有整體了解及評價，可閱讀張劍的文章：《中西聞見錄》

述略 —兼評其對西方科技研究的影響 （復旦學報：社科版，1995 年 04 期）  

邱韻如：我在查詢一些古書時，有的也有打字版，但都是簡體字版，有許多字都對不上，

也有不少疏漏，還是要一一核對查詢原書的影像版。 

楊龢之：以《道藏》為例，有很多古字、自創字…裡面有很多與中國科技有關的資料…。

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有《臺灣文獻叢刊》，有文字檔和 pdf影像版。 

 

徐  統：胎生的魚是不是有肚臍眼？ 

陳德勤：鯊魚有否肚臍眼，我還要問鯊魚老師。 

張之傑：鯊魚有卵生、卵胎生、胎生等三種繁殖方式。胎生者，有胎盤，透過臍帶吸取

母體營養，所以具有類似肚臍的構造。 

 

劉有台：100年前的海底電纜是怎麼鋪設的？是否有圖檔資料可查詢?百年前海底電纜技

術與現今技術不同點在那裡? 

陳德勤：海底電纜鋪設，建議看維基「海底電纜」辭條 ，它有初步介紹，不只電纜，

還地形、海洋探測許多相關聯，都可加以研究。現今海底電纜技術與百年前技

術當然不同點，但具體我沒有深入探討。 

 

楊龢之：除了鯨魚之外，還有什麼海洋生物會破壞電纜？ 

陳德勤：主要是鯨魚，其他生物我沒有探討。 

 

楊龢之：鯨魚靠肺呼吸，擱淺的原因為何？ 

陳德勤：鯨魚擱淺處，大都有溺水現象，最重要是使其呼吸道暢通。 

 

張之傑：您下一篇要寫的文章是什麼內容？ 

陳德勤：清代外交官的見聞錄中有關海洋生物初探 

 

邱韻如：那時的海馬就是現在的海象嗎？ 

陳德勤：在那個時候是，現在海馬是指藥用的海馬，屬於魚類。海象的學名 Odobenus 

rosmarus，原意是 tooth – walking sea horse，所以傳教士譯為海馬。我這幾天在

查海馬中文來源，連日文資料都說是明朝南懷仁寫的《坤輿外記》有寫海馬…

其齒可做念珠。 

張之傑：傳教士在沒有固有漢名可供覆按，又不知本草中早有動物類藥物海馬，根據學

名譯為「海馬」可說順理成章。日本明治維新後，開始翻譯各個學科的名詞，

以動、植物來說，有固有漢名者，大多沿用漢名；沒有固有漢名時，則採音譯

或意譯。查日文版維基百科「海象」條，既列源自俄語的日文名セイウ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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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漢名（海象）。海象一詞顯然為日人所譯。現今兩岸使用的中文動物名，

主要依據杜亞泉主編《動物學大辭典》（商務，1922），此書主要採用日文資料

編輯而成。 

楊龢之：日本明治維新後，福澤諭吉（「東京學士院會」首任院長、慶應大學創辦人）

與森有禮等人組「明六社」（取明治六年之意），主張全盤西化，大量翻譯西方

學術著作，并律定各學門專有名詞的漢字翻譯，遂為日本學界所公認。其後中

國的譯名多因循之。其中固有不少頗為貼切，但也有部份是中國原有，而福吉

等人另創者，遂致造成概念混淆。大者如「經濟」，中國一向稱「食貨」；小者

如「大山貓」，中國原稱「猞猁」。以致造成如今不諳古籍學人的不少困擾。(註：

關於「猞猁」，可參見本會學刊第 9 期，楊龢之〈談「犼」〉和張之傑的〈哈剌

虎剌草上飛〉兩篇文章)。 

 

本期報導 

一、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正巧在今天(2015/4/11)舉辦「第一屆科學史典籍與文化研

讀工作坊」，幾位會員包括李學勇、劉昭民、張之傑、楊龢之、陳德勤等，中午過

後在又濕又冷的天氣下，從中研院會議趕來例會，精神可佩，令我們感動。 

二、本次例會，在會員見證下進行第三屆第四屆理事長印信、存摺及資料交接。 

三、從這次例會起，我們將每次演講分為上下兩個半場，上半場約於2:50~3:00之間暫停，

讓大家活動交誼5~10分鐘後，再進行下半場。 

四、原訂6月6日的例會演講，原排定的演講者因故延調到下一年度，改由李學勇老師主

講，講題：英國李約瑟著《中國科學技術史》讀後感，敬請期待。 

五、演講通告：2015 年 5 月份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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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進義（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中華鄭和學會理事長） 

講題：鄭和航海圖與海上絲綢之路關係~兼論中國「一帶一路」大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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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65 期 

 

二○一五年五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5/05/2/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42 位 

會員：李學勇、陳德勤、于易塵、邱韻如、張之傑、楊龢之、徐統、游重光、劉宗平、

劉昭民、歐陽家教、沈志昌、陳大川、賴進義、巫紅霏（14 位） 

聽友：章樂綺、張玉燕、王仲孚、倪簡白、徐勝一、張文玲、喻桂羚、林美、陳昇、祝

偉中、陳治民、游振明、邱清華、李欣靜、張亞欣、陳元弼、王玉華…等等（26

位） 

 

講員：賴進義（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華鄭和學會理事長） 

講題：《鄭和航海圖》與海上絲綢之路關係~兼論中國「一帶一路」大戰略 

十五世紀初，鄭和下西洋的歷程應該放在世界文明史中來解讀，例如，《鄭和航海

圖》就與海上絲綢之路脫離不了關係。 《鄭和航海圖》的內容包羅萬象，其本身也是

一部中華科學史的結晶。乍看不易理解，其實，非常實用。 

本演講擬從海圖之源流、製作、爭議與如何使用等各項課題，為大家做一系統性介

紹。並藉此讓大家理解這和海上絲綢之路有何關係。 

中國目前推出「一帶一路」政策，世界關注，其中的「一路」就是海上絲綢之路，

本演講將順便介紹這個政策的戰略構想，提醒大家注意。 

最近，有一幅與《鄭和航海圖》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明代東西洋航海圖》，本演講

將在會場展示兩者模本，讓大家探索其間的差異。 

 

今日聽眾多達 42 位，盛況空前，會場的座位全滿。中場休息時(3:00~3:10)，大家觀看

賴進義老師帶來的大幅地圖(古今對照鄭和航海圖)。精彩的演講至 03:40，隨即進入討論

階段。到 04:00，結束討論。 

 

喻桂羚：請問『一帶一路』是什麼？  

賴進義：一帶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一路是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是中國最近讓全世

界高度關注的一個大戰略，中國公布的講法叫「願景與行動」。 

歐陽家教：(1)剛才賴老師放映投影片中，有顯示中國預定在未來若干年內，將在亞歐

非等洲，與他國合建跨國，甚至跨洲之高速鐵路網，如能完成，可快速大量運

送貨物，不受國界影響，較海空運輸經濟方便許多。據瞭解中國有規劃一條洲

際鐵路－即可從哈爾濱到海參威，經白令海峽隧道（超過 100公里），從哈爾

濱到海參威，經白令海峽隧道到達美國阿拉斯加及加拿大，即使在北極寒冬天

候，仍可運送大量貨物，如能完成，有助北極圈寒帶地區之經濟發展。(2)中

國正在發起籌設亞投行（全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 AIIB），有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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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創始會員國，即將順利募資成立（1,000億美元），將來其資本總額或可達

美金 1,500億美元，因其開發重點集中在亞洲國家及地區，未來對亞洲地區之

影響力，將超過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絕不容輕視。(3)中國在 104 年 1

月以前，仍是美國公債最大債主國，直到最近 104年 2月才被日本以 7億美元

之些微金額超過（日本持有公債為 1兆 2,244億美元，中國為 1兆 2,237億美

元），取代中國成為最大債主國，但中國本其近十餘年來大國之高度經濟成長，

已由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市場，中國市場已成為各國競相角逐之目標，基於世

界經濟一體，共榮共利之現實，未來中美兩國間發生嚴重軍事衝突之可能性，

可說微乎其微。 

賴進義：謝謝補充。白令海峽隧道的鐵路，論者認為美國或會有疑慮，但利之所趨，沒

什麼不可能的事。未來中美兩國軍事衝突之可能性，剛去世新加坡的李光耀，

在《李光耀觀天下》一書中認為除了為「台灣問題」有可能外，其他事已不太

可能，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觀點。 

歐陽家教：尼加拉瓜運河，可否再說一下？ 

賴進義：這是中國一個叫王靖的商人，在香港成立一家叫「香港尼加拉瓜運河開發與投

資公司(HKND)」，取得該運河 100 年的營運與管理權利。 

張之傑：尼加拉瓜運河與克拉地峽運河什麼時候開工？ 

賴進義：據新聞報導尼加拉瓜運河去年底已開始動工，克拉地峽運河在今年三月中國兩

會結束後，宣佈一個籌建小組開始運作，何時開工就不知道了。 

劉昭民：20年前剛開放可以去探親時所看到的大陸，和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變化實在太

大了。現在美國沒有錢了，對於一帶一路，他們的策略是怎樣，如何保住美國

的優勢？說實在，我是看衰美國的。 

賴進義：美國對於一帶一路的策略，還不知道，肯定和我們一樣傷腦筋。據說英國決定

加入「亞投行」時告訴美國財長，被美國財長破口大罵了 30 分鐘。不過，昭

民兄看衰美國，我倒同意李光耀的觀點，21 世紀的主旋律是全球一盤棋、中美

大博弈，而美國還是佔上風。 

王仲孚：賴理事長精彩的講演，提供了我們許多珍貴地圖和宏觀的思維，受益良多。關

於海上的絲綢之路與陶瓷之路，宋元時代已極發達，但宋元政府從未派出海上

武裝力量保護這條經濟航線。明初鄭和七次遠航（1405-1433）表面看來並無

經濟動機，是否有瞭解海上絲綢之路擬加以保護（壟斷）之意？中國目前的「一

路一帶」大戰略，在感情上當然樂觀其成，恢復漢唐盛世。唐代的絲綢之路，

從天山南路到中亞，唐代沿途駐重兵保護。未來的海上的絲綢之路，中國如果

沒有足夠的海軍力量保護，是否會受到「大國」的干擾或破壞？ 

賴進義：過去拜讀過許多王教授的文章，心儀已久，這次報告，竟蒙親聆指教，真是榮

幸。以後有關鄭和研究，希望能繼續指點，讓我們學會後生晚輩，多蒙教益。

關於所提，鄭和七航，是否有瞭解海上絲綢之路擬加以保護（壟斷）之意？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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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第一次遠航，解決壟斷馬六甲海峽的陳祖義勢力，將其俘回中國處死一事

而觀，似有這個味道。但鄭和沒有留下駐軍，取代陳祖義勢力，又稱不上壟斷

保護之意。就跟鄭和船隊有沒有繞過好望角，進入大西洋一樣，能力足夠，但

缺企圖。有瞭解海上絲綢之路，這條東西交流航道，保護其暢通之目的，但應

該沒有壟斷企圖。鄭和遠航，政治目的高於經濟或軍事目的等等，唯遠航的完

成，自動帶來經濟或軍事等等的效果。由於花費太大，表面上不利於明廷財政，

只是朝廷不完全等於國家，明令禁止海上的私下貿易，終有明一朝蓬勃發展，

對民間經濟，自然有好處。「一帶一路」大戰略的特色是經濟手段取代了政治

和軍事手段，而現代國際經濟實際上和國際政治已揉合在一起，所以有一門學

問叫「國際政治經濟學」，用經濟手段也能達到政治和軍事目的。因此，「大國」

的干擾或破壞，自難避免，大陸現在雖然稱不上有足夠的海軍力量保護這個戰

略，但他們越來越有自信心，傳聞中的自造航母，數量也越來越多。尤其，「一

帶一路」不帶政治、軍事味道，表面不挑戰美國霸權，等進行到一定程度，肯

定產生弱化美國霸權效果。台灣在這個高明的大戰略影響之下，如何處遇，要

大傷腦筋。 

本期報導 

一、科學史研討會訊息：有興趣參加者，可以早一點準備與會文稿。 

 「第八屆海峽兩岸科普論壇」將在 2015 年 9 月 2~5 日在山東日照舉行，投稿

截止日為 2015 年 6 月 30 日。 

 「第四屆中國技術史論壇」預定 2015 年 10 月下旬在北京科技大學舉行，投稿

截止日為 2015 年 6 月 1 日。 

二、為增進會員情誼，經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通過，預計試辦戶外聯誼活動。 

 邀請張之傑老師帶我們認識中國建築之美(中正紀念堂及圓山護國寺)，自由自

費參加，歡迎呼朋攜伴。 

 訂於 2015 年 5 月 23 日(六)13:50 於中正紀念堂捷運站 5 號出口集合，請自備

悠遊卡、飲用水、注意防曬。預計傍晚前在圓山結束後自行搭捷運返家。 

 報名網址：http://goo.gl/forms/6L3zB4tzL1 (填寫姓名、email、電話、人數) 

 行前閱讀資料：(請點選下面兩個網址下載閱讀) 

資料01：https://goo.gl/XDSpDd   資料02：https://goo.gl/RcQkbG 

三、演講通告：2015 年 6 月份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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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台大植物系退休教授） 

講題：漫談英國李約瑟《中國的科學與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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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六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5/06/6/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33 位 

會員：李學勇、陳德勤、于易塵、邱韻如、張之傑、楊龢之、徐統、游重光、劉昭民、

孫郁興、歐陽家教、沈志昌、賴進義、郎煒、鄭翠琴、邱美華、洪璦、何邦立、

吳中玲（19 位） 

聽友：楊恩溥、王仲孚、林美、林清秀、王琬姿、趙旻韜、房秀岱、梁美玲、劉秋月、

陳治民、李筱舲、黃靖恩、黃景惠、黃山（14 位） 

 

講員：李學勇（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台大植物系退休教授） 

講題：漫談英國李約瑟《中國的科學與文明》 

李約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國現代生物化學家、漢學家和科學史

專家，其所編著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另譯名為《中

國科學技術史》)將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有系統的整理與論述，並比較中西科學的成就。

李約瑟在書中列出中國人的發明：火藥、造紙術、印刷術和指南針，此書對現代中西文

化交流影響深遠。 

李約瑟提出一個重大的疑問：「如果中國早就有那麼好的科學發展基礎，為什麼西

方現代科學沒有出現在中國？」，這個『李約瑟難題』，引起各界關注和討論。 

此次演講介紹李約瑟對中國科技史的認知、他編寫這套書的主旨、他選取的史料、

他的描述方式、以及結論。 

商務版《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中國農業史》上下兩大冊(1994)，就是李學勇教授譯

的，啟筆時已年逾七旬！李教授也因此而受推薦膺任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在譯完

中國農業史這本書後，李老師繼續翻譯這一系列書的最後一本：李約瑟親自撰寫的植物

學。可惜譯完之後，臺灣商務出版社和提供此套書出版資金的中華孔孟學會因故中斷出

版此書的工作，徒留文字稿及未出版成書的遺憾。此文字稿目前存放在台大總圖書館。 

 

很高興能聆聽高齡九十四歲的李學勇老師與大家分享李約瑟的行萬里路讀萬卷

書。這次我們特別規劃了一個小型的書展，並已在會前多次發訊息通知會員會友。演講

前已有不少會友提早到，翻閱會長從市圖借出來的一整套(12 本)李約瑟《中國之科學與

文明》(陳立夫主譯)，以及張之傑老師帶來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中國農業史》。中場

休息時(2:50~3:05)，互動熱絡。精彩的演講至 03:30，隨即進入欲罷不能的討論階段。

到 04:00，結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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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龢之：槭樹那一張投影片，裡面提到的朱橚的《救荒本草》(1406 年)寫到槭樹芽。朱

橚應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不是明成祖)，封為周王。明成祖是他哥哥。這兩

位是同父同母的兄弟。 

（維基百科補充資料）朱橚是一個植物學家。由於朱橚的領地開封府是著名的

黃泛區，而利用野生的可供食用的植物可以救濟災民。永樂元年(1403 年)，朱

橚把四百餘種植物種於府內，並著畫工將植物繪圖成書，名《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共記有植物 414 種，並詳細描述了各種植物的形態、產地、生

境、可食用部位和食用方法。 

王仲孚：今天聽了李教授的講演收穫很多，尤其李教授以 94 高齡仍熱心學術，令人敬

佩，現在提出幾點心得，請指正： 

        (1) 20 世紀初年新文化運動期間，認為中國沒有科學，一時成為風氣。李約瑟

《中國科學文明史》一系列推出之後，似乎又喚起了國人的信心。一般習稱中

國有三大發明或四大發明，李約瑟似乎也如此說。中國三大發明是北宋（約 10

世紀）之後的事，10 世紀以前，中國必有許多偉大發明，我們不妨提出「中國

十大發明」的口號，四大發明加上瓷器、蠶絲、飲茶、針灸等等…. 

        (2) 中國古代即重視科技發明，遠古傳說人物都因為有所發明而被稱為「聖

人」，如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中國古代也具有先進的科技發明，考古家

指出，中國新石器發現的箭鏃具有「倒刺」，西方則沒有。商代的馬車，係由

一百四十多件專業技術組合而成，是當時世界上最進步的馬車。 

     (3)近代中國的科技落後，約在明清之際以後。近代史大師郭廷以先生認為係

雍正禁教導致中西關係斷絕所致，中國的「近代化」(Modernization)的落後，

有人認為係由於儒家文化的妨礙，此說已不能成立。這些大問題還有待研究。 

張之傑：王老師建議評選中國「十大發明」，我說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已評選 100

項重大科技發明。（回家上網，發現記憶有誤，是 85 項，而非 100 項。這 85

項「中國古代重要科技發明創造」，包括科學發現 29 項、技術發明 43 項、工

程成就 13 項。詳目可上網查取，85 項之名稱可參考

https://chaoglobal.wordpress.com/2015/02/05/invention-6/） 

趙旻韜：(1)民族性不同：西方個人功利主義盛行，較為重視的是物質文明，因是小家

庭制度形成養成西方人獨立性較為堅強，遇困難難解之事，大部為自行研究解

決。東方人大家庭制度盛行，較重視的是精神文明，遇困難難解事大部均依家

族之人際解決。 

(2)李約瑟博士提出的重大疑問：「如果中國早就那麼好的科學發展基礎，為

什麼西方現代科學沒有出現在中國。那是因為李博士並沒有洞悉中國大家庭

制度生解決生活、知識、科學、哲學上產生問題解決的方法。西方科學有西

方科學的長處，東方科學也有東方科學的長處，各有所長。所謂西風東漸、

東風西漸；東西互動產生了整體性的融合，可以從文字書寫方式看出來，中

國書寫以象形文字，由上而下，由右至左排列書寫，是由於方便、美觀可以

達成精神上藝術美的慾求。西方書寫以符號書寫由左而右，由上而下，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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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體會其中之藝術美。而最近台灣政府文書也改為由左至右之書寫排列方

式，中國大陸亦早就改變的書寫排列方式。在此狀況下由文字、文件書寫排

列方式的改變，可以看出，東西文化因互動交流產生全球整體化的捷勢。故

而李博士提出的問題只是並沒有洞悉這種自然發生的因果。 

劉昭民：中國歷代有很多偉大的發明和創造，例如候風地動儀、木牛流馬等，可惜都失

傳了，這些都是中國科學史上的大問題。今天大家的討論很熱烈，這些議題都

值得我們繼續研究。 

賴進義：所謂李約瑟之謎一般是指「近代科學為什麼在西歐而不是在中國產生？」，但

其實李約瑟是問「工業革命為什麼發生在西歐而不是產生於曾經在科技方面領

先世界的中國？」。昭民兄所婉惜中國許多失傳的發明，如候風地動儀及木牛

流馬，或許仍有機會看到，例如武則天與李治的乾陵，據說藏了 500多噸陪葬

品，說不定裏面就有答案。 

孫郁興：(1)有些說法認為儒家對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無貢獻，此一說法有待商榷。舉

例來說，唐朝教導國子的十部算經中的《五經算數》就是擷取儒家五經中的算

數題集成而來，怎可謂儒家對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無貢獻? 

(2)火藥是我國的重大發明，此一發明是縁於道家對長生不老藥的練製過程所

致，在練製過程不經意中組合出黑火藥的三大成分，然其為練製長生不老藥

不可讓其爆炸，日後之作為皆聚焦於如何 "伏火"。待我國火藥的技術傳至歐

洲之後，歐洲的研究學者則聚點於如何發大火與發巨爆，故此日後的發展火

藥的精華粹取技術優領於我國的發展。 

(3)歷代各項科技的發展中斷在明清時期，主其因，應為明清皇家閉關鎖國及

運用八股科舉取士，以燈引國內眾多文人智士，導致泛科技的技術發展停滯

不前，而落後於西方的精進。 

本期報導 

一、這次我們特別規劃李約瑟《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的小型書展，並已在會前多次發訊

息通知會員會友，演講前已有不少會友提早到達，有較充裕的時間交流及翻閱書籍。 

二、歡迎專長航空醫學的何邦立醫師入會。何醫師獲美國航太醫學專家資格，並具飛行

駕駛執照，為我國極少數會飛的航空醫官，1978年榮獲十大青年獎章。何醫師寫的

《筧橋精神：空軍抗日戰爭初期血淚史》一書將於2015/6/30正式發行，紀念抗日戰

爭勝利70週年，目前已可在網路上查詢簡介及目錄 

(http://showwe.tw/books/books.aspx?b=3484)。 

三、歡迎多年前的會員楊恩溥來參加例會，以及幾位首次參加的會友。 

四、為增進會員情誼，經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通過，試辦戶外聯誼活動。由張之傑

老師帶大家認識中國建築之美(中正紀念堂及圓山護國寺)，自由自費參加，行前提

供資料閱讀，當天還發講義。戶外知性之旅2015年5月23日(六)已圓滿結束，雖然當

天下雨，但大家興致及熱情極高，參加人數14位(張之傑及夫人、邱韻如、劉宗平、

楊龢之、何邦立、洪璦、賴進義及夫人、朱文艾、巫紅霏、徐統、吳嘉玲等)。活

動照片請見例會存影。 

五、「第八屆海峽兩岸科普論壇」將在2015年9月2~5日在山東日照舉行，目前有11位會

員打算前往，大家正積極準備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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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二屆世界華人科普獎：恭喜本會張之傑老師《科學風情畫》獲得『第二屆世界華

人科普獎』圖書獎銀獎，以及本會學刊主編巫紅霏主編的《小達文西月刊》得期刊

優秀獎。 

七、台北市立圖書館，借書服務到家 

 這次能夠把李約瑟的書整套借出來讓大家瀏覽，要感謝台北市圖的便民服務，

還要特別感謝總圖推廣組高惟潔小姐告訴我們有這麼方便的方式。 

 使用市圖的借書證 (『家庭卡』一次可以借比較多本、借期也比較久。用個人

卡也可以預約)，先在市圖網站上預約(一次只能預約 5 本，因此分三次才借齊

一整套 12本)，市圖會將書籍彙整運送到您住家附近的市圖分館，以簡訊或 email

通知您領書。還書可在任一市圖分館還書。 

八、李學勇老師《中國植物學史》出版計畫： 

 緣起：中國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是英人李約瑟

博士（Joseph Needham）所著。作者係生物化學專家，任教劍橋大學，曾約集

各國學者協助，參閱數千種中文、日文，及其他西文典籍，以三十餘年時間

從事撰述。原書計畫分七卷五十章，其第一卷出版於西元1954年，中譯本是

民國60年由陳立夫主譯，聘請國內專家擔任，其經費亦由陳立夫籌募(中華孔

孟學會出資)，並組織編譯委員會，推孫哲生主持，隸屬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推行委員會，其印刷發行則由臺灣商務印書館負責。當時因整套書尚未全部

完成，第一批中譯本出版12冊。第二批包括五卷以下為軍事工藝、紡織工藝、

造紙與印刷、鍊丹術、化學工藝、窯業、採礦及冶金、鹽業；植物學、動物

學、生物化學、農業畜牧及漁業、農藝、醫藥學；以及結論。 

李學勇老師所譯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中國農業史》上下兩大冊(1994年出

版)，係此系列的第16及17冊，啟筆時已年逾七旬！在譯完中國農業史這本書

後，李老師繼續翻譯這一系列書的最後一本《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中國植物

學史》，這本是李約瑟親自撰寫的。可惜譯完之後，臺灣商務出版社和提供此

套書出版資金的中華孔孟學會因故中斷出版此書的工作，徒留文字稿及未出

版成書的遺憾。此文字稿目前存放在台大總圖書館(2008年贈予台大圖書館)。 

 計畫：中華科技史學會擬幫高齡九十四歲的李學勇老師完成出版《中國之科

學與文明‧中國植物學史》的心願，將進行(1)估計費用(2)聯絡中華孔孟學會

(3)聯絡台大總圖書館(4)籌募經費。以不營利的方式預定印製200本，贈送各圖

書館，會員會友及植物界同好則以認捐方式回補出版經費。 

九、演講通告：2015 年 7 月份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5/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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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正聲電台專門委員） 

講題：再談臺灣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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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7 期 

 
二○一五年七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5/07/04/14：00~16：15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出席：30位 

一般會員：劉宗平、張之傑、游重光、洪璦、郎煒、賴進義、歐陽家教、陳德勤、鄭翠

琴、張廷、孫郁興、巫紅霏、陳大川、李學勇、劉昭民、徐統、吳中玲等 17 位（依簽

名序） 

學生會員：李筱舲、林大維、黃靖恩等 3 位 （依簽名序） 

聽友：鄭曉華、劉中辰、江昱蓁、李俊英、黃清涔、陳麗鳳、汪仁雄、劉冠廷、孫唯晟

等 10 位（依簽名序，1 位未及簽名離去） 

 

講員：孫郁興（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健行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 

講題：中華陶瓷科技的發展 

孫教授帶領大家認識中華陶瓷工藝科技的發展歷程，內容包括：女媧補天傳說－女

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啟動中華陶瓷科技的發展；中華陶瓷文明起源－黃河流域（裴李

崗、磁山）；新石器時代陶器文化遺址－河姆渡、仰韶、半坡、廟底溝、紅山、半山、

馬家窯、馬廠塬、龍山等；三代到宋的陶瓷發展－夏、商、周、秦磚、漢瓦、漢俑「東

方的維納斯」、南北朝、隋、唐三彩、遼三彩等；論宋瓷－鈞(柴)、汝、官、哥、定、

耀州、龍泉、磁州、吉州、建、象、登封及湖田窯作品；談元、明、清瓷器及現代陶瓷

發展。 

 

孫教授準備充分，至 15：55 始勉強結束，隨即進入討論階段。 

 

游重光：遼的疆域未及景德鎮，怎會說遼三彩是景德鎮燒製的？ 

孫郁興：是指遼墓出土的三彩，和同時期景德鎮燒製的三彩相同，故稱遼三彩。景德鎮

瓷器作坊選用瓷土極嚴。景德鎮的瓷土早已用罄，從婺源等地取得軟、硬質瓷土，攪拌

後置水缸中沉降，將上浮部分取出，是為過缸。經過幾次過缸，取得質地極細的上料。 

 

鄭曉華：二十多年前流行紫砂壺，我曾買過一個紫砂鍋，有次忘了關火，連續燒了三小

時，竟然無損，後來搬家時不慎摔破了。（鄭女士帶來幾件瓷器，會後展示給大家看。）  

孫郁興：紫砂器皿由 1200℃左右的高溫燒製而成，所以您燒了三小時沒燒壞。 

 

張  廷：窯變是有意為之，還是偶然得之？ 

孫郁興：釉藥未純化，或釉藥分布不均，都可能造成窯變。 

洪  璦：根據我個人經驗，溫度不均，或放置位置不同，或質料不均，都可能造成窯變。

漂亮的窯變就值錢。 

 

徐  統：您放映的雞缸杯，我看過三個，一在故宮，一在倫敦，一在北京友人家。看來

不甚起眼之物，怎會拍到 10 億台幣？ 

孫郁興：物以稀為貴，我想和大陸近年來產生不少富豪有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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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璦：您放映的拍賣 21 億台幣的乾隆瓶，請再放一次給我看看。 

孫郁興：此瓶為英法聯軍時，某英軍掠自圓明園，其後人不知珍貴，棄置於花園，近年

聽說中國古瓷器價值不斐，交給拍賣行鑑定，遂成轟動一時的新聞。台北故宮有一尊類

似的乾隆瓶。 

 

陳大川：我有兩點補充。其一，孫老師放映的兩蛇交纏狀的伏羲、女媧圖像，我在印度

和埃及看過類似的圖像，兩蛇交纏狀的伏羲、女媧圖像，是否是外來的？其二，您放映

的遼三彩，有點像現代畫，是否出自景德鎮？仍需研究。請問，唐三彩有沒有紅色的？ 

孫郁興：唐三彩只有黃綠白三色，沒有紅色。 

 

討論至此，仍欲罷不能，但已 16：15，為了交還場地，只好忍痛結束。 

 

本期報導 

 

一、今日之講員原為楊龢之先生，講題為「再談台灣犬」，因楊先生健康違和，改由孫

郁興教授擔綱。 

二、6 月 26 日收到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1040032516 號函（6 月 18 日發文），頒給第四屆

理事長邱韻如教授當選證書。 

三、本會理事長倡議集資出版李學勇教授所譯《中國之科技與文明‧中國植物學史》，

6 月 29 日接獲中華文化總會 104 文字第 0089 號函（6 月 24 日發文），同意無償授權本

會出版。 

四、第八屆兩岸科普論壇改為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凡預購團體票者，請於本月 10 日

前繳交機票訂金，詳情請與科學月刊編輯文詠萱小姐聯絡（電話 2363-4910）。 

五、本會理事長邱韻如教授赴波蘭出席研討會，今日例會由張之傑代理主持。 

 

 

演講通告：2015 年 9 月份演講活動預告  

（本會二月、八月休會） 

時間：2015/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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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大川（造紙界耆宿，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講題：「世界唯一的中國墨寶」史話 

綱要： 

明末西方教士利瑪竇來華，見中國墨錠，不論造型變化、製作方法、使用數量，尤

其是墨錠上繪刻藝術的精緻，都使他們驚奇，為歐洲人所未見，讚為世界唯一。 

近百餘年來，製墨工藝日衰，尤其是臺灣，僅有新北市三重區一位墨工仍在製作，且為

故宮售墨之幕後供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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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68 期 

 

二○一五年九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5/09/19/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34 位 

會員：陳大川、李學勇、于易塵、邱韻如、張之傑、楊龢之、徐統、游重光、賴進義、

郎煒、鄭翠琴、邱美華、洪璦、巫紅霏、李筱舲、林大維（16 位） 

聽友：吳國強、黃清涔、何清益、詹玉鳳、陳波美、陳念生、陳淇美、楊承嗣、左克東、

梁台雄、陳麗鳳、張淑芬、古文傑、楊靜筠、游紹羲、游晶潔、倪簡白、陳春陽

（18 位） 

 

講員：陳大川（造紙界耆老、樹火紀念紙博物館顧問、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講題：『世界唯一的中國墨寶』史話 

明末西方教士利瑪竇來華，見中國墨錠，不論造型變化、製作方法、使用數量，尤

其是墨錠上繪刻藝術的精緻，都使他們驚奇，為歐洲人所未見，讚為世界唯一。近百餘

年來，製墨工藝日衰，尤其是臺灣，僅有新北市三重區一位墨工仍在製作，且為故宮售

墨之幕後供應者。 

本演講探討以下內容： 

．自甲骨文字用墨至今，三千年來的進化過程。 

．文房四寶的互補，如何演變為東方特有的書畫藝術。 

．明代盛極一時的製墨工藝。 

．猶比品茶藝術的東方鑒墨文化。 

．墨模藝術簡介―包括：書法、繪畫、詩文、雕刻、模樣、墨質、塑造、墨模拓印、

墨面裝飾、儲墨錦盒等。 

．並備小型展覽：(1) 各種墨譜圖書 (2)各種珍藏古墨：南唐 李廷珪 硯形墨、明 方

于魯 五彩墨、明 程君房 硯墨及各型套裝製墨法、清 老胡開文 套裝詩墨 等。 

 

高齡九十六歲的國寶級陳大川老師，帶來許多古墨與寶譜。從古到今，一一介紹各

朝代精美製作的墨錠的成分、製法與賞析。經大川老師老師講解，大家才知道這些造型

特殊的墨，已經不是文具，而是觀賞收藏的文玩，不會有人捨得拿去磨掉，寫字畫畫了。

中場休息時(2:50~3:05)，大家一邊賞墨，一邊向大川老師請教各種墨問題。精彩的演講

至 03:50，隨即進入欲罷不能的討論階段。到 04:10，結束討論。 

 

張之傑：您說魏晉之前沒有墨，可是東漢就有書法家了，他們是用什麼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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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大川：東漢時的墨還沒有做成丸狀或塊狀。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以石磨

汁，或云延安石液，即石墨或石油。到魏晉時期，始製墨丸，以漆煙、松煤夾

和為之。 

徐  統：陳老師的投影片中有 「延安石液」，叫我想起《夢溪筆談》的「石油」，兩

者有何異同？ 

陳大川：這裡所謂的石油，是指燈煙，燃燒桐油、菜油等燻出來的煙。 

徐統(補充)：《夢溪筆談》 的一條： 

        鄜、延境内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于水際，沙石與

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用采入缶中。頗似淳漆，然之如

麻，但煙甚濃，所沾幄幕皆黑。余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爲墨，黑光如

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爲之，其識文爲“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後必大

行于世，自余始爲之。蓋石油至多，生于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

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造煤人

蓋知石煙之利也。石炭煙亦大，墨人衣。余戲爲《延州詩》云：“二郎山

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北

宋，沈括，《夢溪筆談》）  

        這「延安石液」 跟 和《夢溪筆談》裡的「石油」有關連嗎？另外，看了陳老

師展示的「墨寶」(是不是應該叫「寶墨」，以免跟名家書畫混淆？)我才明白

這些造型特殊的墨，已經不是文具，而是文玩了。它們只供收藏，不會有人拿

去磨掉，寫字畫畫了。 

        這麼說，「墨」，或者說「墨材」豈不是成了一種供造型的塑料，而不再是顏

料？用現代的材料學術語來說，墨材是「複合材料」（composite material）。

就是用基質（matrix）包埋強質（reinforcement），以取得特殊的性能。最常見

的混凝土就是。水泥是基質，砂石是強質。混拌在一起，成為混凝土，是比砂

石和水泥單獨用更優越的材料。墨，不就是用膠為基質，用煙為強質的複合材

料嗎？結果能「堅如玉」，削薄能裁紙。這都是膠和煙不能獨自辦到的。 

        這個煙膠複合材料有沒有其他應用，值不值得更深入研究，我不敢說。單看它

成了歷代的文人珍藏，得以傳世，至少是文物市場上的一點貢獻，有其商業價

值。這又讓我想到鼻煙壺。它原來也是用品，現在很少人聞鼻煙了，然而鼻煙

壺還是大量生產，大量販賣，大量收藏。那麼，有沒有人用墨來做個鼻煙壺玩

玩呢？（就是說，鼻煙壺造型的墨。）有興趣的人不妨試試看，說不定會 “後

必大行于世” 呢。到時候可別忘了 “自余始爲之”。 

 

楊承嗣：西安有一種長方形扁扁的硯，您知道那是什麼做的嗎？ 

陳大川：(略)  

本期報導 

一、這次出席人數高達34位，大川老師帶來許多墨寶，擺了整整兩桌。請參見本會網站

的「例會存影」。可惜有幾位會員因當日參加中研院科學史的活動而無法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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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後依例進行餐敘，大家在公館峨嵋餐廳開心暢談。 

三、國家圖書館來函索取本會出版的《中國歷代氣候編年檔》紙本書（因為有申請ISBN，

應於圖書出版後依圖書館法第 15 條規定，送存國家圖書館一份）。已委請張之傑

老師印製裝訂成四冊）送交給國圖收藏。此書電子檔請見本會網站「叢刊」。 

四、下一年度例會演講(一年十場)已排定，請參見本會網站或見166期會訊。 

五、「第八屆海峽兩岸科普論壇」將在2015年8月29日~9月2日在山東日照舉行，本會有

11位會員前往參加，張之傑老師寫了〈日照五日記〉一文，已刊登在世界華人科普

通訊、或參見 本會Facebook社團 的檔案。 

六、暑假期間，會員英家銘及黃俊瑋老師參加在巴黎舉行的「ICHSEA：第14屆東亞科

學、技術與醫學會議」(2015/7/6~10)，這是兩年一度的會議，下一屆在巴西里約熱

內盧。理事長邱韻如老師參加「中國科技史學會物理學史專業委員會第18屆學術年

會」(2015/8/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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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史研究院承辦，下一屆預定由山西大學承辦。 

七、本會網站架設者暨網管鐘柏鈞先生，研發替代役 8月17日結束，已獲聘微軟公司，

可喜可賀。微軟用人嚴謹，獲聘不易，此好消息，特與大家分享。 

八、2015國家圖書館秋季經典導讀「格物窮理：中國古代經典中的科學與醫學」 系列講

座共六場(2015/8/15~10/17)，目前還有三場，下一場是9/25。網址：

http://104read.ncl.edu.tw/autumn_01.html  

九、李學勇老師《中國植物學史》手稿出版計畫與募資： 

 出版計畫及6月前的進度，請見166期會訊。 

 進度報告：(1)八冊手稿已影印完畢，共印了 1100 頁，並全部送打字，總字數

約 52 萬字 (2)目前開始進行一校的工作。 

十、演講通告：2015 年 10 月份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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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旭 (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講題：綠色生活科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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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69 期 

 

二○一五年十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5/10/03/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21 位 

會員：陳大川、李學勇、邱韻如、張之傑、游重光、郎煒、孫郁興、劉昭民、歐陽家教、

陳德勤、巫紅霏、張玉燕（12 位） 

聽友：林俊旭、黃清涔、左克東、陳英夆、呂榮進、林韋玟（6 位+3 位未簽名） 

 

講者：林俊旭 (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講題：綠色生活科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人類生活消費與工業生產規模的擴大與多樣化，數十年來，

環境氣候與資源議題，成為攸關人類生存與幸福的重大課題，不但深受各國重視，並

成為新一波國際政經科技角力的新焦點。(1)環境壓力日益緊繃：五十年來的環境議

題發展背景，國際資源環境角力的演變趨勢。(2)如何打造綠色生活：新科技新觀念

能如何帶動潔淨健康生活，並減省能源消耗。(3)綠色經濟成為壓力：國際綠色貿易

新規格的取向與台灣產業的因應轉型概況。(4)綠色推手與君攜手：簡介推動綠色貿

易專案辦公室促成的綠色競爭力等。 

 

林主任帶來許多符合綠色生活精神的產品，作為有獎徵答：有一顆籃球(環保油墨)、

歐萊德環保洗髮精一瓶(瓶身是咖啡渣做的、瓶底有一顆種子、瓶蓋是竹子做的)、一顆

玻璃蘋果(回收玻璃製的)、三副撲克牌、環保袋、三 D 列印鑰匙圈等等。精彩的演講至

03:40 隨即進入欲罷不能的討論階段。到 04:10，結束討論。 

林主任在演講中提及的綠色貿易宣傳影片「種子」(隋棠主演)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7ck_u7E-RM 

 

張之傑：您剛剛投影片中，台灣在許多排名都輸給大陸，感覺很奇怪。 

林俊旭：有的排名是除以人數的，因此會輸給大陸。 

邱韻如：剛剛您的投影片中，台灣的綠建築還滿多的。尤其您說台北 101 是綠建築，這

我是第一次聽說，我想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這件事吧？ 

林俊旭：台北 101 是綠建築，符合 LEED 的標準。LEED 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是美國綠

建築協會在 2000 年設立的一項綠建築評分認證系統，用以評估建築績效是否

能符合永續性。 

陳英夆：綠色經濟與經濟發展，是否有相違背？ 

林俊旭：這是當然的，有些綠色主張，往往花費更多的錢，像再生能源就是。 

陳英夆：台灣的太陽能電板生產以外銷為主，北部用的比南部少很多。是否應鼓勵北部

人多用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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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旭：像今(104)年 7 月 1 日總統令公布施行「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就是在鼓勵民眾。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讓台灣正式邁入減碳新時代。本法是我國第一部明

確授權政府因應氣候變遷的法律，明定我國西元 2050 年長期減量目標及以五

年為一期的階段管制目標，並搭配具經濟誘因的管理措施，逐步建立從免費核

配到有價配售的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未來將以減緩、調適及綠色成長 3 大主

軸，推動臺灣因應氣候變遷的具體作為。 

陳英夆：經濟研究院有無研究風力發電？我曾看到一個報導，說台灣有 17 個很優質的

風場，在世界上排名很前面，例如彰濱。 

林俊旭：您只的應該是「離岸風電」，可能被高估，而且發展離岸風電所費不貲。風場

好，但不見得穩定，是否適合拿來作風力發電，還需要評估。 

陳英夆：您提到台灣的糧食自主率是 30%。我記得日本是 50%。台灣糧食自主率這麼低，

未來若發生糧食戰爭，台灣可說是未戰先敗。要如何能提高台灣的糧食自主

率？ 

林俊旭：糧食自主率提高，當然是有戰略上的需求，但是現在國際貿易這麼發達，例如

糖，進口遠比自己生產便宜太多，因此越來越沒有人願意種植與生產。台灣的

農業只占 GDP 的 1%，休耕容易復耕難。因此發展附加價值高的產業、精緻農

業、高功率產業等，才能提高糧食自主率。 

歐陽家教：我個人覺得，再生能源、太陽能產業、風力發電等綠色經濟產業，在台灣，

因各種環境因素，其前景不如預期的樂觀，綠色經濟固然兼顧環保與經濟發展

的平衡，但如需大力推展到一定的規模，可能仍須具備相當的商業性。 

 

本期報導 

一、 感謝林主任帶來綠色經濟的相關概念與知識、提供許多綠色產品有獎徵答，還將演

講費捐贈給本會。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加入本會的Facebook社團。 

二、 屠呦呦得獎有感：中共建政後，大力提倡科學史研究，藉以激發民族自信心。文革

時期，基礎科學停頓，但可以做科學史。1967年5月23日，中共啟動一項代號「五

二三項目」的尋找抗瘧藥物的機密計劃，今年諾獎生醫獎得主之一的屠呦呦，就是

五二三項目的主持人。當時動員大批人力，從古醫書及民間藥方中找線索，一共搜

集了2000個候選處方。1971年，從200種草藥中找到380種萃取物，發現黃花蒿的萃

取物最為有效，1972年11月8日，終於找到純物質，命名為青蒿素。1973年，修改

青蒿素的部份結構，製造出雙氫青蒿素，抗瘧功效增加十倍。文革結束(1976)後，

「五二三項目」不再機密，屠呦呦團隊的工作始為人知。青蒿素的發現是特殊時期

的產物，這種動員大批人力，不計成本的「攻關」方式，已不可能複製。(張之傑 

2015/10/8) 

五、2015物理學史研習會報名：網址：https://goo.gl/bCCiCc 

七、演講通告：2015 年 11 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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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勝一 (台師大地理系教授） 

講題：族譜的對接與應用--「閩西十三天」徐氏譜的溯源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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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70 期 

 

二○一五年十一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5/11/03/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32 位 

會員：于易塵、郎煒、孫郁興、張之傑、游重光、陳大川、楊龢之、賴進義、鄭翠琴、

徐瑞生、徐統、巫紅霏、吳中玲、劉昭民（14 位） 

聽友：徐勝一、游素美、沈萬汀、蔡新次、鄒恩慈、薛銘顯、徐貞美、詹玉鳳、徐靜蘭、

邱炫煜、范文良、朱恩青、林金本、林美智、林惠美、徐文治、羅信雄、孔令凱

（18 位） 

 

講者：徐勝一 (台師大地理系教授） 

講題：族譜的對接與應用--「閩西十三天」徐氏譜的溯源與傳承 

臺海兩岸民間存有大量族譜，源遠流長的族譜記載着一個家族的繁衍與遷移過程。

透過姓氏堂號與宗祠對聯、開基地奌、世代長短、郎名類別、漢字排輩等的比對分析，

對探討族譜溯源與傳承，具有很大意義。江西石城的徐鶴齡世系，是許多閩粵台徐姓宗

親的先祖。鶴齡傳子七郎，遷居連城，七郎傳一、二、三郎。一郎傳天惠，二郎傳天付、

天葩、天與、天麟、天受、天驥、天祥、天佑、天慶、天錫、天明、天賞，共十三個堂

兄弟，族人稱之為「閩西十三天」。 

    元末明初十三天後裔逐漸從閩西遷移到粵東及其他地區，清初又從閩粵遷到台灣、

湖廣、四川等地。目前有超過半數的「閩西徐氏十三天」譜系，已隨時間漂流遺失了。

近年因電信交通快速發展，經由田野調查及網路通訊的方式，對族譜的蒐集、整理、與

研究，又顯得生機勃勃了。本演講就「閩西十三天」譜系的流失與增生、溯源與傳承問

題，提出個人見解。 

徐老師提供文稿初稿及 ppt 如下，請點連結下網址： 

文稿初稿  https://goo.gl/Nhndf2 

PPT 初稿  https://goo.gl/ST0Fip 

討論 

 

張之傑：中原有無郎名？ 

徐勝一：唐代有，其後漸漸少用。南方明末以後逐漸式微。 

 

張之傑：台灣的徐氏，是否以客家人較多。 

 徐勝一：是的，然而桃園及彰化有部分徐氏來自福建漳泉地區。 

 

孫郁興：閩西徐氏十三天系統表中，依元代以數字定郎名的慣例，第三代的丙郎是否為

四郎之誤植？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0 期（2015 年 12 月） 

 

162 

 

徐勝一：可能是抄謄寫的誤植，在元代以數字定郎名的慣例中，出現非數字的郎名是較

少見的，然而，我在「單冠式」的郎名中，亦曾看到以甲乙丙等天干為序的郎

名。 

 

楊龢之：我補充一下，元人規定漢人以數字命名，譬如：朱元璋的本名為朱重八，其父

朱世珍本名朱五四，其祖父本名朱初一。 

楊龢之：閩西是否有使用謚旌為郎名？ 

徐勝一：有，但較少見謚旌為郎名刻記於祖墳上。至於女性妣名，在閩西族譜也使用娘

名如賴七娘、楊八娘記之。 

楊龢之：客家謚號如何定？ 

徐勝一：超度法會時，道士使用謚號或法名，不用俗名。 

劉昭民：客家文化淵源流長，我是美濃客家人，贛南及井崗山亦有不少客家人，五胡亂

華後，客族向西南逃難播遷，在各地方的荒山惡地中開墾求生存，血淚交織，

聽了您的演講，很想大陸先祖的家鄉，想哭。 

徐勝一：我這次的考察心得，只是開端，希望後續有更多的人能投入，客家人歷經播遷

的苦難，在苦難中練就那股韌性與勤儉的美德。 

陸河縣是廣東省十個最貧困的縣份之一，雖然現在有高速公路及高速鐵路經

過縣境外的東海鎮（離陸河縣治河田鎮仍有 40 公里），內陸地區還是很貧苦。 

 

徐  統：依名字排輩分，歷經多代之後，有多大意義？ 

徐勝一：排行在同一地區的宗族中，容易辨別長幼及輩分，但在另一方面則限制了名字

的取用。以閩西徐氏十三天系統而論，有郎名的大排行方式，亦有以天字輩之

下的排行方式，當搬移至他鄉之處，則過幾代後就不同了。 

徐  統：摩門教會收集全世界的各族族譜(含中華民族的族譜)。摩門教認為地球上所有

的人類皆是亞當與夏娃的後代，一定可由族譜追溯至共同的先祖亞當與夏娃。

我認識一位楊百翰大學的楊教授，是族譜專家。我的朋友（姓劉，客家人）修

族譜時，曾利用楊教授編的目錄。我家的家譜缺兩頁。查了摩門教會的收藏，

影印補全了。有興趣研究族譜的，可以去摩門教會申請調閱微縮膠卷。 

 

張之傑：我藉機說明一下我們家的族譜。我家族譜始修於康熙年間，嘉慶年間續修，光

緒年間重修。我們家鄉慣例，家族中的讀書人家才能分到族譜。毛澤東統治期

間，讀書人家沒逃出的悉遭殺害，或發配邊疆，族譜焚燬無餘。大陸改革開放

後，家族中某貧下中農人家竟奇蹟似的藏出一部，現存諸城博物館，列為國家

三級文物。康熙初年，在先祖張衍、張侗領導下，諸城曾經成為山東遺民中心，

這是這部族譜受到重視的原因。1995 年，族人集資續修，我取得一部。續修本

為簡體字本，訛誤甚多，但保存下舊本的所有文獻。2000 年至 2012 年，我將

族譜中的傳記碑銘等文獻註釋、語譯，輯為《諸城放鶴張氏族譜文獻譯註稿》，

共 15 萬餘言，印 100 冊，贈送大陸及在台族人。贈送大陸及在台族人。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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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張崇甫先生取得電子檔，已刊其博客，或見本會 Facebook 社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d6a4ba01019qzj.html 

 

徐勝一：新竹新豐鄉東海堂的徐氏族譜，是陸豐原鄉徐氏宗親 1950 年代逃難攜帶出來

的，族長吩咐年輕人趕緊謄抄一份，因此才有今日完整的族譜。我在大陸考察

期間，聽說過去曬族譜都要選吉時良辰（挑好日子），不輕易讓族外人閱讀。

文革時富家大戶的族譜通常被毀的較多，反而貧下中農可能藏在不起眼處，而

獲得保留，文革後能重見天日。 

 

本期報導 

一、宗平老師〈釋天地玄黃〉一文刊登於2015年6月份《科學文化評論》。願與君分享：

https://goo.gl/LsXUui 

二、今年12月初，慶祝鄭和下西洋610週年研討會在香港、廣州兩地盛大舉行，內容圍

繞鄭和與一帶一路。科史會12月份演講的講者劉昭民先生將赴港、穗參與盛會，故與張

之傑老師對調。 

三、李學勇老師《中國植物學史》手稿出版計畫： 

 出版計畫及11月前的進度，請見本會169期會訊。 

 進度報告：(1)手稿第一冊及第六冊 (也就是本書的第一、二章及此兩章的註

釋)已完成一校並以 word 排出初稿，也就是註釋及圖片嵌入內文已完成，目前

此部分的編輯初稿有 155 頁，13 萬 5 千字。(2)手稿第三、四、五冊（第三～

五章）及七八冊(相關註釋)已發包進行一校。 

四、演講通告：2015 年 12 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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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傑 (本會發起人，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講題：吳稚暉的科普小說《上下古今談》淺探 

介紹：吳稚暉，無政府主義者、國民黨元老、哲學家、書法家、中研院第一屆院士。宣

統三年（1911）吳氏著章回體小說《上下古今談》，可能是我國最早的科普小說。講者

簡介其回目，探討其寫作背景，討論其弦外之音，另提出幾個問題供人求索。 

張之傑：吳稚暉的科普小說《上下古今談》淺探，《科學文化評論》（北京）第 5 卷第

5 期（2008）：60-70。閱讀下載網址：https：//goo.gl/OOL3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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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71 期 

 

二○一五年十二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5/12/05/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27 位 

會員：劉宗平、于易塵、郎煒、孫郁興、張之傑、游重光、邱韻如、楊龢之、徐統、巫

紅霏、吳中玲、李學勇、歐陽家教、李筱聆、洪璦（15 位） 

聽友：徐勝一、龔祖謀、白瑋婷、張仁杰、熊紹侃、鄒恩慈、蕭紹均、曾鳳英、李志武、

李曉真、鄭秀卿、陳春陽、邱豐逸（12 位） 

 

講者：張之傑 (本會發起人，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講題：吳稚暉的科普小說《上下古今談》淺探 

介紹：吳稚暉，無政府主義者、國民黨元老、哲學家、書法家、中研院第一屆院士。宣

統三年（1911）吳氏著章回體小說《上下古今談》，可能是我國最早的科普小說。講者

簡介其回目，探討其寫作背景，討論其弦外之音，另提出幾個問題供人求索。 

張之傑：吳稚暉的科普小說《上下古今談》淺探，《科學文化評論》（北京）第 5 卷第

5 期（2008）：60-70。閱讀下載網址：https：//goo.gl/OOL3Tm 

 

張之傑老師前半場介紹吳稚暉相關事蹟、無政府主義以及《上下古今談》的寫作背景。

後半場，分別請吳中玲、洪璦及邱豐逸朗讀《上下古今談》前三回的重點段落之後，介

紹此書的各回內容。精彩的演講至 03:40，隨即進入熱烈的討論到 04:10，結束討論。 

 

劉宗平：吳稚暉回國前待在英國，他在英國是有什麼任務？ 

張之傑：1903 年因蘇報案亡命英國，實行苦學生活，因年紀較長，且為舉人，很快就成

為留學生領袖。1905 年孫中山往訪，加入同盟會。在此之前，並沒有什麼特別

的政治任務。 

 

劉宗平：他寫的這種對話式的體裁，是不是學十七世紀國外書寫方式？ 

 張之傑：《上下古今談》是小說，有故事、人物、情節，不純然是對話，應該與語錄體

無關。吳稚暉赴英後自學英文，很快就能到學校聽課，到圖書館看書。吳稚暉

一輩的學者，其才智不是我們所能想像。例如梁啟超曾說，學習日文，「智者

旬日，魯者三月。」 

 

徐勝一：1918年公佈的注音符號，是由哪些元素創造出來？ 

張之傑：始自章太炎的「記音字母」。民國元年（1912）12 月，教育部成立「讀音統一

會」籌備處，由吳稚暉任主任，將記音字母加以完善，而成「注音字母」，1918

年正式公佈。1930 年改稱注音符號。根據 1913 年吳稚暉手書的注音字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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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0 個字母，分為聲母、介母、韻母等三類，其排列順序和現行的注音符號

基本一致。 

 

楊龢之：原來的注音符號比現在多 3 個符號，後來被刪去，大概什麼時候刪去？ 

張之傑：1932 年 5 月，教育部以新國音代替老國音，將 3 個拼方言用的符號刪除。 

 

李志武：1949 年之後，中共如何處理注音符號？ 

張之傑：注音符號使用到 1958 年，才改用漢語拼音。漢語拼音是從注音符號衍生來的，

兩者其實是一回事。注音符號有 37 個，羅馬字母只有 26 個，所以不能一對一。

譬如ㄓ，漢語拼音就用 zh 表示。 

 

歐陽家教：大陸的羅馬拼音似乎和我們的國語不大一樣。 

張之傑：中共建政後，將國語改稱普通話。中華民國是個南方政權，台灣的國語源自滬、

寧一帶的普通話。中共是個北方政權，他們的普通話，偏向北方官話。這是我

們的的國語和大陸的普通話在腔調和發音上有些差異的原因，和大陸使用漢語

拼音、我們使用注音符號無關。 

 

李志武：注音符號是不是到台灣才正式推行？ 

張之傑：不是的。戰前我們家族有自己辦的小學，先父說，當時就有注音符號教學。錦

繡出版的《中國美術週刊》，原本 100 冊，每冊介紹一位畫家。後來經社會要

求，追加 50 冊，以當代台灣畫家為主，其中有一冊是師大美術系教授鄭善禧，

他是閩南龍溪人，我去拜訪他時，他說抗戰時他讀小學，學校不許說方言，他

們就故意拿一些國語所無的閩南詞彙考問老師，讓老師難堪。可見推行國語，

禁說方言，並非始自光復後的台灣。 

 

徐  統：在吳稚暉之後，有哪本書是「科普小說」？我覺得這一本比較像是科學課，用

對話的方式來講科學。 

張之傑：這本書有故事、人物、情節、對話，小說的要素具備，不只是對話的科學課而

已。至於有哪本書是科普小說，高士其的《菌兒自傳》應該算是一本。高出身

清華，曾留學美國，算是專業科學家，但《菌兒自傳》的水準不能和《上下古

今談》相提並論。 

 

楊龢之：我小時候讀過一本《癆伯伯的旅行》，講的是肺癆。 

張之傑：我沒看過此書，聽您說，似乎是本科學小說。科學小說與科幻小說不同。科學

小說的情節是虛構的，所傳達的科學知識卻有憑有據。科幻小說的情節是虛構

的，所依據的「科學」也是虛構的或非現實的。換句話說，科學小說具有科普

作用，科幻小說則否。小說的趣味在於故事和情節，對科學小說來說，如何在

知識的束縛下，使情節跌宕起伏，是極其艱難的挑戰。再者，科學小說如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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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濃度過高，將枯燥乏味，如科學知識濃度不足，將失去科普意義，這是無

可避免的兩難。 

 

楊龢之：這個體例是否受「鏡花緣」啟發？ 

張之傑：我看不出有任何關係。 

 

徐  統：您的論文中說，馮秀才是通州人，是南通州還是北通州？ 

張之傑：書上沒說。馮伯始是吳稚暉的外甥，吳稚暉民前二年九月二十日日記：「聞伯

始死於中曆七月二十五日夜十時。」 

 

邱韻如：《上下古今談》第一回就談到地圓說，要相信地球是個圓球，其實並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以小朋友為例，低年級以下的小朋友通常認為地球在天上，而不是

在腳下，他們無法想像人是住在地「球」上，有的會以為地球是個圓盤，或者

是個「碗公」，這樣人才不會掉下去。三民書局有一本書《說地》，作者祝平

一，就是講清朝時的幾位讀書人，說什麼也不相信地球是個球，其中他們和西

方傳教士辯論的過程，頗為精彩。 

 

本期報導  

一、本次演講原本排定劉昭民老師，劉老師赴港、穗出席紀念鄭和下西洋610週年活動，

改由張之傑老師代庖。張老師今天帶來家族族譜，回應上月勝一老師的演講，供大家參

考。郎叔帶來兩位年輕朋友，洪璦帶來一位年輕朋友，讓例會更加有活力。當天活動請

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加入本會的Facebook社團。 

二、第九屆「海峽兩岸科普論壇」將於2016年8月25~28日在台灣舉行，由真理大學(淡

水)承辦，本會中華科技史學會是協辦單位之一（已徵詢過理監事），研討會議程預定排

在8月27日，希望到時大家踴躍參加及發表。過去幾屆在大陸辦的「海峽兩岸科普論壇」，

今年(2015)九月在山東日照，去年(2014)在南京，2012在福建寧德，2011在廈門…等，

本會都有不少會員參加。 

三、演講通告：2016 年 1 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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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慶運 (東吳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講題：現代人應該知道的古代曆法 

介紹：人人皆知顧炎武《日知錄》說過：「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接著又說：「若

曆法，則古人不及近代之密。」曆法有常識有專精。即使在現代，交食凌犯之測算亦唯

專家之事。但是四季節氣、閏月過年雖然兒童皆知其名，卻已非人盡皆知其然，遑論其

所以然。依董作賓《殷曆譜》，西元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已知古四分術之歲實與朔策。當

時之人必無可能通曉漢以後《九章算術》通分之法，然則三代以上，觀象授時必有簡單

易行之術，斯又無待細辨者。曆法之細密，常人難窺其奧，亦無庸窺其奧；其要略則上

古之人能知，現代人既仍用之，焉能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