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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元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6/1/9/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46 位 

會員：劉宗平、于易塵、孫郁興、游重光、邱韻如、楊龢之、巫紅霏、李學勇、歐陽家

教、李筱聆、劉昭民、張廷、賴進義、陳大川、何邦立、邱美華、郎煒、徐統、

徐勝一、任慶運、趙瑞隆、張玉燕、曲輔良（23 位） 

聽友：趙瑞隆、張廣雄、鄒恩慈、吳柏輝、林清秀、林朝陽、杜瑞芳、吳嘉卿、黃清涔、

陳彥任、董其鈞、劉元懿、董明涵、董明湲、陳文華、高時修、林韓芃、潘寶全、

游素美（19 位）、未留姓名（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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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任慶運老師今天精彩的演講，讓大家用簡單的算術（號稱小三程度即可）瞭解四分

曆用四分術怎麼定十九年七閏、一年（歲）的日數（歲實）、一月的天數（朔策），以及

訂定「章、蔀、紀、元」的原則與理由，還有朔與望的原意（初一傍晚，月隨日西沈（就

在明天）；十五傍晚，月望日東昇），「守株待兔」的新解、「一精四兩」等等。 

 

精彩的演講至 03:30，隨即進入熱烈的討論到 3:50。徐統老師接著做了一些報告，介紹

他最近在清大看到的幾項與科學史有關的論文、新書及研討會。 

以下是討論紀要。（任老師補充說明：我對現場有些問題的回答並不完整正確，天文曆

算也非我所長，因此會後查閱資料，做為「補充說明」。） 

 

董其鈞：請問「秒」是怎麼訂的？ 

任慶運：這裡我只講秒和公尺的簡單關係。用一根繩子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擺」，現場

有人提供一瓶礦泉水，綁在下端，當作擺錘，另一端用手固定。一公尺長的擺，

擺錘擺動的單程大約是一秒，來回一個週期為兩秒。因此一公尺的擺稱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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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一秒為秒擺週期之半。把擺長平分兩次，成為四分之一，則週期減為二

分之一。這個簡單的實驗顯示：擺長與週期平方成正比。兩個小故事。伽利略

少年時在比薩大教堂（Pisa Cathedral）觀察吊燈擺動發現擺的等時性：擺動週

期與擺動幅度沒有（太大）關係。伽利略的學生托里切利（Torricelli）依此構

想製作計時器，是西方鐘錶的祖師。法國在大革命時期訂定度量衡制度，曾想

用一公尺制定一秒，但是後來此議未行。 

（補充說明）以上所說的「秒」是近代西方的時間秒。一「秒」是一「分」

的六十分之一，一「分」是一「時」的六十分之一，一「時」是一「日」的

二十四分之一。至於「日」則有「太陽日」與「恆星日」之別，此處不細論。

「角秒」是「角度」的三千六百分之一，「角度」是圓周的三百六十分之一。 

中國的「秒」我至今還不清楚。時間的秒：《晉書‧律歷志》似乎還沒有「秒」，

《隋史‧律曆志》已經有「秒」。角的秒：《隋史‧天文志》似乎還沒有「秒」，

《（新）唐書‧天文志》已經有「秒」。所以時間的「秒」似乎早於角的「秒」，

但是「秒」的定義我仍不清楚。 

張  廷：漢朝的四分曆，是否就是四分術？ 

任慶運：四分術有兩個要素：由觀察日影確定一年（應該說一歲）日數是 365 又四分之

一日；由十九年七閏月確定一月日數是 29 又 940 分之 499 日。以四分術這兩

個基本參數定的曆法稱為「四分曆」。 

（補充說明）漢朝初年仍用四分曆，漢武帝元封七年（西元前 104 年）始用

鄧平與落下閎的太初曆，此年改為太初元年。太初曆的一月日數為 29 又 81

分之 43（而不是 940 分之 499），81 分之 43 稱為「朔餘」。由於太初曆朔餘

的分母是八十一，因此又稱為「八十一分曆法」。落下閎自誇「後八百年當

差一算」，但是沈括《夢溪筆談》的評語是「落下閎曆法極疏」，才八十年

就已經差了一度。高平子先生的〈漢曆因革異同及其完成時期的新研究〉一

文則詳細論述鄧平「緣飾其術」以「苟合當時的政治條件」的經過。東漢章

帝元和二年（西元 85 年）因為太初曆差天益遠，於是下詔改曆，施用「四

分」。（高平子〈曆法約說〉） 

何邦立：每個人的陽曆生日和農曆生日每 19 年會是同一天，是不是和您講的 19 年一個

週期有關？ 

任慶運：是的。 

徐  統：冬至影不復….是什麼意思？ 

任慶運：在冬至這一天正午，這一年的太陽影子最長；下一年冬至太陽的影子在那一年

最長，但是與上年的日影不會一樣長。也就是說，每年冬至的中午日影在那一

年最長，但不是每年都一樣長，要四年後才回到原來的長度。所謂「冬至影」

是觀景臺上冬至日影的位置，「不復」是次年的冬至日影與上一年冬至日影不

同位置。 

陳大川：冬至是哪一天是以影長為準，那天如果沒有太陽呢？ 

任慶運：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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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廷：我補充一下，古代觀測，在全國各地設有很多觀測點，因此蒐集的資料很多，

也比較準確。 

張  廷：請問，戰國時代，聽說有人看到某行星的衛星，有可能嗎？ 

任慶運：具體細節我不清楚，不過成語「以管窺天」的窺管，或稱「望筒」應該是觀察

星象的工具。用望筒有可能觀測到比較詳細的星象，至於是否是某行星的衛

星，我不清楚。 

（補充說明）窺管或望筒本來是非常巧妙的精密天文觀測器具，卻因為成語

「以管窺天」的廣為流傳而使人產生誤解。李約瑟的對此詳細論述特為表彰。 

杜瑞芳：在投影片裡有「五運六氣」，是什麼意思？ 

任慶運：「五運六氣」是中醫裡與天文有關的術語，目前我仍不了解其詳。 

（補充說明）沈括《夢溪筆談‧象數》「醫家有五運六氣之術，大則候天地之

變，寒暑風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則人之眾疾，亦隨氣運盛衰。」「五

運六氣」之說最早出自《內經‧素問》，明張介賓《類經》、清吳謙（等）《醫

宗金鑑》均有詳述。 

徐勝一：二十五史裡，常有「應蝕而不蝕」的記載，為什麼？ 

任慶運：我對中國古代天文曆算實為外行，「應蝕而不蝕」是預測應有（實為將有）日

月蝕，卻與實際觀測不合。以我的物理知識推想，預測天象須有兩個要素：基

本參數與推算公式。基本參數總有誤差，長年累積誤差漸大，這就是歷代必須

修曆的原因。我國古代推算各種天象的公式，必不是用天體力學，而是經驗公

式。不論是天體力學或經驗公式，也總有誤差。所謂「應蝕」是「預測將有蝕」，

「不蝕」是「觀測沒有蝕」。從物理科學而言，觀測是最後的判準。 

徐勝一：因四年一閏的問題，格里曆修改儒略曆，硬生生砍掉十天。 

曲輔良：所以牛頓生日就有兩種說法，根據格里曆是 1 月 4 日，根據儒略曆則是 12 月

25 日。 

曲輔良：請問老師剛剛讓我們看太陽和月亮一起落下的那個軟體是什麼？ 

任慶運：我用的軟體是「Satellarium」（星象館），是一個免費軟體。可以任選地點、

日期、時間，模擬當時的星空，也可以選用不同文化的星象，所以也有中國的

星官。 

林清秀：夏朝有沒有曆法？ 

任慶運：所謂「曆法」，不只是有名稱，如所謂「古六曆」，而必須有具體包括如何置

閏等的各種「歷術」（語出《史記‧歷書》；此處「歷」通「曆」）董作賓用清

末發現的甲骨文，重建商代盤庚遷殷以後的曆法，詳載於其《殷曆譜》。盤庚

遷殷以前的商朝，乃至夏朝，應也有曆法，只是目前不知其具體「歷術」，也

沒考古文獻。 

賴進義：曆法會有一些誤差，冬至的一百天之後是清明，有時是 4/4 有時是 4/5，是因

為誤差嗎？ 

任慶運：這個問題就涉及陽曆陰曆的問題。農民曆裡的二十四節氣是依照陽曆，與陰曆

無關。而二十四節氣對於民生相關的農耕非常重要，這也就是「觀象授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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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意義。所以我們的「農曆」是「陰陽合曆」，而所謂「陰陽合曆」，我的

解釋是「用陰曆紀日，用陽曆授時」；所謂紀日是指過中秋、端午及舊曆新年

等，而所謂授時主要就是訂定二十四節氣。冬至、清明是二十四節氣其中的兩

個，二十四個節氣安排在一年之內，是依照太陽的位置，或地球繞太陽的位置

而定。但是地球繞太陽的軌道是橢圓而非圓形，速度並非定值。由冬至到清明

的日數並非整數，清明通常在陽曆四月五日也只是概略說法。 

 

問題與討論結束後，徐統老師簡單介紹他最近在清大看到的幾項與科學史有關的論文、

新書及研討會。包括： 

1. 〈無師自通，消遣有益：《科學畫報》與 1930 年代的中國科學化運動〉（陳珮

瑩，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12，鐘月岑教授指導） 

2.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changes in textile produc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urasian exchanges during the Song-Yuan Period〉（毛傳慧，清華大學歷史所副教

授） 

3. 《格致草》新書發表會 2015-12-21（徐光台，清華大學歷史所教授） 

4. 《科學與歷史》（2015，台北，三民書局。（李怡嚴，清華大學物理系退休教授） 

5. 「專題演講暨研究工作坊：大數據時代的人類學：挑戰與機會」（2015-12-14

新竹 清華大學 人類所）內容有（1）項潔（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特聘教授）：

古契書中的脈絡挖掘；（2）黃一農（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

中心主任．清華大學歷史所特聘教授）：試探 e 考據對文科的衝擊；（3）蔡博

文（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合聘副研究員）：以巨量資料探究人類活動的取徑探索 

 

本期報導  

一、 本次演講參與人數46位，相當踴躍。有幾位新朋友入會，竭誠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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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收到會費：劉宗平、于易塵、孫郁興、邱韻如、楊龢之、巫紅霏、劉昭民、徐

統、李學勇、賴進義、陳大川、歐陽家教、邱美華、郎煒、沈志昌（15位）；以及

新會員張玉燕、曲輔良、任慶運、趙瑞隆（4位），總共19,000元。 

三、 感謝張浥泉先生紀念基金資助出版本學會第20期學刊，以及兩位編輯巫紅霏和游重

光，還有賜稿作者們。本期堪稱「重量級」，因印製紙本數量有限，目前只發送給

會員及幾個圖書館。本會學刊的文章均已公開在本會官網，大家可以逕行到官網點

閱。 

四、 依內政部規定，每年要舉行一次會員大會，將於下次例會（3月5日）演講後舉行，

由理事長進行會務報告及討論。若有提案，請提出寄給理事長邱韻如

email:yjchiu@mail.cgu.edu.tw。當天傍晚聚餐聯繫情誼，餐費依往例採自付方式（500

元左右），歡迎會員會友一起參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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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前的進度，請見本會前幾期會訊。 

 進度報告：（1）手稿前半部（第一二三章含圖及註釋） 編輯初版，李學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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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已經不眠不休完成第一次校稿。目前已開始進行二校（2）手稿後半部（第

三～五章）已發包初校。（3）募資進度：13 萬（沒有新增）。（4）經費收支項

目已發給出資者過目。 

六、請會員檢視網站「會員簡介」（見本會網站「本會簡介」欄），若有需要更新或新增，

請將更新或新增文字寄給邱韻如（yjchiu@mail.cgu.edu.tw）。 

七、演講通告：2016 年 3 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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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昭民 （前民航局氣象中心研究員） 

講題：我的科學史經歷 

介紹：1978 年，講者在期刊《文藝復興》上發表〈有史以來的氣象變遷〉，被科學史家

陳勝崑醫師看到了，主動和講者聯絡，鼓勵講者從事氣象史方面的研究。同年應陳勝崑

之邀，參與科學史家郭正昭先生的科學史沙龍，結識了洪萬生、蔡仁堅、張之傑、劉君

燦等同好。從此研究不輟，至今已出版專著十幾種，較重要的有《中華氣象史》、《中

國歷史上的氣候變遷》、《台灣的氣象與氣候》、《中華物理學史》等。講者縷述其研

究經歷，是個人的治學史，也是台灣科學史研究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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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73 期 

 

二○一六年三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6/3/5/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43 位 

會員：張之傑、于易塵、孫郁興、游重光、邱韻如、楊龢之、巫紅霏、李學勇、劉昭民、

張  廷、賴進義、陳大川、何邦立、魯經邦、邱美華、郎  煒、徐  統、徐勝一、

任慶運、沈志昌、曲輔良、吳中玲、鄭翠琴、林慧娥、劉有台、黃莉晴、陳春陽

（27 位） 

聽友：董其鈞、劉元懿、黃清涔、鄒恩慈、張森娜、詹玉鳳、陳文華、鄭秀卿、沈柏安、

張益中、許俊煌、張清文、許芳菲、祝偉中、任培根（15 位） 

講者：劉昭民（前民航局氣象中心研究員） 

講題：我的科學史經歷 

介紹：1978 年，講者在期刊《文藝復興》上發表〈有史以來的氣象變遷〉，被科學史家

陳勝崑醫師看到了，主動和講者聯絡，鼓勵講者從事氣象史方面的研究。同年應陳勝崑

之邀，參與科學史家郭正昭先生的科學史沙龍，結識了洪萬生、蔡仁堅、張之傑、劉君

燦等同好。從此研究不輟，至今已出版專著十幾種，較重要的有《中華氣象史》、《中

國歷史上的氣候變遷》、《台灣的氣象與氣候》、《中華物理學史》等。講者縷述其研

究經歷，是個人的治學史，也是台灣科學史研究的歷史。 

 

在昭民老師演講前，張之傑老師先介紹劉昭民老師其人其事，龢之大哥介紹《中國歷史

上的氣候變遷》對他研究歷史時的幫助，這本《中國歷史上的氣候變遷》還被譯為韓文

版。昭民老師從他受陳勝崑醫師和郝俠遂教授影響，開始投入科學史研究這條辛苦道路

講起，娓娓道來這一路的辛苦、認真努力、著書得獎等等過程，最後提出一些鼓勵與建

言給晚輩。昭民老師不辭辛苦的許多相關的書籍帶來讓大家翻閱，這些智慧結晶讓我們

感佩萬分。 

以下是討論紀要。 

 

陳春陽：三國的孔明借東風，他怎麼知道會有東風來？ 

劉昭民：三國時代的事，看三國志比較準。三國演義裡不見得準確。孔明高臥隆中，生

活在長江漢水之間，了解氣候特性是兵戰勝負的關鍵，因此特別留意兵家必爭

的江漢地帶的氣象特性。東亞地區冬季盛行西北風和東北風，冷高壓中心在西

伯利亞或蒙古時，冷氣流從北方南下，到達華中地區，便吹西北風或北風。但

是曹操不知道冷高壓移出後，長江中游會有低氣壓發展，地面會轉吹東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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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明久居湖北隆中，知道有吹東南風的機會。（編按：詳情可參考劉昭民，〈《三

國演義》的氣象知識〉，《科學月刊》1998 年十月第 346 期。） 

李學勇：說到風，我補充一下。向日葵受到風的影響比太陽還大。 

張之傑：我補充一下剛剛昭民兄講的。科學館是陳石貝，不是劉拓。昭民兄所說的那一

套中文大辭典，其實是從日本漢和大辭典改編來的。 

陳春陽：現在氣候變遷，是自然的趨勢，還是其它原因？ 

劉昭民：地球自轉及公轉，角度傾斜，而且這個傾斜角度還會一直在變。以前黃河流域

氣候非常好，稻米在北方可以生產。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則很冷又乾旱，長江

上都可以走馬車。糧食歉收就造反，蒙古人征服歐洲也是和氣候有很大關係（編

按：劉老師講到歷代氣候變遷和朝代興亡的關係，可以參考 劉昭民，蒙古人

崛起是因為氣候好？科學月刊，2015 年 6 月號）工業革命後，二氧化碳越來越

多，對氣候影響很大。 

徐勝一：我補充一下剛剛昭民兄講的孔明借東風的氣候問題。氣候學原理討論「風」的

問題時，可簡單包括全球環流（與緯度有關）、季風環流（與海陸分布有關、

隨季節而變）、以及地方風系（與天氣系統有關、隨氣壓分布而變）。地方風

系又與氣旋有關，在華中地區春季最多，秋季較少，空氣從週邊向中心流動，

呈反時針方向旋轉，氣旋往東移動時，周圍的風場隨之而變。氣旋前部（即東

部）的地方，吹東南風；氣旋後部（西部），吹西北風。在三國時代氣象事業

不十分發達，要準確預報天氣是有困難的，但若靠氣象諺語來預測某些短期的

天氣變化，則是有可能的。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將孔明神化成為神機妙算的軍

師，讓小說生動。（可參考徐勝一老師的學生王亮予、高翊峰撰寫的期末報告

〈由歷史氣候觀點看《三國演義》中的「孔明借東風」〉） 

徐  統：（會後補充）本次月會演講中，楊龢之會友提到 「錫疫」。我查了網路，簡

單說明如下： 

在常壓（一大氣壓）下錫元素有兩種晶體結構，稱為「同素異形體」。一種

是四方晶體結構，叫 beta 相，也叫白錫；另一種是鑽石結構，叫 alpha 相，也

叫灰錫。白錫具金屬性，有延展性。灰錫則較脆。溫度低時，金屬塊狀的白

錫會自動轉為灰錫，分解成粉末。這個反應的擴張有如疾病的傳染，所以有 

「錫疫」之稱。英文為 tin pest 或 tin disease。從這些關鍵詞可以查到科學細節，

圖片，影片。也可以找到些有趣的歷史故事。如拿破崙征俄軍服的鈕扣，歐

洲教堂的管風琴，等等。「錫疫」也有預防之方；摻適當的雜質即可。 

 

 

本期報導  

一、本次演講參與人數43位，相當踴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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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收到會費：張之傑、陳德勤、張廷、劉有台、洪璦、游重光、魯經邦、吳中玲、

鄭翠琴、徐勝一、何邦立、葉鴻灑（12位）；魯經邦補交2015年會費，以及新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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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春陽入會交會費，總共14,000元。 

三、演講前的理監事會議，討論事項有：（1）預計5月份再辦一次知性之旅，地點選在

「樹火紙博物館」，商請陳大川老師當導覽。（2）慶祝本會成立20週年，預定2017

年9月舉辦研討會。 

四、演講後，舉行會員大會，通過上年度（104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

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以及通過下年度（105年度）工作計

畫、收支預算表等。 

五、會後前往峨嵋餐廳餐敘聯繫情誼，共19位，分坐兩桌，結束前洪璦趕到，剛好湊足

十全十美。參加的有：黃莉晴、楊龢之、于易塵、孫郁興、徐統、何邦立、張之傑、

賴進義、林慧娥、劉有台、任慶運、魯經邦、張廷、劉昭民、郎煒、張森娜、詹玉

鳳、陳德勤、邱韻如、洪璦。餐費共6380元，每人負擔350元，剩餘270元歸公款。 

六、2016/3~5月，進行下一年度例會演講安排，敬請自願或推薦。 

七、李學勇老師《中國植物學史》手稿出版進度報告：（1）手稿前半部（第一二三章含

圖及註釋） 編輯初版，李學勇老師已經不眠不休完成二次校稿。目前已開始進行

三校（2）手稿後半部（第三～五章）初校進行中。（3）募資進度：14萬8千（新增

徐統5000元，林秀玉1000元，陳大川10000元，吳中玲1000元，鄭翠琴1000元）。 

八、請會員檢視網站「會員簡介」（見本會網站「本會簡介」欄），若有需要更新或新增，

請將更新或新增文字寄給邱韻如（yjchiu@mail.cgu.edu.tw）。 

九、演講通告：2016 年 4 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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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隆（台東航空氣象台觀測員） 

講題：中國古代天文學中的二十八星宿 

摘要：自古以來，中國特別重視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行星等七曜。天空中的

行度，是農牧業國家運作大事之準則。猶有甚者，更利用其來占國運、卜人事之吉凶。

所謂的二十八星宿，即為七曜所行經的天區，其概念相當於西方天文學中的星座。依據

各星體間相對位置之變化，古人以二十八星宿來建構曆法，其為先民知識與智慧的結

晶。此外，二十八星宿的概念，更可以說是貫通了整個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思維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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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4 期 

 

二○一六年四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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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隆、張之傑、孫郁興、游重光、邱韻如、楊龢之、李學勇、劉昭民、賴進義、

陳大川、張玉燕、郎  煒、洪  璦（13 位） 

聽友：張清文、陳文華、林清秀、蘇錦瑟、羅明哲、谷美英、潘錦然、陳英夆、游素美、

沈萬汀、倪簡白、孔  倫、黃清涔、高時修、莊詠真、張永榮、曾鳳英、林  美、

魏秀敏、黃明蓉（20 位） 

 

講者：洪子隆（台東航空氣象台觀測員） 

講題：中國古代天文學中的二十八星宿 

介紹：自古以來，中國特別重視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行星等七曜。天空中的

行度，是農牧業國家運作大事之準則。猶有甚者，更利用其來占國運、卜人事之吉凶。

所謂的二十八星宿，即為七曜所行經的天區，其概念相當於西方天文學中的星座。依據

各星體間相對位置之變化，古人以二十八星宿來建構曆法，其為先民知識與智慧的結

晶。此外，二十八星宿的概念，更可以說是貫通了整個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思維體系。 

 

上半場演講中，子隆提到杜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參宿出現在冬天星空，

在獵戶座腰帶那三顆就是參宿一、二、三。心宿出現在夏天星空，心宿二是天蠍座裡最

有名的星。參宿的星和心宿的星在天空中是不會相遇的。 

 

清文兄提問：參宿是「宿」，商是心宿裡的星。為何杜甫不寫「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

心」？大家對這個好問題開始討論，有人想說這要問杜甫吧，可能為了押韻；有人打趣

說剛好這個「商星」剛好有傷心之意…。這時，簡白兄說他印象中，好像《詩經》裡就

有講到參與商。（《詩經》？這麼古老？有幾位會友開始上網找答案…郎叔很快就找到

幾個疑似解。中場休息時，有幾位還在一直討論與找尋詩經裡的星語。 

中場休息時，張之傑老師帶來「戥子」（戥ㄉㄥˇ）和火鐮（打火器），把大家的目光

被給吸住了。這是因為有會友去聽了黃一農院士 2016/3/22 科學史沙龍-大數據時代的

紅樓夢研究演講後，在 Facebook討論，張老師說他家有戥子，而帶來給大家看的。 

 

3:30結束演講，開始 Q＆A： 

 

張清文：每個星宿裡有很多個星官，誰是第一星官是根據什麼來排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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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隆：星官是根據月球或太陽的視運動在各個星宿的停留位置之順序來排定的，例如

角宿的 11 個星官當中的第一個為角官，而最後一個為南門官，即是月球或太

陽於某一天運行於角官時，則其後不久將會行經南門官。 

張之傑：我補充一下，中國古代的星宿，大該是西方星座的概念。無論哪個民族，都會

將天上的星星分組，每組之間作一些連線，然後比附成人物、動物、器物等等。

而星官則是某一組在視線方向上非常靠近的恆星（有可能只有一顆恆星）之集

合。 

孫郁興：除了二十八星宿之外，天空還分三大垣（ㄩㄢˊ），這三垣和二十八星宿是什

麼關係？ 

洪子隆：三垣包括上垣之太微垣、中垣之紫微垣及下垣之天市垣，其位於北天極附近，

與位於黃道帶及赤道帶附近之二十八宿合稱三垣二十八宿。 

劉昭民：我年紀已大，而看到子隆的如此的表現，令我深覺後進有人而倍感欣慰！說到

古代的氣象學其實是包含在天文學之內，而古代天文、曆法的參考資料較多，

但是氣象的資料卻是相當的缺乏。我畢生投入於氣象學史的研究工作，今日又

有幸聽聞子隆所演講的內容，讓我深深體會到科學史確實是可以「古為今用」

的！ 

張之傑：請問，中國的二十八宿，和印度的二十八宿有什麼異同？ 

洪子隆：印度將中國所傳過去的二十八星宿加以改良而形成二十七星宿（將二十八星宿

當中的「牛宿」劃歸入「女宿」），並將其作為占星術之用，而其所有的二十

七星宿都與中國的二十八星宿中除了牛宿之外的所有星宿之名稱與意義相同。 

邱韻如：星宿數目 28 是 7×4，那印度用 27 的原因為何？9×3 嗎？ 

洪子隆：由於月亮環繞地球的運行週期均為 27.3 天，故而印度的占星術將黃道帶均等地

劃分為 27 等份，使月球平均每一天大約通過一個星宿，故為二十七宿之稱。 

林清秀：每個星宿的後面都加上動物名稱，這是為什麼？ 

洪子隆：我認為這可能是跟中國古代的占星術有關，藉由指定二十八種古代動物來代表

各個星宿，以不同的動物性情來象徵不同的星宿所代表之吉凶。 

楊龢之：我補充一下（在白板畫圖說明），二十八宿皆三個字，第一字為宿名（如角亢

氐房心尾箕……）。第二字按「日月火水木金土」次序，周而復始。（日本人

至今仍稱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等，為「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

第三字則是各種動物，而以十二生肖為基準，四正（鼠、兔、馬、雞）左右各

配一個近似動物，（虛日鼠旁為女土蝠、危月燕，房日兔旁為氐土貉、心月狐，

星日馬旁為柳土獐、張月鹿，昴日雞旁為胃土雉、畢月烏）。其餘八隅（牛、

虎、龍、蛇、羊、牛、犬、豬），則其旁只配一個類似動物（牛金牛旁為斗木

獬、尾火虎旁為箕水豹、亢金龍旁為角木蛟、翼火蛇旁為軫水蚓、鬼金羊旁為

井木犴、觜火猴旁為參水猿、婁金狗旁為奎木狼、室火豬旁為壁水羭）。全部

加起來，總共二十八個。若順時針繞成一圈，其理致一目瞭然。當然，古人的

生物分類概念與今人差距不小，那就不細談了。我不知這套完整觀念始於何

時。要之，直到今日仍深深影響國人心裡。若不我信，請翻翻農民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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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韻如：龢之兄會後可否把那張圖畫給我們？ 

陳文華：（拿出事前預習的資料）這裡有一張（見圖 1），是不是這個？ 

楊龢之：對。這個圖是方的，雖然不如圓圖一目了然，但勉強可用。因為此四者的地支

為子、卯、午、酉，分別位在正北、正東、正南、正西的方位上。 

 

 

 

 

 

 

 

 

 

圖 1. 二十八星宿與十二生

肖（地支）還有五行的關係

圖（網路圖片） 

張清文：是誰最早把一天分為 24 小時？為何是 24 這個數字? 

洪子隆：古埃及人是最早把一天分為 24 小時的民族，其將黃昏至黎明與黎明至黃昏各

分為 12 小時，但是每個小時的時間長度會隨著不同的季節而異。至於其為何

選定 24 這個數字，則這一點我就不太清楚了。 

林清秀：有一種叫「琮」的古代容器，是否跟天文或星宿有關？ 

洪子隆：不好意思！我並不清楚中國古代的天文觀測儀器當中是否有稱之為「琮」的這

種器物。 

張之傑：琮是一種祭地的禮器，應該和天文無關。一說璧和琮都出自天文儀器，可能是

附會之言。 

張清文：常說太陽下山，其實太陽有時是下海，不是下山。為什麼大家都說「太陽下山」？ 

洪子隆：由於古代中原內陸地區只能看見高山而無法看見大海，所以中國先民就理所當

然地將太陽沒入地平面之下給習慣性地比擬為「太陽下山」了。 

 

【中場休息花絮】：（請詳見本會的 Facebook 社團） 

沈萬汀：今日中場下課時，大家的目光被張之傑老師帶來的戥（ㄉㄥˇ）子和火鐮（打

火器）給吸住了。於是有會友將自己手上的戒指放上戥子秤盤上，證明它可秤

東西的。秤桿是象牙骨（註：黃一農老師說是駱駝骨），而支點的地方有兩處，

用以將秤桿提起。由於秤的物品重量輕，須精確量出，所以在秤盤上方另有 2

支類似時鐘的指針，必須兩指針相對成 180 度，才會是其真正的重量，如果光

是看秤桿的桿身平衡了，就『算斤論兩』，那價差可大了！ 

 

【會後 Facebook 討論】（請詳見本會的 Facebook 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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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韻如：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參」是參宿，「商」呢？維基百科說，心宿又稱商

宿。找到「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處尋？」（蔡文姬《胡笳十八

拍》 第十五拍） 

邱韻如：詩經裡的三星：到底是哪三顆星？《詩經·國風·唐風·綢繆》這一段裡的「三星」，

有的說是「參宿」的三顆星，就是獵戶座獵戶腰帶上面那三顆。也有說是「河

鼓三星」，就是牛郎星和他左右各一顆（牛郎和他兩個小孩）。 

張之傑：座談會可談《詩經》關於座談會的題目，一直放在心裡。上週六聚會，倪簡白

說《詩經》提到參宿，頓時覺得可以討論《詩經》。昨日將科幻會聚會用的小

說寫好，有空思考此事了。就動物來說，我可談「關雎」，楊龢之可以談「無

羊」；就天文來說，邱韻如可談「綢繆」，洪子隆可談「小星」……，仔細翻

一遍《詩經》，一定可以找出更多可以談的。大家來找吧。 

 

 

本期報導  

一、本次演講參與人數33位，相當踴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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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收到會費：洪子隆1000元。 

三、預計5月份再辦一次知性之旅，地點選在「樹火紙博物館」，由陳大川老師當導覽。

5月14日當天上午9:30 在「樹火紙博物館」門口集合，請自行前往。本活動採自費

參加，歡迎攜伴，門票100元，若要體驗造紙則門票＋造紙體驗=180元。報名網址：

https://goo.gl/D6a3nv 

四、目前正進行下一年度（2016/9~2017/7）例會演講安排，敬請自願或推薦，目前已應

允的有孫郁興、李國偉（2017/3）、陳德勤、張玉燕、何邦立、張之傑（2016）、洪

子隆（2016/10 or 11）。請各位準備 250 字左右的摘要。 

五、張之傑老師正在規劃座談會「科學眼看詩經」，已翻過國風，可談的主要是動植物，

其次是天文，再其次是農業、地理，時間安排還在研究中，目前草擬的題目及與談

者：（1）詩經中的曆法:西周至春秋，各國曆法並未統一。如小雅．四月，「四月維

夏，六月徂暑。」顯然屬於夏曆。豳風．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屬夏曆；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屬周曆。多所探討，可以談得很充實。與談者：孫

郁興、任慶運。（2）詩經中的天文：詩經有不少天文星象記載，如召南．小星：「嘒

彼小星，三五在東」，「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豳風．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小雅．大東，有織女、牽牛、啟明、長庚等星。與談者：邱韻如、洪子隆。（3）詩

經中的哺乳類：楊龢之曾探討過羊、兕、麟。（4）詩經中的幾種鳥類：張之傑曾探

討過雎鳩。（5）詩經中的植物：與談者：張玉燕。（6） 其它，如昆蟲、數學、物

理、化學和技藝等方面的詩句。（相關參考資料本會的Facebook社團） 

六、最近天空正上演「熒惑守心」，近期內在午夜之後（晚上12點之後）可在東南方天

空看到兩顆紅星（火星＋心宿二）。錯過這次，下次要等到2095年。 

七、植物學進度：目前前三章（第一、二冊）初稿已經過李學勇老師校對過兩次，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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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編輯進行編輯工作。第四章和第五章（第三四五冊）才剛完成文字初校，其中

第四冊已插入註釋和圖片，送交給李學勇老師校稿。另兩冊插註釋和圖的工作，正

在進行中。 

八、請會員檢視網站「會員簡介」（見本會網站「本會簡介」欄），若有需要更新或新增，

請將更新或新增文字寄給邱韻如（yjchiu@mail.cgu.edu.tw）。 

 

九、演講通告：2016 年 5 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6/5/7    /1400-1600 / 1330 即可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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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柳海洋世界獸醫師） 

講題：清代外交人員筆記中提及海洋生物初探 

摘要：筆者試著從清代外交官及赴外參訪考察官員的日記或紀聞中，試著找尋有關敘述

各地海洋生物資料，加以整理，並試圖找尋當年資料加以查證，還原歷史真相，彌補史

料上的不足，如再戴鴻慈的《初使九國日記》中記載 1906 年至檀香山島探訪水族館其

記載很短:「觀水族院，拓地不多，其魚類奇狀詭形，顏色殊麗，亦可觀也…」，經多

方查證是位於歐胡島的維基基（WaiKiki）水族館，它於 1904 年 3 月 19 日正式開放，

它是美國第二個興建水族館。因資料繁多，需一一閱讀，加以分析、查證，以了解當時

西方國家在海洋生物探討之概況。 

 

 

http://sciencehistory.twbbs.org/?p=201
http://sciencehistory.twb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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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75 期 

 

二○一六年五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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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勤、洪子隆、張之傑、孫郁興、邱韻如、楊龢之、李學勇、劉昭民、賴進義、

陳大川、張玉燕、郎煒、吳中玲、于易塵、劉宗平、鄭翠琴（16 位） 

聽友：倪簡白、曾鳳英、趙雪枝、吳慧美、陳念生、劉向上（6 位） 

 

講者：陳德勤（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講題：清代外交人員遊記中有關北美博物館及海洋生物記載 

摘要：筆者試著從清代外交官及赴外參訪考察官員的日記或紀聞中，試著找尋有關敘述

各地海洋生物資料，加以整理，並試圖找尋當年資料加以查證，還原歷史真相，彌補史

料上的不足，如戴鴻慈的《初使九國日記》中記載 1906 年至檀香山島探訪水族館其記

載很短:「觀水族院，拓地不多，其魚類奇狀詭形，顏色殊麗，亦可觀也…」，經多方

查證是位於歐胡島的維基基（WaiKiki）水族館，它於 1904 年 3 月 19 日正式開放，它

是美國第二個興建水族館。因資料繁多，需一一閱讀，加以分析、查證，以了解當時西

方國家在海洋生物探討之概況。 

 

陳德勤醫師從志剛《初使泰西記》、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帶領大家到舊金山的凱福房

（指的是 Cliff House）看海獅，隨戴鴻慈《初使九國日記》到夏威夷威基基水族館（Waikiki 

Aquarium）及紐約的自然史博物館，跟著李圭《環遊世界新錄》回到 1876 年一覽費城

當年盛大的世界博覽會。3:40 結束演講，開始 Q＆A： 

 

張之傑：您提到萬牲園的德國技師，我想起讀師大生物系二年級時的「生物技術」（標

本製作）老師陳小泉教授。當時先師已年逾古稀，行動有點顫巍，實地操作由

助理代勞。先師京師大學堂博物科第一屆畢業。先師告訴我，他做標本是跟德

國技師的學生學的。德國技師帶出兩位學生（姓氏已遺忘），日後成為萬牲園

的標本技師。戰前先師在北師大生物系教生物技術，雜文大家夏元瑜先生就是

他的學生。 

李學勇：對於中華科技史學會的組織、發展等等，張之傑貢獻最大。他當年編百科全書，

不請教授寫，因為教授通常找助教或研究生代勞，我很贊成他的做法。 

張之傑：不請教授寫，其實是因為預算少，出不起較多的稿費啊！那時大學老師有博士

學位的很少。台灣的科學科系，要到 1970 年代中期才有自己培養的土博士。

因此在我編百科全書的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大學老師仍以從助教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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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佔多數。所以我才敢在百科全書的例言上說：碩、博士生的平均水準，約

略等於大學老師的平均水準。 

李學勇：抗戰勝利後，我到台大當助教，後來因故離開台大到中學教了 15 年生物，對

高中生物很熟。後來又回到台大任教，一直當到教授。1960 年代中期，吳大猷

倡議改革科學教材，我應邀參與其事。生物方面由戈定邦主導，他力主將美國

的 BSCS 高中生物教材引到台灣，我對戈定邦的作為很不以為然…… 

張之傑：戈定邦是我讀師大生物系時的系主任，德國明興大學古生物學博士。他的引進

BSCS 高中生物教材，我和李老師的看法不一樣。戈老師給我印象最深的是：

大一開學頭一天，他召集全體新生講話，大意是說：他要培養我們成為生物學

家，而不僅僅是個中學老師，教育學分應付一下即可。年紀大了，覺得這樣的

說法有違他的職份。師範生是拿公費的，怎能不重視教育學分？ 

李學勇：我今天以為您會講海洋生物及海洋生態，結果沒聽到這一部份。 

陳德勤：我這個報告的方向是從東西方交流當時，來看當時社會的人怎樣來看這些事

物，產生了什麼變化，因這些遊記大多未提及是何水族館、博物館，我試著用

Google Map 及美國早期報紙、期刊、老照片網頁，找出當年這些外派人員去

過地方，最大樂趣是找到當年記載語焉不詳地方，幾經不斷挫折、停頓，再找

尋，終於答案映入眼簾，找到來當年他們曾經到過地方。因此生態不是我今天

討論的重點…。 

邱韻如：說到生態，請問，石門外海那些油，現在情況如何？對野柳有影響嗎？ 

陳德勤：擱淺後兩星期，我有到現場拍照，當時有數百人在撈溢出來到岸邊漏油，後來

陸續由報紙知悉石門、金山都有見到油汙痕跡，2016-04-28 13:25 聯合晚報提

及環保署水質保護處副處長劉瑞祥表示，預計 5 月 10 日岸上油污能清理完畢。

請參考：http://udn.com/news/story/1/1659544 

劉宗平：最近北海岸的近海，海面油污影響至深。請問野柳附近的海產還能吃嗎？ 

陳德勤：要看農委會及科研單位對此研究結果公布資料，才能知道能否吃這區域海產。 

張之傑：北海岸的珊瑚礁呢？ 

陳德勤：我找到 2015 年台灣珊瑚礁總體檢報告，提及東北角及北部四處活珊瑚覆蓋率

調查，野柳淺處珊瑚礁覆蓋率最高。可參考 https://goo.gl/mtmeVH 

 

 

本期報導  

一、本次演講參與人數22位，相當踴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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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秘書長游重光先生將於本月赴北京高就，感謝他長期以來協助學會各項會務、

學刊編輯及每月例會活動的各項事宜，預祝他能工作順利鴻圖大展。 

三、5月份知性之旅，地點在「樹火紙博物館」，由陳大川老師當導覽。5月14日當天上

午9:30 在「樹火紙博物館」門口集合，請自行前往。 

四、張之傑老師規劃的座談會「科學眼看詩經」草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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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預定2016年8月13日（星期六）14:00~16:00 

地點：（暫訂 北市圖總館 11 樓） 

聯絡人：張之傑 <zjzhang@seed.net.tw> 

內容：《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涉及先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可說是部詩體

的百科全書。中華科技史學會特舉辦「科學眼看《詩經》」座談會，從科學的角度，

探討《詩經》中的天文、曆法、物候、動物、植物、器物等等。座談會對外開放，

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與談者：（每位講 5~10 分鐘，事後交一篇千把字的發言稿） 

詩經中的天文 邱韻如（長庚大學教授）  

詩經中的曆法 孫郁興（健行科技大學教授）  

詩經中的物候 徐勝一（師大地理系教授） 

詩經中的氣象 劉昭民（前民航局氣象中心研究員） 

詩經中的植物 張玉燕（長庚大學教授）  

詩經中的兵器 于易塵（國防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詩經中的鳥類 張之傑（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詩經中的羊   楊龢之（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 

詩經中的昆蟲 韓學宏（長庚大學教授） 

會員吳中玲、鄭翠琴已答應擔任座談會的記錄。 

五、植物學進度：目前前三章（第一、二冊）初稿已經過李學勇老師校對過兩次，等待

專業編輯進行編輯工作。第三冊（第四章A） 學勇老師一校已完成，目前進行第四

冊（第四章B）的一校。第五冊插註釋及圖的工作即將完成。 

六、請會員檢視網站「會員簡介」（見本會網站「本會簡介」欄），若有需要更新或新增，

請將更新或新增文字寄給邱韻如（yjchiu@mail.cgu.edu.tw）。 

 

七、演講通告：2016 年 6 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6/6/4    /1400-1600 / 1330 即可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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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統（清大材料系） 

講題：半生半熟的雜碎：幾樁還沒有結論的科技史公案 

摘要：探討幾樁可能還沒有定論的科技史公案：（1）中國的第一台電子顯微鏡。（2）

台灣的第一台電子顯微鏡。（3）《考工記》：「欲其幎爾而下迤也」是什麼意思？是

法拉第看到的現象嗎？和他的「力線」說有什麼關係？（4） 反曲弓是怎樣發明的？（5） 

壓火筒是怎樣發明的？（景頗族和傣族的取火用具，其原理與柴油引擎一樣。）（6） 「凱

歌」是怎麼唱的？現代人唱的戰歌都是鼓勇出征戰鬥，「凱歌」只剩下個名詞。《夢溪

筆談》有凱歌的詞。怎麼唱呢？（7）有沒有 12 個孔的多層象牙球？怎樣製造？（8）

用「千字文」排序始於何時？是否有要避諱的字？ 

 

http://sciencehistory.twbbs.org/?p=201
http://sciencehistory.twb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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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6 期 

 

二○一六年六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6/6/4/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24 位 

會員：洪子隆、張之傑、孫郁興、任慶運、邱韻如、楊龢之、李學勇、劉昭民、賴進義、

陳大川、郎  煒、邱美華、陳文華、何邦立、洪璦、歐陽家教（16 位） 

聽友：黃清涔、倪簡白、曾鳳英、林清秀、許芳菲、林美惠、李麗容、張清文（8 位） 

講者：孫郁興（本會會員，健行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 

講題：中國古代的計日計月與計時 

摘要：古代記時法主要有三種（天色法、地支法、與滴漏更鼓法）。除用日晷計時外，

還以漏刻計時，因而古代語言中就有「刻」的說法。《隋書•天文志》：「昔黃帝創觀

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

分於晝夜。」描述我國漏刻計時制度。 古人把漏刻分晝漏和夜漏兩種。其發展主序是

【單壺泄水型沉箭漏】、【單級受水型浮箭漏】、【二級補償式浮箭漏】、【三級補償

式浮箭漏】、【秤漏】、【四級補償式浮箭漏】、以及[漫流式浮箭漏】等。 

PPT 檔案下載：https://goo.gl/n86vqy 

 

張清文：您提到的單級、二級、三級補償式浮箭漏，類似電機濾波概念，是怎樣讓計時

準確？ 

孫郁興：漢初有單壺泄水型沉箭漏（滿城/興平/千章銅漏為其代表）,此泄水型沉箭漏受

水位高低影響其出水速度,因應的方式以縮小出水口來因應之。單級受水型浮箭

漏,以沈括 “浮漏”為其代表，其浮漏出水的速度是由負壺與廢壺出水差異,以調

控送至建壺的水速為近似一定而達成,王禎 農書的「田漏」亦屬於單級受水型

浮箭漏,然而缺少廢壺出水差異的設計,故此較粗略。二級補償式浮箭漏以宋朝

燕肅的蓮華漏為其代表,亦有出水差異的設計，下漏壺側面有一個分水管，只要

上漏壺注入下漏壺的水量超過下漏壺排出的水量，高出分水口的水必然分流，

就可以保持下漏壺的水面穩定。三級補償式浮箭漏以於元代延祐三年（公元

1316 年）鑄造的延祐滴漏為其代表，屬多級補償式浮箭漏,清朝交泰殿的漏刻

亦屬此類。四級補償式浮箭漏則以唐朝呂才定的漏刻為其代表,宋朝王普《官術

刻漏圖》的蓮華漏亦是此類設計,此種計時裝置是類似於電機濾波概念的開環自

動調節系統，其原理相當於有非線性限制器的多級阻容濾波裝置。總而言之，

設計的重點皆是如何讓 h（水位）保持一定。 

陳文華：剛剛那些圖裡，看到三級是用滴漏流水，四級是用虹吸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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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郁興：有二級漏刻使用虹吸作用，三級使用多級補償式浮箭漏,宋朝王普《官術刻漏圖》

的蓮華漏屬四級補償式浮箭漏，其原理相當於有非線性限制器的多級阻容濾波

裝置，未使用虹吸。 

張之傑：村鎮皆有更夫，他們是怎麼計時的？民間講究生辰八字，百姓是怎麼推斷時辰

的？刻漏是官府使用，民間沒有。記得黃一農的演講談過，民間使用線香計時，

詳情已記不得。 

邱韻如：中國採用這些刻漏來計時，同時期的西方呢？ 

孫郁興：西方有使用類似機械式的「自鳴鐘」或圓明園獸鐘則也是水鐘的技術。 

陳文華：剛剛您提到日本的「香時計」，據照片顯示不是用線香，是用檀香粉，先將盒

蓋狀模子放在香盤上，鋪上檀香粉，用木片括平，檀香粉落入陰刻的圖形，取

出盒蓋狀模子留下線狀檀香粉。 

孫郁興：請看講稿的「香時計」照片，是用您剛剛所說的鋪上檀香粉，用木片括平留下

線狀檀香粉以燒灼計時。. 

邱韻如：經查證，張之傑老師所說黃一農的那一篇文章，應該是〈通書─中國傳統天文

與社會的交融〉。該文有講到黃曆的擇日。黃一農分析，台灣的黃曆、通書約

三分之二都宣稱是從兩百年前福建洪潮和的「繼成堂」通書傳承而來；香港流

行的源頭則是廣東「崇道堂」羅傳烈通書。黃一農說，洪家發行的通書賣給各

地的擇日師、相士，一年可賣出五十萬本，還跨海賣到台灣、南洋。 

       （http://www.nthu.edu.tw/allnews/news_content.php?ID=3970） 

陳文華：清朝最後一位欽天監官員劉培中（Liu, pei-zhong，1883 年 10 月 19 日－1975

年 4 月 9 日），名鑫，字培中，山東臨沂縣人，自幼學習道教，精太極拳與劍

法，曾任職欽天監。1949 年隨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其後創立崑崙仙宗。 

邱美華：一般民間是怎麼計時？怎麼知道現在是幾點？是看影子嗎？ 

孫郁興：一般民間應是以類似香時計進行計時。 

楊龢之：住在海邊的漁民，日觀太陽，夜觀星象，…. 

張清文：1 月 1 日是怎麼訂的？ 

孫郁興：以冬至為一年的交接日，隔日即是另一年 1 月 1 日。夏曆以正月建寅稱為人正

曆。秦漢以後的各種曆法和今天的農曆皆是。殷曆正月建丑稱為地正曆。周曆

正月建子稱為天正曆。 

任慶運：關於歲星與太歲，我因為外行並無深究，今天並未發言討論。以下略述兩點。 

一、太歲在《史記‧天官書》稱為歲陰：「以攝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

轉居丑。」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十九、三十為〈太歲考〉二十八篇。

高平子〈史記天官書今註〉以三千字篇幅「論歲陰與歲星」。 

二、其中「左行、右轉」乃歷來古書敘述星宿經天的常語，亦作「左旋、右

旋」。現代順時針方向、反時針方向用語乃十五世紀歐西發明鐘錶之後才有

意義。鐘錶明末清初才引進中土，當亦唯限於皇室貴冑巨家豪族。（如《紅

樓夢》第六回、五十二回等）。因此行星運行方向皆稱左旋、右旋；甚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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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律呂相生亦稱左右旋（如《漢書、律歷志》「左旋八八為伍」）。然我譾

陋，從未見過左右旋之明文定義。 

 

本期報導  

一、因原訂六月份演講的徐統老師在美國不克趕回，今天由原訂七月孫郁興老師提早演

講，七月份例會取消。 

二、本次演講參與人數24位，相當踴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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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們的秘書長游重光先生已於本月赴北京高就，感謝他長期以來協助學會各項會

務、學刊編輯及每月例會活動的各項事宜，尤其是幫忙借視聽器材及協助各項器材

運作正常等等，預祝他能工作順利鴻圖大展。 

四、5月14日「樹火紙博物館」知性之旅，由陳大川老師當導覽，共25位參加，已順利

完成。感謝樹火紙博物館招待當天體驗造紙的經費，門票共1900元也由學會經費支

付。 

五、歡迎陳文華加入會員，收到會費1000元。 

六、張之傑老師規劃的座談會「科學眼看詩經」將於2016年8月13日（六） 上午舉行，

地點在台北市圖道藩分館。詳見「九、活動通告」。 

七、碩亞合約（無償授權）已收到合約書（2016/5/31），已完成簽約。 

八、植物學進度：第一、二冊初步編排工作已完成。目前第三冊（第四章A） 學勇老師

一校及修訂已完成，學勇師目前正進行第四冊（第四章B）的一校。第五冊插註釋

及圖的工作已經完成（2016/6/2）。 

九、下一年度與市圖合辦的演講已向圖書館提出申請，已向市圖提出申請。因市圖每年

九月前兩週有年度例行活動，第三週遇到連假，因此九月份排在9/24（張之傑/會後

例行餐敘），十月份排在10/2（張玉燕）。排程如下： 

姓  名 時  間 題        目 服務單位 

張之傑 105 年 9 月 24 日 

（9/17 連假） 

我的科學史因緣 中華科技史學會發起人，業

餘科學史研究者 

張玉燕 105 年 10 月 1 日 苜蓿的圖像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洪子隆 105 年 11 月 5 日 中國圍棋史話漫談 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何邦立 105 年 12 月 3 日 從德日派到英美派—光復後台灣

醫學界的轉型 

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

執行長 

王道還 106 年 1 月 7 日 富貴病的演化根源 台大共同教育中心 

兼任教師 

（休會） 106 年 2 月   

張嘉鳳 106 年 3 月 4 日 診脈論命─中國古代的太素脈法 台大歷史學系 

李國偉 106 年 4 月 8 日 

（4/1 連假） 

洛書的後裔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兼任

研究員 

陳德勤 106 年 5 月 6 日 清末赴英外派人員筆記中有關動

物園水族館記載 

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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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學宏 106年 6月 3日 三才圖會的鳥類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孫郁興 106 年 7 月 1 日 四元玉鑑探微 健行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休會） 106 年 8 月   

 

十、活動通告：2016 年 8 月活動預告 

時間：2016年8月13日（六）9:30~12:00（與談者請於9:00到場，聽眾請於9:10~9:25

入場）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道藩分館 多功能活動室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臥龍里辛亥路三段11號3樓）  

聯絡人：張之傑 zjzhang@seed.net.tw 

內容：《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涉及先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可說是部詩體

的百科全書。中華科技史學會特舉辦「科學眼看《詩經》」座談會，從科學的角度，

探討《詩經》中的天文、曆法、物候、動物、植物、器物等等。座談會對外開放，

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與談者：（每位講 5~10 分鐘，請準備 ppt，事後交一篇千把字的發言稿） 

詩經中的天文 邱韻如（長庚大學教授）  

詩經中的曆法 孫郁興（健行科技大學教授）  

詩經中的物候 徐勝一（師大地理系教授） 

詩經中的氣象 劉昭民（前民航局氣象中心研究員） 

詩經中的植物 張玉燕（長庚大學教授）  

詩經中的兵器 于易塵（國防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詩經中的鳥類 張之傑（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詩經中的羊   楊龢之（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 

詩經中的昆蟲 韓學宏（長庚大學教授） 

    會員吳中玲、鄭翠琴已答應擔任座談會的記錄。 

備註：依市府規定，不能使用一次性餐具及杯具，務必請自備飲用水及容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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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77 期 

 

二○一六年九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6/9/24/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39 位 

會員：張之傑、孫郁興、劉宗平、陳大川、陳德勤、楊龢之、任慶運、邱韻如、賴進義、

邱美華、洪子隆、何邦立、洪  璦、沈志昌、黃莉晴、巫紅霏、林慧娥、徐  統、

李筱聆 （19 位） 

聽友：黃清涔、倪簡白、曲輔良、王小蘭、張志華、張四方、吳允中、朱文艾、楊恩溥、

左克東、周書寶、蒙永慧、趙彩秀、張奎綺、黃智絹、王懋勇、O 信賢、蕭清慶、

楊 OO、杜 OO、（20 位） 

 

講者：張之傑（業餘科學史研究者、中華科技史學會發起人） 

講題：我的科學史因緣 

摘要：凡事離不開因緣。講者 1974 年開始接觸科學史，1978 年起開始涉入科學史。因

因生果，因果生因，前因後果，無一不是個故事。講者 1996 年開始積極研究科學史，

兩年之內發表科學史論述約 20 篇，論文約 8 篇，1997 年底更發起成立本會。講者何以

遲至 1996 年才有作為？無他，因緣和合而已。又是一連串的故事。本演講是一位業餘

科學史研究者的心路歷程，是個人的故事，也是台灣若干「二年級」（民國二十年代出

生）、「三年級」、「四年級」科學史研究者的共同故事。 

 

紀要： 

張老師從 1970 年代初開始接觸科學史，但正式研究科學史卻是 1996 年的事。2006 年，

正式研究科學史 10 週年時，出版了《畫說科學》和《科技史小識》作為紀念。2016 年，

正式研究科學史 20 週年，就以這次演講作為紀念。 

張老師說：人生是複雜的，所做所為彼此牽扯，如何析出所要講的部份？費盡思量；因

緣相生，從何時談起？止於何時？孰輕孰重？亦費盡思量；多種因緣交集，互相作用，

今天才有機會與大家在此相聚，人生的確太奇妙了。 

今天演講前，狀況不少，一是圖書館聯繫問題，11 樓大門比較慢才開，讓大家揮汗等待。

二是我們學會的老電腦讀不到張老師的 USB 隨身碟，幸好在大家極力協助下，有驚無

險，最後都化險為夷，順利進行演講。聽張老師娓娓敘說他如何跟科學史結緣，一路走

來的各種經歷。精彩的演講到 3:55 結束，進行問與答。 

 

任慶運：環華為什麼會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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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傑：環華的業務管理有問題。業務主管欺壓業務員，業務同仁搜集公司業績報表，

向調查局檢舉逃漏稅。某日大批幹員將公司帳冊悉數查扣，廠商聽到消息紛紛

前來領款，員工也向公司自設的小銀行擠兌，當日就土崩瓦解。不過董事長石

資民先生尊翁石蒼庚老先生對我說，是政治因素使然。石老先生為台共，遭判

刑 25 年。王津平等左翼人士經常出入環華總部，與石老先生暢談理想。 

林慧娥：當時不是還有光復書局嗎？ 

張之傑：光復也是一家大型圖書直銷公司，後來也倒了。圖書直銷公司仰仗業務員推銷，

產品賣相好，業務員的人數就多，銷售時間就短。產品賣相不好，業務員就會

流失，公司必須推出新產品補救。直銷的好處是不需仰仗媒體和暢銷作家，並

有機會迅速累聚資本，壞處是無可避免的會陷入薛西弗斯困境，這是直銷圖書

公司無法維持長久的主要原因。 

洪子隆：您父親在您年輕時，有沒有要您看什麼書？ 

張之傑：其實沒有，主要是耳濡目染，和無聊時翻閱先父的書。先父似乎也沒想過要教

我書法和詩文。如果不是戰亂，先父可以在家鄉過無憂無慮，俯仰不必求人的

仕紳生活。他為院長代筆，代寫應酬文字，是迫於生活。他大概不想讓他兒子

也如此吧。 

吳允中：現在大學生對科學史要有認識的話，要有哪些基本認識？ 

張之傑：依據我的觀察，兩岸從事科學史研究者，少部份出身文史科系（主要是歷史系），

大部份出身理工醫農科系。我的科學史同儕幾乎都是後者。理工醫農科系的大

學生如過對中國科學史有興趣，國學要有點基礎，起碼要讀得懂古書。其次，

要廣事博覽，增加自己的常識。其三，要多讀科學史論文，學會其體式，俗語

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我不認為一定要有人指導，沒人

指導反而自由自在。 

 

本期報導  

一、本次例會人數有39位，其中三位大陸來台訪問學者。例會後召開第四屆第五次理監

事會議。會後會員在峨眉餐館餐敘，參加的有張之傑、楊龢之、賴進義、任慶運、

邱韻如、王小蘭、林慧娥、洪  璦、黃莉晴、巫紅霏、劉宗平、孫郁興、洪子隆、

陳德勤、何邦立、徐  統、李筱聆（17位）。 

二、2016/8/13假道藩圖書館舉辦的「科學眼看詩經」已圓滿完成，請各位與談人在10/10

前將發言稿寄給張之傑老師。 

三、原訂2016/8/27 參與第九屆兩岸科普論壇（主辦單位真理大學、科學月刊、福建省

科學技術協會等。本會為合辦單位之一） 因兩岸關係不確定因素而停辦，改在蘭

州舉辦（2016/10/26~30）。 

四、李學勇植物學手稿第一階段初版已完成，以影印方式先印製六套。接下去是第二階

段編輯校對工作。樣本在此，請參考並提供意見。 

五、2016/7，龍騰文化來函，徵求將張之傑《白話科學》中的一段（恆星的生老病死），

作為高中職國文補充讀物，當日即回覆同意。約一年前，這家公司也選取楊龢之《遇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1 期（2016 年 12 月） 

 

 

 

153 

見300年前的臺灣－裨海紀遊》序文的一段作為高中職國文補充讀物。 

六、2016/12/25出版《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21期，請踴躍投稿。 

七、2016/3/25~26 2017年第十一屆科學史研討會，在南臺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一次

論文徵稿啟事截稿日11/30） 

八、再次呼籲會員會友加入本會Facebook社團。 

九、這一期與市圖合辦的演講排程如下： 

姓  名 時  間 題        目 服務單位 

張之傑 105 年 9 月 24 日 

（9/17 連假） 

我的科學史因緣 中華科技史學會發起人，業

餘科學史研究者 

張玉燕 105 年 10 月 1 日 苜蓿的圖像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洪子隆 105 年 11 月 5 日 中國圍棋史話漫談 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何邦立 105 年 12 月 3 日 從德日派到英美派—光復後台灣

醫學界的轉型 

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

執行長 

王道還 106 年 1 月 7 日 富貴病的演化根源 台大共同教育中心 

兼任教師 

（休會） 106 年 2 月   

張嘉鳳 106 年 3 月 4 日 診脈論命─中國古代的太素脈法 台大歷史學系 

李國偉 106 年 4 月 8 日 

（4/1 連假） 

洛書的後裔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兼任

研究員 

陳德勤 106 年 5 月 6 日 清末赴英外派人員筆記中有關動

物園水族館記載 

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韓學宏 106年 6月 3日 三才圖會的鳥類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孫郁興 106 年 7 月 1 日 四元玉鑑探微 健行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休會） 106 年 8 月   

 

十、演講通告：2016 年 10 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6/10/1    /1400-1600 / 1330 即可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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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燕（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講題：苜蓿的圖像 

摘要：《伊利亞特》第二卷描述，當阿基琉斯（Achilles）賭氣不上戰場，他的馬

就在特洛伊城外，希臘大軍紮營的大草地上吃兩種草，其中之一就是 λωτός（《伊

利亞特》第二卷 768-777 行）。羅念生與王煥生的翻譯「他們的馬在車旁吃沼澤裡

的苜蓿和芫荽」，我們不禁想問，阿基琉斯的神馬與汗血馬都吃苜蓿嗎？苜蓿是甚

麼？名稱、文字的說明、科學學名和分類似乎還是無法滿足我們的好奇心，苜蓿只

是一種草？一種食物？還是有更多的意義？千言萬語還不如一張圖傳達的訊息。但

是，一張圖如何呈現論述？兩張圖或更多圖像又如何展開對話？植物圖像又怎樣透

過歷史、文化、社會、經濟和科技等脈絡呈現不同的知識論和美學觀？東西繪圖觀

點與視角有哪些相似與相異？植物繪圖如何結合科學的真和藝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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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8 期 

 

二○一六年十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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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傑、孫郁興、劉宗平、楊龢之、邱韻如、張玉燕、賴進義、邱美華、洪子隆、

何邦立、巫紅霏、游重光、于易塵、鄭翠琴、李學勇、徐 統（16 位） 

聽友：游素美、沈萬汀、周書寶、詹玉鳳、林傲梵、鄒恩慈（6 位） 

 

講者：張玉燕（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講題：苜蓿的圖像 

摘要：《伊利亞特》第二卷描述，當阿基琉斯（Achilles）賭氣不上戰場，他的馬就在

特洛伊城外，希臘大軍紮營的大草地上吃兩種草，其中之一就是λωτός（《伊利亞特》

第二卷 768-777行）。羅念生與王煥生的翻譯「他們的馬在車旁吃沼澤裡的苜蓿和芫荽」，

我們不禁想問，阿基琉斯的神馬與汗血馬都吃苜蓿嗎？苜蓿是甚麼？名稱、文字的說

明、科學學名和分類似乎還是無法滿足我們的好奇心，苜蓿只是一種草？一種食物？還

是有更多的意義？千言萬語還不如一張圖傳達的訊息。但是，一張圖如何呈現論述？兩

張圖或更多圖像又如何展開對話？植物圖像又怎樣透過歷史、文化、社會、經濟和科技

等脈絡呈現不同的知識論和美學觀？東西繪圖觀點與視角有哪些相似與相異？植物繪

圖如何結合科學的真和藝術之美？  

紀要： 

張老師帶來好幾包苜蓿種子，介紹她的苜蓿人生。其中提到學勇老師翻譯的《中國植物

史》裡提到明代朱元璋第五子朱橚（ㄙㄨˋ）在開封的植物園及《救荒本草》一書，推

論當時開封地區猶太人，把《救荒本草》的觀念傳到西方。中場休息時，學勇老師很高

興的分享說，他是開封人，開封有很多猶太人及回民。精彩的演講到 3:40 結束，進行

問與答，熱烈從苜蓿、酢漿草和三葉草，討論到女童軍標誌，以及養馬，熱絡精彩！ 

張之傑：我小時候家裡附近農田，在休耕時期會種苜蓿，作為綠肥作物。張老師說到苜

蓿芽，芽菜是中國的一大農業發明，不過苜蓿芽始自美國。冷戰期間，美國曾

經將芽菜列為國防產業。核子大戰時，種在地面的蔬菜遭到放射塵污染，只有

地下室生產的芽菜安全可靠。當時美國曾經研發各種芽菜，其中以苜蓿芽最具

創意。苜蓿的種子不能食用，以苜蓿生產芽菜，可說化腐朽為神奇，是芽菜的

一大突破。（p.s. 回家仔細想想，我小時候看的應該是紫雲英，而不是苜蓿。） 

張玉燕：紫花蓿苜其實是十分普遍又親民的草，而野苜蓿常常被視作野草；但是在貧困

時期蓿苜苗也可作為充飢食物。此外苜蓿除了當馬飼料，還可以當綠肥，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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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農田休耕時種苜蓿和之後台灣種油菜的功能相似。 

關於美國冷戰時期研發苜蓿芽的典故，我也是首次聽聞，謝謝之傑老師分享。

在此提醒，部分媒體過分宣稱苜蓿芽的營養價值，這些說法有待商榷。此外

有一說法，生苜蓿芽、生芽菜因為生長於溫暖、潮濕環境，因此很容易引起

大腸桿菌、李斯特菌孳生，建議熟食比較安全，若要生食請先用開水洗乾淨。 

徐  統：我在美國看過一大片苜蓿田。女童軍的標誌，是三葉的黃花苜蓿嗎？從前我學

過的中文說是「苜蓿」，英文則有 clover，shamrock 兩種說法。通常說到愛爾

蘭的標誌，大家都會說是“shamrock”。（有些聽眾說是酢漿草）。（後記：網

上查到的關於女童軍的標幟，都不提這個三葉圖案的來由。不知道是不是現在

不注重這個典故了。我不確定女童軍的創立是否跟愛爾蘭人有關。） 

楊龢之：幸運草也是酢漿草？ 

張之傑：幸運草是變種的幸運草，有四片葉子，中央有心形花紋。建國花市可以買到，

我買過，很不容易種。 

張玉燕：必須承認我對女童軍的標誌不是很熟。談到三葉草，東西方的誤解都很多，因

為三葉心型葉子應該是很多植物的共同特徵。在西方，幸運草通常指三葉草屬

植物（Trifolium spp.）。 荷馬史詩被翻譯成「苜蓿」的原希臘文 λωτός 依照

Henry George Liddell 與 Robert Scott 編撰的《希臘文-英文辭庫大字典》（A 

Greek-English Lexicon） 的解釋的第一種可能是：clover，trefoil，Trifolium 

fragiferum，英文翻譯成 strawberry clove，中文有翻譯成「草莓車軸草」，也有

人翻譯成「草莓幸運草」。迪奧科里斯（Dioscorides） 列出苜蓿（Medice 2.177） 

一則，提到初生苜蓿的型態與三葉草屬植物（Trifolium spp.） 十分相像，等苜

蓿成長，葉子會變細，就比較容易分辨。 可見苜蓿屬與幸運草極容易混淆。 

歐美文化中，幸運草是草變種的三葉草屬植物（變異成四葉）；在台灣， 所

謂的是幸運草是酢漿草，「四葉草」是四葉的酢漿草。 

邱美華：酢漿草不是豆科，牛、馬吃的苜蓿是豆科，營養才夠。 

張玉燕：美華講的沒錯。我整理一下大家提到的三種植物如下：。 

黃花苜蓿 歐美幸運草 台灣幸運草（大花酢漿草） 

Medicago falcata Trifolium fragiferum Oxalis bowiei 

豆科 Fabaceae 豆科 Fabaceae 酢漿草科 Oxalidaceae 

苜蓿屬 Medicago 三葉草屬 Trifolium 酢漿草屬 Oxalis 

孫郁興：苜蓿是從中亞發源傳播出來的？ 

張玉燕：依照《史詩》和《漢書》記載，約公元前 122 年之後（張騫出使西域後），紫

花苜蓿（Medicago sativa） 是從西域的大宛引進中國。根據 Herodotus 的《歷

史》，約西元前 500 之後，希臘人引進波斯之草紫花苜蓿到愛琴海和地中海區

域。從一些文獻我推論，在陝西處處可見的野生苜蓿（Medicago denticulata），

和天馬吃的紫花苜蓿不同品種。如此類推，史詩時代應該還沒有來自波斯的紫

花苜蓿，古希臘地區處處可見另一種苜蓿屬植物月光三葉草（λωτὸς= κύτισος，

Medicago arborea），因此，如果阿基琉斯的神馬不是啃葫蘆巴，也許就是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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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葉草。（關於這主題，我以撰寫另一篇論文，目前審稿中，之後可以和大家

分享。） 

楊龢之：苜蓿產於裏海附近… 

張玉燕：地理分布，我得重新查。根據《史記》記載，苜蓿、汗血馬與張騫出使西域息

息相關。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

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

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史記•大宛列傳》 

引入汗血馬，才發現還需要連他們吃的苜蓿種子一起引入。因為漢武帝愛馬，

又為了養汗血馬，中國從大宛引進苜蓿的種子，種植苜蓿是國家大事，如《史

記‧大宛列傳》記載：  

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

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

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銖。——

《史記•大宛列傳》 

張之傑：品種改良，和需求有關。西方的賽馬文化淵源流長，乘騎用良駒，無不身高、

腿長、體健，衝刺速度快，但用於牽曳等勞役，就不是良馬。中國文化著重實

用，沒有賽馬傳統，也不曾有過騎士制度，軍隊一向以步兵為主，於是具耐力、

耐粗食的馬種，就成為軍中和民間所喜愛的馬種。從中亞引進的汗血馬等嬌貴

品種，不見得適合軍中或民間需要。再說，高大的馬種用於作戰，不見得一定

佔便宜，蒙古人以蒙古馬橫掃歐亞，就是個例子。 

張玉燕：確實如此，可以參考三本書： 

劉文鎖。《騎馬生活的歷史圖景：歐亞馬文化漫談》。香港：中華書局，2015 年。 

謝成俠。《中國養馬史》。千田英二譯。東京都：日本中央競馬會弘濟會，1977

年。 

本村凌二。《馬的世界史》。楊明珠譯。台北：玉山社，2004 年。  

楊龢之：養馬的地，養一匹馬的地可以養 25 人…..北宋丟了燕雲十六州….. 

 

 

本期報導  

一、本次例會人數有22位。重光休假回來，參與今天的演講，大家相見歡，不亦樂乎。 

二、因秘書長游重光先生赴北京任職，改由洪子隆先生擔任秘書長，已於上週理監事會

議通過。 

三、科學眼看詩經如發言稿之外，還要寫一篇論述或論文，或可如下處理：其一，發言

稿為一簡單概說，正式文章則詳加討論。其二，發言稿只談某一論點，正式文章則

作全面討論。此外，正式文章另有題目，發言稿則沒有題目。請登入本會網站，參

閱第17期「科學眼看閱微草談筆記座談會」記錄。發言稿與正式文章字數懸殊，少

部份重覆無所謂。如只寫發言稿，不另寫正式文章，只要寫500-1500字，將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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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表達清楚即可。 

四、中華科技史學會（下稱本會）於1997年創立，並每年發行《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

至今已發刊20期。今年（2016）12月，本會將出版第21期學刊，特此徵稿，懇請會

員及曾經賜稿的會外朋友繼續支持，使學刊增色。關於內容、規格與截稿日期等，

見附檔稿約。來稿請寄給巫紅霏主編，信箱hungfeiwu@ntu.edu.tw，收稿截止日

2016/11/25。謝謝！ 

五、2016/3/25~26 2017年第十一屆科學史研討會，在南臺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一次

論文徵稿啟事截稿日11/30） 

六、 再次呼籲會員會友加入本會Facebook社團。 

 

七、演講通告：2016 年 11 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6/11/5    /1400-1600 / 1330 即可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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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隆（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講題：中國圍棋史話漫談 

摘要：圍棋是由中國人所發明的，而在其至少兩千五百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人們通

過了不斷的體驗與認知使它具備了極為豐富的文化內涵，由於圍棋中除了充滿了中

國古老哲學的思辨原理，也包含著樸素的宇宙觀和辨證的方法論，所以其不僅能與

軍事理論中的戰略及戰術相結合，還能夠與生活中的各種事物相聯繫，而在先進科

技日益昌明的今日，對於中國圍棋的發展有一個初步的了解，誠然能夠開闊人們的

心胸及視野，也足以陶冶人們的情操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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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179期 

二○一六年十一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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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郁興、邱韻如、邱美華、洪子隆、巫紅霏、于易塵、鄭翠琴、吳中玲、徐  統、

曲輔良、劉昭民、陳德勤（12位） 

聽友：曾鳳英、陳彥任、林韓芃、陳英夆、左克東、周書寶、詹玉鳳、張亞欣、連書儀

（9位） 

講者：洪子隆（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講題：中國圍棋史話漫談 

摘要：圍棋是由中國人所發明的，而在其至少兩千五百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人們通過了

不斷的體驗與認知使它具備了極為豐富的文化內涵，由於圍棋中除了充滿了中國古老哲

學的思辨原理，也包含著樸素的宇宙觀和辨證的方法論，所以其不僅能與軍事理論中的

戰略及戰術相結合，還能夠與生活中的各種事物相聯繫，而在先進科技日益昌明的今

日，對於中國圍棋的發展有一個初步的了解，誠然能夠開闊人們的心胸及視野，也足以

陶冶人們的情操與精神。 

紀要： 

陳英夆：古今中外的棋士是靠什麼維生？  

洪子隆：中國古代的棋士如果不是入朝擔任專門奉詔與帝王下棋的棋官，那麼就是在民

間受邀作客至棋友家中下棋藉以獲取酬金及獎金，再不然就是以指導棋藝以收

取報酬的方式來維持生計。而當今的職業棋士除了可以藉由比賽來獲取豐厚的

獎金以外，也可以藉由與學棋者下一對一的指導棋或是直接招收學生教導棋藝

的方式來取得報酬。 

巫紅霏：台灣的圍棋有固定的考試制度嗎？ 

洪子隆：如果是欲爭取當上職業棋士則是每年固定有針對業餘高段（六段以上）棋士且

其年齡必須在24歲以下的選拔制度，不過其仍然是屬於棋手之間的相互比賽較

勁，而除此之外皆為對局比賽。 

陳英夆：日本的圍棋發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洪子隆：一般認為日本的圍棋文化是在中國的唐朝時代由日本派遣至中國學習文化制度

的遣唐使吉備真備等人所帶過去的，不過根據一些文獻的記載，可能在唐朝以

前圍棋就已經由中國傳入了日本。 

劉昭民：除圍棋外，中國另有麻將這一項國粹，而它是什麼時候發明的？市面上有無圍

棋相關的書？ 

洪子隆：根據文獻記載，麻將似乎是從清朝末年才出現，其留傳的歷史並不長久。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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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棋之相關書籍自歷代以來皆有經典著作傳世，尤其近代所出版之書籍更是汗

牛充棟而遠多於其他棋類之相關書籍。 

邱韻如：詩經裡有沒有提到圍棋？ 

洪子隆：應該沒有！雖然有「堯造圍棋」之說，但歷史上最早的關於圍棋之記載是在《左

傳》：「衛獻公將入國，寧喜許之，太叔文子曰：『寧子視君不如弈棋，何以

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弗定乎！ 必不免矣！ 』。 

左克東：圍棋在台灣有無職業制度？ 

洪子隆：有的！台灣的職業圍棋制度與世界各國基本相似，其區分棋手之棋力等級亦皆

採行段位制，分為初段至九段等九個等級，而業餘七段之棋力則相當於是職業

初段。 

陳德勤：比賽的獎金是誰贊助？ 

洪子隆：現今世界上的大型圍棋比賽之獎金一般都是由企業界所贊助，例如“富士通杯

世界職業圍棋錦標賽”是由日本“富士通株式會社”所贊助。至於其他規模較小

的比賽之獎金則是由民間團體或是政府單位等機構所贊助的。 

孫郁興：圍棋的對局中有所謂分先、讓先及讓子等數種，請問這其間的規則及下法有何

不同？ 

洪子隆：有的！分先、讓先及讓子之對局規則基本上均相同，只是依照現行的規定，分

先的棋局於最終在計算黑棋與白棋雙方的目數時先下的黑棋必需貼還白棋六

目半，而讓先及讓子的對局則不需貼還目數。至於下法的話，則分先、讓先及

讓子等對局之間由於其思路截然不同，故而其下法自然就大相逕庭了。 

徐  統：《夢溪筆談》18卷裡有談到圍棋。沈括說棋局有多少種是可以算的….大到寫

萬字要寫43次… 

洪子隆：是的！以現代的數學方法來看則必須要有“對數”的觀念才能夠大略地計算出圍

棋對局可能出現的棋局總數約為10172種（log3361=log10x，則x≒172）。至於夢

溪筆談當中何以能夠以宋朝當時的數學觀念準確地計算出這個數字則是一個

相當值得我們去深入探討的問題。 

曲輔良：我查到徐達跟朱元璋下的那盤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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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報導  

一、這次出席人數 21 位，活動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 

二、中華科技史學會（下稱本會）於 1997 年創立，並每年發行《中華科技史學

會學刊》，至今已發刊 20 期。今年（2016）12 月，本會將出版第 21 期學刊，

特此徵稿，懇請會員及曾經賜稿的會外朋友繼續支持，使學刊增色。關於內

容、規格與截稿日期等，見附檔稿約。來稿請寄給巫紅霏主編，信箱

hungfeiwu@ntu.edu.tw，收稿截止日 2016/11/25。謝謝！ 

三、第九屆海峽兩岸科普論壇於10月26日至30日在蘭州召開，科史會為協辦單位，參加

者有張之傑、吳嘉玲、徐統、郎煒、張森娜、于易塵、詹玉鳳、邱韻如、黃莉晴等

九人，共發表五篇論文。我們九位成員一致認為，這屆兩岸科普論壇是最讓人感到

貼心的一屆。此次論壇在濱臨黃河的白雲賓館召開。我們在白雲賓館住了六天五

夜。一揭開窗簾，就看濤濤流過的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甘肅科協安排的參

訪活動，都經過精心策劃。如與西北師範大學交流，參觀劉家峽水電站，搭船溯水

庫而上參謁炳靈寺石窟，參觀甘肅博物館等等，都讓我們印象深刻。邱韻如、于易

塵、詹玉鳳及科學月刊幾位成員，還特別遠赴千里之外的千年敦煌，走了一趟敦煌

石窟壁畫、月牙泉，以及跟著「又見敦煌」的實景劇穿越千年時空。 

四、2016/3/25~26 2017年第十一屆科學史研討會，在南臺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一次

論文徵稿啟事截稿日11/30） 

五、再次呼籲會員會友加入本會Facebook社團。 

 

六、演講通告：2016年12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6/12/3    /1400-1600 / 1330即可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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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邦立醫師（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講題：從德日派到英美派—光復後台灣醫學界的轉型 

摘要：日據時代在台施行殖民統治，早期警察兼掌檢疫工作，演變而成衛生行政體

系。另以西醫為主軸，建搆起“尊醫抑護”與“重醫輕藥”的醫療體系。國府遷台，國

防醫學院的協和校友注入新生力量，協助傅斯年校長將台大醫學院改制。劉瑞恆、

林可勝、盧致德、顏春輝，把美國援華的資源移轉來台全面推廣。1949年大遷徙對

台灣醫藥衛生形成三大衝擊：一是公共衛生與傳染病管制的落實。二是臨床醫療人

才培訓與西方接軌。三是醫學教育體制由德日制改為歐美制。國防醫學院來台影響

至鉅，由於美國在華醫藥促進會（ABMAC）與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CMB）的大

力贊助支持，奠定了今日台灣的公共衛生與醫療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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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80 期 

二○一六年十二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6/12/3/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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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郁興、何邦立、賴進義、郎 煒、楊龢之、張之傑、邱韻如、巫紅霏、

于易塵、鄭翠琴、徐  統、劉昭民、陳德勤、洪璦（15 位） 

聽友：蔡宇杰、曾鳳英、石資民、黃清涔、陳淇美、何之行、汪忠甲、詹玉鳳、溫成尉

（9 位） 

講者：何邦立醫師（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執行長，本會會員） 

講題：從德日派到英美派—光復後台灣醫學界的轉型 

摘要：日據時代在台施行殖民統治，早期警察兼掌檢疫工作，演變而成衛生行政體系。

另以西醫為主軸，建構起「尊醫抑護」與「重醫輕藥」的醫療體系。國府遷台，國防醫

學院的協和校友注入新生力量，協助傅斯年校長及錢思亮校長將台大醫學院改制。劉瑞

恆、林可勝、盧致德、顏春輝，把美國援華的資源移轉來台全面推廣。1949 年大遷徙對

台灣醫藥衛生形成三大衝擊：一是公共衛生與傳染病管制的落實。二是臨床醫療人才培

訓與西方接軌。三是醫學教育體制由德日制改為英美制。國防醫學院來台影響至鉅，由

於美國在華醫藥促進會（ABMAC）與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CMB）的大力贊助支持，

奠定了今日台灣的公共衛生與醫療基礎。  

 

演講到 15:45 結束，進行問與答。何醫師先回覆劉廣定老師會前的書面提問，介紹台大

醫院魏火曜院長對轉型的貢獻。杜聰明離開台大醫院後，魏火曜繼任院長，才得以轉型

成功。問答相當熱烈，一直到 16:30 才結束。 

 

紀要： 

 

徐  統：多年前軍醫轉業，因為不符新建立的學制，受到輿論的指責，請問您怎麼看？ 

何邦立：林可勝當時培訓短期的醫護人員，到前線救死扶傷，對軍隊的士氣與戰力維護，

功不可沒。但戰爭結束後，這批無證照的醫護人員，經分批選送回校，接受四

年的醫學專科訓練以取得正式醫師資格。最後尚有少數未完成訓練者，退輔會

也給予兩次考試的機會，是謂轉業軍醫，到地方開業服務。至於最後沒參加考

試者，則留在軍中或軍眷診療所，服務官兵眷屬。（ 有同事羅博文君，時任金

門戰地醫務隊上尉連長，因主官不放行失去考試機會，後在空軍總司令部診療

所任中校醫官）。 

張之傑：我在國防醫學院時仍有醫專部，招收行伍出身的衛勤人員，修業四年，就可成

為正式軍醫。不過如何醫師所說，不是每位衛勤人員都有機會就讀醫專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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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們系裡有三位出身衛勤訓練所的軍官，有位年紀較輕的尉級軍官，名叫胡

虔，一直想去讀醫專部，但系上不准，只好繼續擔任切片等技術員的工作，他

的切片技術系裡無人能比。 

孫郁興：我有兩個問題，一是美英制和德日制的差異優劣？二是德和日，有何差異？  

何邦立：日本明治維新，學的是德國。基本上德、日間沒有差異。要有，書寫病例處方

一用德文、一用日文。美國走的是臨床醫院體系，偏實用。德日重基礎科學，

重視理論。德、日醫生開小診所兼藥房，醫生有出診制。美國開業醫，在大醫

院附近有聯合診所，醫藥分家，醫生只開處方，病家去藥房買藥。德日醫學重

基本的物理檢查，美式重視用儀器檢查，間接也造成今日的醫療濫用，成本高

漲。 

張之傑：兩個制度的卒業年限，有無差異？  

何邦立：一樣。目前高中畢業入醫學院是七年制，學士後習醫則為四年制。 

徐  統：我想請問日本制度，在日本本土及其它佔領區，情形是否不同？我和我哥哥都

是在淪陷區出生，我哥哥在醫院出生，當時是日本醫生和護士接生。  

何邦立：日本、偽滿和台灣用的都是日本制。二戰後，日本受美國佔領，醫療制度改為

英美制。 

張之傑：德日派寫病歷，是用德文嗎？ 

何邦立：德國系醫校（如上海同濟醫學院、北平大學醫學院、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訓

練的醫師用德文，日本系醫校（如滿州醫科大學、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訓練

的醫師用日文。當然美系醫學校（長沙湘雅醫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成都華

西醫學院、上海醫學院）訓練的醫師用英文寫。 

張之傑：我想，這或許是杜聰明等抗拒轉型的原因之一吧。1910年，杜就讀總督府醫學

校時，與同學翁俊明加入同盟會。後負笈日本，成為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抗

戰時日本推行皇民化，他拒絕當皇民，這種人在日據時並不多見。他的學生不

少被中共吸收，志在建設新中國。可見他的抗拒轉型並非親日、媚日。不過他

不能認清時代潮流卻是事實。 

何邦立：張建為德國醫學博士、哲學博士，1937 年初負責主持南京軍醫學校，當時該校

前兼校長劉瑞恆，已將其前身 1902 年建校的北洋軍醫學堂，改制為英美制，

學生在校上課醫學用語為英文。等到二次淞滬戰起，學校南遷廣州，與廣州分

校（ 德日派）合併。當時分校教官用德語教學，南京同學聽不懂，被認為素

質差，被安排教室的後座，原分校的同學講德語的坐前排，引起南京同學的不

滿、覺得受侮辱，而引爆學潮。柳安昌為此與張建爆發衝突。歷史上因併校，

體制上的改變，衝突不斷。 

徐  統：醫學專有名詞是拉丁文。 

何邦立：沒錯，植物學、醫學名詞都是拉丁文，我們念醫學院時有一學分的拉丁語，學

其字首與字尾，對醫學名詞的記憶幫助很大。教育部亦曾要求病歷中文化，當

然醫學專有名詞仍是用原文、一般敘述則母語化，但最終並未成功，為求與國

際接軌仍用英文。目前，東北亞只有台灣病歷仍用英文寫。中、日、韓皆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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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母語。 

楊龢之：英美派和德日派，基本不同為何？ 

何邦立：所謂的科學西醫，但在不同的國家，仍受其文化無形的衝擊與影響、 也受戰

後醫療資源的多寡，造成對疾病的態度與治療方式上的差異 。概略上說，美

國不同於歐洲各國，它對疾病的態度上，採積極激進、有所作為、有拓荒的精

神。影響到治療行為上，過分依賴檢驗和儀器、手術做的多、抗生素用的多、

用藥劑量大與猛、精神科用藥尤重，導致醫療資源消耗大、花費高、醫療糾紛

多、醫療保險負荷大。與歐洲各國較為保守，形成對比。 

楊龢之：我覺得是醫學觀念上的差異 

詹玉鳳：文字敘述不同…… 

徐  統：我的小孩在德國耳朵發炎，德國醫生和美國醫生處理方式完全不同。德國醫生

要他不要吹風。 

何邦立：德國很多觀念和美國不一樣，抗生素用的少，德國開完刀不打抗生素，用同類

療法。對癌症也是多採較保守的自然療法。 

郎  煒：歐洲醫學教育，用死背的，美國不一樣，分科很細。 

何邦立：教學方式不同，美式重實驗，倡理解，著重住院醫生訓練、循序漸進，分工細，

而成為專科醫師。美國資本主義受金錢污染較重。歐洲金錢污染較淺…..。 

巫紅霏：美國也沒有一開始就被金錢污染的吧？ 

何邦立：美國是走大醫院路線，醫療衛生政策受美國醫學會所掌控，戰後大藥廠的林立、

與後來的醫療保險制度，最終造成費用高、效率低的醫療體系。但中國當時八

成的文盲，衛生環境條件極差，西醫方才引入，人才不足，因此改善狀況，必

須從公共衛生先行入手，可收速效。戰後軍醫學校（德日派）與衛訓所（英美

派）合併成國防醫學院，因體制變遷，難免有些人對林可勝誤解。 

郎  煒：王正廷博士（1882-1961）做過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浙江省奉化人，北洋政府

國務總理，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駐美大使，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會長，曾帶領

運動員參加第十屆及第十四屆奧運會，1948年，參加完第十四屆奧運會後，竟

無經費返國，致與其小同鄉蔣中正徹底決裂，移居香港，1961年卒於香港。 

何邦立：王正廷當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長時，林可勝是紅十字會總幹事兼救護總隊長。林

不懂官場文化，當時 國共聯合抗日，因資助延安，被指責左傾。林可勝是華

僑不懂中文、略能聽。他是超級的愛國、自由主義者。因海外捐贈藥品、器材、

物資、金錢未經總部直接至救護總隊部令人覬覦，而爆發紅會內部風潮。 

郎  煒：抗戰前後，宋慶齡創辦了國際反帝同盟及世界反法西斯委員會及中國民權保障

同盟，當時的社會名流蔡元培，林語堂，魯迅，楊杏佛等多人均參與其間，不

過本質上，這些團體都是左傾的，所以與其妹夫蔣中正格格不入。蔡元培、林

語堂都積極支持紅十字會的作為，但抗戰前後紅十字總會理監事名單中無蔡元

培、林語堂二君。杜月笙、戴季陶、蔣夢麟、王雲五等則是紅十字會的理監事。 

徐  統：想暗殺袁世凱的醫生是誰？ 

何邦立：據說是翁俊明（翁倩玉的祖父）和杜聰明，想用霍亂菌下毒，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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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報導  

一、這次出席人數 24 位，其中有一位特別來賓，石資民先生，石先生說他還會持續參

加本會的活動。會後幾位好友揪團去峨眉餐廳言歡，聽龢之兄暢談陽合之戰，好不

開懷，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 

二、中華科技史學會（下稱本會）於 1997 年 12 月 3 日創立，本次例會正好滿 19 年。

本會每年發行《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至今已發刊 20 期。2016 年 12 月底，第 21

期學刊將出版，請會員們在 2017 年 1 月 7 日出席領學刊，順便繳交下一年的會費。

在此先感謝主編巫紅霏的辛苦。 

三、2016/3/25~26 2017 年第十一屆科學史研討會，在南臺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中英文摘

要截稿日期：12/21，2016。網址：http://www4.isu.edu.tw/sites/chsas_taipei/index.html 

四、再次呼籲會員會友加入本會 Facebook 社團。 

五、演講通告：2017 年元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7/1/7    /1400-1600 / 1330 即可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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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講者：王道還老師（知名科普作家、台大共同教育中心兼任教師） 

講題：富貴病的演化根源 

簡介：1987 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戴蒙（《第三種黑猩猩》、《槍砲病菌與鋼鐵》的作

者）發表一篇短文，指出「農業是人類史上最大錯誤」。原來人類在發明農業之前，一

直過著「狩獵採集生活」；這種生活方式大約在 300-200 萬年前演化出來。戴蒙的主要

證據來自考古學：最早的農業族群，營養狀況很差，最明顯的後果便是身材變矮了。而

人類學者對於少數殘存狩獵採集社群的印象，可用「豐饒社會」來形容。本次演講重點

在於：人體經過「狩獵採集生活」的淬煉，已無法適應工業化的富饒生活。工業化放大

了農業的禍害，後果是種種富貴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