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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來時蕭瑟路，跂望彩霞映滿天 

——二十年來個人在科學史領域的工作回顧 

李精益 

（文藻外語大學） 
1 

前言 

筆者於癸酉（西元 1993 年）春自美返台後，遽遇屯邅；然本君子固窮之義，龍潛

七載，至庚辰年夏方得一枝棲。期間曾於科學月刊社短暫兼職，因而得識張之傑先生。

先生不以余卑鄙，特加青眼，故常相往來。先生於西元（下同）1997 年，籌畫成立科技

史同好會，邀余共襄盛舉，余自欣然答應，匆匆至今已二十年矣。 

因筆者對當前應如何在台灣推動科學史相關活動的看法與科史會核心成員（或積極

參與者）有很大不同（我認為須與現行高中及大學課程緊密結合；若孜孜於追求所謂的

學術價值，而步上類同近代史學研究的「索隱派」路數，實非吾所願！），因而對參與

活動並不熱衷，自 2000 年南遷高雄後僅（因他事人在台北而順道）出席一次，對學會

近年動態已相當隔膜。張先生以余為七名發起人之一，命余寫一文以為學會成立二十週

年賀，盛情自是難卻；另認為可藉此機會回顧二十年來個人在科學史領域的工作，遂草

此文。 

就筆者多年來觀察所及，台灣隨處可見因缺乏科學史素養而造成的問題，茲舉一例

以概其餘。100 學年起，筆者開始為文藻五專部二年級學生講授物理，課程一學期、二

學分，筆者認定此課程性質與現行高一的「基礎物理（一）」相同，遂從市面流行的教

材中選擇南一書局版為課本。不過，後來發現該書雖基本上符合當初期望，但全書有多

達百餘個錯誤或需要修改之處，其中有許多涉及物理學史。所幸因該書主編能虛心接納

筆者意見，絕大多數錯誤均已改正。緣此經驗，筆者對現今在台灣推動科學史活動應該

與課程結合這一看法自認不謬，而個人多年來研習科學史亦可謂尚有小成。 

 

二十年來個人在科學史領域的工作回顧 

筆者二十年來主要從事科普、科學史和數理專業書籍的審（校）訂工作，且生平極

不願為文，是以關於科學史的著述不多；近數年亦應邀為中學教師及大學生作科學史方

面的演講。以下分別介紹個人在這三方面的微薄成果。 

科學史文章 

筆者二十年來有關科學史的文章依先後順序條列於下：  

（1）〈當代中國科學事業的種樹人―葉企孫〉，《科學月刊》30 卷七月號，1999 年。 

（2）〈誰是「中國物理學之父」？〉，《科學月刊》31 卷四月號，2000 年。 

（3）〈至大無外─人類對宇宙大小的認知歷程概述〉，世界華人科學史研討會，民國九

十年三月（2001 年 3 月），台北：台灣。 

                                                      
李精益，本會創始會員，現任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電郵 polanyi.le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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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誰是「中國物理學之父」？〉一文，緣由為：吳大猷先生過世後，本地媒體

幾乎均稱其為「中國物理學之父」，吳先生在物理上固有相當學術成就，然以「中國物

理學之父」稱他實屬過譽，且此事涉及物理學在近代早期中國的發展歷程，於是應張先

生之邀撰此文以正大眾視聽。 

另依筆者長期研讀和審（校）訂科學史相關書籍的經驗，感到有不少課題值得深入

探究，他日或能選出合適者撰成文章，以供後進參考。 

關於科學史書籍的審（校）訂工作 

二十年來，筆者積極參與出版事業，曾審（校）訂數十本書，其中不少涉及科學史。

首先介紹二本大部頭著作：（一）《科學的歷程》，這是作者吳國盛的成名作，2002

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發行第二版；2008 年，筆者計畫在文藻開設科學通史課程，然市面

上並未有合適教材，另認為此書在台發行必能帶來正面影響，遂說動科技圖書公司引入

第二版，並由筆者擔任校訂工作。歷時一年餘，《科學的歷程》正體字版於 2010 年 5

月上市，可謂填補了台灣科學史教學的一大片空白。（二）《物理學史》，這是大陸著

名物理學史學者郭奕玲和沈慧君教授伉儷的代表作。此書第一版曾以《物理通史》之名

在台發行，唯內容對近代物理發展的介紹頗簡略，且編輯工作甚差。2005 年北京清華大

學出版社發行《物理学史（第 2 版）》，筆者於 2008 年後購得此書，匆匆翻閱即發現

其內容較第一版充實許多，值得引入發行正體字版。因筆者無機會開設「物理學史」課

程，且曾費一年餘校訂《科學的歷程》，遂將此念留存心中。後經筆者與東吳大學物理

學系劉源俊教授多方努力，終獲得五南出版社首肯，願意投資成此美事。因審校工作量

遠超當初預期，幾經延宕後，《物理學史》終於在今年八月上市。筆者有自信，此書對

個人研習物理學史和教師開設物理學史課程，必能帶來極大助益。 

至於筆者在此方面的其他工作，依先後順序臚列於下： 

（1）《原子中的幽靈》與《生命是什麼？》，貓頭鷹出版社，2000 年，台北。 

（2）「諾貝爾獎百年鑑」叢書物理部分共十冊：《微觀絕唱─量子物理學》、《認識原

子核─核物理與放射化學》、《觀微探幽─X射線與顯微術》、《追尋自然之律─20

世紀物理學革命》、《發明之源─物理學與技術》、《絕對零度的奇蹟─超導超流

與相變》、《睿智神工─基本粒子探測》、《探索物質最深處─場論與粒子物理》、

《宇宙佳音─天體物理學》、《無所不在的磁─粒子磁矩與固體磁性》，世潮出版，

2002-5 年，台北。 

（3）《科學的榮耀─諾貝爾物理學獎百年回顧》，科技圖書，2002 年 11 月。 

（4）「諾貝爾獎殿堂‧百年史話」系列中的《諾貝爾獎的搖籃─卡文迪西實驗室》、

《走向微觀世界─從湯木生到蓋爾曼》，世潮出版，2003 年，台北。 

（5）《十大天文學家》、《十大數學家》及《十大物理學家》，世潮出版，2003 年，

台北。 

（6）「世界科學史」系列中的《二十世紀的科學Ⅰ》及《二十世紀的科學Ⅱ》，世潮

出版，2003 年，台北。 

（7）「牛津科學肖像」系列中的《牛頓》，世潮出版，2004 年，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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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以上各書擇要說明如下：（1）二書本屬科普性質，但已成為瞭解相關課題所必

讀的經典名著，亦可列入科學史領域。（2）「諾貝爾獎百年鑑」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

社為紀念諾貝爾獎（在大陸提到諾貝爾獎主要指物理、化學和生理學或醫學三個科學獎

項）頒發 100 週年而推出的一套叢書，將二十世紀的諾貝爾物理獎、化學獎和生理學或

醫學獎按具體獲獎內容分為二十六個領域（但不局限於一級學科的分類，如《認識原子

核─核物理與放射化學》即涵蓋物理和化學領域），每個領域寫成一卷約 8 萬字的小書，

以該領域的進展為脈絡，以相關的諾貝爾獎獲獎項目為重點，讀者不但能瞭解這些諾貝

爾獎成果的科學內容，更能知道該領域的發展歷程。另對物理、化學和生理學及醫學各

有一卷綜述，以便讀者對該學門的全貌有一個宏觀認識。筆者發現此套叢書後立即向出

版社推薦，公司負責人亦欣然應允，並由筆者擔任物理學部分的審（校）訂工作。但此

叢書上市後的銷售狀況遠不如預期（筆者以為非單一因素造成），因而出版社中止了最

後數卷的上市計畫，筆者手中仍留存《精益求精─測量技術與精密計量》二校稿，每思

及此事猶扼脘三嘆。（3）此書亦為郭、沈教授伉儷所編著，按年份逐一介紹二十世紀

的諾貝爾物理獎項，資料性強。（4）《諾貝爾獎的搖籃─卡文迪西實驗室》詳盡介紹了

曾執世界物理學牛耳達數十年的 Cavendish Laboratory，而《走向微觀世界─從湯木生到

蓋爾曼》（湯木生指 1906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J. J. Thomson，現已改譯為「湯姆森」）

則講述了從發現電子到提出夸克理論的曲折歷程，二書均屬讀之有益。（7）「牛津科

學肖像」系列是牛津大學出版社發行的一套極適合青少年閱讀的科學家傳記，迄 2010

年英文版已發行 24 卷以上，世潮出版社曾引入其中十卷發行正體中文版，但市場反應

並不熱絡，以致於其他 14 卷之續乃因而終止，洪萬生教授還曾為文表達惋惜之意（見

《科學月刊》41 卷十月號（2010 年）780 頁〈為什麼讀科普書？—為青少年編寫的科學

家肖像〉）。 

關於科學史的演講 

  自 2009 年起，筆者曾應邀在不同場合、面對不同對象，作科學史方面的演講，依

先後順序臚列於下： 

（1）2009 年 3 月 9 日，應邀在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系作「愛因斯坦與量子傳奇」演講，

內容著重於愛氏在量子物理發展史上的貢獻。 

（2）2013 年 9 月 26 日，應邀為台中一中科學班高一學生演講，主題是「《科學的歷程》

導讀與個人對科學史研習的一些看法」，內容對青年學子研習科學史應有相當助益。 

（3）2014 年 10 月 25 日，應邀在「物理學史研習會（四）」上演講，主題是「個人研習

物理學史之心得及建議」，內容對高中物理教師和物理系學生當有指引作用。 

（4）2016 年 5 月 25 日，應邀為東吳大學物理系學生演講，主題是「話說科學的歷程」，

內容分成兩單元：其一以具體實例說明科學史的重要性並對科學史各層面作一綜

覽；其二則介紹相關中文圖書[及網路]資源，另檢討臺灣現行環境並提出個人建議。 

（5）2016 年 10 月 22 日和 29 日，應邀在「物理學史研習會（七）」和物理學史研習會

（八）」上演講，主題是「從哥白尼到哈伯」，內容為回顧近代天文學的主要發展。 

（6）2017 年 10 月 28 日，應邀在「物理學史研習會（九）」上演講，主題是「精密測量

與諾貝爾物理獎」，內容為曾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關於精密測量方面的進展。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2 期（2017 年 12 月） 

251 

「物理學史研習會」是劉源俊教授鑑於物理學史在物理教育上的重要性而發起，自

2013 年迄今已舉辦九場（2017 年僅一場），對精進高中物理教師專業素養及引發大學

生對物理學史研習興趣已取得一定成效。近兩年蒙劉教授垂青，筆者對講題的選定亦曾

野人獻曝。今年 10 月 28 日，劉教授在聽完「精密測量與諾貝爾物理獎」演講後向筆者

表示：先前並不瞭解 Otto Stern 和 Alfred Kastler 創立的學派在物理上的重要性。筆者聽

後自感到相當欣慰，因此事可證明筆者多年來在物理學史上的研習已取得一些成果，可

供先進們採納。（Otto Stern，1888–1969，1943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被尊稱為「實驗

原子物理學之父」。 Alfred Kastler，1902–1984，1966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其徒弟

C. Cohen-Tannoudji 與朱棣文、W. D. Phillips 同獲 1997 年諾貝爾物理獎，其徒孫 Serge 

Haroche 與 D. J. Wineland 分享 2012 年諾貝爾物理獎。） 

除以上三方面涉及科學史的工作外，筆者曾在 97、98、100 和 101 學年開設「科學

的歷程」選修課，此課一學年、四學分，以《科學的歷程》為教材，但由於各種原因，

此課已停開五年。而劉源俊教授因受筆者影響，104 學年起在東吳大學開設「科學發展

史」選修課，亦用《科學的歷程》為教材，但該課僅一學期、二學分，因而著重於近代

科學的發展歷程。 

 

感想與建議 

積二十年之經驗，筆者對科學史的功用或為何要學習科學史，有如下看法：（一）

科學史有助於理科教學；（二）科學史有助於理解科學發展的脈絡；（三）科學史有助

於理解科學的本質；（四）科學史有助於理解科學在文明中的角色；（五）科學史有助

於正確認識歷史；（六）科學史有助於提升個人〔知識〕品味。若以上看法不謬，則應

讓科學史成為大學核心通識課程之一，且可以《科學的歷程》作為基本教材，筆者亦極

樂意提供上課用的 PPT 檔案以供參考。 

其次，筆者經多年觀察認為當前台灣科學史事業的發展存在如下困境：（一）科學

史教學極不受重視；試問台灣有多少大學開設科學通史課？（國立中山大學在通識學程

開設一門科學史，但將一學期課程拆成物理、化學、古典生物、近代生物四部分，由四

位教師分別授課；筆者無法認同此一做法。）又有多少物理系開設物理學史課？其結果

即為隨處可見的科學史錯誤。（二）相關資源甚為缺乏，卻又存在怪異現象；如：市面

上不見《物理學史》，卻有多本費曼和霍金的翻譯傳記。（三）主客觀環境日趨惡化；

台灣市場規模小，加上近年讀書風氣不振，更標榜以英語授課，未來中文科學史書籍的

出版將更為困難。（四）「去中國化」的可能後果；此舉將使有心人士、特別是青年學

子完全無視大陸方面可提供的豐富資源。 

再次，筆者謹對台灣科學史事業的未來發展提出以下建議：（一）引起師生重視； 

（二）積極宣揚推廣；（三）充實基本文獻；（四）善用大陸資源；（五）先廣博再精

深；（六）建立交流平台。日後得遇機緣，再申論其義。 

最後，馨香禱祝在同好們的努力下，未來二十年台灣的科學史事業能日益興旺。 

 

收件日期：2017年 11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