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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81 期 

 

二○一七年元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7/1/7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31 位 

會員：陳大川、孫郁興、劉宗平、何邦立、楊龢之、張之傑、邱韻如、巫紅霏、李學勇、

鄭翠琴、吳中玲、劉昭民、陳德勤、張玉燕、邱美華、沈志昌、徐統、歐陽家教、

曲輔良、洪子隆、石資民、谷美英（22 位） 

聽友：曾鳳英、孫唯晟、孫唯喬、朱文艾、黃清涔、陳英夆、周恩慈、潘錦然（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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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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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經過兩百萬年的「狩獵採集生活」淬煉，已無法適應工業化造成的富饒生

活，後果是種種富貴病。 

 

演講到 15：55 結束，精彩萬分，大家受益良多，3：55 進行問與答。討論非常熱烈，不

時都有笑聲，到 16：30 才結束。 

討論時李學勇老師提問「補脂肪」的問題，還以為今天會後有聚餐。會後，我們幾個人

就揪他去聚餐補脂肪，最後還順應他老人家的堅持，讓他買單，大家開心又愉快！ 

 

紀要： 

徐  統：補充一下，徵糖稅的現成例子是 soda tax（汽水稅）。 

王道還：是的，謝謝提供資料。 

 

邱美華：是不是現代人靠健走就可以得到健康嗎？ 

王道還：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假如我們現在有的知識有用的話，應該是這樣的，任何

減重計畫，都要緩進，太急躁反而會使身體「反動」，造成我剛剛講的情況，就是降低

基礎代謝率。任何健身計畫，都不要引起身體的「反動」。所以我不會鼓勵大家回去馬

上就跑步，你的身體會很緊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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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勇：我念大學時 58公斤，現在 48 公斤。從大學三年級時就瘦到現在。我去買奶粉，

所有賣的都是脫脂、脫脂、脫脂，請問我要去哪裡吸收脂肪？ 

王道還：我們身體裡的機制，讓脂肪、蛋白質、糖三者可以互換，所以不需要缺什麼補

什麼。吃蛋、吃糖、吃肉都可增加脂肪。 

李學勇：那我如何可以增加體重，我現在 95歲，雖能吃能睡，但沒有儲藏脂肪，就沒

有本錢。 

王道還：吃蛋、吃糖、吃肉，都可以增加脂肪。 

張之傑：李老師，奶粉也有全脂，沒有問題的。我認識的很多人，年紀漸長，大多會變

胖，但更老以後，就會瘦下來。我看您這個年紀，要胖也不容易，健康最重要。 

 

洪子隆：照道理年齡越大而身體的細胞在經過了更多次的複製之後，應該會更為容易得

到癌症才對，但是為何老師您剛才的演講中卻提到人們在 85歲之後的癌症罹患率卻出

現下降之情形？請問此機制有被提出來解釋過嗎？ 

王道還：我先舉另一個現象。大家都知道，男人的平均壽命比女人短。但是同樣都是 80

歲的人，男人的健康狀況往往比女性好。為什麼？很簡單，男人天生比女人短命，但是，

要是有一個男人居然可以活到 80 歲，那就是天賦異稟。簡單來說就是基因好。（這時

大家都轉向大川老師和學勇老師，基因好！！） 

 

徐  統：那張圖的曲線好漂亮，有沒有函數？

或許能從函數導出什麼道理。 

王道還：任何曲線都可以得到一個函數。我相

信一定有人弄出過，但我沒有特別追究過。我

不知道。 

孫郁興：那種函數一定可以弄出來。任何曲線

都可以找到函數 fit。 

王道還：那是美國癌症研究院做出來的，我在

圖上特別註明了出處，大家可以去查那篇論文。 

李學勇：那代表我很健康。 

 

巫紅霏：您剛剛提到糖稅，我看過一份資料說糖比脂肪更危害健康，為什麼不抽這些稅？ 

王道還：食品業集團會砸錢操縱立法。抽菸稅比較單純，也花了一代人的努力才成功。

抽糖稅、脂肪稅有技術問題，不容易。去年歐盟有一些國家開始抽糖水稅（soda tax），

已經引起大食品商反動。 

  

邱美華：請問王老師我們是不是可以大口快意地食用紅肉白肉，而有限制地淺嚐蛋糕點

心，也可以是好的飲食嗎？ 

王道還：每個人有適合自己的養生計畫，我今天只講一般原理。我是本行是演化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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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運動醫學，也不是養生學。 

 

李學勇：今天會後有沒有聚餐？ 

大家一起回覆，三月。(李老師可能想要補脂肪，會後我們就揪他去聚餐) 

 

張之傑：我和王老師相識於 1978年，至今已將近四十年。我有兩個問題：（1）我記得

愛滋病最早是巴斯德研究所確認的，不知我是否記錯了？（2）日本人戰後的身增高，

我看過一個報導，說是因為減少跪坐的緣故。跪坐影響下肢血液循環。  

王道還：不是巴斯德研究所。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身材變高，和跪坐有無關係，

我不知道。愛滋病最早是由 CDC 1981 年 6 月 5 日發佈通告，才會引起醫界的注意。通

告內容是美國加州洛杉磯地區的年輕男同志。紐約醫師立即通報了類似的病例。 

 

邱韻如：我有一位朋友日前將前往賴索托當義工，我查到資料說賴索托在 2009 年愛滋

病患者及病毒攜帶者大約有三分之一，為世界上最高的地區之一。想請問為何那裡的愛

滋病比率如此之高？  

王道還：我想主要和保險套不普遍流行有關。從公元 2000 年起，歐美的 HIV 感染者人

數已下降。目前愛滋病帶原者主要集中在第三世界，主要還是和衛生習慣有關。即使美

國的同志社團，宣導使用保險套都需要很多年。控制 AIDS，其實只要改變行為即可。

我認為媒體用「世紀黑死病」形容愛滋病，完全是以訛傳訛，是媒體偷懶。就像現在動

不動就使用「來勢洶洶」，都是不負責任的胡扯。今天我給自己的任務不是談養生，而

是演化醫學。 

 

洪子隆：我補充一下，據我所知那愛滋病病毒 HIV 其實是由來自於非洲猿猴的一種名

為「SIV」的病毒傳染給人類之後突變而來的。 

王道還：目前追溯到剛果的首都金沙薩(Kinshasa)，但推定為 0 號病人的人是歐洲人。

這種病是人自己創造出來的。人類捕捉猴子，在運送過程中發生一些事情，人感染了以

後；人類的行為，特殊的行為，使得病毒有機會演化，最後病毒突破了人類身體的免疫

系統；然後才成為流行病。肛交的風險比異性交高，因為直腸本來就不是這麼用的，防

護機制薄弱。愛滋病是人自己製造出來的傳染病。 

張之傑：王老師講的是演化生物學，而非醫學，也不是養生術。人類是經過兩三百萬年

的演化所塑造的生物，我們身體的機制和近現代生活方式難以配合，這是今天的主題。 

 

本期報導  

一、 這次出席人數31位。學勇老師一直以為今天要聚餐，所以我們就揪他一起聚餐囉。

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社團。 

二、 中華科技史學會（下稱本會）於1997年12月3日創立，本會每年發行《中華科技史

學會學刊》，至今已發刊21期。在此感謝主編巫紅霏的辛苦以及張浥泉先生紀念基

金資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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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今日收取張之傑、孫郁興、邱韻如、楊龢之、陳大川、劉昭民、巫紅霏、徐統、陳

德勤、劉宗平、歐陽家教、鄭翠琴、何邦立、吳中玲、邱美華、張玉燕、洪子隆、

沈志昌、曲輔良、石資民、谷美英等21位會費共21000元，感謝美華幫忙收費。 

四、 歡迎石資民先生和谷美英老師加入會員。 

五、 今天是賴進義理事的公子柏勳先生大婚，已以本會名義致贈花籃一對「關睢誌喜 福

祿鴛鴦」祝福新人。 

六、 九秩晉八的大川老師，在去年底完成「景教與八仙」的請益稿文章。大川老師問說

有誰有興趣，在下次例會時，會印好足夠份數帶來贈送。有興趣瞭解呂洞賓等八仙

和「景教」有什麼關係的會員會友，請以郵件回覆給理事長

(yjchiu@mail.cgu.edu.tw)，並於下次例會(3月4日)親自來領取。 

七、 李學勇老師翻譯手稿《中國植物學史》出版工作，已完成所有打字、初校、插入圖

片和註釋等工作，初校後，再經學勇老師校稿兩次，已於8月26日印製成上下兩冊

的試印本五套。試印版經張玉燕、李學勇老師校對，由長庚大學學生蔡孟軒擔任執

行編輯，再加上書目、索引的製作，目前完成試印本一大冊（將近700頁）。目前

學勇老師正在進行校稿（至少是第四次校稿），還要加上序言、申請ISBN等程序，

希望三月初可以正式付印，敬請期待。 

八、 下次例會(2017/3/4)例會演講後，我們要進行會員大會及第五屆理監事選舉。結束

後依例進行餐敘，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九、 再次呼籲會員會友加入本會Facebook社團。 

十、演講通告：2017 年三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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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講者：張嘉鳳教授 (台大歷史系） 

講題：診脈論命─中國古代的太素脈法 

簡介：古代中國醫家診脈之餘亦能斷人吉凶壽夭與貴賤，其最具代表性者莫過於太

素脈法。太素脈法約從北宋起見載於史冊，頗受士人與醫家注意。明代中葉

更多太素脈法文本的出版，反映一定的市場需求。 

      太素脈法的基本特點是以脈象進行占測，在察脈診病與決死生之際，亦能占

知命運與性情，前者主要包括預測科舉考試、官品、貧富、婚姻、壽命等。

本文即以太素脈法為中心，從理論與技術兩個層面來討論太素脈法的內涵與

特質，觀察醫者/術家、患者/顧客的心態。同時，也將透過太素脈法探討醫

學結合術數的實踐概況，重新檢視太素脈法在明代醫學、社會脈絡中的處境

與評價，以及當代的卜算心理與社會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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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2 期 

 
二○一七年三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7/3/4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37 位 

會員：劉宗平、何邦立、楊龢之、張之傑、邱韻如、巫紅霏、鄭翠琴、吳中玲、劉昭民、

陳德勤、張玉燕、邱美華、徐  統、曲輔良、石資民、劉義勝、于易塵、詹玉鳳、

郎  煒、洪  璦、魯經邦、陳文華（22 位） 

聽友：張嘉鳳、李國偉、游素美、沈萬汀、林慧娥、倪簡白、柴惠珍、林  佳、林韓芃、

陳英夆、周恩慈、陳西卿、潘寶全、周書寶、林  美（15 位） 

講者：張嘉鳳教授 (台大歷史系) 

講題：診脈論命─中國古代的太素脈法 

摘要：古代中國醫家診脈之餘亦能斷人吉凶壽夭與貴賤，其最具代表性者莫過於太素脈

法。太素脈法約從北宋起見載於史冊，頗受士人與醫家注意。明代中葉更多太素

脈法文本的出版，反映一定的市場需求。 

      太素脈法的基本特點是以脈象進行占測，在察脈診病與決死生之際，亦能占知命

運與性情，前者主要包括預測科舉考試、官品、貧富、婚姻、壽命等。本文即以

太素脈法為中心，從理論與技術兩個層面來討論太素脈法的內涵與特質，觀察醫

者/術家、患者/顧客的心態。同時，也將透過太素脈法探討醫學結合術數的實踐

概況，重新檢視太素脈法在明代醫學、社會脈絡中的處境與評價，以及當代的卜

算心理與社會期望。 

 

演講到 15：30 結束，進行問與答，精彩萬分，大家受益良多。討論非常熱烈，到 16：

00 結束。 

徐統老師帶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和相關資料，中場休息時，大家聽徐老師講

解，大開眼界。另一方面，玉鳳姐把徐統老師帶來的咖啡豆(徐老師炒的豆)煮成咖啡，

傳來陣陣咖啡香，至今餘香猶存。(碑文內容及咖啡豆的後續討論，請到本會 FB 社團) 

 

紀要： 

邱美華：現今還有太素脈法的傳承嗎？ 

張嘉鳳：還有，大陸還有，可說是仍然活著的傳統。 

 

楊龢之：台灣有沒有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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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鳳：不清楚。 

 

邱韻如：男左女右的觀念，是否來自太素脈法？ 

張嘉鳳：不是的。太素脈法出現前，古人已有男左女右的觀念。 

 

張之傑：太素脈法和王叔和的脈學有關嗎？ 

張嘉鳳：從文本上看，太素脈法使用許多脈學術語，但有其獨特之處，如四營脈。師大

謝柏暉的碩士論文，對此論述甚詳。 

 

邱韻如：您說把脈可診出胎兒性別，如何解釋？ 

張嘉鳳：醫學上自古有其說，是否準確不得而知。 

陳西卿：一半一半吧。 

 

邱韻如：何醫師，您是醫師，您對太素脈法有什麼看法？ 

何邦立：四診心法包括望聞問切，太素脈法是否也有問診？ 

張嘉鳳：還是有吧。術家與病家交談，或討論病情，或論及占測，可視為問診。 

 

何邦立：不知誰了解藏醫，據我所知，藏醫沒有問診。 

張之傑：我了解一點，我有一部《四部醫典掛圖》，從拉薩帶回來的。 

陳德勤：我在北京看下背痛，當時藏醫有給我問診，把脈我沒有印象，醫師給我開了一

堆丸藥。 

何邦立：我也看過藏醫，一進去打過脈，醫生會告訴你哪裡不舒服，我覺得說得很準。

還會要你先填一個食物表，告訴你哪些食物可吃、哪些不能吃。我參加過在美舉辦的第

二屆國際藏醫藥研討會。美國印地安那州有不少藏人。西醫對自體免疫沒什麼辦法的

病，藏醫既可診斷，也可治療。治療主要是靠食物調理。有些西醫遇到自體免疫病患，

會私下轉介給藏醫，療效相當不錯。 

何邦立：藏醫的脈診部位不同於太素脈。藏醫可以完全無需問診，主要靠的就是三指脈

診，兩手打脈，男以左、女以右為主，唯其不同於中醫打脈寸、關、尺的位置，其按脈

處較中醫為高、在前臂中段。按脈後，藏醫會主動告知患者何處不適，症狀為何(神準)。

並告知何種食物為禁忌，該多吃補充那些食物(亦極準) ; 其食物治療的理論為，很多疾

病完全由於長期不均衡的飲食習慣所導致。 

 

張玉燕：我想知道太素脈法的診費問題。 

張嘉鳳：目前未見文本記載。 

 

劉昭民：我從事科學史研究，和陳勝崑醫師有關。陳是西醫，他投入中醫研究，很有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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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統：太素脈法究竟如何把脈？施行細則如何？ 

張嘉鳳：請參考相關文本。如明‧張太素《鍥太上天寶太素張神仙脈訣玄微綱領宗統》七

卷，又如明‧張太素，劉伯詳註，周文煒梓《家傳太素脈訣》二卷等。 

 

張玉燕：稱為太素脈法，是否起源於張太素？ 

張嘉鳳：古代文本有的說和張太素有關，有的說無關。據《鍥太上天寶太素張神仙脈訣

玄微綱領宗統》，太極之前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素者天地之本也，太素者質

之始也。 

 

邱韻如：太素脈法起源何時？ 

張嘉鳳：古代文本有多種說法，根據近年來學者研究，不早於晚唐。現存年代最早的太

素脈文本是明代。 

 

游素美：您說太素脈法和道教有關，是否屬於道教的修為之一？ 

張嘉鳳：從文本上看，的確有許多道教元素。有人追到五代末、北宋初的道教人物陳摶。

其實太素脈法融合了很多元素，也包括儒家元素。 

 

本期報導 

一、 這次出席人數37位。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社團。 

二、 今日收取于易塵、詹玉鳳、郎煒、張廷、魯經邦、洪璦、劉有台、黃莉晴、陳文華、

劉義勝等10位會費共10,000元，感謝邱美華幫忙收費。 

三、 第五屆理監事選舉結果： 

甲、 確認會員41位，出席22位，委託7位。發出選票29張。發票：于易塵。監票：

陳德勤。唱票：張玉燕、楊龢之。記票：洪璦、邱美華。 

乙、 第五屆理事選舉，理事當選人：張之傑、邱韻如、孫郁興、楊龢之、賴進義、

徐統、于易塵、郎煒、劉宗平。候補理事：巫紅霏、張玉燕、何邦立。 

丙、 第五屆監事選舉，監事當選人：陳德勤、洪璦、魯經邦。候補監事：陳大川。 

丁、 第五屆常務監事選舉（監理事當選人投票互選，發出選票3張），常務監事當

選人：陳德勤。 

戊、 第五屆常務理事選舉（理事當選人投票互選，兩位請假，故發出選票7張。發

票：于易塵。監票：陳德勤。唱票：張玉燕。記票：邱美華。），常務理事

當選人：孫郁興、邱韻如、于易塵。 

己、 第五屆理事長選舉（由常務理事互選），理事長當選人：邱韻如。 

庚、 感謝陳文華應允擔任秘書長，邱美華擔任會計，網管還是請鍾柏鈞繼續協助。 

四、 今日會員大會及第五屆理監事選舉後，結束後依例到峨眉餐館進行餐敘，參加的有

于易塵、詹玉鳳、楊龢之、張之傑、張廷、柴惠珍、徐統、曲輔良、張玉燕、邱韻

如、何邦立、劉宗平、魯經邦、洪璦、林慧娥、陳德勤、劉昭民、石資民。感謝龢

之兄帶來的葡萄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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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月26~27日，中研院「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中華民國委員會」

於2017年3月26~27日在南臺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第十一屆科學史研討會」，

本會會員共襄盛舉踴躍投稿，將展現本會的學術活力。 

六、 本次例會，大川老師因故未到。已預定大川老師「景教與八仙」的好友，請於下次

例會(4/8)領取。有興趣，卻還沒登記的，請回信給會長邱韻如。 

七、 再次呼籲會員會友加入本會Facebook社團。 

八、演講通告：2017 年四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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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偉教授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講題：洛書的後裔 

簡介：《易》〈繫辭〉中有謂「河出圖，洛出書」，但河圖與洛書究竟為何，並無

確證。北宋劉牧將陳摶首創的龍圖分為河圖與洛書兩式，以九宮圖為河圖，

五行生成圖為洛書。南宋蔡元定反將九宮圖稱為洛書，五行生成圖稱為河

圖。因朱熹支持蔡元定之說，並記於《周易本義》卷首，確立了「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的洛書圖像。南宋楊輝在《續

古摘奇算法》中將洛書推廣到高階的方陣，並且創作能保持適當等和現象的

各類圖形，統稱之為「縱橫圖」。本次報告將介紹「縱橫圖」在中韓傳統數

學裡的流變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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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83 期 

二○一七年四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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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邦立、楊龢之、張之傑、邱韻如、巫紅霏、吳中玲、劉昭民、陳德勤、

孫郁興、張玉燕、邱美華、徐  統、曲輔良、于易塵、詹玉鳳、賴進義、郎  煒、

洪  璦、魯經邦、陳文華、陳大川、沈志昌、黃莉晴、李筱聆（25 位） 

聽友：李國偉、游素美、沈萬汀、倪簡白、陳英夆、周恩慈、潘寶全、林  美、蔡孟軒、

吳瑜瑄、劉向上、黃清涔、蔡宇杰、毛傳慧、賴伯琦、李志武、吳震洋、王文竹、

劉廣定、丁正蓉、嚴文宏（21 位） 

講者：李國偉教授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講題：洛書的後裔 

簡介：《易》〈繫辭〉中有謂「河出圖，洛出書」，但河圖與洛書究竟為何，並無確證。

北宋劉牧將陳摶首創的龍圖分為河圖與洛書兩式，以九宮圖為河圖，五行生成圖

為洛書。南宋蔡元定反將九宮圖稱為洛書，五行生成圖稱為河圖。因朱熹支持蔡

元定之說，並記於《周易本義》卷首，確立了「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

六八為足，五居中央」的洛書圖像。南宋楊輝在《續古摘奇算法》中將洛書推廣

到高階的方陣，並且創作能保持適當等和現象的各類圖形，統稱之為「縱橫圖」。

本次報告將介紹「縱橫圖」在中韓傳統數學裡的流變概況。 

 

演講到 15：35 結束，進行問與答，精彩萬分，大家受益良多。討論非常熱烈，到 16：

00 結束。 

 

紀要： 

曲輔良：「馬射皮毬」是否「馬丘比丘」的音譯？四面體很像馬雅文化中「馬丘比丘」

的金字塔。 

李國偉：您的想法很天才、有趣、發音很相近。可能和曆法有關不能馬上判定，回去後

會查資料，時間上有可能從外地文化傳入但不確定其義。 

張之傑：馬丘比丘發現得很晚（會後查閱，為 1911 年），不可能和馬丘比丘有關。我

猜和「馬毬」有關。 

 

張之傑：您秀出的 ppt，有一張程大位《算法統宗》卷首的作者畫像。這是否是我國有

作者畫像的最早的一本書？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盛行在書上刊印作者畫像，此後相沿成

習，並可能影響到我國。在聽您的演講之前，我以為王清任的《醫林改錯》是最早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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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畫像的一本。 

李國偉：不知程大位《算法統宗》是否是最早有作者畫像的一本書，我從來沒想過不敢

回答，但這是個很好的問題。 

 

徐統：如今都用電腦做運算。六道渾天儀問題可以用電腦在有限時間內解決嗎？ 

李國偉：用電腦是要寫程式是可以處理的，現代電腦運算技術強大，要在有限時間內做

計算是可及的，要先設計出程式將規則輸入，需要懂電腦的專家幫忙。我自己的電腦不

是強項，沒有嘗試過。 

 

邱韻如：西方的幻方從什麼年代開始發展，景德鎮的外銷瓷器上的幻方，寫的是不是阿

拉伯數字？唐宋的科舉考試是否有考這些? 

李國偉：1514 年杜勒是從 4 乘 4 開始，是有圖像資料紀錄。楊輝是宋朝人，首創高階縱

橫圖，所以唐代科考不可能考此題材。楊輝只是一介平民，所以他的創作也不可能成為

宋代科考題目。明朝景德鎮外銷瓷器上的幻方是照抄的配合當地的文字，但也有抄錯

的，中國民間還使用到蘇州碼。 

 

陳文華：中國傳統數學的發展，是否和計算稅收、測量田地有關？ 

李國偉：這些問題《九章算術》就足夠了，官吏的訓練科目所學能力可以測量地界。 

 

張之傑：解決一般問題，《九章算術》的確就足夠了。個人認為，傳統數學繼續發展的

動力，可能和天文計算有關。天文計算需要很複雜的數學，普通的數學計算不夠用。 

李國偉：是的，這是中國傳統數學和天文曆算一直有密切關係，屬於代數的計算，從而

發展出解決高次方程。對時間的測量利用測影，只牽涉到直角三角形勾股弦。中國古代

沒有使用任意三角形的概念，任何三角形都可從內切出直角三角形做計算。天文學中雖

有渾天、蓋天之說，但是天體幾何模型並不發達。 

 

陳文華：您引用的書，是不是當時的數學課本？ 

李國偉：不是。那些書不很受重視，有的很快失傳了，康熙是第一個懂西方數學的皇帝。 

 

邱韻如：我知道唐代科舉有數學，考試的數學教科書中有今天講的這些嗎？ 

楊龢之：唐朝的科舉以進士科、明經科為主，偶而會有法律（明法）、算學（明算）等

科，相當於現今的特考。到了明清，就只剩進士科了。 

 

本期報導 

一、 這次出席人數46位。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社團。 

二、 日前收取李學勇、游重光會費，今日收取賴進義會費。總計3000元。 

三、 本月 26~27 日，中研院「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中華民國委會」於

2017 年 3 月 26~27 日在南臺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第十一屆科學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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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擬於 2017年12月18-20日舉辦明清研究國際學

術研討會，提供學界同仁知識交流的平台。 

五、 《中國植物學史》新書發表會。 

1 理事長邱韻如介紹這本書的編輯過程，感謝出資的夥伴們、幫忙編輯的長庚大

學學生吳瑜瑄、蔡孟軒，以及封面繪圖張玉燕老師。 

1.1 感謝文華幫忙，在會前已經贈送十本給長期支持學會的台北市立圖書

館，交由採編科分送幾個市圖分館。 

1.2 會前已發送新聞稿，感謝張之傑老師撰稿，參見附件。 

1.3 感謝曲子和文華幫忙運送厚重的書到會場，以及製作精美書籤的洪璦。

除了贈送圖書館的十本之外，今天現場共有27本，均已發完。 

1.4 一刷印製一百本，數量有限。僅能先贈送每位出資夥伴一人一本，對此

書有興趣想要收藏的會員或會友，若還有需要（或者提供值得贈送的單

位），請儘速回信告知理事長，以便決定二刷時的數量(預定四月中送印)。

本書為非賣品，預定只印二刷。 

2 張之傑老師介紹此書的出版緣由及簡介李學勇老師。 

3 特別從台中趕來的賴伯琦老師以粉絲代表介紹他與李老師認識的經過。 

4 業餘植物愛好者張玉燕老師介紹她從這本書裡學到的知識。 

5 討論電子檔是否上網及方式。 

6 李學勇老師因故沒有到，15：00打電話後，出門了，但最後還是沒有到會場，

令大家有點小擔心。會後，我們共四人(曲子、韻如、美華、燕子)趕往李老師

家，（還好李老師已回到家了），把簽名海報和蛋糕送給他，老師很開心。下

個月例會，就派專人去接他老人家囉。 

六、 大川老師帶來他寫的請益稿《景教與八仙》，是今天另一場簽書會。此外，大川老

師為今天的演講，做了事前功課，詳細的筆記及好學的精神，讓我們佩服不已。 

七、 準備開始籌組下一年度的十場例會演講(2017/9~2018/7)，請有意願的夥伴準備提交

題目和摘要，或建議邀約名單。 

八、 為慶祝本會創會20週年，學刊第22期定於11月底出版。張之傑老師將「回鍋」和巫

紅霏合編第22期。請本會會員及兩岸學者踴躍投稿。 

九、演講通告：2017 年五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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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清末赴英外派人員筆記中有關動物園水族館記載 

講員：陳德勤 

單位：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簡介：從清末外派人員筆記中試圖找出當時在英國動物園、水族館有關飼養野生及

海洋動物記載，並知悉英國已經開始飼養海洋哺乳動物紀錄，筆者試圖從當

時外派人員筆記及英國報紙、雜誌找出當時英國動物園水族館、水族館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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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84 期 

二○一七年五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7/5/6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28 位 

會員：劉宗平、何邦立、楊龢之、張之傑、邱韻如、巫紅霏、吳中玲、劉昭民、陳德勤、

孫郁興、張玉燕、邱美華、徐  統、于易塵、賴進義、陳文華、沈志昌、李學勇

（18 位） 

聽友：倪簡白、鄒恩慈、黃相輔、林  安、韓學宏、連茂昌、曾鳳英、詹鳴深、葉晏如、

葉意嘉（10 位） 

講者：陳德勤 (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講題：清末赴英外派人員筆記中有關動物園水族館記載 

簡介：從清末外派人員筆記中試圖找出當時在英國動物園、水族館有關飼養野生及海洋

動物記載，並知悉英國已經開始飼養海洋哺乳動物紀錄，筆者試圖從當時外派人

員筆記及英國報紙、雜誌找出當時英國動物園水族館、水族館輪廓。 

陳老師帶著大家隨著郭嵩燾、張德彝、王韜、志剛等等清末外交人員來到倫敦，逛大英

博物館、動物園、水晶宮等地，閱讀他們的文字描述，猜他們記錄的是哪一種動物。演

講到 15：50 結束，進行問與答，討論熱烈，到 16：15 結束。 

 

紀要： 

韓學宏：剛才說到在英國博物館中的鯨魚骨骼化石，會不會可能是恐龍的化石。 

陳德勤：我對化石沒有經驗及也沒探討過此領域。 

 

黃相輔：補充說明剛才圖片中有一張犀牛的插圖，我覺得是恐龍化石，最早發現的恐龍

1805年被證實是禽龍，當時發現的是手指化石，在導覽時被解說誤認為是犀牛角，做成

犀牛原型，可能需要再查資料研究。 

徐  統：剛開始的時候說到在做標本時用到水銀灌注，我認為很有問題。水銀很重，若

是標本內灌水銀，支架會撐不住。我在文學作品讀到灌水銀剝人皮。是不是在做標本時

能用水銀來剝離獸皮？ 

張之傑：當年在師大生物系修陳小泉老師的「生物技術」，做剝製標本時，塗上亞砒酸

（砒霜）防蟲、防腐。所謂做標本用到水銀，可能為氯化汞（升汞）之誤。氯化汞有毒，

可用來防蟲、防腐。 

 

邱韻如：他們寫那麼多筆記，又如此鉅細靡遺，是否配上插圖說明？ 

陳德勤：我看了許多遊記，但基本上很少有插圖，動物插圖更少，我是用 GOOGLE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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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圖，從 1866 年開始查到快 1900 年，用法文、德文儘量去蒐集，像是舊報紙資料

搜索有時可找到哪一天動物由何處運來動物園報導，當時可能他們可能有請翻譯(或當

地留學生)和蒐集一些介紹書之類的，像戴鴻慈、端方跑遍九個國家寫成遊記相當不容

易。端方是一位很神奇又好玩的人物，北京動物園的成立和他都有關係，英國外交部對

他很頭痛，他是來辦政治任務卻只對珍奇野獸有興趣，只想看動物園，大概慈禧太后有

交代他，他們到德國漢堡買動物，因為德國的動物園起先是馬戲團組織有飼養的經驗能

力，而且馬戲團曾經到北京宮廷表演，很得慈禧太后賞識，美國駐山東的公使在新聞裡

亦紀載第一批自德國來北京動物事宜。 

 

韓學宏：最近去史博館看常玉的畫作展覽，畫中的動物主題系列，藝術學者一直解不通，

我嘗試用動物公園的觀念解讀常玉的畫。因為常玉曾到法國留學並長住數十年，喜歡畫

動物和馬戲團表演。兩岸最近都出版了法國歷史學家埃裡克•巴拉泰《動物園的歷史》，

值得參考。請問老師水族的表演大概是甚麼時候興起？ 

陳德勤：國外的表演有德國和俄羅斯都有來北京巡迴表演，在清朝就陸陸續續來宮廷，

我還查船的航線會怎麼走，在宋代就有海哥（海獅或海豹）表演文字敘述，至於西方有

海獅表演古圖片的紀錄，是上一世紀 19 世紀初的事情。 

 

邱韻如：我記得長頸鹿好像是鄭和下西洋時就來到中國? (會後補充：有六次紀錄，第一

次是永樂十二年。) 

陳德勤：英國最早的長頸鹿是從非洲來的，管理員也是非洲人的打扮。 

張之傑（會後補充）：明代稱長頸鹿為麒麟。我發表過四篇有關麒麟的論文，一篇刊《自

然科學史研究》，三篇刊本會學刊。下西洋期間，麒麟到中國六次，其中四次是進貢的，

兩次是購買的。下西洋之後，正統年間又有一次麒麟貢，此後麒麟在正史上絕跡，當牠

再次蒞臨中土，可能是四百多年以後的事了。 

 

本期報導  

一、 這次出席人數28位。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社團，感謝美華、

學宏、德勤、玉燕捕捉精彩鏡頭。 

二、 感謝孫老師專車載李學勇老師來例會，粉絲們忙著請學勇老師簽名及合照，會後大

家開心拿著《中國植物學史》大合照。 

三、 張之傑老師帶來13~17期的學刊數本，不一會兒就被索取完畢。 

四、 碩亞數碼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引文資料庫，本會無償授權其資料庫)告知學會網站的

學刊，前面12期缺封面和封底的檔，感謝張之傑老師已一一掃描補齊。 

五、 《中國植物學史》初版一刷二刷已印製完畢，感謝幫忙搬書寄書的幾位大力士。贈

送各相關單位的工作還在持續進行中，目前國家圖書館、台北市立圖書館、數所大

學圖書館(台大、師大、中興等等)、英國李約瑟圖書館等均已收到贈書予以典藏。

寄往大陸的一箱書還在海上尚未到岸。感謝丁正蓉老師幫忙處理及贈送植物相關專

業人士，張玉燕老師處理業餘植物愛好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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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擬於 2017年12月18-20日舉辦明清研究國際學

術研討會，提供學界同仁知識交流的平台。本次會議將公開徵求論文，歡迎明清時

段各領域具原創性研究的論文前來投稿。 

七、 下一年度的十場例會演講(2017/9~2018/7)籌組中，已登記的夥伴準備提交題目和摘

要。 

八、 為慶祝本會創會20週年，學刊第22期定於11月底出版。張之傑老師將「回鍋」和巫

紅霏合編第22期。請本會會員及兩岸學者踴躍投稿。 

九、演講通告：2017 年六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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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講題：三才圖會的鳥類 

講員：韓學宏 

單位：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簡介：《三才圖會》又名《三才圖說》，是由明代文獻學家、藏書家王圻及其子王

思義撰寫的百科全書（類書），明萬曆 37 年(1609 年)刊行，其中所編「鳥

獸卷」當中，前兩卷是鳥類，卷一收 45 種，卷二收 68 種，共收 103 種鳥類。

這其中有神話傳說之鳥，如鳳、鸞、比翼鳥等，有時至今日仍相同或相類的

鳥種，如鸚鵡、燕等，某些是容易理解的鳥類，某些是難於理喻者，某些是

介於難易之間，需要推敲者。 

本次演講，以舉隅性質，希望由這百餘種鳥類，介紹其中有趣的部分鳥類

給聽眾，讓我們一起進入明代的鳥類世界，認識古代的鳥類知識，以及豐

富的觀察與聯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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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85 期 

二○一七年六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7/6/3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13 位 

會員：于易塵、何邦立、張之傑、邱韻如、劉昭民、陳德勤、孫郁興、邱美華（8 位） 

聽友：韓學宏、陳子娉、廖堂柏、張重國、陳瑞榮（5 位） 

講者：韓學宏(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講題：三才圖會的鳥類 

簡介：《三才圖會》又名《三才圖說》，是由明代文獻學家、藏書家王圻及其子王思義

撰寫的百科全書（類書），明萬曆 37 年刊行，其中所編「鳥獸卷」當中，前兩

卷是鳥類，卷一收 45 種，卷二收 68 種，共收 103 種鳥類。其中有神話傳說之鳥，

如鳳、鸞、比翼鳥等，有時至今日仍相同或相類的鳥種，如鸚鵡、燕等，某些是

容易理解的鳥類，某些是難於理喻者，某些是介於難易之間，需要推敲者。本次

演講，以舉隅性質，希望由這百餘種鳥類，介紹其中有趣的部分鳥類給聽眾，讓

我們一起進入明代的鳥類世界，認識古代的鳥類知識，以及豐富的觀察與聯想力。 

 

韓老師介紹各種鳥類，輔以他們的生態，在他的講解下，每張鳥圖都栩栩如生。透過今

天演講，我們對比翼鳥、鴛鴦、鶼鰈都有新的認識。演講到 15：40 結束，進行問與答，

討論熱烈，到 16：15 結束。 

 

紀要： 

劉昭民：您的演講，有三則圖說和氣象有關，如「鶺鴒鳴，則天將大雪。」古人以觀察

動物作為氣象變化的依據，這類觀察有如古人的氣象預報，雖不見得準確，卻可作為參

考。其實氣象預報很難準確，時至今日仍常發生錯誤。 

韓學宏：是的，感謝補充。古人已有候鳥的觀念，將氣象結合鳥類遷移，如「鶺鴒鳴，

則天將大雪。」「鷺性惡露」，都喻指天寒而鶺鴒、白鷺準備南遷；至於說鴆鳥「天晴

則雄鳥運日而飛，天雨則雌鳥陰諧而鳴。」則因大冠鷲一類的猛禽需要晴天時旺盛的熱

氣流才能順利盤旋起飛。 

 

何邦立：三才圖會是否提到百靈鳥？ 

韓學宏：百靈，即三才圖會中提及的「告天子」以及「鵠」，「鵠」在文中夾解了會意

字的「告」(天)「鳥」以及「鴻鵠」的解說，有點模稜兩可。 

 

何邦立：台灣、澎湖有種「小叫天」，是不是就是此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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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學宏：應該是。百靈與雲雀求偶時多由地面盤飛到定點鳴叫，我曾實地觀察過。 

何邦立(會後補充)：「小叫天」又稱半天高，正式學名為小雲雀，體小 15釐米，在台灣

的為Wattersi亞種，其習性為棲於長有短草的開闊地區，從不停棲樹上。叫聲：於地面

及向上炫耀振翼飛行時發出高音的甜美鳴聲。半天高的得名，意謂該鳥常振翼於半天時

鳴叫。 

 

張之傑：雲雀是否即百靈？ 

韓學宏：雲雀、百靈是同類的鳥，屬於百靈科。 

 

張重國：鴛鴦成對，一隻死了，活著的一隻會找其他鴛鴦嗎？ 

韓學宏：會，配偶沒死的時候就會了。論配偶的忠誠度，生死相許的天鵝較忠誠。 

邱韻如：（很訝異）既然如此，那祝賀新婚用鴛鴦，行嗎？ 

韓學宏：是看他們身上的美麗彩色，而不是看實際的德行。 

 

邱韻如：三才圖會是明代的。請問，中國還有更早的圖譜嗎？ 

韓學宏：本草書從宋代的《證類本草》就開始有圖，其後本草書多沿襲之。不過三才圖

會可能是最完整的一本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鳥類圖譜。 

 

張重國：黑天鵝和白天鵝是兩種動物嗎？ 

張之傑：是不同種的鳥類。白天鵝廣泛分佈於北半球，黑天鵝產澳洲一帶。 

 

陳德勤：三才圖會的圖，有些畫得並不準確。 

韓學宏：古人沒有攝影機，也沒有望遠鏡，鳥類又不容易就近觀察，畫得失準在所難免。 

邱韻如：西方最早的鳥類圖鑑始於何時？ 

張之傑：應該是文藝復興之後。西方的版畫和印刷術，文藝復興之後才取得發展。三才

圖會是明末的，即 17 世紀初，這時西方的版畫和印刷技術已相當發達了。 

 

邱美華：在中華文化中，是否崇尚五彩？ 

韓學宏：是的。中國重五彩。西方的鳳凰（火鳥）似老鷹，中國的鳳凰像孔雀。紅嘴黑

鵯是布農族的火鳥。 

 

孫郁興：山海經四個翅膀的鳥類有 4-5張。2013年在山東發現有四個翅膀的古生物化石。

山海經所繪，是否為其孑遺？ 

韓學宏：山海經時代，人與動物間的關係不同於後世，率獸食人的事時有發生。漢代以

前，人們似乎難以怯除對動物的恐懼。山海經中的人頭獸身，或許為看到動物攫食人類

時驚恐的一瞥而繪成的圖像。我曾看過蟒蛇吞人的圖片，吞到只剩下人頭，我驀然覺得，

這豈不就是山海經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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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郁興：苗族的神「延維」，就是人頭蛇身，不過是兩個頭。 

張之傑：就生物學的角度，山海經中的稀奇古怪的動物，不可能是古生物的孑遺。這些

稀奇古怪的動物，和現存動物間的差異太大了。演化有其脈絡，分類學就顯示這一脈絡。

如果四個翅膀的動物到山海經時代尚有孑遺，怎會從未發現他們的化石？ 

 

本期報導  

十、 因連日暴雨，且適逢端午節補班、補課，出席人數13位。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

會存影」或 FB社團，感謝美華、德勤捕捉精彩鏡頭。 

一、 收到內政部函（台內團字第1060023346號），寄來第五屆理事長當選證書，發文日

期為5月23日。 

二、 恭喜本會大陸博客網管蘆笛先生，已於日前完成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學位口試。感謝

他總是以最快的速度更新網頁資料，更恭喜他學業有成，期望在科學史界能發光發

熱。 

三、 寄往大陸的一箱《中國植物學史》書經過一個多月的海上旅程，已於端午節前抵達

彼岸，安抵北京。重光將幫忙一一寄到各相關學術單位。 

四、 與聯合百科的合約已完成簽訂程序，感謝張之傑老師協助擬定合約內容。 

五、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擬於2017年12月18-20日舉辦明清研究國際學

術研討會，提供學界同仁知識交流的平台。 

六、 下一年度的例會演講(2017/9~2018/7)已排定，申請資料已於6/1提交到市立圖書館。 

七、 為慶祝本會創會20週年，學刊第22期定於11月底出版。張之傑老師將「回鍋」和巫

紅霏合編第22期。請本會會員及兩岸學者踴躍投稿。 

九、演講通告：2017 年七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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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講題：四元玉鑑探微 

講員：孫郁興 

單位：健行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簡介：《四元玉鑑》是我國元朝數學家朱世傑所作，大德七年（1303 年）成書。

四元高次方程，運用逐次消元法，將多元高次方程簡化為一元高次方程的方

法，稱之四元術。《四元玉鑑》融匯張蒼消元法，秦九韶玲瓏開方法和天元

術，將中國傳統數學的演算推進到一個高峰。 

《四元玉鑑》含卷首、上卷、中卷、下卷等 24 門 288 問。計天元術 232 問，

二元術 36 問，三元術 13 問，四元術 7 問。本演講由朱世傑《四元玉鑑》

的「古法七乘方圖」出發，帶領聽者悠遊「一氣混元」, 「兩儀化元」, 「三

才運元」, 「四象會元」等古中國數學《四元玉鑑》的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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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86 期 

二○一七年七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7/7/1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17 位 

會員：谷美英、巫紅霏、于易塵、吳中玲、張之傑、賴進義、劉昭民、陳德勤、孫郁興、

邱美華、陳大川、鄭翠琴、洪璦（13 位） 

聽友：許俊煌、曾鳳英、黃清涔、李右龍（4 位） 

講者：孫郁興(健行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講題：四元玉鑑探微 

簡介：《四元玉鑑》是我國元朝數學家朱世傑所作，大德七年（1303 年）成書。四元高

次方程，運用逐次消元法，將多元高次方程簡化為一元高次方程的方法，稱之四元術。

《四元玉鑑》融匯張蒼消元法，秦九韶玲瓏開方法和天元術，將中國傳統數學的演算推

進到一個高峰。 

《四元玉鑑》含卷首、上卷、中卷、下卷等 24 門 288 問。計天元術 232 問，二元術 36

問，三元術 13 問，四元術 7 問。 

 

本演講由朱世傑《四元玉鑑》的「古法七乘方圖」出發，帶領聽者悠遊「一氣混元」, 「兩

儀化元」, 「三才運元」, 「四象會元」等古中國數學《四元玉鑑》的精要。演講到 15：

40 結束，進行問與答，討論熱烈，到 16：15 結束。 

 

討論紀要： 

張之傑：用籌算運算，「太」怎麼表示？ 

孫郁興：太是表示常數，如果是在板子上擺，O 就是空出在那哩，位置要讓出來當作冪

次項無常數，有時數字的表示是由下至上或由上至下，依作者的習慣，需要留意到太(常

數)與元(1 次變數)的順序即是。 

 

許俊賢：中國沒有 X Y Z的變數，這些在原文的轉換方式是什麼原因？ 

孫郁興：中國沒有 W X Y Z 的變數代表符號，原文中是用勾、股、弦、黃方代表變數。

我們現在是用代數或幾何，以現在可以理解的方式去解釋原文的原意，再用現在的算法

及古人的細草，去理解古代的原貌與思維。 

 

陳大川：在嘉裕關座城牆時，是用算學計算該用多少磚石，結果在做完城牆時只多出了

一塊，就把多出的這一塊鑲在門上，小故事提供參考。 

孫郁興：我在嘉裕關實地看過那多出的一塊磚，是置於嘉裕關的甕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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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傑：有些同好可能還不知道什麼是籌算，我來補充一下。中國傳統數學不用筆算，

而用籌算。算籌比筷子短，放在算囊裡。算的時候取出運算，算過後不留下痕跡，如果

沒有基礎，根本看不懂運算過程。古代有些數學書會列出算草，但是不是每個步驟都列

出來，所以古代師承特別重要，不經過老師的口授心傳是很難學會的。大約元代，出現

算盤，主要用於商業計算。但是珠算不能取代籌算，珠算能算的，籌算都可以，反之則

不然。中國傳統數學到南宋發展到高峰，元初不過繼承其餘緒而已。從元末到清初，宋

元數學、特別是朱世傑的《四元玉鑑》已沒人看得懂。當清初的數學家學了西方的數學

後，才知道《四元玉鑑》談得主要就是西方的代數。 

孫郁興：在《孫子算經》中有紀錄算法的步驟，這張投影片是 48 乘以 36 的步驟，按照

它一句一句的文字做，有加減乘除和解聯立方程式，到今天講的四元方程式都可用籌算

方式來解，珠算算盤是沒有辦法解聯立方程式，在此呼應張老師的說法。朱世傑還解決

了中國的十二律呂音差，音樂中的八個音，用計算方式處理高八音和低八音，以十二律

呂招差法圓滿解決了三分損益法低高八音未重還的問題，朱世傑是用前面所談到的招差

法，和西方的鋼琴八音階完全相和，但朱世傑早在十四世紀初期就完成此一創舉。朱世

傑《算學啓蒙》還整理出最小的數字和最大數字的表示方法，十的負二十四次方(涅槃

寂靜)至正七十五次方(千大數)都有名詞對應，朱世傑在當時都把數字名詞都預排完畢，

目前人類科技所能推論的最小粒子大小是十的負十五次方，那叫做須臾。十的負二十四

次方我們叫做涅槃寂靜，人類目前是無法用科學儀器感觸到的，聽說是要用禪定的念力

去感測，當禪定至如如不動處就是涅槃寂靜的大小，人類用儀器感測的大小，目前只能

感測到十的負十五次方，距中國人所說的最小粒子(涅槃寂靜)還差了十的九次方。 

 

張之傑：我借給孫老師的《九章算術譯注》是大陸著名數學史家郭書春先生送給我的。

當時我說看不懂，叫他不要送，他還是送了。帶回台灣後，轉送給在大學教微積分和統

計學的李志武老師，他看過後對我說，我們現今所用的數學教材，一般才智的人就可以

學會，在中國古代的情境下，傳統數學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學得會的，需要有很大的慧根。 

孫郁興：談到學經書，的確是要有慧根和師承，要學通五經，有一個最基本的東西叫做

小學，就是文字學。文字學基礎扎實後，再學五經之首(儒家周易)兼理其彖繫辭，就可

了通儒家周易隱之顯的哲理。西方的學科可以自學是因為用符號進行推論所致，後續者

可根據書中的符號推論方法走一遍，逐步可追溯推導了解古學者的內容方法。朱世傑《四

元玉鑑》的四象會元、四象朝元及果垛疊藏，論述出三角垛、三角撒星垛、四角垛、圓

錐垛、芻童垛、芻甍垛等頗為奇特的垛積術，確實是要有慧根和師承指導，才易邁入中

國古數學的精髓。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17位。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社團，感謝美華捕

捉精彩鏡頭。 

二、 感謝網管柏鈞先生，中國植物學史線上版已完成上線，請見下面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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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iencehistory.twbbs.org/?p=1846 

三、 本會使用的網域空間 twbbs將於年底停止服務，目前請柏鈞正設法轉移中。 

四、 大陸博客會訊部分，因不明原因全被刪除，網管蘆笛研究中。 

五、 聯合百科發現，第10卷之＜從吳敬算書看明代《算學啟蒙》的流傳＞檔案有亂碼，

已經從蘆笛那邊本會(大陸博客網站)取得沒亂碼的檔。 

六、 已於2017年6月1日，以「非專屬、無償」之授權合作方式與聯合百科的資料庫「臺

灣人社百刊」完成簽約。網址：http://db1.udpweb.com.tw/soc/Directory.aspx?ID=157 

七、 第5屆理事長證書已於106年5月23日收到 (內政部發文字號：台內團字第106023346

號) 

八、 內政部106年5月23日來函(內政部發文字號：台內團字第106023346號)，關於105年

度收支決算表與資產負債表，餘絀不符之問題。經查明，「105年資產負債表」係有

兩筆數字誤植：「累計餘絀」應為4,853(原誤植為4,864)，「本期餘絀」應為22,756(原

誤植為22,614)。已回覆請求准予補正。 

九、 碩亞來函學刊1~11期尚缺封面封底，已請張老師蒐集這些期刊掃描，由紅霏轉交給

柏鈞，已經全數補上。 

十、本會會員何邦立先生主編的《林可勝：民國醫學史上第一人》即將出書。 

十一、下一年度的例會演講(2017/9~2018/7)已排定，申請資料已於6/1提交到市立圖書館

並已通過（北市圖推字第10630553800號函）。原預定是每週第一週的週六下午，但

9~11月因圖書館的數個週六時段已被預約，因此沒排到第一週。(排程請見附件)  

十二、為慶祝本會創會20週年，學刊第22期定於11月底出版，由張之傑老師和巫紅霏合

編第22期，目前正積極組稿中。 

十三、演講通告：2017 年九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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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澄心堂紙疑出於壁畫 

講員：陳大川 

單位：造紙界耆宿 

簡介：這個紙是南唐李後主叫人做的紙，質好，尺寸小，還沒有正式出品國家就亡

了，市上高價也買不到，北宋大名家詩中都提到，也無人會做，我的觀點是

革命性的，也沒有古今人提到過，試提出來請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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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87 期 

二○一七年九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7/9/16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40 位 

會員：曲輔良、邱韻如、邱美華、何邦立、張玉燕、鄭翠琴、于易塵、孫郁興、陳大川、

郎 煒、徐勝一、張之傑、劉有台、楊龢之、陳文華、劉宗平、沈志昌、巫紅霏、

楊承嗣、吳中玲、黃莉晴、洪璦（22 位） 

聽友：王勝利、張世賢、鄒恩慈、黃清涔、陳波美、何清益、陳念生、葉吉珄、蕭淑換、

周芳美、游素美、沈萬汀、姜又文、左克東、苑舉民、王文竹、王曉敏、蕭秀娥

（18 位） 

講者：陳大川（造紙界耆宿） 

講題：神秘的澄心堂紙 

簡介：這個紙是南唐李後主叫人做的紙，質好，尺寸小，還沒有正式出品國家就亡了，

市上高價也買不到，北宋大名家詩中都提到，也無人會做，我的觀點是革命性的，

也沒有古今人提到過，試提出來請教大家。綱要：(1)產地與紙主人；(2)「虞美

人」詞與「緣識」詩；(3)何人最先獲澄心堂紙；(4)詩人群對澄心堂紙第一印象

及感想；(5)書畫中所出現的澄心堂紙；(6)澄心堂紙綜合優點；(7)我的大膽假設：

試驗中的澄心紙是用石窟壁畫原理。  

 

大川老師帶來各種紙張、台灣自製澄心堂紙、中國歷代吟紙詩文集等展示給大家看。精

彩演講到 15:50 結束，之後進行問答到 17:20，大家意猶未盡，還圍著大川老師討論。

大川老師的澄心堂紙論文已提交給學刊，即將於 12 月出刊，敬請期待。 

 

紀要： 

孫郁興：謝謝大川老師的闡述，目前可能找到澄心堂紙原物的兩位人物，一位是蔡襄，

另一位是歐陽修。第一個問題是:我們是不是有機會，經由訪視蔡襄和歐陽修遺留在台

北士林故宮博物院的字畫裡面看到澄心堂紙？第二個問題是:我對於老師說澄心堂紙都

是小小的一張，寬度不是很寬，長度還蠻長的，重點是在頗為特殊的塗料，是否受到以

往在沒有豐沛的塗料來源及塗抹均勻度等因素下，只能做成小的寬度，這是我的疑問，

煩請老師您解答一下。 

陳大川：對於蔡襄在故宮博物院裡頭的那幅字畫，字帖中說他擁有的紙是當時的人得到

的古紙，不是後來製作的新紙。因為宋朝第二個皇帝太宗有緣看到澄心堂紙的五花箋

紙，寫下「沈吟復再思」的詩，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是看到澄心堂做出來的紙說明產地

出處，第二個是澄心堂有很多種類的紙其中最好的是五花箋紙。蔡襄看到的紙可能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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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外地生產的紙經過澄心堂加工過後的產品，闊狹厚薄堅實類似現在的銅版紙質，摸起

來很光滑滑如春冰密如繭，會不會像我今天帶來的早期的銅版紙，和一般的宣紙紙質不

一樣，不知是否是當時的紙經過澄心堂加工加料過後的紙還要再研究，也許是當時摩尼

教的製紙技術傳入改良，因為那個時候天下大亂五代十國製紙原料來源困難，所以紙也

做的小一般都是兩尺像報紙大小。 

 

張世賢：從科技發展的觀點來看，造紙的科技進步，是用了什麼原料、製作的過程、方

法？做紙時是在室內還是室外？，溫度氣壓是多少？做出來以後，會不會氧化、蟲蛀？

澄心堂紙做那麼好，有一定的市場價值，可以推廣，為什麼沒有推廣？澄心堂紙的好，

在戰亂中技術失傳，是否是因技術的流傳，越留就越沒有了？請從科技發展的觀點開示

一下。 

陳大川：現在我手上的這張紙已經變黃，當時的紙的種類有七八種，就是都屬於棉紙，

如畫畫用的吳道子畫鍾馗的畫紙，唐朝時畫山水畫的畫紙的用紙，補充一點新疆的壁畫

如何和澄心堂紙連接在一起，澄心堂紙由壁畫來的新觀念，原紙來自新安為塗佈加工的

新紙類，數量稀少，以新疆莫高窟出土塗粉古畫為例擬為澄心堂紙同類品，宋朝的紙原

料是桑科的植物，不容易長期保存會變黃。 

 

孫郁興：台北士林故宮博物院裡面，有蔡襄的兩個著作帖，一帖是離都帖，一帖是澄心

堂帖，是不是可在台北士林故宮博物院裡面找到我們質疑的澄心堂用紙?另外，還有歐

陽修的原著[歐陽文忠公集]，目前是存在日本的天理圖書館，這兩個地方似乎我們有機

會可以看到澄心堂紙的原樣。 

邱韻如：故宮比日本近，陳老師剛剛有講到，如果故宮正在展出蔡襄的著作時，要趕快

去看，夥伴有這消息時請通知我們及大川老師去考察。 

 

張之傑：請教陳先生，紙的塗佈粉，一般是用什麼粉？ 

陳大川：一般是滑石粉，或石灰粉、白土粉。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40位。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社團，感謝美華、

素美、曲子捕捉精彩鏡頭。今日演講難得，特別商請喆思智造設計的葉先生及會員

曲子分別全程錄影，待處理好影片再告知大家網址。 

二、 今日例會後，召開理監事會議，主要討論12月份二十週年慶的相關事宜。會後依例

到峨眉餐館進行餐敘，參加的有孫郁興、于易塵、楊龢之、張之傑、曲輔良、邱韻

如、賴進義、何邦立、劉宗平、洪璦、王文竹、劉有台、黃莉晴。感謝龢之兄帶來

的葡萄美酒。 

三、 2017/8/28~9/2 邱韻如、張之傑、吳嘉玲、張玉燕等四位參加內蒙古兩岸科普論壇，

並於 9/2 上午透過內蒙師大科技史研究院聶馥玲老師聯繫安排與協助參訪該院。當

天正值週六，郭世榮院長及該院教師均到校與我們一行八人座談，並參訪代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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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及該院資料室善本書，獲益良多，感恩不盡。 

五、為慶祝本會創會20週年，學刊第22期定於11月底出版，由張之傑策劃、巫紅霏主編

的第22期，目前已大致組稿完成。 

六、演講通告：2017 年十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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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商務印書館與民國初年的科學知識傳播 

講員：黃相輔（中研院近史所） 

簡介：在中國晚清民初眾多新式傳播及文化機構中，商務印書館無論就規模、出版

品數量及全國影響力而言，皆堪稱龍頭。1897 年成立於上海的商務印書館，

由承印商業文件起家，後來朝編譯業務發展，以出版教科書發跡。除了教科

書之外，商務印書館亦出版辭典、期刊及百科全書等各種書刊，甚至跨足教

具、標本及理化學儀器的銷售，多角經營文教事業。商務印書館將文化產品

與商業市場結合的龐大文教事業版圖，因應當時亟需普及教育與引介新學的

需求，許多學者以「啟蒙事業」來形容。然而過去專門針對商務出版品自然

科學知識傳播的研究並不多，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少數關鍵人物身上，例如曾

任商務編譯所理化部主任與《東方雜誌》主編的杜亞泉 (1873-1933)。本演

講將回顧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進展，並揭示其他新的研究方向，例如《婦女

雜誌》通俗科學內容在五四時期所反映的社會文化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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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88 期 

二○一七年十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7/10/28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19 位 

會員：郎 煒、何邦立、邱韻如、張之傑、鄭翠琴、楊龢之、陳德勤、陳文華、巫紅霏、

于易塵、詹玉鳳（11 位） 

聽友：黃相輔、葉吉珄、王文竹、毛傳慧、林安、徐豐越、李諭、吳政遠（8 位） 

講者：黃相輔（中研院近史所） 

講題：商務印書館與民國初年的科學知識傳播 

簡介：在中國晚清民初眾多新式傳播及文化機構中，商務印書館無論就規模、出版品數

量及全國影響力而言，皆堪稱龍頭。1897 年成立於上海的商務印書館，由承印商

業文件起家，後來朝編譯業務發展，以出版教科書發跡。除了教科書之外，商務

印書館亦出版辭典、期刊及百科全書等各種書刊，甚至跨足教具、標本及理化學

儀器的銷售，多角經營文教事業。商務印書館將文化產品與商業市場結合的龐大

文教事業版圖，因應當時亟需普及教育與引介新學的需求，許多學者以「啟蒙事

業」來形容。然而過去專門針對商務出版品自然科學知識傳播的研究並不多，而

且大部分集中在少數關鍵人物身上，例如曾任商務編譯所理化部主任與《東方雜

誌》主編的杜亞泉 (1873-1933)。本演講回顧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進展，並揭示

其他新的研究方向，例如《婦女雜誌》通俗科學內容在五四時期所反映的社會文

化變遷。  

 

除精彩演講外，黃博士還帶來一些相關書籍及珍貴照片。演講於 15:35 結束，提問與討

論非常熱烈，於 16:00 結束。  

 

紀要： 

楊龢之：民國初年編雜誌的動作有點像日本的明六社，是否受到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影

響，因為很多科學名詞幾乎都用到日本明六社現有創造的翻譯名詞。 

黃相輔：我對民六社不太了解，中國在甲午戰爭之後很想效法日本的維新，很多留學生

除了到歐美之外很多是去日本，是否受到民六社的影響不是很確定，但肯定有受到日本

影響的，很多現在通用的中文名詞其實是所謂「和製漢語」，當時從日本引入的，不只

在科學領域有這種現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教授有一本介紹嚴復的書，就

提到嚴復早年使用的典雅文言文翻譯，後來競爭不過流行的和製漢語，換句話說，嚴復

翻譯的詞彙在現代中文裡幾乎都不用了。留學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也助長了和製漢語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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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及日本學說、制度的傳入。從商務印書館的高層人才來看，也可以看出不同世代的

中國知識分子的差異。早年高層的背景像張元濟出身自傳統科舉。1905 年科舉廢除，對

所有讀書人的生涯規劃造成重大轉折，更多人轉向報紙、出版社等新式傳播媒體謀生，

或轉入新式教育進修，像王雲五是學習英文，並自學西方的知識。我比喻當時中國這種

現象，倒有點類似春秋時代貴族士大夫沒落只好流入民間另謀生路，雖然這不是很適當

的比喻。 

 

楊龢之：廢科舉的制度對成千上萬個秀才造成生活影響無法做官，是否清廷其實有配套

措施特意放寬任官資格，盡量不造成反彈。不過科舉之路已斷，勢不得不轉向新式學制。 

黃相輔:當時的學生面臨該走傳統教育還是投入新式教育的選擇，有些人覺得走新式教

育比較有前途，尤其在科舉廢除後這態勢更明顯了。所以那時代的讀書人面對新式教育

對他們人生經歷造成的衝擊，是有趣的研究課題，可以看到兩代人面對現實的變遷。我

再亂比喻：像是十幾年前，大學的老師說生科系有發展前途，現在大家卻打趣「進生科

系會誤你一生」。(補充：其實不只是年輕人，當時很多一輩子準備科舉考試的中年人、

甚至頭髮花白的長者，一下之間得重覓前途，紛紛進入新式學堂或私立西式學校跟年輕

小伙子同堂補習英文的現象) 

 

楊龢之：留日還有一個原因，到日本留學只要到歐洲留學四分之一的鈔票，花費少能夠

去的人就多，能夠去歐洲的家世都要非常好。 

王文竹：在明末清初時代除了商務出版社外，是否還有其他出版社從事科學及科普的出

版翻譯。 

黃相輔: 主要是在港埠像是上海，比較多外國人設立或投資的媒體，例如美華書局是美

國傳教士設立。商務一開始也是開印刷廠，幫教會印刷東西，不過它是(中國)私人資本

成立而沒有教會贊助背景的。中華書局也是一個可以和商務書局分庭抗禮的例子，原是

商務的員工自己出來開，另外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對改革、開啟民智充滿理想，也會出來

辦報。 

 

張之傑：對科普較關心的還有開明書局。《婦女雜誌》的第二任主編章錫琛，1925 年元

月號因刊出「新性道德專號」遭到抨擊，乃辭去商務，和若干朋友創辦開明書局，不久

就成為和商務、中華鼎足而三的出版機構。 

黃相輔：從包天笑的回憶錄可看出，清末民初有很多青年志士會開書店或報社，進口西

書買賣、從事翻譯或辦報，但很少像商務後來能發展那麼大。包天笑的釧影樓回憶錄對

清末民初的社會變遷著墨很多，他本人就是曾經考過科舉後來和朋友合資辦白話報。 

 

張之傑：清末知識分子如蔡元培、杜亞泉等，都是自學日文，杜亞泉根據日文資料編寫

過理科教科書和《植物學辭典》、《動物學辭典》等工具書，蔡元培也翻譯過井上圓了

的《妖怪學講義》。當時日文漢字較多，只學閱讀並不難，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寫

過一篇〈論學日本文之益〉：「學日文者數日小成，數月大成，慧者一旬，魯者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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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一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 

黃相輔：像杜亞泉就是日文英文都自學，然後從事翻譯工作令人敬佩。 

張之傑：自學英文的人較自學日文者少，比較有名的如王雲五，幾年前臺灣商務的總編

輯方鵬程先生曾帶我參觀在新生南路上的「王雲五紀念館」，方總編是王雲五的學生。

館內有王雲五的英文書信，方總編說，這些英文書信都是王先生自己寫的，他的英文能

力好得難以想像。 

 

毛傳慧：想了解現在還有沒有商務書局的舊檔案，可以知道當時的銷售量，訂閱期刊的

是那些人，教科書的出版量可能沒法普及到全國，是否可以找到這樣的檔案史料。 

黃相輔: 台灣有沒有不太清楚，北京商務有他們自己的檔案室，不曉得是否對外開放，

有一本書值得推薦給想研究商務印書館的人，就是李家駒的《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

化的傳播》，他是香港商務印書館的人，這是他的博士論文，最先是在北京商務印書館

出版簡體版，2007 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繁體版，是從商務出版史的角度去看對文化傳播

的影響，裡面有很多統計資料，有出版量和銷量的資料。(補充：台灣商務印書館或台

灣的檔案館應該有保存較多與王雲五相關的史料) 

 

毛傳慧：訂閱的對象是那些? 

黃相輔：是說讀者嗎?那要看是哪一種雜誌，以婦女雜誌來說早期比較多是學校的學生

或老師，雖然說預設是女性讀者，從讀者通信來看不少是男生在讀，可能是男性覺得這

對家庭有幫助。 

 

毛傳慧：裡面也牽涉到內容是否學校願意訂閱，還有訂閱的狀況，明末清初很多都是學

校或是學書單位來訂閱。 

黃相輔：家駒的書中有寫到商務出的雜誌常是和自家出版品或教科書掛鉤的，出雜誌目

的是宣傳促銷，不是作補充教材，而是像宣傳廣告，教育雜誌是給學校老師談教育問題

的，婦女雜誌裡有很多廣告是推銷商務自己的出版品。讀者群在王蘊章時期是比較有文

化能力的女性和學校老師學生，章錫琛時期讀者群年輕讀者變多，增加很多男性，五四

時期的青年人想了解理想的女性是如何建構會去讀婦女雜誌，到杜就田時期回歸保守著

重家庭教育女性讀者又回來了，最近有相關研究論文是談到讀者群現象。(補充：葉韋

君，“個人經驗與公共領域：《婦女雜誌》通信欄研究(1915-1931)”，《近代中國婦女史

研究》第 29 期，2017 年 6 月) 

 

張之傑：杜就田好像是杜亞泉的堂弟。 

黃相輔：是，杜就田是杜亞泉堂弟，也作過他的編輯助手。杜亞泉在五四時期的東西文

化論戰，站在五四新文化的對立面，受到新派分子的不好評價，連帶使得跟他有關的人

物都被視為舊派。像章錫琛就批評過杜就田「頭腦不清楚」。不同的立場會有不同評價，

所以研究近代史的人要對不同立場的資料都要看，小心的篩選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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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傑：您提到的《婦女雜誌》上的科幻小說，我特別感興趣。《婦女雜誌》有全文電

子檔，便於查閱。章錫琛離開商務後所辦的《新女性》，不知有沒有電子檔？有沒有科

幻小說？ 

黃相輔：章錫琛覺得商務太保守了，與志同道合者另起爐灶辦自己的婦女刊物，延續他

原本在商務主編時宣揚婦女解放的論調。如果對民國初年的雜誌有興趣，上海圖書館有

一個資料庫，可以看到民國早期的雜誌，但是不清楚是否有開放給一般民眾。(補充：

上海圖書館的資料庫需要個人訂閱或機關團體訂閱才能查看全文) 

 

邱韻如：您講到 1917 年女博士那一篇，在當時，拿到博士的女性應該很少。您今天講

的《婦女雜誌》是 1911年到 1925年，想請問當時的婦女學歷大概到什麼程度？這時的

「女博士」是不是有點科幻？ (按：會後查得，出身於書香世家的鄭毓秀女士，1905年

到日本留學，1917 在巴黎大學取得法學碩士，1925 年獲得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是

中國第一位女博士。) 

張之傑:有讀書的幾乎是讀私塾。 

黃相輔：女博士很科幻是烏托邦式的理想科幻，社會改革之類的。 

楊龢之:不要小看當時的女性，清末時候很多都留學日本像秋瑾，有錢世家不是只讓男

生讀書。 

黃相輔:當時的環境女性識字率不高，婦女雜誌針對識字的女性，女性很多沒有正式的

學歷，但是家裡都會培養識字能力，在 1915 年到 1925 年很多女性接受新式教育思想，

婦女雜誌當時的宗旨是發揚女學，女學是女子教育，有各式各樣的女學像教會辦的女

學，蔡元培在上海辦的愛國女學也是一個範例，王蘊章在 1916 年的第二卷是由胡彬夏

當主編，胡彬夏是當代很有名的教育家，她在美國和日本都留學過，在美國拿到衛斯理

學院的學士，所以在做主編時非常鼓勵女子受大學教育，是新時代的女性代表。 

張之傑：不能以現今的「學歷」來看，其實當時讀書、識字的女子相當多。世家大族的

女子固不必論，一般仕紳家庭的女子大多也和兄弟、堂兄弟一起念書。先嗣祖母熟讀詩

書，曾受朝廷誥封。先母民前四年生，也讀過書，看一般書絕無問題。 

黃相輔：胡彬夏當時有大學文憑，商務聘她為主編，就是用「女界名人」的名義來宣傳，

拉抬商務聲勢。 

 

楊龢之: 革命先烈方聲洞兄妹四人同到日本留學，他姐姐方君瑛後來在法國拿到碩士學

位，妹妹方君璧是國際知名畫家，世家女生跟男生一起讀書雖然沒有正式學歷，在家都

是讀四書五經。 

黃相輔：除了像胡適這樣拿獎學金之外，需要家境優渥來提供資金留學，胡彬夏的家境

就不錯。另外的例子是曾國藩的曾孫女曾寶蓀，也是出身自地方世族的菁英家庭，讀教

會學校受到英國老師的欣賞推薦到英國留學，所以除了拿獎學金外，家世背景要夠好才

有資源。 

楊龢之:只要是世家的都不會歧視女生的，當時出了很多才女，也不用擔心她日後的職

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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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19位。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社團，感謝德勤捕

捉精彩鏡頭。特別繼續商請喆思智造設計的葉先生全程錄影。 

二、 每年學刊出版後，都會寄送給李約瑟研究所、國內幾家圖書館及大學圖書館。但目

前有些圖書館有的因館藏空間有限或管理問題，在網路上查不到典藏本會學刊的紀

錄，目前已經一一查詢，若該館不典藏，我們就不再寄送。 

三、 為慶祝本會創會20週年，學刊第22期定於11月底出版，由張之傑策劃、巫紅霏主編

的第22期，目前已組稿完成。 

四、 今日例會已發送二十週年慶邀請卡給與會好友，希望大家一定要把12月2日空出來。 

五、 1997年12月3日，由六位同好舉行第一次集會，至今已滿二十年，是為本會創會紀

念日。本會將於12月2日例會演講後(將縮短為一小時)，舉行二十週年慶祝活動，

除備有紀念品外，屆時將發送第22期二十週年紀念特刊，邀請歷任會長一起回顧二

十週年的篳路藍縷，頒發感謝狀給幾位義工等活動，歡迎舊雨新知一起共同來見證

這個「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特別時刻。 

六、演講通告：2017 年十一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7/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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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一段客家二次移民的故事--談〈渡臺悲歌〉 

講員：徐勝一（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退休老師） 

簡介：客家先民多次遷徙，目的在尋找較好的生活環境，遷移途中必定遇到不少困

難。譬如近年流傳的〈渡臺悲歌〉，就是一段客家二次移民的故事。 

渡台切結書及渡台悲歌，是彭瑞瀾一家九口的渡台史，記錄他們 1804 年從

陸豐河田出發、在橫江口登河船、到饒平柘林港等待洋船、以及抵臺後的

生活狀況。悲歌內容偏向負面，乃因家累過重，彭瑞瀾又帶著長子夥同原

鄉另三位兄弟轉往印尼謀生，留下新竹妻小，終致沒能相聚。百多年來相

傳他們僑居在「金山邦嘎沙里洋」，據此我們推估兩個地方，即邦加島的

勿里洋(Belinyu Banka)與山口洋的邦嘎(Pemangkat Singkawang)，都是印尼

最具陸豐客家風味的古鎮。 

〈渡臺悲歌〉是次子彭堯梅，在父兄出外無歸，在極端無助下，感時傷心

之作，歌詞完成於 1823 至 1834 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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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89 期 

二○一七年十一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7/11/18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45 位 

會員：邱韻如、徐勝一、邱美華、孫郁興、張之傑、何邦立、黃莉晴、賴進義、于易

塵、詹玉鳳、谷美英、張玉燕、劉宗平、陳大川、沈志昌、陳德勤、巫紅霏、

劉有台、徐  統（19位） 

聽友：吳正則、陳秀郎、李春明、沈芳如、游素美、陳安蓉、紀延平、趙美蘭、祝偉

中、蔣金篁、林芳洲、梁坤道、張純卿、林俊良、陳勝彥、倪簡白、王惠珀、

朱兆楠、邱宗雄、鄒恩慈、劉正清、施婉雅、葉吉珄、韓學宏、黃清岑、陳念

生。（26位） 

講者：徐勝一（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退休老師） 

講題：一段客家二次移民的故事--談〈渡臺悲歌〉 

簡介：客家先民多次遷徙，目的在尋找較好的生活環境，遷移途中必定遇到不少困難。

譬如近年流傳的〈渡臺悲歌〉，就是一段客家二次移民的故事。渡台切結書及

渡台悲歌，是彭瑞瀾一家九口的渡台史，記錄他們 1804 年從陸豐河田出發、

在橫江口登河船、到饒平柘林港等待洋船、以及抵臺後的生活狀況。悲歌內容

偏向負面，乃因家累過重，彭瑞瀾又帶著長子夥同原鄉另三位兄弟轉往印尼謀

生，留下新竹妻小，終致沒能相聚。百多年來相傳他們僑居在「金山邦嘎沙里

洋」，據此我們推估兩個地方，即邦加島的勿里洋(Belinyu Banka)與山口洋的

邦嘎(Pemangkat Singkawang)，都是印尼最具陸豐客家風味的古鎮。〈渡臺悲

歌〉是次子彭堯梅，在父兄出外無歸，在極端無助下，感時傷心之作，歌詞完

成於 1823至 1834年之間。 

 

徐老師帶著我們跟著彭家一路從大陸渡海來臺，再搭洋船到印尼，讓我們知道在

印尼及東南亞有許多客家鄉親。演講於 15:30 結束，提問與討論非常熱烈，徐統老師提

到摩門教有各姓氏的族譜，韓老師分享馬來西亞的客家移民，何醫師也講述南洋華僑的

一些事蹟，於 16:10 結束。  

 

討論紀要： 

何邦立：蘭芳共和國能否多說明一下。 

徐勝一：羅芳伯，梅縣客家人，1770 年在西婆羅洲（今西加里曼丹）成立蘭芳公司，1777

年改為共和國。1884 年，遭荷蘭東印度公司消滅，前後維持 107 年。 

何邦立：羅芳伯曾多次要求歸附中國，乾隆帝未允予庇護，坐失成為海權大國的機會。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2 期（2017 年 12 月） 

290 

 

徐 統：我在台灣遇到的徐姓人氏，不是外省人就是客家人，未遇到過徐姓的閩南人。

您做這個研究，不知可曾利用摩門教的族譜資料？我曾查過他們的資料，補足了我家族

譜缺的兩頁。 

徐勝一：徐姓者也有閩南人，如桃園、彰化各有一支，惟其來歷（是否原為客家人）待

考。 

 

李春明：我是遷台第七代，遷台後世系分明。請問：如到大陸尋根，怎麼做較好？ 

徐勝一：可以先找找台灣的李氏族譜，看看有沒有來台祖的兄弟，由此或許可得出些蛛

絲馬跡。去大陸尋根的話，最好找認識的人引介，也可找「僑外辦」，但往往流於公事，

不得頭緒。 

 

梁坤道：客家人移往印尼，是否和太平天國失敗有關？ 

徐勝一：客家人很會跑。早在太平天國（1851-1864）之前，客家人已大量移往印尼，

羅芳伯建立蘭芳共和國是個例子，彭瑞瀾攜長子赴印尼發展也是個例子。 

 

張之傑：請問，您演講中所說的洋船，是否為外國船？關於族譜，我發現客家人大多有

族譜，閩南人則反是。是否和客家人渡台較晚有關？嘉慶以後舉家渡台者增多，較有可

能帶來族譜。嘉慶前以偷渡者為主，單身漢較無機會帶來族譜。 

徐勝一：洋船指行走外洋的船，由中國公司經營。關於偷渡，即使是嘉慶以後，大多也

是偷渡的。一艘洋船可搭乘 500 人，來台不似想像的困難。 

 

徐 統：我有位客家朋友，姓劉，奉命修族譜。我介紹他看楊百翰大學楊培奈教授（師

大外文系畢業）編的摩門教會藏族譜的目錄。果然找到他要的資料。有興趣的朋友可走

訪一下摩門教愛國東路總部。摩門教基於其信仰，發願搜集天下族譜，所搜集的正本藏

在美國猶他州山谷裡的山洞。號稱能耐核子彈攻擊。在鹽湖城有族譜圖書館，藏微卷或

影本，供公眾查閱。 

徐勝一：我看過摩門教編的《台灣族譜目錄》，厚厚的一大本。 

 

韓學宏：民國時代，閩粵人士遠走南洋者仍不絕如縷。關於僑匯，和多種因素有關。1949

年之後，僑匯漸漸斷絕，和大陸閉關自守、不許其人民和外界來往有關，也和僑居地排

華運動，以及華人的國家認同有關。1949 年以前，國家認同單一，故有南洋機工隊返國

參與抗戰。1949 年後，國家分裂，馬來西亞華僑傾向中共者成為馬共，陳平就是個例子，

所以禁止與中共接觸。與會者曾問到下南洋者是否是太平天國的逃兵？根據筆者所讀客

歌山歌的記載，下南洋的原因不外是故鄉天災頻亂，以及太平軍作亂，應是要逃離戰亂，

不是因為太平天國起義失敗而逃竄所致。另外，徐教授有說到「相傳他們僑居在「金山」，

其實在馬來西亞柔佛州北部也有「金山」，掮客為了吸引兩廣的居民下南洋挑錫泥作苦

力，都會美化說是去挖金，其實東南亞的金礦產量很少。最後想請問：台灣是否有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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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鬥？ 

徐勝一：早期有閩客械鬥，也有漳泉械鬥。 

 

何邦立：我補充一下，洋船有二義：出洋的船和外國船，紅頭船就是指荷蘭船。韓老師

說抗日戰爭時陳嘉庚的南洋華僑機工隊，分九梯次，共有 3200 餘人，負責駕駛卡車和

維修卡車，行走滇西公路或滇緬公路(中印公路)，支援祖國，救亡圖存。關於國家認同，

1949年後，華僑大多延用中華民國正朔。中共反商、反資本主義，而華僑以從商為主。

政府遷台的前 15年，僑資企業為重要經濟支柱。當年政府鼓勵僑生來台升學（不佔本

地生名額，以我的母校國防醫學院來說，約 15%為僑生)。建立東南亞各國與台灣堅實

的關係。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45位，感謝勝一老師的同窗好友們的熱烈捧場。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

的「例會存影」或 FB社團，感謝美華、德勤、素美捕捉精彩鏡頭。 

二、 感謝喆思智造設計的葉先生全程錄影，並設置中華科技史學會錄影的專屬頻道網

址：goo.gl/VoJB9A 

三、 為慶祝本會創會 20 週年，學刊第 22 期（創會 20 週年紀念特刊）由張之傑策劃、

巫紅霏主編，收文 38 篇，篇幅較往常增加一倍以上，目前已完成編輯作業，一俟

收到 12 月份會訊（190 期）及 20 週年慶活動報導即可付梓。 

四、 今日例會已發送二十週年慶邀請卡給與會好友，希望大家一定要把12月2日空出來。 

五、 本會的官網的網址公司將於12月停止服務，已更改網址，網管柏鈞目前正積極測試

中，新的網址：http://sciencehistory.url.tw，請大家多多點閱。 

六、演講通告：2017 年十二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7/12/02   /1400-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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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從歷代氣象文獻看龍與龍捲風的關連 

講員：張之傑（中華科技史學會發起人，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簡介：龍是什麼？講者以青龍、白龍、黑龍、黃龍、赤龍、龍鬥等關鍵詞，全面檢

索徐勝一教授等所著《中國歷代氣候編年檔》，共得 196 則。從中得知，古

人記錄氣象災害時，稱龍捲風為龍，並不使用龍捲風一詞，亦即並不視之為

一種氣象現象。龍捲風漏斗雲從天空而降，或在天空移動，或觸及地面造成

嚴重破壞，都視為龍的行為所致。講者認為，龍大概是由源自鱗蟲類圖騰的

動物元素，和源自龍捲風、雷電等的氣象元素結合而成。至於兩者孰先孰後，

孰輕孰重，已難以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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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20 週年慶活動預告 

時間：2017/12/02   /1500-1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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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中華科技史學會二十週年慶 

簡介：1997 年 12 月 3 日，由七位同好舉行第一次集會，至今已滿二十年。我們將

舉行二十週年慶祝活動，現場備有二十週年紀念品，屆時將發行第 22 期二

十週年紀念特刊，邀請歷任會長一起回顧二十週年的篳路藍縷，頒發感謝狀

給幾位義工等活動，歡迎舊雨新知一起共同來見證這個「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的特別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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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90 期 

二○一七年十二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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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傑、孫郁興、劉宗平、陳大川、徐勝一、邱韻如、邱美華、陳文華、何邦立、

楊龢之、李學勇、張玉燕、曲輔良、魯經邦、鄭翠琴、吳中玲、洪子隆、黃莉晴、

賴進義、沈志昌、陳德勤、巫紅霏、劉昭民、徐 統、郎  煒、張森娜、鐘柏鈞、

洪  璦、任慶運（29 位） 

會友：劉源俊、劉廣定、王文竹、曾鳳英、黃清涔、倪簡白、游素美、沈萬汀、李志武、

林韓芃、陳謙皓、盧錫耕、趙國智（13 位） 

講者：張之傑（中華科技史學會發起人，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講題：從歷代氣象文獻看龍與龍捲風的關連 

簡介：龍是什麼？講者以青龍、白龍、黑龍、黃龍、赤龍、龍鬥等關鍵詞，全面檢索徐

勝一教授等所著《中國歷代氣候編年檔》，共得 197 則。從中得知，古人記錄氣

象災害時，稱龍捲風為龍，並不使用龍捲風一詞，亦即並不視之為一種氣象現象。

龍捲風漏斗雲從天空而降，或在天空移動，或觸及地面造成嚴重破壞，都視為龍

的行為所致。講者認為，龍大概是由源自鱗蟲類圖騰的動物元素，和源自龍捲風、

雷電等的氣象元素結合而成。至於兩者孰先孰後，孰輕孰重，已難以稽考。 

 

演講於 14:30 結束，提問與討論非常熱烈，於 14:55 結束，隨即於 15:00 開始 20 週年慶

祝活動。  

 

討論紀要： 

邱美華：為什麼中國人自稱龍的傳人？  

張之傑：華夏文明早期，可能經過圖騰林立的階段。從古文獻推敲，史前有不少中原部

族以鱗蟲類為圖騰，經過涵化，就成為「龍」。東方有不少部族以鳥類為圖騰，經過涵

化，就成為「鳳」。中原發展成華夏文明的中心，龍也就成為華夏民族的共有圖騰。 

這大概是今人自稱龍的傳人的原因。  

 

邱韻如：中國古代將龍捲風視之為龍，外國呢？是否也把龍捲風視之為龍或其它動物？  

張之傑：不知道。龍捲風的漏斗雲從空中下垂，聲勢驚人，來去無蹤，照常理推測，可

能有些民族將之視為活物，但我沒看過相關報導。  

徐勝一：民間傳說中，龍可以飛天、潛水、遁地，也可以呼風喚雨。先民看見天上的龍

捲風、也見識埋在地下的巨大恐龍化石，兩者似乎就是龍存在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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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昭民：古今圖書集成有很多氣象資料。我寫過《中國氣象學史》和《中國歷史上氣候

之變遷》，可惜很少人看。  

 

楊龢之：請問龍捲風的成因為何？是否會有大雨？張之傑：我不內行，請昭民兄回答。  

劉昭民：春夏兩季容易形成，台灣俗稱「鼠尾風」，台灣西南部較常見。  

張之傑：請子隆補充，他也是學氣象的。  

洪子隆：據我所知，龍捲風是好發於春夏之交的一種劇烈天氣現象，其較常出現於在美

國中西部這類大平原地形的區域，而龍捲風的形成過程相當複雜，基本生成條件必須具

有不穩定的空氣擾動和強烈的上升氣流，搭配上適當的水平和垂直風切而使得漩渦能夠

快速成長而形成龍捲風。到目前為止，科學家對於龍捲風形成的真正原因仍在持續地研

究當中。  

張之傑：再請徐勝一老師補充一下  

徐勝一：美國中西部較常發生，有所謂的 Tornado Alley。來自美國南部的溫濕氣流，與

來自西北的乾冷氣流在此相相遇，激起強對流所致。中國的龍捲風沒那麼多，規模也沒

那麼大，成因類似，和地形有關。中國乾燥地區常發生塵捲風，又稱塵暴，即 dust devil。 

 

徐  統：我有兩個問題。（1）我曾在一本書上看到過，有人在江邊撿到一條龍，割取

其肝食用，忘記是那本書了，有沒人知道？（2）演講中提到青龍，古人所說的「青」，

到底是什麼顏色？  

張之傑：第一個問題，所撿到的龍，應為鼉龍，也就是揚子鱷。第二個問題，就龍捲風

來說，可能從藍、灰藍到淺黑色的龍捲風，皆稱為青龍。龢之兄雜書讀得多，您看過哪

本書有撿到龍割肝來吃的記載？  

楊龢之：我沒看過。關於第二個問題，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藍」指藍草，就

是可粹取靛藍染料的植物。因此推測古人所說的「青」，是指深藍色。任慶運：徐老師

所說的故實，可查查《太平廣記》和《玉海》，也許可以找到。 

關於「青」，台語指綠色，可見青的涵意很廣。  

楊龢之：白居易《琵琶行》「江州司馬青衫濕」，青衫，指藍衫。  

何邦立 : 唐代官服是不是藍色的?  

楊龢之：唐代官員尚無定制，明清始有規範，特別是明代，規範最為嚴格。唐代官服雖

有規定，但除特別正式場合，一般服用都相當隨意。及至明代，不止各級官員都有定制，

甚至各行各業的穿著、顏色都有嚴格規定，其中品官七八九品以及秀才、監生是深藍色

的。何邦立：江州司馬青衫濕，青衫，指的是深藍衫。青色可以是綠色、藍色，或黑色。

在此青色指的靛青色，太陽光譜中的靛色介於藍色與紫色之間，故有青出於藍的說法。  

 

倪簡白：演講中有張圖是莢狀雲，不是龍捲風。  

張之傑：謝謝指正，我不知什麼是莢狀雲。我是鍵入 tornado，從 google 圖片庫找的。  

洪子隆：莢狀雲是氣流過山所形成的高積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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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42位，感謝大家共同見證這個重要時刻，留下歷史鏡頭。照片請參見

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社團，感謝美華、德勤、進義、素美、經邦捕捉精

彩鏡頭，以及喆思智造設計的趙先生全程錄影，將會上傳到中華科技史學會錄影的

專屬頻道網址：goo.gl/VoJB9A 

二、 今天歡祝 20 週年慶，感謝大家踴躍參與，兩位貴賓劉源俊教授和劉廣定教授蒞臨，

以及專程到學勇老師府上接送老師與會的玉燕。會中由理事長及歷屆會長作了回

顧，致贈 20 份二十週年特製紀念品（水晶文鎮及大事記布卷）給兩位耆宿、歷屆

會長以及盡心協助會務推展的幹部；感謝大川老師和學勇老師對後進的啟迪，以及

會長和幹部們承先啟後的傳承，相關活動由文華另文報導，請見 22 期學刊。會場

布置有紅布條、大事記大海報、二十週年紀念筆、慶祝壽桃之外，還要特別感謝志

昌帶來甜蜜的金莎。 

三、 感恩近年來市圖提供場地合辦每月演講，以及協助推廣本會演講活動的推廣組高小

姐，本會二十週年慶紀念品特別留一份致贈年底屆齡退休高小姐，祝福她退休後生

活充實健康愉快。 

四、 為慶祝本會創會 20 週年，學刊第 22 期（創會 20 週年紀念特刊）由張之傑策劃、

巫紅霏主編，將於明年元月份例會發送給會員，請記得順便交 2018 年度會費。今

日已預收郎煒和張森娜 2018 年度會費，共 2000 元。 

五、 本會官網的網址公司將於12月停止服務，感謝柏鈞幫忙更新，新網址：

http://sciencehistory.url.tw，請大家多多點閱，提高搜尋引擎的點閱率。 

六、演講通告：2018 年元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8/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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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豐年》中的衛生知識傳遞：以傳染病防治為討論案例，1951~1963 

講員：張淑卿（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會醫學科） 

簡介：本演講擬以 1950 至 1970 年代農復會機關雜誌---《豐年》所報導的疫病防治

為討論案例，探討傳染病知識普及的生產與傳播。本演講將以威權文化來指

涉醫療專業人士對民眾進行醫療衛生與健康知識的宣導，以及台灣威權統治

下因言論自由受到管控，媒體的報導多數淪為政策的宣導與介紹新知。本演

講擬探究 1950 至 70 年代，台灣在威權體制統治之下，誰在教導衛生普及的

知識？誰有權力提出衛生知識的論述或言說？論述或言說的內容為何？在

哪些場域提出？出版的形式有哪些？哪些知識是衛生官員或專家們認為民

眾應該接收的訊息？ 

 

本會網站 

 中華科技史學會網站：http://sciencehistory.url.tw 

 中華科技史學會 youtube 錄影頻道網址：goo.gl/VoJB9A 

 中華科技史學會大陸博客網站：http://blog.163.com/ludiresearch@126/ 

 Facebook 社團：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4487732055242/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448773205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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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華科技史學會 106年9月~ 107年7月 預定演講活動一覽  (草案) 2017/6/1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 總館 11 樓 研習教室 (臺北市建國南路 2 段 125 號)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日期：每月第一週 週六 14:00~16:00  （請注意 9~11 月日期） 

姓  名 時  間 題        目 服務單位 

陳大川 106 年 9 月 16 日 

(第三週) 

神秘的澄心堂紙 造紙界耆宿 

黃相輔 106 年 10 月 28 日 

(第四週) 

商務印書館與民國初年

的科學知識傳播 

中研院近史所 

徐勝一 106 年 11 月 18 日 

(第三週) 

一段客家二次移民的故

事--談〈渡臺悲歌〉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

退休 

張之傑 106 年 12 月 2 日 從歷代氣象文獻看龍與

龍捲風的關連 

中華科技史學會發起人，

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張淑卿 107 年 1 月 6 日 《豐年》中的衛生知識傳

遞：以傳染病防治為討論

案例，1951~1963 

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

會醫學科 

(休會) 107 年 2 月   

劉昭民 107 年 3 月 3 日 中國古代氣象學後來落

後的原因 

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張玉燕 107 年 4 月 14 日 

(第二週)(4/7 連假) 

《南方草木狀》筆記：淺

談古代植物書寫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陳德勤 107 年 5 月 5 日 清代遊記中歐洲水族館

及動物園記載 

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孫郁興 107年 6月 2日 中國古代的發明與發現 健行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何邦立 107 年 7 月 7 日 抗日戰爭南洋華僑機工

回國服務團 

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

會執行長 

(休會) 107 年 8 月   

 

 

http://sciencehistory.twbbs.org/?p=1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