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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元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8/1/6：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27 位 

會員：張之傑、劉宗平、陳大川、邱韻如、邱美華、何邦立、楊龢之、張玉燕、曲輔良、

魯經邦、鄭翠琴、劉有台、黃莉晴、賴進義、陳德勤、巫紅霏、徐統、王文竹（18

位） 

會友：張淑卿、黃清涔、游素美、沈萬汀、許俊煌、林秀玉、毛傳慧、梁素蓮、林韓芃

（9 位） 

講者：張淑卿（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會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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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本演講以 1951-1963年期間《豐年》雜誌中與醫療衛生傳播有關的內容，介紹該

時期主要流行的傳染病，以及該雜誌對民眾進行醫療衛生與健康知識的宣導及如何普及

衛生知識。 

 

在張老師的介紹下，挑起有些年紀的大家回憶起小時候的沙眼、頭蝨、寄生蟲藥、糞坑

及上廁所等記憶。演講於 15:40 結束，提問與討論非常熱烈於 16:05結束。 

 

討論紀要： 

楊龢之：我小時候，也就是五、六十年前，看《豐年》主要是看上頭的漫畫。《豐年》

的徵筆友欄，當年是重要的農村青少年社交平台，我曾為朋友代筆過。 

張淑卿：《豐年》的徵筆友欄目倒是個很好的研究課題，我已記下來。 

 

徐統：我補充一點，您說的驅蟲藥海人草，一般稱為鷓鴣菜。我在美國看到了鷓鴣，回

台想買包鷓鴣菜看看，已買不到了。其次我有兩個問題：（1）您說蔣夢麟曾參與河北定

縣的鄉村教育工作，他和晏陽初可曾合作？（2）從前花柳病的廣告特別多，後來怎麼

不見了？ 

張淑卿：晏陽初是定縣鄉村教育的主持人，蔣夢麟支持晏陽初的這項工作。關於花柳病

的廣告不見了，和 1970-1980 年代頒布的醫療廣告法、醫事法有關。 

許俊煌：醫療廣告不能隨便刊登，應該和專業證照受到重視有關。 

 

何邦立：蔣夢麟他未曾參與定縣公衛工作（時任北大、浙大校長、教育部長，抗戰時任

紅十字會總會長）。協和醫學院在定縣推動的公共衛生工作，因抗戰和內戰耽擱了 12年，

到台灣後才得以繼續，1950 年代至 1960 年取得顯著成績。關於日據時的公衛工作，即

使有些基礎，也遭太平洋戰爭打斷，戰後的公衛事業主要是許世鉅、劉瑞恆、顏春暉等

協和人繼承在大陸時未竟的志業。您說《豐年》缺少雙向溝通，是因為當時知識並不普

及所致，和所謂威權無關。 

 

張之傑：記得《豐年》早期的主編是藍蔭鼎，不知是不是？ 

張淑卿：沒錯，藍蔭鼎擔任過社長。 

 

陳大川：以前痢疾很普遍，改用化肥後就少了。我訂過《豐年》，覺得它最大的貢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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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濟方面，如早期台灣外銷水果的產銷等。您提到的法定傳染病回歸熱，我在大陸

時得過，起先診斷不出來，診斷出來後注射梅毒用藥 606，竟然痊癒了。 

 

張玉燕：您說《豐年》宣導勿濫用抗生素，1951-1963 年台灣曾濫用抗生素嗎？ 

張淑卿：當時抗生素如青黴素、鏈黴素已是很普遍的藥物。 

王文竹：在沒有醫療保險的年代，一般人有病就到藥房買藥，藥房也幫人打針，勿濫用

抗生素可能是指非法醫療方面。我個人認為，台灣農民的研發能力

特別強，可能和《豐年》的知識傳播有關。其次，您沒提到「四健

會」，這組織對台灣農業的貢獻很大。美國海軍第二研究所對台灣的

熱帶傳染病與公衛也有很大的貢獻。 

 

韓學宏：請問《豐年》附圖中，肚中有寄生蟲的兩個圖示都畫皮包

骨的身形，印象中我小時候是肚子大大的，不知是怎樣的寄生蟲造

成的？ 

張之傑：可能是血吸蟲，血吸蟲病晚期會引起腹水，故民間稱為大

肚子病。 

何邦立：是蛔蟲，最常見的寄生蟲病。圖示畫的皮包骨身形，假如

把小孩的肚子畫大一點就對了。農夫最常見的是鈎蟲病，因赤腳耕

作，會嚴重貧血。小孩患蟯蟲病，夜間肛門奇癢。至於血絲蟲病（象

皮腿病）曾在金門地區流行，國防醫學院范秉真教授將之根除。血

吸蟲在華中華南一帶流行，會肝脾腫大引起腹水，俗稱大肚子病。

幸運的是台灣沒有。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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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美捕捉精彩鏡頭。二十

週年慶錄影及先前的演講影片，均已上傳到中華科技史學會錄影的專屬頻道網址：

goo.gl/VoJB9A 

二、 感謝張浥泉先生紀念基金會支助 18400 元，印製本會 22 期學刊。這本創會 20 週年

紀念特刊，是過去期刊的 2 倍厚，感謝策劃張之傑、主編巫紅霏的用心規劃、細心

與費心編輯，以及輔良幫忙搬運及寄送。 

三、 今日收到 2018 年會費，包括張之傑、陳大川、陳德勤、楊龢之、巫紅霏、徐統、

劉宗平、邱韻如、魯經邦、劉有台、黃莉晴、沈志昌、吳中玲、鄭翠琴、邱美華、

何邦立、張玉燕、曲輔良、王文竹等 19 位，加上之前已先行繳交的賴進義、郎煒、

張森娜、游重光等 4 位，共 23,000 元。 

四、 有台兄於元旦參訪故宮時，看到大川老師（106 年 9 月）演講時所說到的蔡襄「澄

心堂紙」。大川老師在臉書上看到有台兄拍的照片，今天在會場先做了 5 分鐘簡單

的介紹（學會的臉書上有游由拍攝的影片）。經實地考察，故宮展出的蔡襄寫的澄

心堂紙，位於「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裡的「第四單元」

「乾隆品牌」的牌子旁邊。乾隆皇帝文物展覽區 105,107，展期到 2018/03/07。另

外有「宋代花箋特展」，有很多宋代砑花箋紙，有蔡襄寫的其它紙，但沒有蔡襄寫

的這一幅澄心堂紙。將由大川老師敲定日期後，在 FB 及 line 公布，請有興趣的朋

友自行購票入場在約定時地會合。 

五、 根據 22 期學刊中，楊龢之和韓學宏兩位老師討論李學勇師譯作《中國植物學史》

的文章，已製作好新版勘誤表，請網管置於本會網站。 

六、 本會官網的網址公司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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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下次例會後，依慣例進行餐敘（自費），請大家先預留時間。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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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演講通告：2018 年 3 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8/03/03/1400-160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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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量化是中國氣象學後來落後的原因 

講員：劉昭民（中研院科學史委員） 

簡介：本文首先敘述中國古代氣象觀測儀器和氣象學識之成就，很多項目不輸古希

臘亞里士多德之氣象學識，對海市蜃樓之觀察和解釋更獨步西人，尤其是氣

象諺語之豐富，更是令西人望塵莫及。再說明量化的定義，我國古代度量衡

並沒有應用到氣象觀測上，或者應用到氣象學上，因而阻礙了中國古代氣象

學之發展。 

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曾帶來不少西方的科技學識和氣象學識，尤其清初南

懷仁曾將西方的驗冷熱器（溫度計）和驗燥濕器（濕度計）介紹到中國來，

但氣壓計卻未介紹到中國來。然而清聖祖康熙時代，義大利人托里切利認識

到氣壓的意義和托里切利真空，英國人虎克發明量化的風速儀、溫度計、濕

度計，但是尚未傳到中國來，不旋踵清世宗皇帝的禁教措施就使西學傳輸中

斷 150年之久，從此中國氣象學術遠落於西人之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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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三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8/3/3：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出席：30 位 

會員：劉昭民、張之傑、邱韻如、邱美華、楊龢之、孫郁興、何邦立、張玉燕、郎煒、

張森娜、于易塵、詹玉鳳、劉有台、黃莉晴、陳德勤、徐統、王文竹、徐勝一、

谷美英（19 位） 

會友：鄒恩慈、游素美、沈萬汀、林韓芃、蒙永慧、陳建華、許俊煌、王仁盟、陳勝彥、

林雅詳、葉吉珄（11 位） 

講者：劉昭民（中研院科學史委員） 

講題：缺少量化是中國氣象學後來落後的原因 

簡介：本文首先敘述中國古代氣象觀測儀器和氣象學識之成就，很多項目不輸古希臘亞

里士多德之氣象學識，對海市蜃樓之觀察和解釋更獨步西人，尤其是氣象諺語之豐富，

更是令西人望塵莫及。再說明量化的定義，我國古代度量衡並沒有應用到氣象觀測上，

或者應用到氣象學上，因而阻礙了中國古代氣象學之發展。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曾帶

來不少西方的科技學識和氣象學識，尤其清初南懷仁曾將西方的驗冷熱器（溫度計）和

驗燥濕器（濕度計）介紹到中國來，但氣壓計卻未介紹到中國來。然而清聖祖康熙時代，

義大利人托里切利認識到氣壓的意義和托里切利真空，英國人虎克發明量化的風速儀、

溫度計、濕度計，但是尚未傳到中國來，不旋踵清世宗皇帝的禁教措施就使西學傳輸中

斷 150 年之久，從此中國氣象學術遠落於西人之後了！ 

 

氣象專長的昭民老師投入科學史研究，已有五十載，並將之整理撰寫許多專書。劉老師

先陳述一路走來心路歷程，期許自己能像近百歲的陳大川老師和李學勇老師，能繼續研

究不斷。老師特別感恩提攜他進入科學史研究的陳勝崑醫師，還有張之傑老師引他在科

學月刊投稿。劉老師提到研究科學史的意義，鼓勵並期許後進投入科學史的研究，發揚

中華文化！ 

演講前發生了小插曲，劉老師的隨身碟裡竟然一片空白沒有檔案，真是嚇壞了主持人。

老師倒是老神在在，說上一次演講時檔案都還在啊，感謝攝影小葉的神救援，讓被「隱

藏」的檔顯示出來！！ 

演講於 15:40結束，提問與討論非常熱烈於 16:05結束。 

參考檔案：缺少量化是中國氣象學後來落後的原因（刊登於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二十

二期） 

 

討論紀要： 

張玉燕：中國古代有很多官方氣象紀錄，為何沒成為可以量化的數據？ 

劉昭民：古人習慣大而化之，氣象方面只有大致的量測，沒有進一步探討。 

 

于易塵：沒有量化是中國氣象測量落後的主因，這是科學態度，技術上的問題，或稱之

為方法上的問題，那麼當前我國的氣象測量是否在量化上有長足的進步，或是與西方先

進國家比較如何？ 

劉昭民：當前的氣象理論皆源自西方，儀器也購自先進國家，若干氣象人員曾到先進國

家進修，目前和先進國家已沒有多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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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竹：請問大作圖四出自哪本古籍？其中甚不合理之處為，左右之炭與羽毛皆為吸潮

之物，實不易衡量。是否為皆用炭，或者亦可皆用

羽毛？徐統：羊毛吸水，羽毛不吸水嗎？ 

劉昭民：左圖出自淮南子的記載，為今人所複製，

當年我們曾為科學教育館複製一具。炭與羽毛固然

都會吸潮，但程度上有差異，仍可作為測量濕度的

依據。 

楊龢之：羽毛要看哪部份的羽毛，翎羽和一般羽毛

應有差異。 

 

游素美：請問大作圖十一的風雨鍼（ㄓㄣ），如何

使用？ 

劉昭民：我沒看過，不知如何使用。 

（把圖檔放大顯示後，大家就明白了） 

王文竹：合信所介紹的風雨鍼，即水銀氣壓計，

以氣壓變化預測天候。 

 

邱美華：請問，為什麼我們的發明沒有進一步的

量化，原因是什麼？ 

劉昭民：我認為是沒有科學精神所致，即使有，

也是各別的，因而有所謂的祖傳秘方，沒有群體

研究的傳統。再說，知識份子致力於科舉，沒有

研究科學的誘因。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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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美捕捉精彩鏡頭。本次演講錄影請見

本會錄影頻道。 

二、 今日收到 2018 年會費，包括于易塵、孫郁

興、張廷、徐勝一、谷美英、詹玉鳳、李柏翰等 7位，加上 2/9任慶運已繳交，共

8,000元。 

三、 演講及會員大會後，依例在峨眉餐館餐敘，參加者有邱韻如、張之傑、孫郁興、劉

昭民、楊龢之、郎煒、張森娜、何邦立、王文竹、徐統、劉有台、黃莉晴、李柏翰

等 14位。歡迎李柏翰老師入會。 

四、 2018/2/9 參訪故宮。當天上午，大家依約聚集在「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

藏與包裝藝術」裡的「第四單元」「乾隆品牌」的牌子旁邊的澄心堂紙旁，聽也是

第一次親眼看到澄心堂紙的大川老師講解。然後我們又看了「天衣無縫」的側理紙，

以及二樓的「宋代花箋展」。當天參加人員有：陳大川、陳師母、陳波美、邱韻如、

邱美華、張玉燕、吳宜臻、劉宗平、孫郁興、何邦立、徐統、劉有台、黃莉晴、陳

建華等 14位。下午邱韻如、邱美華、張玉燕、吳宜臻等四位，還聽由故宮何炎泉

副研究員主講的「乾隆皇帝對古箋紙的賞鑑與再造」演講，收穫豐富。大川老師會

後在臉書上發表了二篇短文： 

「糢視澄心堂紙」與「談王羲之與乾隆的側理紙」。 

五、 近年來市圖提供場地合辦每月演講，推廣組高小姐已於 2月 12日上午安息主懷，

本會為感恩高小姐的長期協助推廣本會演講活動，參加追思會並致贈花籃。 

六、 本會官網的網址公司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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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iencehistory.ur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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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演講通告：2018年 4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8/04/14/1400-1600/1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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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草木狀》筆記：淺談古代植物書寫 

講員：張玉燕（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簡介：《南方草木狀》被視作中國第一部專論植物學的著作，然而《南方草木狀》

的作者是不是嵇含？此問題爭論不休，至今仍未有定論，已然成為中國植物

學史上的一大公案。但是，從寫作的角度思考，《南方草木狀》提供一典範

說明古代植物書寫的風格、參考與引用方式、科學分類的方法等。嵇含的植

物學知識與人文素養形塑他獨特的書寫風格，《南方草木狀》的書寫與流傳

留下不少值得深思的例子，讓我們反思植物學史的研究意義，並思考如何融

合人文與科學角度，提升整體科學史觀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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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93期 
 

二○一八年四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8/4/14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出席：18位 

會員：劉昭民、張之傑、邱韻如、楊龢之、孫郁興、何邦立、張玉燕、陳文華、陳德勤、

徐統、谷美英、吳中玲、陳建華、沈志昌、巫紅霏（15位） 

會友：林韓芃、鍾小姐、李麗容（3位） 

講者：張玉燕（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講題：《南方草木狀》筆記：淺談古代植物書寫 

簡介：《南方草木狀》被視作中國第一部專論植物學的著作，然而《南方草木狀》的作

者是不是嵇含，此問題爭論不休，至今仍未有定論，已然成為中國植物學史上的一大公

案。但是，從寫作的角度思考，《南方草木狀》提供一典範說明古代植物書寫的風格、

參考與引用方式、科學分類的方法等。嵇含的植物學知識與人文素養形塑他獨特的書寫

風格，《南方草木狀》的書寫與流傳留下不少值得深思的例子，讓我們反思植物學史的

研究意義，並思考如何融合人文與科學角度，提升整體科學史觀的素養。 

演講於 15:40結束，提問與討論非常熱烈於 16:00結束。 

參考檔案 1：《中國植物學史》（李約瑟著，李學勇譯）中華科技史學會叢刊第三種

http://www.sciencehistory.url.tw/?p=1846 

參考檔案 2：《南方草木狀》的〈乞力伽〉（張玉燕）（刊登於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2

期 http://www.sciencehistory.url.tw/?p=2047） 

 

討論紀要： 

邱韻如：您說《南方草木狀》的附圖不是稽含畫的，那這本書的圖大概是什麼時候出現

的？ 

張之傑：自北宋《證類本草》起，本草書始有插圖。《南方草木狀》原著應無插圖。演

講秀出的《南方草木狀》插圖，是用平版印刷的。平版印刷清末始傳中國，那些插圖應

為清末民初之物。（會後觀察玉燕老師在社團 fb上貼出的 60幅圖，有一人像章，著清裝，

有頂戴，頂端橫書「李平齋五十歲小景」，可知 60幅圖繪於清代，李平齋或為繪者及提

詞者。據商務版重版說明，原圖為冊頁，應為設色沒骨畫，翻印時改為黑白。） 

張玉燕：原著是原無插圖，圖是宋朝後才有木刻版畫。我從中研院借出的書目是『嵇含，

《南方草木狀：附圖》，商務印書館（上海），1955年。版權頁載，1955年 11月初版』，

可知為易幟後之物。60幅圖中，唯有頁 1鈐三印，其餘各幅鈐一印，或未鈐印。頁 1右

下角長形藏書章，字跡無法辯識。頁 1左下角鈐清裝人像章，頂端橫書「李平齋五十歲

小景」，60幅中出現 10次。長方章，書

「平齋○○金石父字印」。 

 

徐統：不管是樹皮紙還是樹皮布，蜜香

紙如果有實物留下來，是否有辦法用科

學鑑定是從哪一種植物製作的？ 

張玉燕：這是大英博物館的收藏（圖 1），

詳細的科學鑑定可能要問大英博物館；

比較確定的是用沉香木，經過鑑定，它

的年代 1824年前，南方草木狀出版是西

元 284 年有點遙遠，蜜香紙是大秦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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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貢，在印度北方有出產沉香木的資料。 

 

陳文華：剛看到老師的投影片，圖中樹枝有青桂香字，在台灣有香味的樹包括肉桂樹，

剛剛查過肉桂樹又叫做印度檀香，蜜香紙是否有可能是肉桂樹皮製成？ 

楊龢之：肉桂樹皮太脆纖維不夠，肉桂是四大香料之一，肉桂、丁香、胡椒、荳蔻。 

張玉燕：對進一步的延伸，我在 2017 有一篇文章針對蜜香樹是否是沉香作質疑，但是

針對書本身是正確的前提下探討調查，先假設蜜香樹就是沉香，再來討論沉香是否能作

成樹皮紙。 

 

楊龢之：我們找到沉香樹，用樹皮做做看是否能作出紙。 

張玉燕：用沉香樹的樹皮作成樹皮紙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在西元 284年大秦諸國有沒

有可能送出兩萬卷幅多的蜜香紙給晉武帝，一幅大小約樹皮剝下後打一打的大小，兩萬

幅需要幾千棵樹，一定有相當的生產數量，是目前我沒找到更直接的例子。 

 

邱韻如：手抄的是紙，用手打的也算是紙嗎？ 

孫郁興：劉廣定老師以前談過紙（附件一），對於紙的特質曾予以定義過，紙的主要特

質有兩點：第一，紙的製作要經過帚化的現象，每一根植物纖維相鄰間的氫氧鍵結合在

一起，才能形成紙的平面令其平整（如附件一的圖）；第二，使用毛筆能寫（書法）與

畫（國畫）的才符合。20世紀初出土，宣稱擬是西漢紙的有九件，經劉廣定老師逐一分

析後（如附件一的表），確認蔡倫仍是我國紙的發明者。樹皮紙，敲一敲樹皮打平（無

帚化現象），無法書寫與畫畫，不算紙。埃及的沙草紙，是編織物，沒有帚化現象，不

算紙。貝葉紙，沒有帚化現象，也不算是紙。 

邱韻如：這要請大川老師再來作裁判。 

徐統：投影片中有一張寫「周秦以前，無稱焉」，「無稱焉」除了說不知道外，可不可以

說沒有名稱給他。 

楊龢之：「無稱」這個詞中國常有，君子寂寞而名無稱焉，就是說不知道，古代的用法

就是台語的無宰。 

張玉燕：當中的「無稱焉」，並不容易理解，在英文當中 toknow也有 toname的意思，

當我們要認識事物的第一個動作是 toname 給它名字，無稱焉也暗藏是沒有給它名稱。

可是這些植物在周秦之前應該是有名字，本書的主旨不是命名。 

 

張之傑：我比較關注東西交通的問題，回教興起前，從印度洋經到東方的航路由印度人

掌控後來才是阿拉伯人，在六世紀前都由印度人掌控。據季羨林研究，即使是佛教，最

初也是由海路傳到中國的。魏晉期間，東羅馬人搭乘印度船隻前來中國活動，是完全有

可能的。 

邱韻如：在中國什麼時候對植物才有比較公定的分類法？是在哪一本書之後比較確定大

家照著分類命名。 

張玉燕：這要參考李學勇老師的《中國植物學史》，看當中是否有說明。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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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今日收到 2018年會費，包括陳文華、劉昭民、陳建華（新會員，歡迎入會）等 3

位，共 3,000元。 

三、 訪李學勇老師（2018/3/11）：趁著陽光燦爛的淡淡三月天，到學勇老師府上拜訪他。

老師今天精神奕奕，看到我帶去的中華科技史學會二十週年慶的照片，開心的說自

己很上相。昨天是學勇老師 96歲的生日，學勇老師拍拍胸脯開心的說他心臟和肺

都很好，可以活到一百歲。我跟老師說今天是台大杜鵑花節，他又興致勃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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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台大的杜鵑花是他當助教時種的，他們去蒐集引進杜鵑花，親手種花以及宣傳，

才有今天的台大杜鵑花節。（邱韻如）四、大川老師在臉書對蜜香紙的回應

（2018/4/11）：草木狀為晉稽含所著，其中「蜜香紙」一詞，因書中說為南越所製，

有說為今越南用蜜香樹皮所製，有紋如魚子，有香味。也有人認為南越為今之廣東，

因那時曾有商人冒充東羅馬帝國特使入中國，故李約瑟認為可能是埃及芭芘紙的誤

稱，前數日曾與王國財及潘慧貞談及此事，他們已有現代蜜香紙出品，是從越南中

部買來，纖維很好，當時我忽略看紙是否很香，也未見到樹皮及樹形外表，如果玊

燕老師能有這方面的資料，可以多談一些，或以後以臉書另加補充。（之後的討論

請見本會臉書社團） 

五、 研討會訊息：第六屆中國技術史與技術遺產論壇於 2018年 6月 4日至 5日在杭州

舉行，由中國絲綢博物館承辦。 

六、 研討會訊息：北京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承辦 2018 年的科學史學會學術年會。日期

2018/10/27-28。包括農學史、天文學史、醫學史、數學史、西方科技史、中國近現

代科技史、科技史教學、物理史等等。 

七、 演講通告：2018年 5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8/05/05/1400-1600/1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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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遊記中歐洲水族館及動物園記載 

講員：陳德勤（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簡介：藉由清代紀聞找尋當年它們去過的動物園水族館：斌椿、張德彝在瑞典見到

藍鯨標本，曾紀澤赴義大利拿波里斯參觀水族館，端方參與新政改革赴國外

考，到了德國漢堡動物園，簽訂購買動物合約，這是北京生靈苑（動物園）

第一批自國外進口動物開端，藉由這些歷史紀聞略為瞭界當代歐洲水族館動

物園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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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94期 
 

二○一八年五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8/5/5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21 位 

會員：于易塵、詹玉鳳、張之傑、邱韻如、邱美華、郎煒、孫郁興、張玉燕、陳德勤、

徐統、鄭翠琴、王文竹、賴進義、韓學宏（14 位） 

會友：林韓芃、歐素美、鄒恩慈、朱效民、黃相輔、方力行、徐幼卿（7 位） 

講者：陳德勤（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講題：清代遊記中歐洲水族館及動物園記載 

簡介：藉由清代紀聞找尋當年它們去過的動物園水族館：斌椿、張德彝在瑞典見到藍鯨

標本，曾紀澤赴義大利拿波里斯參觀水族館，端方參與新政改革赴國外考，到了德國漢

堡動物園，簽訂購買動物合約，這是北京生靈苑（動物園）第一批自國外進口動物開端，

藉由這些歷史紀聞略為瞭界當代歐洲水族館動物園概況。陳醫師帶著大家穿越時空回到

清代，跟著當時官員前往歐洲考察。精彩演講於 

15:40結束，提問與討論非常熱烈於 16:15 結束。 

 

討論紀要： 

張之傑：您提到為紀念拉馬克到中國研究，故以拉馬克為名。拉馬克曾來中國嗎？陳德

勤：拉馬克沒來過中國，很抱歉，我沒有查證引用錯誤網路資訊，1934年，由中法文化

教育基金會、國立北平研究院及國立北平天然博物館用庚子賠款建造，為紀念法國著名

的生物學家拉馬克（即陸謨克）而被命名為「陸謨克堂」，是中國最早研究植物的科研

樓，中國現代植物研究基地。 

陳德勤：我提到的 1899-1903年 CarlHagenbeck（海京伯）及 Friedrichvon 

Falz-Fein，曾到蒙古抓了 54頭普氏野馬（Equusferusprzewalskii）運回歐洲。 

 

王文竹：動物園原為皇家園囿，地理大發現後，列強以豢養異域動物宣揚國威，到了近

代才用來普及動物知識。日本據台後，曾抓了一家原住民到倫敦世博展示，NHK 曾播

出此事。 

 

徐統：我父親提過海京伯馬戲團，因而我自幼聞其大名。1971年到漢堡，慕名往觀海京

伯動物園。可惜我父親過世後，母親把他的日記燒了。 

陳德勤：白色恐怖時期，海軍受害較重，不少將校在其退休後，銷毀其日記等資料。 

張之傑：這和重慶號叛變（1949年 2月）有關，因而政府對閩系海軍將校不信任，造成

若干冤獄。 

 

朱效民：1906年北京萬牲園成立之前，外國進貢的動物養在哪裡？ 

張之傑：養在皇家園囿。楊龢之對這問題較有研究，可惜他沒來。楊先生在本會學刊一

卷一期撰有「明朝宮苑豢養動物考」。另在科學月刊 2007年 8月號發表「明代皇宮中的

獅子」。 

 

徐統：張謇是南通人，我們南通人都很崇拜他。您說 1906 年的米蘭世博，張謇送去的

展品拿了不少金牌。1915年的巴拿馬博覽會（慶祝巴拿馬運河開通。在舊金山舉行。）

中國的產品拿了更多金牌，例如茅台酒和南通的刺繡。但是我只知道這種金牌發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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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絕不是奧運金牌那麼難得。但是我查不到一次博覽會一共發多少個金牌。請問：當

時一共頒發多少枚金牌？陳德勤：這方面我沒查過。 

邱韻如：奧林匹克數理競賽，前 1/100金牌，前 2/100銀牌，前 3/100銅牌。 

王文竹：日內瓦發明展，幾乎參加者都有獎。 

 

邱韻如：萬牲園男女不同日參觀，是怎麼分的？ 

陳德勤：在李長莉、閔傑、羅檢秋、左玉河、馬勇等編著的《中國近代社會生活史》提

及當時受「男女大防」觀念影響，公共場所規定男女不能同一日遊覽規定，萬牲園也不

例外，男客以星期日、一、三、五等日遊覽，女客為二、四、六日等日遊覽，但京師動

物園便率先廢除這規定，這是中國官方最早取消男女同日遊覽限制公共場所。 

黃相輔：清末時男女之防仍很嚴，大家閨秀不會單獨出門。到五四時期，才提倡打破舊

禮教。 

 

韓學宏：從皇家園囿到近代動物園，逐漸成為現代化都市的象徵。演講中有兩張孫中山

在北京萬牲園設立行轅的照片，說明當時動物園的現代化寓意。常玉畫過多張「北京馬

戲」，畫得可能是觀看海京伯馬戲團的記憶。 

陳德勤：海京伯馬戲團來過中國數次，其中 1933年到上海是可以確定，其他次數待查。 

 

方力行：豢養冷水魚，水溫要在 18℃以下，請問冷氣是什麼時候發明的？另外，大陸

許多城市以水族館做為「名片」，現已超過兩百所，對海洋動物是一大浩劫。 

張之傑：冷氣的發明，和電力有關。電力普遍使用之前，是不可能有冷氣的。 

 

朱效民：北京萬牲園 1907年就對外開放嗎？ 

陳德勤：是的。對外開放，我認為是做為一項政積，借以紓解國人對期盼憲政的壓力。 

張之傑：八國聯軍之後，清廷做了若干改革，包括政治、經濟、司法、文教、軍事等，

幅度較戊戌變法更大。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從君主專制過渡到共和，和清末的改革有關。 

韓學宏：動物園的歷史那本書說得很清楚，動物園最初是給王公貴族看的，近代才開放

給一般民眾。 

 

朱效民：我是做科普的。大陸的地質公園，導遊通常說這個山（或石頭）像什麼，缺少

科普方面的介紹。 

陳德勤：來我們館（野柳海洋世界）我們會對民眾做海洋動物科普介紹，參觀的老漁民，

通常會說：這動物哪裡好吃，怎麼吃，他們是不會想到科普的，我們是以幼兒園及小學

學生做科普教育為重點。 

 

徐統：徐建寅的孫子（或姪孫）徐章，曾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量測中心主任，已退休。找

到他或許能得到些有關的材料。 

 

朱效民：北京動物園開放給公眾的目的是「導民善法」，請問具體含義是什麼？陳德勤：

我想只是宣傳意義吧。 

張之傑：導民善法，不就是社會教育或科普嗎？徐統：（會後補充）1906年 10月，考察

大臣（端方、戴鴻慈）向清政府連上三道奏摺，一奏軍政，二奏教育，第三奏即「各國

導民善法，擬請次第舉辦，曰圖書館，曰博物館，曰萬牲園，曰公園，…奏請次第籌辦，

以開民智而衛民生」。見〈考察政治端戴兩大臣奏陳各國導民善法請次第舉辦摺〉，《大

公報》，1906年 12月 

8日，第 5-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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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21 位，感謝方力行教授（曾任海生館館長）及朱效民教授（北京大

學哲學系）蒞臨聽講即與大家互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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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研討會訊息：「近世以來文明變遷與交流」國際研討會於 2018年 6月 11~13日在

新竹舉行，國立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A202 演講廳，報名 6 月 1 日前，網址：
https://goo.gl/jKPesq 

三、 研討會訊息：第六屆中國技術史與技術遺產論壇於 2018年 6月 4日至 5日在杭州

舉行，由中國絲綢博物館承辦。 

四、 研討會訊息：北京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承辦 2018 年的科學史學會學術年會。日期

2018/10/27-28。包括農學史、天文學史、醫學史、數學史、西方科技史、中國近現

代科技史、科技史教學、物理史等等。 

五、 下年度演講排程初稿已完成，將在本月底前向市圖提出申請。 

六、 演講通告：2018年 6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8/06/02/1400-1600/1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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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發明與發現 

講員：孫郁興（健行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簡介：火藥、指南針、造紙術及印刷術等四大發明，是諸君耳熟能詳的我國古代重

要發明。我國古代發明除了四大發明，本講次將以更鉅細靡遺的方式，引領

科技史同好們，就我國古代的發明與發現如：蹴鞠、透光鑑、X 光機、風水

及預言術、製瓷術、製車術（獨輪車、加帆手推車、木牛流馬、計里車、指

南車）、音律術（減字譜、黃鐘、十二律呂與三分損益術、魚洗）、曆法、醫

術（經脈、針灸、正骨、按摩）、書畫訣、武器、兵法、提花與繅絲機、風

箏、竹蜻蜓和走馬燈、牙膏刷、製鹽與茶、數學與天文發明、食品調製術、

絲綢術、機械術（弩、候風地動儀、銅壺滴漏、雲梯橋、輓馬和馬鐙、製鋼

鐵術、風車、活塞風箱、鑽井術、拱橋與閘門術、陀螺儀）與木工術、農具

術（嫁接術、龍骨車、石碾、水排、簸揚機、水磨）、造船航海術（船尾舵、

牽星術、寶船）等相關發明與發現，予以通盤回顧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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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95期 
 

二○一八年六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8/6/2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出席：37 位 

會員：郎煒、邱韻如、于易塵、詹玉鳳、張之傑、孫郁興、鄭翠琴、賴進義、陳文華、

陳建華、曲輔良、徐統、吳中玲、陳大川、楊龢之、何邦立、巫紅霏（17 位） 

會友：曾鳳英、黃清涔、陳淇美、曾博淵、朱效民、林秀玉、鄒恩慈、林小姐、鄭素卿、

林清秀、陳英夆、許俊煌、倪簡白、孫連璞、栗子娟、邱正洲、邱正珊、林麗卿、

林子文、余麗玲（21 位） 

講者：孫郁興（健行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講題：中國古代的發明與發現 

簡介：火藥、指南針、造紙術及印刷術等四大發明，是諸君耳熟能詳的我國古代重要發

明。我國古代發明除了四大發明，本講次將以更鉅細靡遺的方式，引領科技史同好們，

就我國古代的發明與發現如：蹴鞠、透光鑑、X 光機、風水及預言術、製瓷術、製車術

（獨輪車、加帆手推車、木牛流馬、計里車、指南車）、音律術（減字譜、黃鐘、十二

律呂與三分損益術、魚洗）、曆法、醫術（經脈、針灸、正骨、按摩）、書畫訣、武器、

兵法、提花與繅絲機、風箏、竹蜻蜓和走馬燈、牙膏刷、製鹽與茶、數學與天文發明、

食品調製術、絲綢術、機械術（弩、候風地動儀、銅壺滴漏、雲梯橋、輓馬和馬鐙、製

鋼鐵術、風車、活塞風箱、鑽井術、拱橋與閘門術、陀螺儀）與木工術、農具術（嫁接

術、龍骨車、石碾、水排、簸揚機、水磨）、造船航海術（船尾舵、牽星術、寶船）等

相關發明與發現，予以通盤回顧與分享。 

孫老師準備了 150 項發明與 10 項發現，因為時間關係只介紹 70 項發明與 10 項發現。

精彩演講於 15:50 結束，提問與討論非常熱烈於 16:15 結束。 

 

討論紀要： 

張之傑：您介紹的中國古代發明發現 150項，詩詞、推背圖、國畫、合體字等和科學無

關，《奇器圖說》部份是西方的，類 X光機屬於傳說，皆不宜列入。秦漢漢瓦只是一種

磚瓦，船錨和風帆各國都有，縱使自有特色，亦不宜列入。華覺明先生撰有「中國三十

大發明之分說」（見社團 fb，劉廣定老師提供），可參考。 

 

陳大川：提到的秦磚漢瓦，從圖上看是後來的人將造型製作成硯台，在四川大地震的時

候看到一個問題，成都的古建築的屋頂都是人字型斜下來的，在瓦片流水 

下來的部分很容易被地震破壞掉，希望現在從事建築的專家研究改良。 

 

徐統：日本人稱為魔鏡的銅鏡有什麼資料可以再參考研究，可以 google到嗎？ 

孫郁興：可以 google到。日本人的魔鏡有固定的成像距離，鏡面是凹凸的，用陰刻的圖

案反射圖案，所以需和牆面有固定的距離才能成像。其技術遠不如西漢的透光鏡，鏡面

是中間薄旁邊厚全凸型，和牆面無固定成像距離，能將鏡面後的圖案透過鏡身繞到前面

再直射到牆，沒有日本魔鏡須固定成像距離的問題。 

邱韻如：目前知道上海交通大學有做出來復製品。 

 

朱效民：發明和發現一個一個講都沒有問題在西方國家都有，在研究之前是否能有一個

系統性結構性的東西出來，在大陸做科學史研究有一個共識，技術哪一個文明都有，離

不開生活，科學是西方獨特的東西，從博物學提出一個綱要出來，例如我去過四川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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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兩次，三星堆是兩千年前的東西，剛開始大理石平面解說員說那是外星人的東西，因

為當時沒有比大理石硬度更高的東西發現，兩年後就從新解釋說是古人用牛皮繩加上金

砂慢慢研磨出來，因為重視祭祀古人時間多慢慢磨出來，像木牛流馬可以復原出來，但

是技術性問題不容易研究出來。我覺得科學史的研究、敘述不一定非得按照西方科學的

分科之學的思路（如依照西方科學的定義、以及數理化、天地生的學科分類），可找出

中國自己的科學史思路和綱領，如參考傳統的天、醫、農、算，或者主題式的，如衣食

住行、生老病死等等，總之先有個框架/綱領會比較好（如博物學的科學史綱領），否則

會有點結構凌亂、層次不清的麻煩，而且這樣的「發明」例子每個文明都可以舉出很多，

尤其是在技術方面，拙見供參考。 

孫郁興：因為東西太多，我已略集成十個大項，之後再找時間詳加整理。朱老師談的博

物和數理，數理的部份剛剛談到四元玉鑑，在元末明初是領先西方各國的。西方講愛智

喜歡作證明，可惜中國的古人以實用為主不太談証明，因為是從實用觀點出來，怎麼得

到解答，是古代的奇人奇士當時的神解，記載時大部分並沒有將詳細過程與步驟一起紀

錄，古人未以符號化的思辯記錄，只用文字寫下，現代人在重新研究的時候很辛苦，後

代的人更不容易看懂其過程，所以難以繼續發展，但是在科學的眼光，四元玉鑑對四元

多階聯立方程的解法與技法，在當下遙遙領先西方是可以確認的。 

 

張之傑：朱世傑《四元玉鑑》解四元高次方程式，是中國數學登峰造極之作。中國文化

重視實用，不重是實證，所以代數發達，幾何只有簡單的測量幾何。代數得到發展，是

因為天文要用到複雜的運算，簡單的代數不敷使用。西方從古稀臘時代就重視實證，即

使是有黑暗時代之稱的中世紀，經院哲學仍以實證的精神證實神的存在與偉大。中國傳

統文化元代中葉以後急速衰退，到明代已沒人懂得宋元數學，直到明末清初，當西方數

學傳入，才知道宋元數學家所研究的就是西方的代數！ 

 

于易塵：（會後感言）聆聽了孫老師的講座，也感受到不同典範下的議題、發問與互動，

非常感謝創會老師的啟導、邱理事長持續用心的經營，只是一直有個疑問，或與科哲有

關，或有本會核心價值的問題，中華科技史，是否以華夏文化為範疇，以科學、技術的

歷史過程為主體？然而，在十七八世紀以前的華夏文明而言，不是與西方現代的科技有

些根本不同？不談思想史，當代西哲懷特海德不就說過東方有文明有發明，但沒有制度

化，而西方的科學是經歷希臘悲劇、羅馬法和中古教會奠定「規律」的兩千年科學基礎

準備期之後而有者？孫老師昨天的整理，個人蠡測是文字學、易理、格物致知的途徑～

在世新大學學習張老師的科技史體驗中，中醫學不也是重要特色，而其背景思想不也是

如此，這樣的疑慮是一個武夫在會裡十餘年的感受，謹冒昧的提出來，只是覺得除了給

講者拍手喝采，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呢，倒不是要去爭什麼民族自信心，更不是去作什麼

夢，只是已屆耳順，張老師、邱老師這麼用心，本會一定還有很多發展空間！再次向孫

老師致敬！以上若有失禮之處，乞諒。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37 位。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 社團，感謝曲子

捕捉精彩鏡頭。 

二、 感謝陳建華老師帶來蓪草的材料、成品等，介紹給大家。 

三、 總館自 107年 4月 20日起至 12月 15日止進行大樓外牆整修工程，施工期間正常

開放。 

四、 研討會訊息：北京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承辦中國科技史學會 2018 學術年會。日期

2018/10/27-28。包括農學史、天文學史、醫學史、數學史、西方科技史、中國近現

代 科 技 史 、 科 技 史 教 學 、 物 理 史 等 等 ， 報 名 網 址 ：
https://www.wjx.top/m/23171310.aspx?from=groupmessage 

五、 下年度演講排程初稿已完成，已於五月底向市圖提出申請。 

六、 演講通告：2018年 7月演講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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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8/07/07/1400-1600/1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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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華僑機工回國參加抗日救國戰爭 

講員：何邦立（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簡介：1937 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侵華，激起中華兒女誓死保衛家邦之聖

戰，“南僑機工”就是千萬回國的抗戰華僑團體。1938 年 10月，武漢淪陷，

國府內遷重慶，準備長期抗戰;此時，中國東南的海陸交通均被日軍截斷，

新開辟的滇緬公路成為運輸國際援華物資的主要通道。時需大量技術嫺熟的

汽車司機和修理工，1938 年底，國府軍事委員會西南運輸處致電“南洋華僑

籌賬祖國難民總會”陳嘉庚主席，代募華僑機工回國，以解燃眉之急。半年

間，3200 多機工，分 9 梯次勇赴國難。從 1939 年 3 月至 1942 年 5 月，南

僑機工與國內的機工並肩戰鬥，搶運援華軍用物資 45萬噸，運送 10 萬餘中

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南僑機工對祖國抗日戰爭的貢獻卓著、影響深遠，而犧

牲也是慘重的。截至 1945 年抗戰勝利，3200 名南僑機工有 1000 多名為國

捐軀，還有 1000 多名復員返回南洋，另有 1000多名留在國內，繼續為建設

新中國而服務。本文介紹南僑機工，這一抗戰史上的偉大群體，以自己的生

命、鮮血和汗水，在華僑愛國史上，譜寫出一曲中華兒女，可歌可泣的壯麗

篇章。 

 

七、「我的第一份薪水」座談會 

時間：2018/07/07/16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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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先請 5位職業不同的年長會員引言，每人不得超過 5分鐘，內容包括時間、職位、

薪資、物價等。從不同時代，不同工作，不同的薪資，大致可以鉤勒出半個多世

紀以來的薪資變化。例如： 

張之傑：1966 年從師大生物系結業，到新店五峰中學當實習老師，月薪 720

元（折合美金 18 元）。當時資深老師不過千百元。先父時任立法院專員，也

只有 1000多元。當時四神湯每碗 2元，牛肉麵大碗 5元，一輪電影院每張票

12元。…… 

5位引言人發言至 4：25為止。接著開放給參與者自由發言，每人不得超過 3分

鐘，至 4：55為止。最後以 5分鐘作為 Q and A。 

5位引言人建議名單如下：劉昭民（公務員）張之傑（國中老師）何邦立（軍醫）

郎煒（駐外人員）楊龢之（軍官） 

引言人自撰約 500字，於座談會後一週內寄交張之傑。自由發言之錄音、記錄分

為兩組，由巫紅霏、曲輔良及吳中玲、和鄭翠琴擔任，於座談會後兩週內寄交張

之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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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6期 
 

二○一八年七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8/7/7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出席：25位 

會員：郎煒、邱韻如、張之傑、賴進義、徐統、吳中玲、楊龢之、何邦立、巫紅霏、邱

美華、劉昭民、沈志昌、陳德勤（13位） 

會友：朱效民、林秀玉、鄒恩慈、趙旻韜、汪忠甲、何之行、徐海鵬、徐勝一、葉吉珄、

OOO、未簽名 2位（12位） 

講者：何邦立（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講題：南洋華僑機工回國參加抗日救國戰爭 

簡介：1937 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侵華，激起中華兒女誓死保衛家邦之聖戰，“南

僑機工”就是千萬回國的抗戰華僑團體。1938 年 10月，武漢淪陷，國府內遷重慶，準備

長期抗戰;此時，中國東南的海陸交通均被日軍截斷，新開辟的滇緬公路成為運輸國際

援華物資的主要通道。時需大量技術嫺熟的汽車司機和修理工，1938 年底，國府軍事委

員會西南運輸處致電“南洋華僑籌賬祖國難民總會”陳嘉庚主席，代募華僑機工回國，以

解燃眉之急。半年間，3200 多機工，分 9 梯次勇赴國難。從 1939 年 3 月至 1942 年 5

月，南僑機工與國內的機工並肩戰鬥，搶運援華軍用物資 45萬噸，運送 10萬餘中國遠

征軍入緬作戰，南僑機工對祖國抗日戰爭的貢獻卓著、影響深遠，而犧牲也是慘重的。

截至 1945 年抗戰勝利，3200 名南僑機工有 1000多名為國捐軀，還有 1000 多名復員返

回南洋，另有 1000 多名留在國內，繼續為建設新中國而服務。本文介紹南僑機工，這

一抗戰史上的偉大群體，以自己的生命、鮮血和汗水，在華僑愛國史上，譜寫出一曲中

華兒女，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 

在七七事變 81 週年的今天，聽何醫師介紹這段華僑兒女，可歌可泣的愛國情懷及實際

行動，內心沈痛無比。精彩演講於 15:45 結束，提問與討論非常熱烈於 

16:00結束，之後進行「我的第一份薪水」座談會。 

 

討論紀要： 

徐統：您說到有女子未獲准開車。我想起抗戰時有美國 Oregon州華裔女子 HazelYingLee

（李月英,1912-1944）會開飛機。來華希望加入空軍，但是沒有獲准飛行。她返美加入

WAAC（Women'sArmyAuxiliaryCorps,婦女陸軍輔助團），擔任輸送飛機的任務。後來不

幸在降落時與鄰機相撞而死。 

何邦立：李月英，她是美洲華僑航空學校僅有的兩位女學員，畢業於第二期的李月英與

黃桂燕，1933年 2月，它們隨男學員回國，當時中國空軍未收女飛行員，她們只好在南

昌航空署當職員，黃桂燕後為航空委員會秘書長蔣宋美齡的秘書。1938 年李月英返美

後，加入美國空軍婦女飛行員服務隊，從事後勤駕駛運送新飛機至阿拉斯加的任務時，

不幸於 1944年 11月 23日，下降落地時空中遭撞殉職，時年 32歲。抗日戰爭是一場全

民反侵略的戰爭，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陳嘉庚說購機壽蔣的目的是，藉此喚起同

僑，使知國之當愛。1940年前後，一位奇女子李霞卿，為抗戰特技飛行募款，紅遍南北

美洲，家喻戶曉！（請參考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2 期，華僑與中國航空事業、何邦

立，P187-194，2017.12），文內有李月英、李霞卿女士照片。 

 

徐統：抗戰時有個說法：「馬達一響，黃金萬兩」。南洋機工是否也知道待遇不止那三十

塊法幣而已？ 

何邦立：您說的情況主要發生在昆明到重慶間，不是臘戍到昆明這一段。他們運入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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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是軍火、彈藥、汽油、藥品等戰略物資，運出的是鎢砂、銻礦等原物料以交換。

且滇緬公路上的駕駛有一半來自國內。而 1939年回國的 3200位南僑機工青年，多學有

專長，家境不錯，也曉得回國月薪就是 30 元，且有生命危險，仍義無反顧報國抗日，

事實證明近半數機工為救國而犧牲。1942年 5月緬甸淪陷、滇緬路中斷，南僑機工被解

散，流離失所於昆明，雖有開車、修車專長，但英雄無用武之地，病死、凍死、餓死數

百人，政府亦陷無從救濟的窘境。如有馬達一響、黃金萬兩之說，就不至於有上述現象。

南洋機工的初衷，都是為了救國，不可能有私心，事實上亦無利可圖。最難能可貴的是

他們始終無怨無悔的為祖國的生存而付出，即使付出的是生命，亦無憾！ 

 

徐統：補充一點，關於抗戰時發戰爭財者，還有一說：「第一咕哩，第二司機，第三 XXX。」

咕哩就是苦力，靠體力賺錢，最吃香。第二就是今天的主題。第三顯然是個人名。（「宋

子文」嗎？） 

趙旻韜：您是軍醫，怎會對軍事了解那麼多？還有，遠征軍失敗，是英軍後撤、投降日

軍所致。英軍是允許投降的。如果台灣發生戰事，是否也會如此。 

何邦立：軍醫有別於民間醫學教育，就是除了臨床訓練外，還要知道軍陣醫學，加上我

個人對航空醫學的專業投入，所以對軍事涉獵略多一些。只可惜來台快八十年，當時為

求軍醫生存、軍方允許民眾診療，最後本末倒置，軍醫忘了軍陣醫學才是我們的本。 

當今台灣的年輕人追求小確幸，洪仲秋案發生後，軍隊訓練無法落實，加上馬英九取消

軍法，蔡英文的軍人年金改革，三者皆夠荒唐，如今發生狀況，會怎樣真的不知道，對

年青一代為台灣而犧牲，我不抱任何希望。 

抗戰八年，第一年華北、華東全失，沿海重要港口全被封鎖，雖說蔣公改變了日本侵華

作戰主軸由東向西，使百萬日軍身陷泥沼，但如何取得戰爭所需軍火，才能長期抗戰，

殊屬不易，如何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前，改變美國立場爭取到貸款，才有生機。事實上 1940

年當歐洲戰場法國投降後，美國就該將原支持法國的軍事力量轉移到中國，亦可改變整

個太平洋戰場的情勢。關於蔣公的戰略眼光，我認為遠遠超過當時的歐、美政治領袖。

此可印證 1936 年西安事變時，國際共產的史達林不許中共殺害老蔣，就是知道毛澤東

應付不了中日間的戰爭。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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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總館自 107年 4月 20日起至 12月 15日止進行大樓外牆整修工程，施工期間正常

開放。 

三、 研討會訊息：北京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承辦中國科技史學會 2018 學術年會。日期

2018/10/27-28。包括農學史、天文學史、醫學史、數學史、西方科技史、中國近現

代 科 技 史 、 科 技 史 教 學 、 物 理 史 等 等 ， 報 名 網 址 ：
https://www.wjx.top/m/23171310.aspx?from=groupmessage 

四、 演講通告：2018年 9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8/09/22/1400-1600/1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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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奧秘與科學研究 

講員：李柏翰（台大物理博士/國立師大附中物理教師） 

簡介：中國文字的歷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朔到殷商時期的甲骨文。甲骨文據傳是在

清朝 1899 年王懿榮治療瘧疾尋找中藥的龍骨所發現。甲骨文被發現後引起

了轟動，最早的一部甲骨文書籍為劉鶚的《鐵雲藏龜》，其實也就是一些拓

片而已。隨後的學者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和郭沫若等人，建立

了判讀甲骨文的一些方法，利用字形演變及古籍，研究甲骨文與這些古代中

國字的演化關係。目前甲骨文研究已經成為一門顯學，然而科學統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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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仍然不多，本次演講介紹筆者經過 15 年漫長歲月所整理的中國文字字

根分析數據資料庫，利用電腦分析建立現代中國字與甲骨文的字根關係連

結，這個研究將有助於解開古代殷商時期人類活動的歷史故事，並利用網路

分析的數學公式，帶領大家一探甲骨文的奧秘。 

 

五、 「我的第一份薪水」座談會 

時間：2018/07/07/16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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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人：張之傑（國中老師）、劉昭民（公務員）、何邦立（軍醫）、郎煒（駐外人

員）、楊龢之（軍官），每人 3-5分鐘。自由發言每人不得超過 3分鐘。引言

人自撰發言稿限 500字以內，自由發言限 300字內，前者於座談會後一週內

寄交張之傑，後者於兩週內寄交巫紅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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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197期 
 

二○一八年九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8/9/22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出席：35位 

會員：郎煒、邱韻如、張之傑、孫郁興、賴進義、楊龢之、何邦立、巫紅霏、邱美華、

魯經邦、陳文華、劉昭民、徐勝一、陳德勤、劉有台、陳建華、李柏翰、王文竹、

于易塵、張玉燕、劉宗平（21位） 

會友：朱效民、鄒恩慈、葉吉珄、孫兆中、沈愷、游素美、沈萬汀、林清秀、欒嘉萍、

王仲孚、陳志榮、顏榮皇、沈馥萱、一位未簽名（14位） 

講者：李柏翰（台大物理博士/國立師大附中物理教師） 

講題：甲骨文的奧秘與科學研究 

簡介：中國文字的歷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朔到殷商時期的甲骨文。甲骨文據傳是在清朝

1899年王懿榮治療瘧疾尋找中藥的龍骨所發現。甲骨文被發現後引起了轟動，最早的一

部甲骨文書籍為劉鶚的《鐵雲藏龜》，其實也就是一些拓片而已。隨後的學者孫詒讓、

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和郭沫若等人，建立了判讀甲骨文的一些方法，利用字形演變

及古籍，研究甲骨文與這些古代中國字的演化關係。目前甲骨文研究已經成為一門顯

學，然而科學統計的分析方式仍然不多，本次演講介紹筆者經過 15 年漫長歲月所整理

的中國文字字根分析數據資料庫，利用電腦分析建立現代中國字與甲骨文的字根關係連

結，這個研究將有助於解開古代殷商時期人類活動的歷史故事，並利用網路分析的數學

公式，帶領大家一探甲骨文的奧秘。 

明年（2019）是甲骨文被發現 120週年，柏翰老師帶來厚重的圖解甲骨文字典（沈愷老

師編著）以及珍貴的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發現資料，讓大家欣賞。講者從甲骨文被發現

談起，中間帶領大家欣賞董作賓的甲骨文詩，最後介紹他 15 年來所整理的中國文字字

根分析數據資料庫。中場互動時間非常熱絡，精彩演講在 3:50 結束，之後進行提問與

討論。 

 

討論紀要： 

張之傑：據我所知，楚國的語言和中原不同，但楚簡的文字符號與甲骨文字相同者多，

是否意味著楚國王室及統治階層使用中原語言？ 

沈愷：我的看法是，不同語言使用相同或類似的文字符號，在歷史上存在很多案例，好

比說蘇美的楔形文字曾經縱步四千年，橫跨閃族印歐族等十幾種語言。中文符號曾經被

韓、日、越使用。今天的羅馬字母，尤其是其使用者之一的英文，更是橫掃整個地球，

說明使用相同或類似的文字符號，並不足以證明語言的同源甚或相同。不過商語在當時

是否曾經是東亞的共通語（linguafranca）是有可能的，證據在於西周金文裡與甲骨文相

同的概念，而為了符合周人的語言，另外發明文字符號取代的現象很稀少，在較後來的

楚簡上這個現象也不多。說明商、周、楚在語言上可以用共通語甚或方言的概念去理解。

另外，商是東亞第一個大帝國，穩定存在的六百年內，形成一個大型的文化漩渦

（culturalvortex），把周邊直接接壤的文化透過接觸、交流、侵略征服而影響而同化是不

無可能的。總之，周的金文，楚的竹簡兩者與甲骨文在文字符號的應用上是否意味著語

言的同源甚或相同是一個需要從很多角度去研究的問題一時無法定論。 

李柏翰:當時戰國有七雄，有七種語言，但是只有共同素材甲骨文保留下來，楚國是落後

偏遠小國，項羽被打敗後楚國文化被消滅了，到了秦國統一天下，李斯用一個人的力量

整理統一文字。但若考慮歷史年代推移，商朝（前 1600年~前 1046年），戰國時代（前

453年~前 221年），根據我的網路演化資料顯示，甲骨文和楚簡文字演化網路依然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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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無法分開分辨，到小篆，康熙字典才有明顯演化趨勢開始分辨清晰，所以我所

計算的資料庫顯示，甲骨文到楚簡文字，我認為依然在進行融合過程，只是因為我們象

形字的組合方式是被傳承下來，保留了複雜網路的結構，所以才有今天的漢字。 

 

楊龢之：韓國和日本在三百年前幾乎沒有他們的文字，用的是漢字，語言文法和我們的

都不一樣，在歐洲有各國語言，但是有共同的溝通語言是拉丁文，在東方文化共通文字

是漢字。 

李柏翰：我曾經到韓國演講嘗試分析它的文字素材，韓國文字是圈圈叉叉的組合字，韓

國在獨立後發展自己的文字，儘量將漢字排除改用自己的用字文化。 

 

王仲孚：韓國早期是用漢字做紀錄，念出來的時候是韓文發音，因為沒有自己的文字系

統借用漢字做為文書。 

楊龢之：像日本人念中國的文言文古書，會在旁邊標上一、二、打勾，代表念出來的順

序，因為文法結構不一樣，韓文的組合字是發音方法，只要懂得發音和閩南語用詞很類

似，因為是唐音系統，閩南語是中原光州話，韓國在暹邏時期移植大量的中原文化，和

閩南語有許多相通的部分。 

沈愷：甲骨文的字與音符可以辨別的部分有 417個，是怎樣歸類的可以再細分嗎？ 

李柏翰：簡單的說甲骨文的形符和聲符像積木一樣，一個字由小積木組合起來，也有獨

立的字由一個積木完成。 

 

楊龢之：大象的象字是象形文字，有沒有辦法再拆開來。 

李柏翰：象形字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就不再細部拆解，像是烏龜的龜字就不再拆解讓

它成為獨立的字。 

 

朱效民：（1）1899發現甲骨文時，猶如發現新大陸。請問，歷史上沒有記載甲骨文一事

嗎？那麼甲骨文到後面的金文是如何聯繫上的？如果中斷了，我們有理由懷疑中國文字

是否還有甲骨文以外的源頭？（2）據說中國文字是當今現存的唯一象形文字，請問，

根據李教授的最新研究，面對歷史（五四時期許多學者曾經提出漢字拼音化，大陸漢字

簡化時期亦有此種意圖）與將來，我們的文字的優勢和劣勢是什麼？ 

李柏翰：象形文字的優勢和劣勢，先說明象形文字很重要的部分是要畫的很清楚容易辨

識，雖然沒有辦法畫的很細緻有簡化的過程部分，像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瑪雅文化的

字，字型繁複又不好畫基本上就不容易留傳，像中國的鳥字幾筆畫就形成字，像牛和羊

字一看到就很容易聯想到實物，幾筆畫就形成字，這是中國象形文字容易留傳下來的優

勢，像是草字的部首可以演化出很多會意字，全部是 285個的可共用部分組合，在每一

個時間階段是會有消滅和產生的，像是口、鳥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常用到看到的，這代表

演化的強勢不容易消滅，埃及象形文字筆劃多讀法還有方向性，馬雅字太複雜，會造成

不易普及化。中國在刻甲骨文時工匠有時字不容易刻畫，有簡化惜刻的現象，有些龜板

的字很醜，是工匠的練習作品，也造成現在有偽造的龜板，但是在電腦掃描辨識下很容

易分辨出來。但是我們將素材的代號下的很有意義，像是口、鳥、手在組合時有很強的

優勢，中國文字在拆解時都可以和象形的甲骨文做連結，像楚國的楚字代表生活在森林

裡的人，字對時間的抵抗力就很強。外國人為什麼沒有辦法學習這種東西，學習時常要

求給字母表，以為把字母組合起來就可以，甲骨文有 471個單元，如果把所有的單元意

義都學起來，就容易理解。再者，甲骨文到後面的金文，各方面的字形還是很接近，根

據我的網路演化資料顯示，甲骨文和楚簡文字演化網路依然糾纏在一起，無法分開分

辨，所以我不認為甲骨文到後面的金文會出現一種新的文字，至少資料看不到。關於漢

字拼音化，大陸漢字簡化時期亦有此種意圖，若如此改變，複雜網路結構將會出現改變，

則此網路將會出現斷層，無法演化，這對我們的傳統文字是一種災難，唯一的優勢可能

是西方人的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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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華：故宮有文字演化的影片，大約是十幾個字做成互動式的解說，現在已經有建好

的資料庫，是否能做成按鍵式的互動組合，形成一個有意義的字的方式，說明字演變的

過程。 

李柏翰：有曾經想過，但是牽涉到資金的問題，到最後還是要自己動手寫程式，手機

APP在 android系統較不佔記憶體容易做，有字網是這樣做。 

 

葉吉珄：最沒有人緣的字是什麼字？ 

李柏翰：本身是字根，不容易和別的字根組合成字，例如龜字是獨立的字，總共有 20

幾個，康熙皇帝蒐集所有看到的字放在康熙字典裡，字長的很奇怪不容易看懂，字長的

很奇怪不容易看懂，像哀悼的悼字，在金文有出現過，使用的機會少。例如我的資料庫

甲骨字根和，幾乎很少連結。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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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由捕捉精彩鏡頭。 

二、 本次演講，柏翰老師帶來沈愷老師編著的圖解甲骨文字典，並邀請沈愷老師蒞臨指

導，還有對殷商史有研究的前師大歷史系王仲孚教授也蒞臨，他們的參與讓今日演

講更加豐富與生動，他們的學養讓晚輩們如沐春風。 

三、 會後在理監事例行會議後，依例在峨眉餐館聚餐（自費），參加者有郎煒、邱韻如、

張之傑、賴進義、楊龢之、魯經邦、劉昭民、陳德勤、劉有台、李柏翰、朱效民、

孫兆中、顏榮皇等 13位。 

四、 十二月份的演講，除了張之傑老師講永樂十二年榜葛剌貢麒麟之外，也特邀楊龢之

老師分享「明代貢獸的相關規定與程序」，敬請期待。 

五、 演講通告：2018年 10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8/10/06/1400-1600/1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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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琉璃葬具與海昏侯的琉璃席 

講員：莊蕙芷（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系博士/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系博

士後研究員） 

簡介：琉璃席在墓葬遣冊中稱為「玉席」，傳世文獻中未曾提及，但這些琉璃片上

的紋飾，與過去出土的琉璃玉衣、面罩的琉璃片風格十分相似。近年考古發

現中已有三床，分別出在海昏侯墓、嗣子墓以及山東青島土山屯漢墓。海昏

侯墓的琉璃席引發了不少討論。 

為了釐清海昏侯墓中使用琉璃席的原因、並瞭解琉璃葬具在西漢禮儀制度中

所具有意義，本文先論述自戰國起中國已有製作精美平板琉璃的能力。再梳

理了西漢時期出土片狀琉璃葬具的墓葬，並對其形制、墓主人的身份加以整

理。本文認為：琉璃葬可能是西漢玉斂葬制度中較低等的一種葬具，使用者

多為不被允許使用玉質葬具的侯或更低級的貴族；且琉璃葬具可能也有類似

玉衣的等級之分。而引發討論的海昏侯琉璃席並非高貴的葬具；海昏侯一生

的悲劇，正表現在這床不符合他集帝王、王、侯身份低級貴族葬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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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十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8/10/6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出席：21 位 

會員：郎煒、邱韻如、張之傑、孫郁興、巫紅霏、邱美華、劉昭民、鄭翠琴、吳中玲（9

位） 

會友：莊蕙芷、朱效民、曾鳳英、鄒恩慈、葉吉珄、孫兆中、劉淑芬、葉英華、倪簡白、

倪意揚、陳榮巧、杭玉英（12 位） 

講者：莊蕙芷（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系博士/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系博士後

研究員） 

講題：西漢琉璃葬具與海昏侯的琉璃席 

簡介：琉璃席在墓葬遣冊中稱為「玉席」，傳世文獻中未曾提及，但這些琉璃片上的紋

飾，與過去出土的琉璃玉衣、面罩的琉璃片風格十分相似。近年考古發現中已有三床，

分別出在海昏侯墓、嗣子墓以及山東青島土山屯漢墓。海昏侯墓的琉璃席引發不少討論。 

為了釐清海昏侯墓中使用琉璃席的原因、並瞭解琉璃葬具在西漢禮儀制度中所具有意

義，本文先論述自戰國起中國已有製作精美平板琉璃的能力。再梳理了西漢時期出土片

狀琉璃葬具的墓葬，並對其形制、墓主人的身份加以整理。本文認為：琉璃葬可能是西

漢玉斂葬制度中較低等的葬具，使用者多為不被允許使用玉質葬具的侯或更低級的貴

族；且琉璃葬具可能也有類似玉衣的等級之分。而引發討論的海昏侯琉璃席並非高貴的

葬具；海昏侯一生的悲劇，正表現在這床不符合他集帝王、王、侯身份低級貴族葬具上。 

精彩演講在 3:30結束，之後進行提問與討論。 

 

討論紀要： 

張之傑：琉璃璧一面打磨過，一面粗糙，是否意味著專用於墓葬，而不用於生者？ 

莊蕙芷：是的，應該如此。 

 

朱效民：請問，琉璃與玻璃有什麼不同？ 

莊蕙芷：都是玻璃質，但材料不同。朱效民：中國知道琉璃和玻璃不同嗎？又，西方的

玻璃是透明的，用來燒煉，可以看出反應過程，這是否和中國的煉丹術沒能進一步發展

出化學有關？莊蕙芷：古人已知道琉璃和玻璃不同。朱效民：漢代製作的琉璃已可透光，

為什麼後來沒能繼承？莊蕙芷：原因不明。漢代就視西方的玻璃器皿為珍貴之物。朱效

民：您論文中說，中國沒有鈉玻璃，是因為缺乏原料。 

張之傑：玻璃的基本材質都是二氧化矽（石英）。鈉玻璃添加碳酸鈉（鹼）等，中國的

琉璃添加氧化鉛（黃丹）和氧化鋇（重土）等。在化學製鹼法發明之前，鹼皆為天然鹼，

所以我不認為是缺乏原料。 

 

邱美華：您說墓葬是有等級的，是由誰來決定？ 

莊蕙芷：諸侯王死後，不是馬上下葬，要呈報朝廷，由朝廷決定葬喪等級。 

劉淑芬：中國自古重視禮制，諸侯王的葬喪，當然要依據禮制。 

 

劉昭民：讀李約瑟的書，說玻璃是西方發明的，是這樣嗎？ 

莊蕙芷：二氧化矽及鉛鋇等，在高溫下自然會熔融為琉璃，不過這不算發明，要 

意識到用來製作器物才算發明。因此玻璃是西方發明的說法，應該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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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效民：琉璃、玻璃是一回事嗎？ 

莊蕙芷：香港有位學者寫過一本書，認為琉璃即玻璃。但琉璃不能製作器物，因而兩者

仍有差異。（莊會後補充：這位香港學者是關善明博士，著作是《中國古代玻璃》，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年） 

 

孫郁興：琉璃和玻璃雖然都從玉部，卻是兩個詞。琉璃瓦是否和琉璃有關？ 

莊蕙芷：琉璃瓦是瓦上上一層釉。漢代才有原始瓷。東漢時只有陶瓦，沒有琉璃瓦。 

孫郁興：琉璃是否和瓷器的釉藥有關？ 

莊蕙芷：漢代才有原始瓷，而琉璃的出現較原始瓷早得多。 

孫郁興：（會後補充）原始瓷的出現應該更早，商代中期出現施釉的原始青瓷（青釉弦

紋尊及青釉弦紋豆），西周的原始青瓷（寶雞市周原博物館館藏號 2796）其釉色多為青

綠色和豆綠色，東漢晚期出現較成熟的青瓷。 

張之傑：玻璃是外來語（會後查得，為梵文俗語 phaḷia 對音），和琉璃不是一回事。琉

璃和玻璃材料不同，製程不同，中國雖然早就見過玻璃，但始終不知其材料和製程。這

就和造紙術一樣，在怛羅斯之役以前，阿拉伯人早就見過紙，但就是不會製紙。 

莊蕙芷：（會後補充）琉璃在古代有很多稱呼，例如《楚辭》中稱為「陸離」，有「帶長

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巍」、「長法曼鬢，艷陸離夕」等句子。也有些學者認為《禹貢

・九州》內提到的「璆琳琅玕」也是琉璃） 

孫郁興：《本草綱目》：「時珍曰：（玻璃）本作頗黎。頗黎，國名也。其瑩如水，其堅如

玉，故名水玉。」 

 

朱效民：您說東漢以後就沒有玻璃席了，是嗎？ 

莊蕙芷：就出土材料來看，東漢以後還沒發現過。 

 

朱效民：中國科學史的一些「研究」經常有把西方科技成果說成自己「古已有之」的傾

向，這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現，也是不客觀的態度，比如在今天大家的熱烈討論中我們很

有必要嚴格區分 3個概念：琉璃，中國玻璃，西方玻璃。 

莊蕙芷：（會後補充）昨天無法對中國古代琉璃的成分做更好的說明，感到抱歉，以下

我簡錄一下中國硅酸鹽學會干福熹先生在 1984 年北京國際玻璃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裡做

的代序〈中國古代玻璃研究概況〉： 

「1934~36年英國的Beck與Seligman等從收集到的中國前漢至唐代玻璃珠和蟬玉（莊

按：這是一種殮葬時放在死者口中的隨葬品，有玉質、琉璃質，漢代常見），發現中

國漢朝古玻璃的比重大，化學分析的結果表明，玻璃中含有 20%左右的 PbO和 BaO；

而唐朝的古玻璃是以 Na2O-CaO-SiO2 為主的。這種化學成分獨特的古玻璃驚動了西

方，因為古埃及以及美索不達米雅的玻璃中含 PbO含量甚少，而西方大量含 BaO的

玻璃還是在十九世紀才出現的，從而推測中國古玻璃使用的原料中含大量的 PbO 和

BaO。」 

「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認為，含 PbO的古玻璃在西亞也是不多見的，而含 BaO的玻

璃在西方更沒有見過。當然，不能認為 BaO 是作為鉛礦的雜質引入的，因為同時帶

有很多只含 PbO 而不含 BaO 的玻璃。在重晶石和毒重石中 PbO 漢 BaO 是共存的，

人們為降低融化溫度和增加光澤而有意識加入的。他還認為最早可推到春秋和戰國時

代，中國古玻璃是不透明的，後漢以後有可能出現透明玻璃和吹製技術。」（莊按：

中國自製的琉璃以仿玉效果為主，所以不是很講求透明。昨天看的幾塊琉璃璧就是如

此）另，再引用湖北省博物館后德俊：〈談我國古代玻璃的幾個問題〉： 

「古代能否製造玻璃，關鍵在於人們已經掌握了一定的「配礦」技術，選用相應的助

熔劑進行玻璃的熔化，創造出一定的技術條件。」 

「各種稱為「蜻蜓眼」的玻璃珠，不僅在湖北曾侯乙墓發現了 100多顆，而且在河南

固始、山東臨淄、湖南長沙等地都有出土。如果說這些玻璃珠都是從國外輸入的話，

那麼，為什麼石英玻璃出現的要晚些，這就是因為製造石英玻璃的溫度要求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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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文獻中就有關於玻璃珠或玻璃技術的記載。例如《淮南子・覽冥訓》中就

多次提到「隋侯之珠」（莊按：隋侯就是上面講到的曾侯乙，古隋國就是曾國，所以

曾侯乙墓在今天湖北隋縣。北大考古系林梅村先生首先提出這些蜻蜓眼就是「隋侯之

珠」）；東漢王充在《論衡・率性篇》中也有「隋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人

消煉五石，作五色之玉」等記載。」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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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傑老師記錄問答。 

二、 十二月份的演講，除了張之傑老師講永樂十二年榜葛剌貢麒麟之外，也特邀楊龢之

老師分享「明代貢獸的相關規定與程序」，敬請期待。 

三、 演講通告：2018年 11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8/11/04（週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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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可勝對中國近代醫學的影響 

講員：何邦立（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簡介：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始於 18 世紀初的外國傳教士與教會醫院，半世紀後才有

醫校成立，1886年上海成立博醫會、成員均是外籍醫生的團體;1915年初，

國內外英美醫校畢業的中國醫生，成立了中華醫學會;同年，國內外德日醫

校畢業生組成中華民國醫藥協會，而成三足鼎立。1928 年北伐成功全國統

一後，博醫會逐漸淡出中國社會。而西醫界的德日派（人數眾多水準不齊）

與英美派（人少藝精），形成分廷抗禮之勢。1928 年林可勝當選為中華醫學

會會長，開始整合西醫工作。國府成立衛生部後，1935 年由劉瑞恆主導林

可勝規劃，從醫學教育著手改革，惜因抗日戰爭而中綴。林可勝在八年抗戰

期間，借其個人國際學術聲望，籌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成立戰時衛生人員

訓練所，除救死扶傷外，更進行其六年分期醫學教育理念的實踐。抗戰勝利

前軍醫署長林可勝籌畫成立國防醫學院，於 1947 年在上海江灣合併衛訓所

與德日制的軍醫學校，軍醫教育終於一統。他也為教育部規範了醫校教育課

程，並為戰後中國的公共衛生與公醫制度紮根。縱觀林可勝從 1924-1949

年，四分之一世紀的在華奉獻，成就了中國近代醫學的現代化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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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十一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8/11/4（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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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邦立、邱韻如、張之傑、邱美華、劉昭民、楊龢之、陳德勤、游重光、吳中玲

（9 位）  

會友：朱效民、鄒恩慈、葉吉珄、羅時成、雷雅淇、廖英凱、劉小萍、刁明燕、簡恭桇、

王璐、黃益富、李文心、黃健 O、（13 位）  

本次有兩場演講，第一場由何邦立醫師主講林可勝對中國近代醫學的影響，第二場由朱

效民教授主講科普的歷程：中國人眼中的科學。  

第一場  

講題：林可勝對中國近代醫學的影響  

講者：何邦立醫師（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簡介：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始於 18 世紀初的外國傳教士與教會醫院，半世紀後才有醫校

成立，1886 年上海成立博醫會、成員均是外籍醫生的團體 ; 1915 年初，國內外英美醫

校畢業的中國醫生，成立了中華醫學會 ; 同年，國內外德日醫校畢業生組成中華民國

醫藥協會，而成三足鼎立。1928 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後，博醫會逐漸淡出中國社會。

而西醫界的德日派（人數眾多水準不齊）與英美派（人少藝精），形成分廷抗禮之勢。

1928 年林可勝當選為中華醫學會會長，開始整合西醫工作。國府成立衛生部後，1935 年

由劉瑞恆主導林可勝規劃，從醫學教育著手改革，惜因抗日戰爭而中綴。林可勝在八年

抗戰期間，借其個人國際學術聲望，籌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成立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

除救死扶傷外，更進行其六年分期醫學教育理念的實踐。抗戰勝利前軍醫署長林可勝籌

畫成立國防醫學院，於 1947 年在上海江灣合併衛訓所與德日制的軍醫學校，軍醫教育

終於一統。他也為教育部規範了醫校教育課程，並為戰後中國的公共衛生與公醫制度紮

根。縱觀林可勝從 1924 -1949 年，四分之一世紀的在華奉獻，成就了中國近代醫學的

現代化與發展。  

 

討論紀要：  

羅時成：您和林可勝交談過嗎？他不懂中文，怎麼擔任衛生部(軍政)要職？其次，您說

協和系統影響台灣醫學界甚大，您可曾考慮到台大系統？其實台大和榮總(陽明) 系統的

競逐，可視為德日派和英美派之爭的延續，您有什麼看法？ 

何邦立：林可勝罹患食道癌，曾返台半年，可惜無緣與林先生晤面。林先生會說閩南語，

聽得懂國語，但不會說寫。他擔任公職時，公文由機要秘書摘要譯為英文，他再批示後，

轉為中文。關於日據時期的醫學情形，可參閱張朋園、羅久蓉《周美玉先生訪談記錄》

（中研院近史所，1993）。光復時台大醫學院沒有牙醫系、藥學系、護理系和醫檢系，

也沒有住院醫師制度。林可勝率領國防醫學院遷台（只來了 1/3），曾建議兩校合併，

為台大醫學院院長杜聰明峻拒。教育部曾派杜到美國考察八個月，仍拒絕改制，結果遭

到撤換，台大醫學院終究由德日制改為英美制。至於台大與陽明之競逐，我不視為德日

派和英美派之爭的延續，因為台大並未延留任何德日系的特色。當今西醫的教育與訓練

已全球化一致，雖然醫學會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響。  

  

第二場 

講題：科普的歷程：中國人眼中的科學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3 期（2018 年 12 月） 

187 

講者：朱效民教授(北京大學科學傳播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哲學系)   

簡介：本報告在梳理科學普及/科學傳播在中國的發生、發展的主要事件和歷史脈絡的

基礎上，力圖給出一個比較整體的從歷史到當代的科學普及發展線索。同時結合

近幾十年來的中國公眾科學素養的多次測定和國際比較的視野，分析與探討科學

在中國公眾眼中的歷史樣態以及科學普及在中國基層社會的實際狀況。  

 

討論紀要：  

劉昭民：日本人統治台灣時，限制台人接受高等教育，但鼓勵台人習醫，至今醫科仍為

最難考的科系。在大陸，理工科系較醫學難考。台人喜歡習醫的傳統何以牢不可破？  

朱效民：1980-1990 年代，北大、清大的「狀元」的確以數理化為主，近年法律、財經

有取而代之的趨勢。這情形有如美國，美國讀數理化工程碩博士學位者，以外國留學生

為主。  

  

廖英凱：利瑪竇和徐光啟翻譯《幾何原本》至今已四百多年，東方國家積極學習西方科

學已一百多年，但西方的邏輯思維，對東方人似乎影響不大。  

朱效民：傳統思維方式仍然存在，這是不易改變的。以中醫來說，就和西醫不同。以西

醫的立場，一副藥先要研究其成份，中醫則認為能夠治病就好。現今西方人已發現中醫

的順勢療法有其價值。  

  

張之傑：根據我的觀察，大陸和台灣一樣，成人科普書幾乎都是翻譯的。大陸廣土眾民，

一年有七、八百萬個大學畢業生，市場大，何以成人科普書仍乏善可陳？朱效民：科普

和科研有關。大陸的自然科學技術獎就不怎樣，怎能要求科普著作有多高明。以屠呦呦

為例，她獲得諾貝爾獎，是毛澤東時期的研究，不是改革開放後的研究。黃益富：我認

為科普不應限於科學、技術，應結合人文和宗教，亦即應追求人生的終極目標。  

朱效民：五四以來，無不高舉德先生、賽先生，台灣將倫理、民主、科學並列，將倫理

加上去，就值得大陸參考。  

  

劉昭民：科學是有其限制的。上次颱風因預測不準備受詬病。所有的儀器都有了，仍然

預測不準。癌症也是如此。科普應強調科學的限制，並非萬能。  

朱效民：這牽涉到科普的觀念。現今人們對科學的認知，逐漸走向多元，不再強調科學

無所不能。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22 位，歡迎重光休假回來參加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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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傑老師記錄問答。  

二、 收到重光預繳下一年度會費 1000元。  

三、 驚聞我們敬愛的王仲孚老師於 2018 年 10 月 18 日在貴州因心肌梗塞離世。王老師

於 9 月 22 日甲骨文演講時，還蒞臨會場鼓舞晚輩，中場休息時有感而發的慷慨言

詞還言猶在耳（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TtmyvW1gmk）。  

四、 會長邱韻如和劉昭民老師於 2018/10/27-28 參北京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承辦之中國科

技史學會 2018 學術年會。與會人數逾 400 人，包括農學史、天文學史、物理史、

醫學史、數學史、西方科技史、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科技史教學、物理史等等 15

個分會場。下次會議將於兩年後(2020年)於安徽中國科學科技大學舉行。  

五、 本會會員張之傑、賴進義、劉昭民、郎煒等將參加 11月中旬在馬來西亞舉辦的「2018

國際鄭和大會」發表論文。這次國際鄭和大會將分別在吉隆坡和馬六甲舉行，為期

1周。大會期間，主辦方還將舉辦鄭和海洋文化周、鄭和多元文化論壇、鄭和遺蹟

考察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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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莊蕙芷老師提供下面資料：位於江西省南昌，漢廢帝昌邑王劉賀的海昏侯墓，應該

是上民下日的「昬」(min)，而非上氏下日的昏。(根據應宗強先生微信文，2017/1/9)   

七、 東亞科學技術與醫學史國際協會將於 2019 年 8 月 19-23 日在韓國全北大學舉行第

15屆年會。本次會議的主題是「走向和而不同：科學、技術與醫學史在多中心的東

亞」。https://mp.weixin.qq.com/s/OC-eGpiMCDroe4qBZpIb-w  

八、 台灣數學史教育學會，徵求會員，2018/11/30為止。個人會員請至以下連結填寫入

會申請：https://goo.gl/zfG7uN  

九、 國際科學史研究院第一屆大會，希臘雅典，2019年 9月 12日至 15日。主題：不同

文化與文明中的科學。網址：http://ciahs.hpdst.gr/  

十、 演講通告：2018年 12月演講活動預告 

十一、時間：201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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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十二年榜葛剌貢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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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原指何物已難稽考。在明代，是指長頸鹿。《公羊傳》：「麟者，仁獸

也，有王者則至。」明成祖得國不正，如果弄到隻麒麟，豈不證明自己就是

王者！永樂十二年，榜葛剌貢麒麟，長頸鹿首次來到中國。鄭和下西洋期間，

約有六隻長頸鹿東來，講者根據外文史料為其來歷追本溯源。埃及馬木路克

王朝經常以長頸鹿等動物饋贈各回教國家，甚至基督教國家。各回教國家的

園囿中多飼有長頸鹿、斑馬等非洲動物。鄭和船隊不難從各回教國家（或城

邦）的園囿中見到長頸鹿，以發動進貢或購買等方式，作為獻給皇帝的最佳

禮物。   

下半場由楊龢之老師分享「明代貢獸的相關規定與程序」。  

https://mp.weixin.qq.com/s/OC-eGpiMCDroe4qBZpIb-w
https://mp.weixin.qq.com/s/OC-eGpiMCDroe4qBZpIb-w
https://mp.weixin.qq.com/s/OC-eGpiMCDroe4qBZpIb-w
https://mp.weixin.qq.com/s/OC-eGpiMCDroe4qBZpIb-w
https://mp.weixin.qq.com/s/OC-eGpiMCDroe4qBZpIb-w
https://goo.gl/zfG7uN
https://goo.gl/zfG7uN
http://ciahs.hpdst.gr/?fbclid=IwAR0jG6hM3oUkWCGRjeH9KiolUoOJBX-u9mXsuvinwi0ulnUdjF_4NYAxpjo
http://ciahs.hpdst.gr/?fbclid=IwAR0jG6hM3oUkWCGRjeH9KiolUoOJBX-u9mXsuvinwi0ulnUdjF_4NYAxp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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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十二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8/12/2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出席：28 位  

會員：張之傑、楊龢之、邱韻如、邱美華、孫郁興、何邦立、劉昭民、陳德勤、郎煒、

徐勝一、鄭翠琴、賴進義、王文竹、谷美英、巫紅霏（15 位）  

會友：朱效民、鄒恩慈、葉吉珄、曾鳳英、韓學宏、林小姐、林清秀、邱清華、吳宜臻、

黃益富、章樂綺、孫兆中、張東揚（13 位）  

本次有兩場演講，第一場由張之傑老師主講從永樂十二年榜葛剌貢麒麟說起，第二場由

楊龢之老師主講明代貢獸的相關規定與程序。  

第一場  

講題：從永樂十二年榜葛剌貢麒麟說起  

講者：張之傑（中華科技史學會發起人，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簡介：麒麟原指何物已難稽考。在明代，是指長頸鹿。《公羊傳》：「麟者，仁獸也，有

王者則至。」明成祖得國不正，如果弄到隻麒麟，豈不證明自己就是王者！永樂十二年，

榜葛剌貢麒麟，長頸鹿首次來到中國。鄭和下西洋期間，約有六隻長頸鹿東來，講者根

據外文史料為其來歷追本溯源。埃及馬木路克王朝經常以長頸鹿等動物饋贈各回教國

家，甚至基督教國家。各回教國家的園囿中多飼有長頸鹿、斑馬等非洲動物。鄭和船隊

不難從各回教國家（或城邦）的園囿中見到長頸鹿，以發動進貢或購買等方式，作為獻

給皇帝的最佳禮物。  

 

討論紀要：  

楊龢之：從李學勇老師處得知，《古今圖書集成》上有一種動物，名惡那西約獸，從圖

繪來看似長頸鹿，請問是什麼？  

邱韻如：補充一下，李學勇老師蒐集了很多長頸鹿，還包括長頸鹿的祖先近親㺢 㹢狓，

生物學家相信長頸鹿的祖先在脖子變長之前其模樣跟㺢㹢狓相差不遠。張之傑：要查一

下。（會後在網上查到一篇文章，得知《古今圖書集成》的惡那西約獸，出自南懷仁《坤

輿全圖》。惡那西約獸，為 Orasius 音譯，乃長頸鹿希臘、羅馬時之古稱。見《中研院

週報》第 1554 期，賴毓芝〈從麒麟到惡那西約：全球圖像流動下的長頸鹿〉。）  

  

陳德勤：長頸鹿之綁法，和拴牛類似。一條繩繫頭頸部，一條繫嘴巴，兩繩在頦下交差，

用來繫牽索。  

張之傑：的確類似，所不同的是，拴牛有鼻圈。  

  

徐勝一：我有兩個問題。長頸鹿前來中國，是走水路還是陸路？長樂碑上提到許多珍禽

異獸，何以獨缺麒麟（長頸鹿）？  

張之傑：長頸鹿前來中國，都走水路。據史料記載，阿拉伯人的海上貿易，包括大象和

馬匹，運載長頸鹿應無問題。至於如何使動物固定等技術問題，則不得而知。長頸鹿吃

新鮮樹葉，據祝允明《前聞記》，記下第七次下西洋的航海日程。從忽魯謨斯至江蘇太

倉，歷經 17站，站與站間最長 23天，如載運長頸鹿應該不致有缺少新鮮樹葉的問題。

長樂碑為第七次下西洋出海前所立，經查碑文有麒麟：「永樂十五年，統領舟師往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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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忽魯謨斯國進獅子、金錢豹、大西馬；阿丹國進麒麟，番名祖剌法，並長角馬哈獸……。」  

  

朱效民：鄭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有什麼地位？  

張之傑：對照一下鄭和下西洋航線和阿拉伯人的通商航路，兩者基本一致，所停靠的地

方也幾乎都是阿拉伯人的貿易據點。鄭和循著已知的航線、前往已知的地方，算不上探

險，也沒有發現新航路。  

朱效民：當時中國的船是不是很大？  

張之傑：是的。根據《伊本‧巴杜達遊記》（台灣商務，2015 年），元代從印度古里到中

國的船分為三級，自三帆至十二帆不等，大船可搭乘千人。從可考的東晉到鄭和下西洋

時代，中國造船一直領先世界各國。中國雖會建造大船，卻不曾成為海權國家。  

  

劉昭民：長頸鹿最早什麼時候到達中國？  

張之傑：永樂十二年，在這之前沒來過中國。  

  

葉吉珄：來到中國的長頸鹿，死後有沒有解剖記錄？ 

張之傑：沒見過記載。  

  

王文竹：我有三個問題：其一，進貢的長頸鹿是否是園囿中馴服的，這樣才能耐受長途

運輸、長期禁錮檻中。其二，台語按日語稱呼，稱長頸鹿為「麒麟鹿」，日文之來源為

何？是否源自中國？其三，多桅桿帆船是否為中國發明？  

張之傑：關於第一個問題，是馴服的。動物自幼豢養，即使是猛獸，也可馴服，惟只聽

從馴養他的人（馴獸師），因而通常跟隨動物前來，並老死中國。關於稱長頸鹿為麒麟

鹿，日本明治時期翻譯動植物名稱，中國已有名稱，通常沿襲中國的，他們顯然知道中

國人曾稱呼長頸鹿為麒麟。關於多桅桿帆船源自中國，並非事實。  

楊龢之：此說出自《臺灣外記》，乃訛傳之言。 

 

張玉燕：所進貢長頸鹿，為何只貢一隻，而非一雌一雄？  

張之傑：從永樂朝的麒麟圖，以及馬木路克王朝贈送長頸鹿給帖木兒的版畫，都只畫一

隻。為何不送一雌一雄，原因不明。  

  

張玉燕：鄭和是回教徒，為何不藉機前往麥加朝聖？  

張之傑：鄭和的分遣艦隊（三艘）曾到過麥加的外港吉達港。馬木路克王朝不許非回教

徒的船進入紅海，猜測三艘船上的船員應為回教徒，或至少以回教徒的名義。鄭和七下

西洋，鄭和本人只到達印度西岸的古里。鄭和是艦隊司令，前往麥加朝聖，不能視為私

人行為，馬木路克王朝不見得歡迎。  

  

第二場 

講題：明代貢獸的相關規定與程序   

講者：楊龢之(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簡介：明代異邦進貢典制，從貢道、貢期、人數、路線、接待規格、進貢程序、回賜等

等皆規定極為詳盡，並非可隨意處理。各邦進貢物品林林總總，各種動物亦為尋常。在

處理上，一般馬牛駝等，例由內官御馬監接收，儀仗用象則歸錦衣衛馴象千戶所管理。

各種珍奇異獸則多蓄養於西苑。特殊者，則專案處理。以成化十九年薩馬爾罕進貢獅子

為例。該國屬「西域三十八國」之一，貢道例經哈密自甘肅入口。入關者限五十人（後

改三十五人），其餘人等由邊關供給口糧（限二百人，後改三百人），俟貢使團出京一併

回國。貢使入京後，例進駐於會同館之北館，由「通事十八處」中之「西番」派出翻譯

全程陪同。經禮部專官指導禮儀，擇期進宮進貢。隨後有賞賜，除給該國國王及王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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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團每一成員按官階高下皆有賞，連同滯留甘肅者亦不例外，具體賞賜物品數額，除「特

恩」外，皆有詳細規定。進貢物品經驗收後，例有「回賜」。以獅子來說，按規定每頭

給采段八表裏，但此次皇帝特加給五表裏，兩頭獅子合計二十六表裏。貢使團所攜帶貨

物可於進貢典禮後於會同館出售，惟需在相關官員監督下進行，不得私自買賣。薩馬爾

罕進貢頻頻，多有出革行為，甚至改變貢道的要求。其後甚至短期內出現五十七個號稱

「國王」派出的使團。大概是真偽難辨，且供給繁重，故嘉靖後規定五年一貢。  

 

討論紀要：  

朱效民：在中國，老虎是百獸之王。廟堂門前為何都擺石獅子，不擺石老虎？ 

楊龢之：獅子分佈蔥嶺以西。在中國，獅子是人間動物，獅子則為神獸、瑞獸。 

張之傑：就動物地理學而言，同樣的環境，不一定有同樣的動物。蔥嶺以東也有大草原，

但沒有獅子分佈。  

 

朱效民：據說日本的石獅子像狗。  

張之傑：日本神社的石獅子，頭頂有角者，稱為狛犬。狛犬仍為石獅子造型。  

邱韻如：有個「石獅子與科學」FB 社團，本會會員有好幾位加入，可上去看看。 

 

徐勝一：為何限五年進貢一次？  

楊龢之：不能一概而論，朝鮮就可年年進貢。五年一貢主要是指西域國家。西域國家眾

多，不予以嚴格規定朝廷難以應付。  

  

邱美華：進貢是走水路還是陸路？  

楊龢之：看地區而定。西域國家走陸路，東南亞、印度洋國家走水路。不論水路或陸路，

報到點都有規定。譬如日本規定於寧波上岸。嘉靖二年，日本大內氏貢使與細川氏貢使

為了爭奪朝貢貿易特權，曾在寧波發生械鬥事件。  

  

邱美華：清代進貢次數不如明代多，是否是因為清朝皇帝對此並不熱衷？  

楊龢之：明清的邊患不同。明代主要來自北方，清代則來自海上。清代時，版圖掩有漠

北和西域。至於海上，由於鄭和下西洋的關係，從海上前來進貢的國家甚多。  

張之傑：清代前來進貢的國家，主要是各藩屬國，如朝鮮、越南、琉球等。清代時英國

和俄羅斯勢力東進，英國控制海洋，俄國兼併中亞，海陸強權不需對中國假以顏色。康

熙朝葡萄牙人曾以國王名義遣使貢獅子，藉以拓展貿易，但類似的例子並不多。  

本期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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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德勤捕捉精彩鏡頭，之傑老師記錄問答。 

二、 本次是本會第 200次例會。本會 1997年 12月 3日創立，翌年元月第一次例會，寄

發第一期會訊，本期會訊剛好是第 200期。為慶祝本會第 200次例會，張之傑老師

帶來一些舊學刊，還有幾本個人著作，贈送與會會員、聽友。  

三、 收到谷美英、陳德勤、張廷預繳下一年度會費，共 3000元。  

四、 來台客座的朱效民教授將於 12 月中回北京，感謝他在台期間每個月都來參加我們

的例會，和大家積極互動。祝福他一切順心如意！！  

五、 2018 年將盡，先預祝大家新年快樂，來年順心如意。下個月(2019 年元月 5 日) 將

發送 23期會刊以及開始收 2019年會費。3月份(2018/3/9)會員大會及改選第六屆理

監事，希望大家踴躍出席。  

六、 漢學研究中心 12月份學術講座，網址：https://tinyurl.com/y9ryokuc  

http://www.sciencehistory.url.tw/?cat=12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4487732055242/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448773205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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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清華大學歷史學系－「宗教、科技與醫療」工作坊。時間：2018年 12月 19 日(三)，

10:00-18:00 。 地 點 ： 清 華 大 學 人 社 院 C310 教 室 。 網 址 ： 

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_Detail/1391  

八、 國際科學史研究院第一屆大會，希臘雅典，2019年 9月 12日至 15日。主題：不同

文化與文明中的科學。網址：http://ciahs.hpdst.gr/  

九、 演講通告：2019年 1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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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講題：絲綢，中國的發明？  

講員：毛傳慧（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簡介：中國是舉世公認的「絲綢的搖籃」。考古發掘顯示：早在新石器時期，黃河

中下游和長江流域等地區即已出現養蠶的活動，和絲綢的織造與使用。漢朝

精美的絲織品深獲西域人的熱愛，知名的「絲綢之路」上駝隊商旅穿梭不絕，

「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絲綢驚人的經濟利益吸引西域君主

的矚目，想方設法引進中國的蠶桑技術，終於查士丁尼 (JustinianusI) 治下

傳入康士坦丁堡。而後隨著伊斯蘭勢力的擴張，傳播至地中海北岸地區。早

期中國的傳說和神話將絲綢的「發明」歸功於黃帝元妃嫘祖。然而，近年的

考古發現和西方的文獻記載提供了印度北部哈拉帕文明和古希臘使用蠶絲

的證據。那麼，絲綢真的是中國人的「發明」嗎？在此報告中，演講者將就

蠶桑絲綢業（包含栽桑養蠶、繅絲、織綢）的技術發展，作一長時期的觀察

與分析，藉以檢視分析中國對蠶桑絲織手工業的貢獻。  

 

http://ciahs.hpdst.gr/?fbclid=IwAR0jG6hM3oUkWCGRjeH9KiolUoOJBX-u9mXsuvinwi0ulnUdjF_4NYAxpjo
http://ciahs.hpdst.gr/?fbclid=IwAR0jG6hM3oUkWCGRjeH9KiolUoOJBX-u9mXsuvinwi0ulnUdjF_4NYAxpj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