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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理、穿古今、通中西： 

2019 物理學史與科學技術史學術年會隅記 

邱韻如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本會會員） 

一、前言 

本文隅記今年度(2019)參與之兩個科學史的研討會。一是五月中在渭南師範學院的

物理史研討會，一是十月底在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科學技術史年會。在此之前，

筆者在新竹參加五月初由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與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的「科

學典籍、圖像與文物學術研討會」，因篇幅有限，此會不涵蓋在本文之內。 

二、渭南物理史會議 

本次會議全名“新時代物理學史及物理教育史研究的使命與責任暨第 20 屆中國科

學史學會物理學史專業委員會學術年會”，由渭南師範學院數理學院承辦。報名人數近

一百位，共有超過 60 名專家學者提交論文報告，是中國科技史學會物理學史專業委員

會最大規模的一次學術交流盛會。會議安排 2 場大會報告，以及 6 個分會場報告。戴

念祖老師的新書發表會，以及新書座談會。 

 (一) 開幕式 

開幕式在陶然樓演藝廳舉行，由渭南師院數理學院院長耿森林教授主持。首先是

王菊霞副校長致辭，王校長是物理學博士，主要是光學方面的研究，同事物理人，感

覺格外親切。其次是中國科技史學會物理學史專業委員會高策主任（山西大學）及中

國科學技術史學會胡化凱副理事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致辭，接著拍大合照。 

 

圖 1：會議大合照(2019/5/11, 渭南師範學院) 

 (二) 大會報告 

開幕式後的第一次大會報告，共有三場演講。胡化凱老師講〈詩詞歌賦中的物理

學知識〉，高策老師講〈中國物理學史的現狀及思考〉，以及來自德國卡爾思魯厄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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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的赫爾曼(F.Herman) 講〈The Historical Burden on Scientific Knowledge〉(科學知識

的歷史負擔)。 

以下是胡化凱老師提到的部分詩詞： 

1.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生： 

杜甫《曲江二首》之一的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生” 我早已知悉，

也非常喜歡。但是這次特別注意到「曲江」兩字。曲江在西安市東南郊，唐朝時

候是遊賞的好地方，故址在今西安城南五公里處，原為漢武帝所造。唐玄宗開元

年間大加整修，池水澄明，花卉環列。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現今的大唐芙蓉

園，位於長安城南朱雀橋之東，是唐代長安城最大的名勝風景區)；西有杏園、慈

恩寺(位於大雁塔旁)，是著名遊覽勝地。這首詩寫于乾元元年（西元 758 年）暮

春，杜甫時任“左拾遺”。詩人在詩中把曲江與大唐融為一體，以曲江的盛衰比

大唐的盛衰，將全部的哀思寄予曲江，寓意世事的變遷。 

2. 蟬曳殘聲過別枝： 

〈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 (唐 方幹) 

舉目縱然非我有，思量似在故山時。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 

涼月照窗攲枕倦，澄泉繞石泛觴遲。青雲未得平行去，夢到江南身旅羈。 

    胡老師說這詩句是最早的「都卜勒效應」。我進一步查了資料，此詩是唐代詩

人方幹旅居洋州（今陝西洋縣）時創作的。此詩表達了詩人仕途失意、羈旅他鄉

的苦悶心情。 “蟬曳殘聲過別枝” 是描述蟬棲在樹上被驚動時，吱叫著迅速飛離本

枝，後人常借用此句或「蟬過別枝」來比喻已婚婦人的背棄丈夫，不守婦道。我

不解為什麼不是指男人背棄妻子偷情呢？ 

3. 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寫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有一首〈揚子江〉的

詩，收錄在他的詩集《指南錄》： 

幾日隨風北海游，回從揚子大江頭。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這首詩也讓我想到迪士尼電影《風中奇緣》裡那個神奇的指南針，以及愛因斯

坦幼年時，父親送給他，讓他一直很好奇的指南針。除了這首之外，還有好幾首詩

與指南針或磁石有關，不在此列出。 

4. 高懷見物理，和氣得天真： 

最常見這兩句話的是于右任(1879~1964)的墨寶，圖 2 右邊就是筆者在國父紀念

館翠湖公園拍的。第一句，來自杜甫的詩，第二句筆者尚未查到出處，是否是于右

任自創，不得而知。 

唐·杜甫《贈鄭十八賁》（雲安令）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眾芳，安得闕親近。 

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 

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 

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顏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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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陸迷畏途，藥餌駐修軫。古人日以遠，青史字不泯。 

步趾詠唐虞，追隨飯葵堇。數杯資好事，異味煩縣尹。 

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為敏。 

這是詩聖杜甫送給鄭虔(西元 691~759 年)的詩。鄭虔是盛唐著名高士、文學家、

詩人、書畫家，又是一位精通經史、天文、地理、博物、兵法、醫藥等近乎百科全

書式的一代通儒，唐代都畿道鄭州滎陽縣人，和杜甫也算是老鄉，比詩聖足足大了

二十多歲。杜甫 39 歲在長安第一次遇見鄭虔，兩人一見如故，迅速成為莫逆的忘年

之交。尤其是鄭虔遭到貶謫後，杜甫寫了許多首遙贈鄭虔，表現其真切的關懷與真

摯友情。 

 

圖 2：于右任墨寶 

(三)《戴念祖文集：細潤沉思·科學技術史》（三卷）新書發表會 

 

圖 3：右起呂建華（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總編輯）、戴念祖先生、白欣（本書編輯

之一），一起為新書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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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念祖老師是福建長汀縣人，1964 年出生，1964 年畢業于廈門大學物理系。是資

深科學史家和中國物理學史學科創建者，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從事科學

史、中國物理學史的研究 50 餘年。其主要研究領域為愛因斯坦和牛頓的學術思想及在

中國的傳播與影響、樂律學史、聲學史、力學史、光學史、電和磁的歷史等。幾乎每

位從事物理史研究的華人都讀過他的文章。本書主要系統整理了其在律學與聲學史方

面的成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是一部具有高參考價值的科學史著作。我很榮幸獲

贈一套書。 

(四)《戴念祖文集：細潤沉思·科學技術史》座談會 

晚上大會晚宴後，大約三十位老師在住宿的留學生交流中心二樓會議室參加戴念

祖老師的新書座談會。從晚上 9:00 進行到 11:00。聽白欣老師講編輯的過程，感覺跟

我之前編輯出版李學勇老師《植物學》的過程很像。  

 

圖 4：《戴念祖文集：細潤沉思·科學技術史》座談會 

  

圖 5：左圖左起：戴念祖老師、作者、劉昭民老師。 

(五) 分會場報告 

此次會議共有西方物理學史、中國古代物理學史、中國近現代物理學史、物理學

史與物理觀、物理學史與物理教育、物理學史人物研究等 6 個分會場。我參與的是第

一分會場（西方物理學史），有七個報告。其他分會場無法分身參加，幸而在閉幕式前

有各組的簡短彙報，讓我們有大致的瞭解。 

以下幾個是我特別有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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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豔平(首都師範大學)：美國物理學會派斯物理學史獎綜述。派斯(Abraham Pais, 

1918~2000)是荷蘭出生的物理學家和物理史學家，他寫過愛因斯坦傳記、波耳傳記及

基本物理學史等。這讓我想到美國物理教師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s 

Teachers, AAPT) 以丹麥物理學家奧斯特(Ø rsted,1777~1851)為名，特別設立了奧斯特獎

章 (Oersted Medal) 來獎勵優秀物理教師。 

2. 邱韻如(長庚大學)：科學中的想像與實現：克卜勒的星空與登月之夢。這是筆者的

報告，獲得不少迴響。今年(2019)欣逢克普勒出版《世界的和諧》（Harmony of the 

World）400 周年，以及人類登月 50 周年，從阿波羅 11 號太空人踏上月球，溯及到之

前的登月科幻小說與克普勒的登月之夢，探討科學中的想像與實現。 

3. 王宗箎 (三明學院)：百年引力波的探索。這報告裡提及前一陣子超夯的 LIGO，其

精密度令人咋舌，其干涉儀的靈敏度極高，即使臂長為 4 千米的干涉臂的長度發生任

何變化小至質子直徑的萬分之一，都能夠被精確地察覺。 

4. 蘇湛：麥克斯韋與物理學實驗。這個報告裡最吸引我的是馬克斯威爾拍的第一張(也

是世界第一張)彩色照片。還有，馬克斯威爾並非純理論家，他在書上寫了五個基本實

驗，每個實驗驗證一個物理定律。其中一個就是卡文迪西的空心金屬球實驗。 

5. 陶培培 (東華大學)：未被察見：西方古代文獻中的磁石排斥。剛好與胡化凱老師的

大會報告裡的幾首磁石詩相呼應。 

6. 彭鵬 (山西大學科學技術研究所)：冷原子發展簡史。出發來陝西的前一天，我才剛

和新北物理學科中心的老師們參訪中研院物理所的低溫物理實驗室，也因此對「低

溫」特別有感。有趣的是，發佈「中原標準時間」的地方是「國家授時中心」位於渭

南，而不是北京。 

 (六) 第二次大會報告 

第二天早上在科學大講堂進行第二次大會報告，共有五個報告，有興趣的幾個片

段記錄如下： 

1. 愛因斯坦的旅行日記（1922 遠東行） 

復旦大學物理系的施郁老師講「愛因斯坦與中國」，特感興趣，正因為剛好張之傑

老師伉儷正在日本郵輪上環球旅行，即將抵達賽德港。我重新翻閱之前買的《愛因斯

坦在路上》一書，複習這一段遠東行程：1922 年 10 月，愛因斯坦和妻子愛爾莎在法國

馬賽搭「北野丸」開始他們長達半年的遠東之行。沿途造訪賽德港、可倫坡、斯里蘭

卡、新加坡、香港、上海，於 11 月 17 日抵達日本。11/29 搭乘「榛名丸」離開日本，

12/31 再次回到上海，停留兩天後，經香港、新加坡、麻六甲、檳城和可倫坡，於 2 月

1 日抵達埃及賽德港。施老師主要強調的是愛因斯坦兩度停留上海的相關人事，他提到

愛因斯坦很享受這樣悠閒的海上旅行。我則想著在海上航行兩週等著即將在賽德港登

陸的張老師。 

《愛因斯坦在路上》這本書是整理自愛因斯坦的旅行日記，可以看到在數個月的

海上航行中，愛因斯坦持續做他的研究，也詳細的記錄每天的觀察與感想。1922 年

底，愛因斯坦在船上收到電報，得知他獲得 1921 年的諾貝爾物理獎，而因為這趟海上

旅行無法親臨頒獎會場，他延到 1923 年才赴瑞典領獎以及進行得獎的演講。而且，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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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獎金，也沒落入愛因斯坦的口袋，而是依約當作他和米列娃離婚(1919 年)的贍養

費。 

2. 北堂和南堂 

西北大學姚遠老師講「現代物理學在我國西北的傳播」，提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

碑」在明天啟年間出土時，當時許多傳教士都到西安來目睹盛況。姚老師說湯若望曾

來過到糖坊街的天主堂(北堂)，筆者會後查了資料，發現姚老師把北堂的照片誤植為南

堂。在西安的最後一天，筆者特別實地考察了北堂和南堂。 

北堂位於糖坊街 71 號，建于明天啟五年至六年（1625-1626 年），是西安市最早的

天主教堂，由當時在陝西傳教的金尼閣修建。1627 年，湯若望接替金尼閣工作，建成

「天主聖母堂」。北堂有一座北堂碑，為明代天主教碑刻，上面的碑文是湯若望所撰

寫。現此教堂是現代框架結構三層綜合建築。 

南堂位於五星街，始建於清康熙 22 年（西元 1716 年）。教堂正面為典型的羅馬式

建築，飾以中式的磚雕圖案。教堂內部呈拱形羅馬式風格。堂內外既有雕刻，又有壁

畫，屬於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築。南堂精美的建築風格堪與澳門著名的大三巴媲美。

教堂門口廣場中央鑲嵌著「1716-2016 天主教西安教區聖方濟各主教座堂建堂三百周年

慶」的大理石拼磚。廣場的東南角還新增了一塊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複

製品。 

3. 康有為在西安講學 

姚遠老師提到，1923/10~1924/1 期間，康有為(1858~1927)在西安講學，講地心引

力、光速、天體運行、地繞日轉等。讓我回想張之傑老師講過的一場演講，關於吳稚

暉(1865~1953)於宣統三年（1911）寫的章回體小說《上下古今談》，可能是我國最早的

科普小說，也是談論這些內容。 

(七) 會議贈送書籍 

1. 會議手冊。 

2. 呂厚均、俞文光著：《中國四大回音古建築：聲學技術研究與傳承》（大會贈送） 

3. 周文業編著：《中國近代物理學家傳略及研究》(上)(下)（大會贈送） 

4. 戴念祖、白欣編著：《戴念祖文集：細潤沉思·科學技術史》（共三冊，出版社贈

送） 

(八) 小結 

在四年前第一次參加（內蒙古師大承辦），就和這群物理史的朋友們一見如故，當

時就是第一次見到仰慕已久的戴念祖老師。渭南會是我第三次參加物理史研討會，兩

年一度的會。這次，西藏大學來了四位老師參會，他們有意承辦下一屆的會議，但因

為地點特殊，不敢打包票，希望他們的申辦能成功。備案是呂厚均校長任教的齊齊哈

爾大學，位於黑龍江，也是令我期待。另一個備案是位於河南焦作市沁陽市的朱載堉

紀念館，也非常積極爭取。朱載堉(1536~1611) 出生於懷慶（今河南沁陽），是明太祖

朱元璋九世孫。早年即從外舅祖何瑭學習天文、算術等學問。一生著作除《樂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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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四十卷之外，還有天文、曆法、數學、舞蹈、文學等相關著作，是一位大百科全

書式的學者，可與李時珍、宋應星、徐光啟、徐霞客齊名的重量級科學家。  

三、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學術年會 

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學術年會制度於 2017 年正式建立，每年召開一次。前兩次分

別在中國科學院大學和清華大學舉辦，本次大會由安徽合肥名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

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承辦，在理化大樓開幕，恰逢中國科大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建立

20 周年，校園裡旗幟飄飄。本次年會 26 日上午開幕，至 27 日下午閉幕，持續兩天，

共有 542 位專家學者報名參加。年會有兩次大會報告和包括天文學史、物理學史、數

學史、地學史、農學史、技術史與傳統工藝、金屬史、科技人物、科技史教學、科技

與社會發展、科學文化、生物學史、少數民族科技史與合併分組、西方科技史、性別

與科學研究、醫學史、中國近代科技史、綜合史、科技考古等 19 個分會場，共有超過

三百名專家學者作論文報告，規模之大更勝以往，充分展現科學技術史學科的蓬勃發

展盛況。 

 

圖 6：會議大合照(2019/10/26,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一) 開幕式 

    開幕式由中國科技史學會副理事長關增建教授主持。劉鈍教授（國際科學史學會

前主席、柯瓦雷科學史獎章獲得者、中國科大人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科學史系特聘

教授）、萬輔彬教授（廣西民族大學原副校長）、來自希臘的 Efthymios Nicolaidis 博士

（國際科學史研究院終身秘書）和學會理事長孫小淳教授出席開幕式並講話。 

劉鈍教授引用他在柯瓦雷科學史獎章頒發儀式上的致辭內容，回顧中國科學技術

史學科的發展歷程，指出中國科學技術史學者的研究內容呈現出從古代史研究爲主走

向古今並茂，中西貫通的多領域研究趨勢；他謙虛的說，他所獲得的「柯瓦雷獎章」

其實是代表了近 40 年來中國科技史發展成果在國際上的影響。亞歷山大·柯瓦雷

(Alexandre Koyré，1892-1964)，於 1932 年開始著手翻譯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並作

評注，從而進入了科學史方面的研究，進而撰寫《牛顿研究》、《伽利略研究》等經典

書籍，國際科學史研究院於 1968 年設立「柯瓦雷獎章」，旨在表彰對科學史事業具有

突出貢獻的科學史家。Nicolaidis 教授指出，有越來越多的中國的科學史研究者成爲國

際科學史研究院的會員，以及今年的柯瓦雷獎頒給中國學者劉鈍教授，在在顯示中國

科學史在國際科學史界的影響力正在不斷增加。 

萬輔彬教授指出，當前越來越多的國內一流高校成立了科學史學科，中國科學技

術史學科發展的春天已經到來。學會理事長孫小淳教授在致辭中對中國科大對此次年

會的精心準備表示感謝，孫教授表示，學會體現了學術界的生命活力，而本次年會參

會人數、專題會場、論文數量更勝以往，而學會又將增加一個新委員會—「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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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科學」，萬教授所言的「科學史的春天」的確已經到來。 

   接著參與拍攝工程浩大的五百多人大合照，頗為壯觀（圖 6）。 

(二) 大會報告 

    開幕式後舉行了第一次大會報告，共有四場演講。第二天的下午，還有三場大會

報告。我最有興趣的是劉鈍教授講的「從《蒂邁歐篇》到五輪塔：五輪塔來源及傳播

的初步研究」。劉鈍老師把柏拉圖《蒂邁歐篇》裡的柏拉圖多面體和日本的「五輪塔」

做了比對，非常有意思。 

 

圖 7：劉鈍 從《蒂邁歐篇》到五輪塔：五輪塔來源及傳播的初步研究。 

 (三) 分會場報告 

此次會議共有 19 個分會場。我第一天參與的是物理學史分會場，有十個報告。第

二天上午參與天文史分會場，兩個場次共有將近二十個報告。 

物理史分會場裡，我特別有興趣的： 

1. 陶培培 (東華大學)：論磁石吸引與琥珀類吸引的早期區分。陶老師在報告中提

到柏拉圖《蒂邁歐篇》以及普魯塔克的論述，是我先前在做克卜勒研究時讀過的

資料，讓我很有感。 

2. 王洛印（哈爾濱工業大學）：科學與技術的雙重變奏—法拉第與戴維的「相愛

相殺」。報告中主要講述的是法拉第和戴維在不同時期的關係（1813~1815成長期

「父子」→1815~1824成熟期「師徒」→1824~1829平淡期「同事」），但應該沒

有到「相殺」這麼誇張吧？我有疑問的是，報告裡的科學和技術是否分別對應法

拉第和戴維，科學對應法拉第，技術對應戴維，還是反過來？因為時間匆促，沒

能和王老師進一步討論，實為可惜。 

3. 邱韻如：從鄭復光《鏡鏡詅痴》探討幾何光學的學習與理論創建。這是筆者延

續《遠鏡說》的研究，為此，特別從合肥大老遠到鄭復光的故鄉徽州古城，感受

徽文化以及瞭解乾嘉學派的治經背景。 

天文史分會場是我充實背景知識的學習場合，筆者有興趣的多是與曆法及行星運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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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議題： 

1. 鄧可卉 (東華大學)：祖沖之大明曆幾個創新點的來源新考。大明曆亦稱「甲子

元曆」。是中國古代曾經使用過的曆法之一。由南北朝時期祖沖之創制，完成於南

朝宋大明六年（462年），在祖沖之去世10年後，即梁天監九年（510年）施行。至

陳後主禎明三年（589年）止，共實行了80年。大明曆首次採用歲差的概念（45年

11月西行一度），這是中國曆法史上的第二次大變革；繼玄始曆棄十九年七閏法，

採391年置144閏月，使大明曆更加準確。玄始曆是北涼北魏於452年至522年用了

71年的曆法，其採用600年置221個閏月代替十九年七閏法 

2. 魯大龍（中國科學院大學）：《七政推步》的行星運動理論與韓東陽（中國科學

院大學）：《南京欽天監副貝公墓志銘》考略。《七政推步》共七卷，是中國第一

部系統介紹回回曆法和阿拉伯天文學的著作。作者貝琳(?~1490)是明代天文學家，

金陵(今南京市)人，生年不詳。明正統及景泰年間服務于軍隊，通天象占候，被推

薦入欽天監工作，在成化年間(西元1465～1487年)擔任南京欽天監監副，整理《七

政推步》一書，使該書得以流傳。這部書系統介紹了以托勒密本輪均輪體系推算

太陽、月亮、五大行星運動及日月交食的方法，並備有各種表格以助計算。此書

第一次從波斯文譯出十二個月名，還介紹了七天一周的計日方法，譯出一周七天

的名稱。 

3. 潘鉞（上海交通大學）：淺論比魯尼對印度宇宙論的批判。比魯尼（Al Biruni, 

973~1048），波斯學者，生于花剌子模，卒於加茲納（Ghazni,今阿富汗東部一城

市）。在數學、天文學、物理學、醫學、歷史學等方面均有貢獻。著有《天文

典》《密度》《藥理學》《古代諸國年代學》等書籍。被後世學者譽爲“百科式

的學者”在伊朗科學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聲譽。 

   

圖 8：波斯科學家比魯尼 1039 歲誕辰（2012 年 9 月 4 日 Google Doodle） 

4. 呂傳益（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春秋曆日的分界綫。這個報告用天象軟體

Stellarium來模擬春秋時候的天象，與文獻比對，認為太初曆之前，一天的開始不

是半夜12點，而是當天日出。會後引起熱烈討論，我這才學到，因為沒有西元0年

的緣故，要查西元前655年的天象，在Stellarium要用-654年。 

5. 吉翔（中國科學院大學）：開普勒與新天文學。這個報告和我之前研究的內容

很像，有許多細節值得參考。我在筆記記下乾隆4年起，才使用Kepler模型，不確

定是不是這個報告講的，還需要再查證。 

https://pic.pimg.tw/zitolife/1410774910-3094311652_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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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張亞軍（中國科學院大學）：陰陽與尊卑—透過霓虹的三重意象解析其內在結

構。由於前陣子對三稜鏡進行了一些探討，讓筆者對霓虹很有興趣。報告中講到

楚辭裡有18處提到霓虹，但此報告沒有提到古人對其物理機制的探討。 

(四) 大師風範：李志超教授學術貢獻 

    關增建老師用「道器兩經卓爾不群」來推崇李志超教授的學術貢獻。前四個字來

自孔子《易經‧繫辭上》傳曰：「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後四

個字來自《漢書．景十三王傳》：「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 

    接著是李老師的致詞，高齡八十五，仍丹田有力聲如洪鐘。致詞後，有校友致贈

一個蛋糕，老師被戴上壽星王冠，實在可愛。前一陣子，筆者在研究渾儀與渾象時，

研讀李志超老師的書，今天能沐浴在他的春風下，真是榮幸。 

 

圖 9：關增建老師介紹李志超教授的學術貢獻 

 

圖 10：李志超教授風采 

(五) 閉幕式 

    閉幕式由石云里教授報告本次大會參與情況，並給了一個國際會議訊息：繼2016

年11月24 -28日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召開的「第十四届國際中國科技史會議暨首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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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四大發明國際學術研討會」，學會將於2020年7月最後一週在亞美尼亞（Armenia，

位於西亞）舉辦下一屆「國際中國科技史會議」，近期內會發出通知。下一年度的科

學技術史學會學術年會於2020年10月下旬，由北京科技大學承辦，期望再次相會。 

(六) 考察參觀活動 

    會前筆者特別到位於鄭復光出生地歙縣的徽州古城感受徽文化的氛圍，並到安徽

博物館學習，在這兩處，沒有找到鄭復光及朱熹，問了博物館的導覽員，才知道他們

都在「安徽名人館」。 

    科大博物館特別爲本次年會推出兩個展覽：「安提凱希拉機械—來自古希臘的精密

天文儀器展」 與「大愛無垠 儒師風範—錢臨照先生逝世20周年紀念展」，於會議報到

日(2019/10/25)隆重開幕，會議第一天還特別貼心延長開放到晚上九點。 

    1980年中國科技史學會成立時，時任科大副校長的錢臨照院士便擔任了學會首届

理事長。錢臨照教授是物理人，最早投入科學史研究時所寫的文章是墨經的光學研

究。我曾於2016年7月在希臘雅典博物館看過安提凱希拉機械，當時沒有很多的介紹，

沒能深入瞭解，這次飄洋過海來華，配上詳盡的解說，收穫至豐。 

 

圖 11：兩個特展的海報 

(七) 攜回資料 

1. 會議手冊。 

2. 張秉倫著：《張秉倫科技史論集》(大會贈送) 

3. 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中國科技史雜誌》，40 卷第 1 期。(大會贈送) 

4. 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中國科技史雜誌》，39 卷第 1 期。(大會贈送) 

5. 郝秉鍵著：《晚清電磁學傳入：基於期刊的考察》。(作者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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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小結 

    雖為五百多人參與的盛大會議，大會雖大到五百多人，但交流不少。兩天會議期間，筆者

分別參加物理史和天文史兩個分會場，加上精心安排的大會演講以及兩個特展，讓筆者收穫滿

滿。期待下一年度由北京科技大學承辦的年會。 

四、兩會與會心得 

 (一) 從科學到人文：跨越學科 貫穿古今 會通中西 

    科學史是科學與人文融合的學科，研究科學的歷史由來，發掘科學發展的思想脈

絡和社會文化背景。  

    科技史學術年會是場規模很大的學術盛宴，和前一年在清華大學的盛會一樣，個

人第一天在物理史分會場發表，第二天則到天文史分會場學習，收穫豐碩。這些年

來，越在科學史著力，越發現這個領域所需的功夫越多，學海無涯，所要讀的書只能

用「浩瀚」兩字來形容。近兩三年，讀的書籍非常之多，但是文章的「量」卻少了，

實在是基於自己對「質」的要求，以及對「背景知識」的累積紮根。科學史是科學與

人文融合的學科，研究科學的歷史由來，發掘科學發展的思想脈絡和社會文化背景。

科學史研究引領筆者從科學跨到人文，目前在大陸被歸為是「跨越學科、貫穿古今、

會通中西」的「新文科建設」。 

    在合肥的科技史學術年會中，忘記是哪位教授說的，其認為科學文化，尤其是科

學技術史，對學生的成長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主張未來我們培養的引領性人才不僅

要具有專業技能和創新能力，更需要有科技史的基本素養。中科大在今年 5 月，召開

了科技人文發展專家諮詢會，共謀「新文科」發展戰略，以期培養出能够預見科技發

展引發的社會影響、以人道方式處理科技問題的新型人才。希望在台灣，科學史領域

能得到更多的重視及資源，能讓年輕人願意投入。 

(二) 敬老尊賢 儒者風範 

    和前幾次科學史和物理史會議一樣，他們對長者的尊敬與長者風範，都在在讓我

感動，尤其所研讀文章的作者或書籍，能出現在自己眼前，展現其儒者風範，激動之

餘更是如沐春風。 

(三) 科學史的春天 

    這幾次參加物理史及科學史的會議，大會都是贈送書籍，禮重情意重。佩服這些

學者能著書不斷，而筆者則是想寫書，卻心有餘而力不足。 

    萬教授在合肥大會演講時大聲頌讚，科學史的春天已經來到，反觀台灣的科學史

學科，則在冷冽寒冬中，等不到春天。在台灣，科學史是冷門，物理學史更是冷門中

的冷門。看到大陸有許多研究所、系所、研究單位投入這個領域，有年輕新血源源不

斷加入，而我們這邊不僅相關研究人才稀少，更都已垂垂老矣，而且都在單打獨鬥，

連成個學門都是奢求，更別說系所，實為感嘆！ 

 

收件日期：2019 年 11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