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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16 期 

二○二一年元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1 年元月 9 日，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主持：孫郁興 

會員：孫郁興、羅時成、張之傑、歐陽亮、邱美華、邱韻如、沈志昌、徐  統、徐勝

一、陳文華、王文竹、何邦立、賴進義、劉昭民、巫紅霏、吳中玲（16 位） 

會友：蔡崇憲、蔡尚禾、周怡辰、蘇業棠、吳心恆、游素美、沈萬汀、倪簡白、林秀

玉、黃麗卿、杭玉英、劉代婷、黃瑛瑛（13 位）。 

 

講題：如翬斯飛─中國的傳統建築 

講員：張之傑(中華科技史學會發起人/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綱要：世界建築有七大體系，唯有中國傳統建築以木構為主。日、韓、越等建築，為

中國建築支系。本演講就中國建築的特色、類型、基本結構、外觀演變、城市

與宮殿、園林亭榭等等，對中國建築作一概論式簡介。 

 

討論紀要： 

這次講的內容是張老師過去在世新及文山社大「中國科技史」上課的資料，共有 10 講，

今天的資料是第 4 講。先介紹世界建築七大體系：古埃及、古西亞、古印度、古印地

安、西方、回教和中國，再羅列中國建築的特色。講者演講至 15:40，接著進行熱烈討

論，至 16：20 結束。討論紀要如下： 

紀錄：歐陽亮 

邱韻如：曾到台北的林安泰古厝，窗戶即有借景，園林景觀很棒，值得去看。 

張之傑：西方園林大都有大草坪，回教為幾何圖形，中國則喜歡變化。 

吳心恆：樑跟枋的方向如何辨別？ 

張之傑：枋是輔助穩定柱與樑的構件，尺寸比較小，兩者不是用方向來辨別。 

蘇業棠：建築群的群體規劃有無數量規定？大型小型有無差別？ 

張之傑：不清楚。中國重視禮制，應與禮制、金額或環境限制有關。 

何邦立：唐長安城是否現在的西安？ 

張之傑：現今西安為唐長安的宮城、皇城部份，較唐長安小得多。 

羅時成：福建土樓有兩種，一圓一方。 

張之傑：土樓年代不久，且只有閩西有。閩西閩客雜處，土樓可能與防衛有關。 

孫郁興：印度神殿在南印度較多，接近照片上的樣式，北印已大多被破壞，變為回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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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印度神殿石材留用為回教建築的奠基石材或抹除圖案改雕刻。 

張之傑：這類似古印第安的情形。 

劉昭民：用兩個小時介紹中國建築很不容易。我去過西藏，布達拉宮很壯麗。中國的風

水有其特別之處。 

張之傑：我也去過西藏，藏式建築土石和木構混用，介於中印之間，非獨立系統。 

 

徐  統：我去過漢長安，距離唐長安城不遠，但已無東西。當地的豬圈跟漢墓模型一樣，

顯示兩千年沒變。 

邱韻如：漢長安城遺址是西漢時期的都城遺址，位於現在西安城西北 10 公里處。前年

去西安時排不進去行程，是我非常想去參訪的地點。 

 

王文竹：中國無石材建築是否因為沒有水泥？西方有火山灰可用。 

張之傑：有可能，但印度沒水泥，也是石構建築，古印地安也有。中國不是沒有石構建

築（如趙州橋），而是以木構為主。中國一般以石灰砌磚、砌石。 

游素美：我代表桃園客家人，來講講客家民居的特色。我曾遇過一位導覽說屋簷有燕尾，

要做官才能蓋，被誤導 20年。我參加台中土牛之行，聞健老師說到： 「如鳥斯革，如

翬斯飛。」是形容屋舍華麗，跟有沒有做官沒有關係。他認為人民都就地取材造屋。像

桃園客家民居都是就地取材，毫不計成本將屋外、屋頂大大做裝飾一番，讓人百看不厭，

留下傳統客家「名」居，像楊梅鄭家雙堂屋玉明邸、大溪李騰芳、新屋范姜古屋、… 雖

然是平常百姓之家，但這些都是台灣碩果僅存，唯一唯二之作。 

邱美華：萬里長城材料是不是石塊？ 

張之傑：有些是石材，大部份是夯土。 

賴進義：日本建築為何墊高？石材之間如何填補？ 

張之傑：可能與日本民族源流有關。南方民族建屋會離地撐起，且有洗澡習慣。有些學

者認為，日本人可能有南方民族成份。石材間的黏著劑，一般用石灰，或三合土（石灰、

黏土、細沙）。 

何邦立：喀什米爾風景絕佳、船屋風格獨特。南印度神廟的石雕，極具藝術價值。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29位。感謝美華、素美、德勤攝影，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

影」或FB社團。 

二、 今日收到孫郁興、張之傑、陳德勤、張廷、巫紅霏、徐統、劉宗平、賴進義、沈志

昌、吳中玲、邱美華、何邦立、徐勝一、王文竹、羅時成、歐陽亮、劉昭民、莊蕙

芷、邱韻如、曲輔良繳交 2021 年會費共 20,000 元。另外，吳中玲(補 2020 年)孫郁

興(補 2019 年)、莊蕙芷(補 2020 年)，共 3000 元會費，將歸入 2020 年帳目。 

三、 第25期學刊預計12月25日出刊，感謝巫主編的細心與費心，各位作者賜稿，以及張

浥泉先生紀念基金資助出版。 

四、 下次例會3月6日，會後召開會員大會，進行第七屆理監事會改選，請大家踴躍參加。

會後餐敘，在老地方峨眉餐館，歡迎會員會友踴躍參加(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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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劉昭民老師帶來其出版的《千絲萬縷美濃情》十多本贈送給會員，本書集結劉老師

三十多年來為家鄉有感而發所寫的近百篇文章，加上老師多年收藏的老照片，整本

書充滿劉老師對故鄉念念不忘的關懷，以及保護美濃客家文化的心願。 

六、 2021年三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假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新竹)召開的「跨文化歷史中的

科學、技術與醫療」國際學術研討會即將舉行，本會有多位會員的投稿被接受，請

於2021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前，將論文全文寄到大會信箱。 

三月份演講預告 

民國 110 年 3 月 6 日(六)14:00~16:00 (13:30 即可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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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四千年前的壯遊──上古自助旅行達人如何測量亞洲大小 

講員：歐陽亮(台北天文館期刊「謎樣星宿」專欄作者) 

簡介： 

自助旅行達人在四千年前就出現了？還能把亞洲有多大測量出來？本演講為大家介紹

上古的自助旅行者若想測量亞洲大小，將會面臨哪些問題、困境、以及必須具備怎樣

的自助旅行本領（可不是看懂地圖與訂機票飯店喔）。再運用思想實驗，以天文學來推

測古人所需的知識、工具與操作過程，計算出先人計劃的夸父追日徒步之旅是有可能

完成的，這也間接暗示古代中外知識的交流也許超乎想像地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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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17 期 

二○二一年三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1 年 3 月 6 日，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主持：孫郁興 

會員：歐陽亮、邱韻如、邱美華、孫郁興、何邦立、張之傑、鄭翠琴、羅時成、巫紅

霏、劉昭民、楊龢之、張玉燕、沈志昌、劉宗平、王文竹、徐勝一、吳中玲、

賴進義、徐  統、陳德勤、陳文華（21 位） 

會友：蔡崇憲、蔡尚禾、周怡辰、劉向上、游素美、沈萬汀、倪簡白、楊雅穎、黃慈

薇、林良慧、林育如、林小姐、（12 位）。 

 

講題：四千年前的壯遊──上古自助旅行達人如何測量亞洲大小 

講員：歐陽亮(台北天文館期刊「謎樣星宿」專欄作者) 

綱要：自助旅行達人在四千年前就出現了？還能把亞洲有多大測量出來？本演講為大

家介紹上古的自助旅行者若想測量亞洲大小，將會面臨哪些問題、困境、以及

必須具備怎樣的自助旅行本領（可不是看懂地圖與訂機票飯店喔）。再運用思想

實驗，以天文學來推測古人所需的知識、工具與操作過程，計算出先人計劃的

夸父追日徒步之旅是有可能完成的，這也間接暗示古代中外知識的交流也許超

乎想像地活躍。參考論文在本會第 25 期學刊：

http://www.sciencehistory.url.tw/?p=2611 

 

討論紀要： 

這次講的內容是歐陽老師估算古代大地測量的可能性，還配上老師在 2008 年去新疆自

助旅行與觀日全食的照片及經驗。討論時大家對「饢」討論到都快流口水了。講者演講

至 15:40，接著進行熱烈討論，至 16：10 結束。討論紀要如下： 

紀錄：邱韻如 

徐  統：饢是什麼時候傳入？印度好像也有饢。 

何邦立：西藏人、新疆哈薩克人，蒙古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都吃饢，發音為 Nang，

是一種乾糧。土耳其人也吃饢，發音為 Nanpare。至於新疆維吾爾人，稱饢為埃麥克 

Etmek，源於波斯語，意指麵包。 

張之傑：小麥源自兩河流域。小麥磨成粉才方便食用，麵粉最早的食用方式，可能是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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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餅。 

陳文華：饢吃起來是硬的還是軟的？ 

歐陽亮：在 3000 多年前新疆多處考古遺跡就已有饢的雛型出現。從西亞傳入的麥子要

加工後才較易入口，製作時依種類不同，有硬也有軟還有包餡料的。 

歐陽亮：(會後補充) 維吾爾語中的「饢」實際為波斯語，是「麵包」的意思。 11 世紀

維吾爾語稱「饢」為「埃特買克」或「埃買克」。1 

邱韻如：您自己畫的古星圖，是根據那個時代的星圖？ 

歐陽亮：依據清代的儀象考成。若是宋元時期的星圖可以在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上

海學林出版社，2009）找到。 

楊龢之：春秋時代的北極星在哪裡？ 

歐陽亮：從北極點移動路徑可以看出，「帝星」是當時距離北極點最近的亮星。 

張之傑：孔子講的北辰是哪顆？ 

歐陽亮：孔子時代也是「帝星」。 

游素美：從哈密油菜花田照片裡可以知道遠方高山或地平線距離多遠嗎？ 

歐陽亮：取決於目前站的位置海拔多高，若在海平面最遠只能看到五公里左右；在 2500

公尺高則能看到將近 170 公里遠。 

劉昭民：古人壽命那麼短，如何走那麼遠？太難了。像玄奘、徐霞客，都是一直在走。

依照氣候資料，樓蘭在漢代時較為濕潤。 

徐勝一：去年十月，夢溪筆談座談會，我研究過飛鳥圖。讓我聯想到賽鴿，對賽鴿做了

一些瞭解。例如台北到高雄，2-3小時就飛回來。 

楊龢之：馬可波羅從中國回去，從大都走到哈烈，花了兩年多。 

孫郁興：從玄奘與法顯花了 17年時間可以看到，與估算結果相近。古尺考可看到古代

實際的尺有多長。 

歐陽亮：從樓蘭美女古屍的肺部可發現許多粉塵，從第四紀沉積物的分析證明，從末次

冰期(距今 7000 年)特別是近 4500 年來，這一地區持續乾旱延續至今。(王炳華 2010 年

《西域考古文存》)2 

徐  統：記得有一位古人，用窺管觀測北極星，發現北極星會在管圈住的區域內轉小圈

圈。可做為學生的實驗題目。 

邱韻如：我記得好像是沈括。 

歐陽亮：現在的北極星勾陳一會在 1 度左右範圍內旋轉，若是古書當時的北極星則是指

紐星，見於《夢溪筆談》象數一：「稍展窺管候之。凡歷三月，極星方遊於窺管之內，

常見不隱，然後知天極不動處，遠極星猶三度有餘」。潘鼐估算宋代觀星的誤差大約是

正負 1 度，元代之後才小於 1 度。若要重做窺管實驗需要很穩定的台座以及至少跨兩季

的觀察。 

張之傑：以管窺天可以測什麼？ 

歐陽亮：可以測經緯度，以前稱為入宿度與去極度，不過定義略有差別。。 

 
1 https://mp.weixin.qq.com/s/B647CFSqUUY7UcdOZNT7yg 
2 http://www.sxlib.org.cn/dfzy/sczl/slgs_1/xykgwc/201808/t20180806_931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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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韻如：南島語系是從台灣到東南亞和南太平洋，那他們是從哪裡來台灣？ 

張之傑：從華南，特別是福建來的。新石器時代，南島語系的祖先一部份遷到台灣，一

部份向西遷移，與當地原住民混血，發展成壯侗語系和南亞語系。 

邱美華：古人的身高和今人差不多嗎？他們的一步和現代人一樣嗎？ 

歐陽亮：這是個可以研究的題目，可從考古遺跡發現的古代人體測量其變化。 

張之傑：身高和遺傳、營養有關。去年 11 月 7 日出刊的 The Lancet，發表一篇文章，比

較 1985-2019 年 200 個國家的 19 歲男女青年的身高及 BMI 變化，從中可以看出端倪。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33位。感謝美華、素美、郁興、德勤攝影，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

「例會存影」或FB社團。 

二、 今日收到楊龢之、鄭翠琴、陳文華、張玉燕、張玉燕(補 2020 年)、孫兆中，以及

魯經邦、黃莉晴、劉有台匯款，共收到 9000 元會費。 

三、 例會會後召開會員大會，進行第七屆理監事會改選。會後在老地方峨眉餐館餐敘(自

費)，共有十七位會員會友參加，包含前前會長張廷，以及三位會友。 

四、 下次例會(4/10)後，預定揪團去新疆餐廳品嚐「饢」，有興趣的會員會友請預留當晚

時間。 

五、 張之傑老師印製大川老師的科幻小說，分送給大家。張老師說：陳大川先生1957

年寫的科幻小說「五十年後寶島奇談」，提到時速兩百公里從台北到福州的高鐵，

當時世界上還沒有高鐵。最近，大陸的鐵路計劃有條京台線，從北京到福州，再經

平潭穿過海峽到到台北。陳先生小說中的種種預言，大多已經實現，沒實現的包括

跨越海峽的鐵路。陳先生能夠想到從福州到台北，而不是從直線距離最近處跨越海

峽，他的預言竟然和大陸的鐵路計劃不謀而合，真的很了不起。 

六、 2021年三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假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新竹)召開的「跨文化歷史中的

科學、技術與醫療」國際學術研討會即將舉行，本會有多位會員發表，報名到3/23

截止：https://2021historyofscience.weebly.com/ 

七、 清華通識講座：萊布尼茲與牛頓 

時間：2021/5/4～5/25 週二週四(7:00pm~8:30pm) 

地點：清華大學教育館一樓承德空間 

網址：http://cge.nthu.edu.tw/leibniz-newton/ 

八、 第七屆理監事會改選工作人員： 

發票：邱美華。 

監票：陳德勤、張玉燕。  

唱票：陳文華。 

記票：吳中玲、鄭翠琴。 

九、 第七屆理監事會改選結果：（依姓名筆畫順序） 

理事當選九位：何邦立、巫紅霏、邱美華、邱韻如、孫郁興、徐統、徐勝一、楊龢

之、劉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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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候補三位：王文竹、歐陽亮、羅時成 

監事當選三位：張之傑、陳德勤、劉昭民。監事候補一位：張玉燕 

常務理事當選三位：邱美華、邱韻如、劉宗平。 

常務監事當選一位：陳德勤。 

理事長當選一位：邱韻如。 

 

四月份演講預告 

民國 110 年 4 月 10 日(六)14:00~16:00 (13:30 即可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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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線蟲研究旅程及由西方傳入亞洲途徑 

講員：羅時成(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教授) 

簡介： 

秀麗線蟲(Caenorhabditis elegans)是當代生物醫學研究重要生物模式之一，它於 1960 年

代由分子生物學家布瑞納 (Sydney Brenner)在英國劍橋卡文迪西實驗室 (Cavendish 

Laboratory)奠基倡導，2000年初連續有 6位線蟲研究者先後獲得三個諾貝爾獎，本演講

簡介線蟲的奠基研究故事及它如何由西方傳入東方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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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18 期 

二○二一年四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1 年 4 月 10 日，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主持：邱韻如 

會員：邱韻如、李柏翰、陳春陽、羅時成、邱美華、徐勝一、孫郁興、歐陽亮、張之

傑、何邦立、沈志昌、張玉燕、巫紅霏、陳文華、楊龢之、陳德勤、徐  統、

陳大川。（18 位） 

會友：王聖文、倪簡白、張孝中、鍾芳玲、林良蔧、陳英夆、郭文華、陳波美、何淸

益、林秀玉、葉吉珄、曾鳳英。（12 位） 

 

講題：線蟲研究旅程及由西方傳入亞洲途徑 

講員：羅時成(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教授) 

綱要：秀麗線蟲(Caenorhabditis elegans)是當代生物醫學研究重要生物模式之一，它於

1960 年代由分子生物學家布瑞納(Sydney Brenner)在英國劍橋卡文迪西實驗室

(Cavendish Laboratory)奠基倡導，2000年初連續有 6位線蟲研究者先後獲得三個

諾貝爾獎，本演講簡介線蟲的奠基研究故事及它如何由西方傳入東方的歷程。 

討論紀要： 

今天的活動有三項，先由羅老師深入淺出，介紹生物及線蟲研究的基本概念。中場休

息時穿插了大川老師分享他的數術研究，大川老師的好奇及學習熱情，真是令大家感

佩。羅老師下半場介紹線蟲研究由西方傳入東方的歷程。演講至 15:50，接著進行熱烈

討論，至 16：20 結束。之後又由何邦立醫師介紹 Covid-19 的相關知識，大家提問很

多，欲罷不能，最後羅老師做了疫苗分類的補充，直到 16：40 結束。羅老師演講的討

論紀要如下： 

紀錄：林秀玉 

 

李柏翰：線蟲調控，從訊號到抑制效果發生需要多久時間？ 

羅時成：5 個小時到 10 個小時，8 個小時反應就起來了。這個過程在從線蟲到人體細胞

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線蟲研究發現核仁和後天免疫系統調控有關。 

陳文華：線蟲有多大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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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時成：成蟲 1mm 大小，肉眼可見，在培養皿就可以看到。 

李柏翰：Professor Mello and Fire 為什麼會想用雙股 RNA去去做 RNAi實驗，而且我記

得雙股 RNA比較有效，跟單股比較？ 

羅時成：數學有加法、減法、乘法、除法等運算而生物實驗只有把基因加上去或減去方

法。默化 mRNA 通常用 anti-sense RNA 的互補股， sense RNA 當對照組；這是個科學

意外把 sense RNA 和 anti-sense RNA 混在一起，默化結果效果奇好，後來發現雙股 RNA

非常重要，可以持續放大、干擾，再持續干擾。過去是用微注射方法打入性腺看到對下

一代影響，後來看到打到腸道也有效果，其他部份都可以看到，後來就改用直接用餵大

腸桿菌，吃進去雙股 RNA，不用微注射的方式了。 

徐  統：請問線蟲影片是在哪裡拍的？ 

羅時成：這是把細菌養在洋菜膠上面，線蟲會在上面吃細菌，在 solid-phase 中；線蟲在

水裡只有擺動。 

陳文華：要讓線蟲發螢光要怎麼做？  

羅時成：透過轉殖植物、轉殖動物技術。把 GFP(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綠色螢光蛋

白)的基因打入嵌在線蟲的染色體中，子子代代發螢光；GFP 是來自太平洋水母，是由

日裔美人找到。 

陳文華：如何把螢火蟲的螢光那一段基因取出？？ 

羅時成：是用水母，不是螢火蟲。螢火蟲有人用，但要加很多東西；標定核仁蛋白加上

GFP，可發螢光。 

陳文華：馬祖的藍色眼淚是水母嗎？ 

羅時成：不是水母。 

徐  統：電子顯微鏡解決了線蟲什麼問題？ 

羅時成：線蟲有幾丁質，包埋劑不容易進入，透過切片技術，把 302 個神經網絡連上。

1980 年代，這是很困難的工作，要看出幾個結點是很複雜的，因為突觸(synapse)會變，

突觸接在一起存在，網路訊號通暢；突觸是 dynamic，很快接觸、離開、發生變化。 

李柏翰：用吃 RNAi而不是用注射的，此吃進去的東西不是會被消化嗎，如何保持影響

力？ 

羅時成：到腸道是它重要部位，它具有 20 幾個核苷，進入腸道小泡、分泌到假體腔、

再穿過性腺上皮細胞、卵裡面。吃下去會遭受分解，但是誰保護它？如何發揮作用？目

前還未有標準答案。 

徐  統：線蟲最早是誰發現的，知道可以這樣玩？ 

羅時成：19 世紀末葉，歐洲科學家已經知道，1941 年，野生株（N2 type），到 Brenner

拿來做實驗時，已經七十到八十年了；不過，之前大多是描述性，例如：雌雄同體、移

動等，還沒有系統性的研究，人為創造出 300 個突變株，用遺傳法則找到基因。 

李柏翰：是否可以用 CRISPR Cas9來做研究，把基因切割？ 

羅時成：可以用化學突變，把基因切割有 Forward genetic 和 backward genetic，CRISPR 

Cas9 可以 knock-down 基因，相對 RNAi knock-down 是重大科學技術突破，在活的生物

體內就可以做修改，不像過去是在生物體外修改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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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翰：為什麼張峰沒有拿到諾貝爾獎？ 

羅時成：他（她）們三人都有得到唐獎，不是當局，不知道。 

張之傑：線蟲研究拿到幾次諾貝爾獎？ 

羅時成：有三次，六位；兩次是生理醫學獎、一次化學獎。 

陳文華：DNA雙股螺旋如何觀察到？ 

羅時成：可以參考華生的半傳記，Double Helix（DNA 雙螺旋，,臺灣有出版這本書的中

譯本。克里克是物理學背景；華生是生物背景，背後重要的人是 Rosalind Franklin。 

李柏翰：他們用什麼解開？ 

羅時成：他們一直用模式（型）方式解開。生物電腦模擬(modeling)很常用，如今 AI 可

以藉此找到很好的藥，如電腦模式找尋對抗 Covid 19 的藥。 

李柏翰：我記得 DNA一開始 model曾經出現三股模型？ 

羅時成：三股模型是由 Pauling提出的一個 hypothesis，這是Watson心目的一個 role model 

(典範)，華生超越了心目的 role model。他鼓勵年輕人要有自己的，作為學習榜樣。 

孫郁興：發光水母基因串接至其他物種使其發光，有什麼限制？ 

羅時成：剛好可以提到我沒有講到的 Martin Chalfie 的故事。Prasher 是第一個科學家把

水母 GFP 選植成功並把基因序列唸出來。他到哥倫比亞大學演講，Martin 聽到認為可

以把 GFP 放在其他生物裡，因此向 Prasher 要 GFP 的質體，不過當時熱戀的女友在

Devour，直到一年之後回去，才想到當初的質體，又剛好哥倫比亞大學有一個 Lab 

Rotation 的女學生，把大腸桿菌啟動子放在質體上，而這位女生剛好結束上一個

rotation，樓上有超好螢光顯微鏡實驗室看到線蟲的啟動子啟動螢光。這個螢光真的很不

亮，後來錢永健利用細菌的 GFP 做 random 突變，不只更亮，也不只黃色、綠色，還有

藍色，突變更多，也更好用，和其他兩個人(Osamu Shimomura 和 Martin Chalfie )得到

2008 諾貝爾化學獎。 

何邦立：從分子生物學來看，Covid-19是人工合成的可能性？ 

羅時成：人工合成可能性極低，Covid-19 是 RNA 病毒，有 3 萬個鹼基對，是一般 4 倍

之多，人工合成機率不大，目前已有上萬個從不同病人分離出來病毒 sequence 定出來，

genetic tree 看來是來自大自然，源頭寄主來自蝙蝠，但跳到何種生物再傳到人，則不確

定；2003 年，經果子狸到人身上；2006 年，經駱駝到人身上。 

 

補充一：大川老師的《數術舊錄暨籌算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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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二：邦立醫師提供的資料 

新冠病毒究竟從哪裡來？｜何邦立（《觀察》2021 年 1 月)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3203 

對新冠肺炎疫苗的認知｜何邦立（《觀察》2021 年 2 月)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3237 

新冠病毒突變株及疫苗何去何從｜何邦立（《觀察》2021 年 3 月)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3271 

全球疫情與疫苗注射｜何邦立（《觀察》2021 年 4 月)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3307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30位。感謝美華、郁興、德勤攝影，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

存影」或FB社團。 

二、 今日收到陳大川及李柏翰繳交會費，共收到 2000 元會費。 

三、 例會後，揪團去食朋新疆小館品嚐上個月討論熱烈的「饢」及新疆菜，共有13位會

員會友(韻如、歐陽、之傑、玉燕、時成、龢之、文華、柏翰、邦立、徐統、芳玲、

郁興、鳳英)一起開心品嚐新疆美食，大家平攤的餐費溢繳200元，留存當下次聚餐

基金。下個月例會(5/8)後，張之傑老師揪團去吃北方菜(北平西平順)，在捷運東門

站附近。 

四、 第十二屆「科學史研討會：跨文化歷史中的科學、技術與醫療」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3/26-27在清華大學人社院圓滿結束，本會會員口頭發表的有邱韻如、歐陽亮、陳

德勤、劉昭民、何邦立及會友林秀玉、韓學宏，此外還有莊蕙芷、楊龢之、徐統、

劉有台、黃莉晴等全程參加。下一屆（第十三屆）預定於2023年舉辦，主題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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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眼中的科技與醫療史。2022年工作坊(上半年)，預定主題：宗教與科技、醫療

的歷史考察。 

五、 會長跟市圖趙先生討論後，未來申請演講改為以年度為單位(每年1-12月)(原本是9

月到隔年7月)。110年度9-12月例會演講已經送交，以便及早預定場地，請見會訊

附件。現徵求111年1-12月的演講，有興趣者請回覆給會長！！ 

六、 2021「觀象授時-古天文與計時儀器」特展 2021/4/1~10/11台北市立天文館  

七、 「說‧古地圖」展，2021/4/23～7/22，故宮博物院。 

八、 清華通識講座：萊布尼茲與牛頓 

時間：2021/5/4～5/25 週二週四(7:00pm~8:30pm) 

地點：清華大學教育館一樓承德空間 

網址：http://cge.nthu.edu.tw/leibniz-newton/ 

 

五月份演講預告 

民國 110 年 5 月 8 日(六)14:00~16:00 (13:30 即可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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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收聽國際短波那段歲月 

講員：陳德勤(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簡介： 

筆者於 1978 年開始藉由短波收音機收聽各國中文及英文節目，有些電台會推出特別英

語節目(美國之音、BBC 倫敦電台)將廣播速度降慢，以利聽眾收聽，以增加英語聽

力，我藉此受惠不少，許多電台會推出其國家語言教學(韓語、德語、日語…..)節目，

並寄來教學課本，以利學習；藉由此方式可收聽到最新國際新聞事件，不同國家對同

一件有不同觀點，藉由此方式讓我學習更客觀觀察事物，筆者將介紹何謂短波？如何

收聽短波節目方法，收聽波段、時間，寫收聽報告，獲得收聽報告卡(QSL)，然而隨著

網際網路來臨，各個國家廣播電台逐漸減少甚至取消短波放送，而是藉由網路播送，

甚至只有文字圖片介紹，取消播音項目，現在打開收音機僅能零星收到一些國家廣播

節目，謹以此文懷念收聽短波那段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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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19 期 

二○二一年五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1 年 5 月 8 日，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主持：邱韻如 

會員：陳德勤、邱韻如、羅時成、邱美華、歐陽亮、張之傑、何邦立、楊龢之、徐  

統。（9 位） 

會友：倪簡白、黃佳音、游素美、沈萬汀、歐陽小弟。（5 位） 

講題：收聽國際短波那段歲月 

講員：陳德勤(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綱要：筆者於 1978 年開始藉由短波收音機收聽各國中文及英文節目，有些電台會推出

特別英語節目(美國之音、BBC 倫敦電台)將廣播速度降慢，以利聽眾收聽，以

增加英語聽力，我藉此受惠不少，許多電台會推出其國家語言教學(韓語、德

語、日語…..)節目，並寄來教學課本，以利學習；藉由此方式可收聽到最新國

際新聞事件，不同國家對同一件有不同觀點，藉由此方式讓我學習更客觀觀察

事物，筆者將介紹何謂短波？如何收聽短波節目方法，收聽波段、時間，寫收

聽報告，獲得收聽報告卡(QSL)，然而隨著網際網路來臨，各個國家廣播電台逐

漸減少甚至取消短波放送，而是藉由網路播送，甚至只有文字圖片介紹，取消

播音項目，現在打開收音機僅能零星收到一些國家廣播節目，謹以此文懷念收

聽短波那段歲月。 

討論紀要： 

陳德勤老師分享他收聽國際短波廣播 30年的那段歲月。我只知道收音機有 AM、FM，

第一次聽到 SW(Short wave)。今天總算明白原來抱著 SW 收音機就像手中拿著釣竿一

樣，永遠不知道今天會釣到什麼魚？(游素美分享) 

陳德勤老師讓我們知道電台與聽眾互動的各種方式及樂趣，帶著我們環遊世界，提到

短波訊號裡與中國南極科考船極地號相會的往事(相關文章見本會 2012 年學刊)，瀏覽

了從中央廣播電台、泰國電台、越南電台、蒙古電台、寮國電台、梵諦岡電台、美國

之音、伊朗廣播電台、印尼電台、TRT 土耳其電台、NHK 日本電台、羅馬尼亞電台等

等的網頁。陳老師演講的討論紀要如下： 

紀錄：邱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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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統：廣播速度較慢是什麼意思？ 

陳德勤：因短波傳播距離較遠，加上受太陽黑子影響及許多干擾，導致接受訊息不穩定，

有時會出現傳播速度不穩定或雜訊等各種問題。 

邱韻如：聽眾寄收聽報告給電台，有哪些誘因？ 

陳德勤：電台會寄收聽證明卡(QSL)，語言教學書籍、甚至電台襯衫，電台可依收到聽

報告多少數量，來估算大概有多少聽眾在收聽。 

邱美華：開收音機時，在家開抽油煙機，甚至開燈，收訊都會有影響。 

陳德勤：FM(調頻)還好，短波受太陽黑子過多、室內光燈、鋼骨建築房子、附近大功率

電台都會影響都會影響收訊品質。 

邱韻如：警政署怎麼知道你在聽？ 

陳德勤：我不曉得當時有沒有人知道我收聽短波廣播，我於 1987 年寫信給日本 NHK 填

寫收聽報告，對方寄給我收聽證明卡及季刊。 

徐  統：耳機是什麼時候開放的？以前是不能用耳機的。 

陳德勤：這個我不清楚。 

徐  統：耳機確實曾受管制。等到塞進耳朵的洋菇型耳機問世。有關單位大概覺得管不

住了，就不管了。我父親的一位軍校學長，時任警總副司令。我父親不喜歡這個人。曾

說：「你看現在這個小耳機，李立柏又要緊張了。要禁嗎？好啊，你去禁塞在耳朵裡的。

哪天洋人發明一種塞在屁眼兒裡的，看你怎麼查怎麼禁！」 

(會後補充)附帶說一點真空管的管制：那個時代，每一個真空管都有帳的。我當兵時派

在雷達站。有軍官偶爾摸兩個真空管，到街上跟電料行打交道。或許軍用品直接來自美

援，管制較鬆。我家有一台舊收音機。我弟弟讀大學時把它拿去電料行，改裝成電唱機。

拿回來時附著一張證書，說拆下來幾只真空管，什麼型號，裝在電唱機上了。特此證明。

等等。 

徐  統：短波收天氣訊號，是怎麼轉成圖的？ 

陳德勤：徐勝一老師於科學月刊 1988 年 5 月號發表，天氣傳真圖與微電腦論文，將中

央氣象局傳送各地天氣氣象圖傳真訊息，藉由短波收音機接收，徐老師將電腦與其結

合，加速接收天氣圖，這還是請徐老師補充。 

徐  統：是那種圓筒型，紙在上面，整個轉的那種？ 

陳德勤：請徐勝一老師回答 

徐  統：大約是民國 48 年國慶日前後，有過一次大規模的「國軍裝備展覽」，陸海空

勤都有。海軍在基隆，空軍在松山，陸軍在陸軍總司令部，聯勤則在台北中山堂。除了

海軍之外，其他三處我都去看了。聯勤的展示有一套「傳真機」，包含兩個捲筒，一個

捲一張照片，另一個捲一張應該是特殊處理過的白紙。機器開動，針尖就一圈一圈掃描

照片，信號傳到另一捲筒，一個會放電的針尖就在白紙上畫出圖像。如今的記憶，畫一

圈大概至少要一秒鐘。那麼，假定一張照片要畫 1024 條線，那就是十幾分鐘啊！ 

楊龢之：我看過是把氣球送上空，然後資料就傳下來，直接用機器打印出來。 

陳德勤：請徐勝一老師回答 (可參考 徐勝一/楊錦榮：天氣傳真圖與微電腦，科學月刊，

No.221，198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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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邦立：警總時代，收聽短波有何限制？ 

陳德勤：我不太清楚，我只想藉聽各國廣播電台節目增加自己世界觀，也不知政府有否

收聽短波限制規定。 

邱美華：地下電台呢？ 

張之傑：那是 AM，技術較簡單。 

陳德勤：有的地下電台不是在「地下」，在國外有些在「海上」他們將廣播設備架於船

隻，做浮動地下電台，逃避被捕獲。 

邱美華：那計程車的無線對話，是什麼波段？ 

邱韻如：今天陳醫師講的短波主要是遠距，國際間的傳送。計程車用的不是短波。 

陳德勤：我收過最遠的，來自南非、芬蘭。短波訊號甚至會受太陽黑子的影響。 

楊龢之：中央廣播電台「釣魚」說，是誰說的？ 

陳德勤：是電台自己說的，如下： 

收聽短波廣播與收聽 AM·FM 不同之處，在於聽友不僅獲得資訊、享受節目內

容，還具備一些附加的短波特性之探討和挑戰，有如釣魚一般，當您克服困難

而獲得更清晰的收聽狀況時，那種成就感的喜悅是收聽 AM 或 FM 廣播所無法

比擬的。（文字資料來自中央廣播電台) 

張之傑：兩岸未開通前，我用短波聽大陸的電台。有次講抗戰史，說一天光復上百縣，

讓我印象深刻。 

羅時成：說到「釣魚」，我提供一個真實故事，我堂叔參軍去打共產黨之後就沒無消無

息，堂嬸一直惦著。一天，一位村人聽到短波，得知堂叔人在上海還活著，其實是打仗

時被俘虜.... 

徐  統：我自己沒聽過短波廣播，1963年左右我讀大學，有次路過系館實驗室，聽到裡

面一位助教正在撥弄短波收音機，忽然很大聲的放送：「這裡是福建人民廣播電台。」

助教馬上關機。 

邱韻如：天馬電台被拆除，會不會影響中央廣播電台短波的放送？ 

陳德勤：不會。他們發射能力還是很強。 

何邦立：過去空軍在天上飛，收到的訊號，是特別波段？還有航空迷，專門收聽塔台的

頻道。 

陳德勤：那是航空頻道，有特殊收音機，可收到這些航空頻道，我對這方面沒經驗。 

張之傑：1984 年，我為錦繡企劃一部地理套書《放眼中國》（10 冊），介紹大陸現況。

為了多了解大陸，曾用短波收聽大陸短波廣播。記得有次他們說，1945年 5月或 6月間，

每日光復上百縣（確數已失憶）云云。這事我沒在書上看過，於是問先父，才知道原委：

德國於 5月間投降，日本知道撐不久了，將縣城的駐軍撤離，我們膠萊地區都集中到青

島市。日軍一撤，共軍立刻進駐，這就是一日光復上百縣的真象。 

徐  統：關於我問的天線陣列，如附圖。位置在湖口，大約中山高 84 公里處。相信

這是用來定向發射用的。究竟目的何在，又為什麼拆掉了，我還沒打聽出來。請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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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14位。感謝素美、美華、德勤攝影，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

存影」或FB社團。 

二、 會長跟市圖趙先生討論後，未來申請演講改為以年度為單位(每年1-12月)(原本是9

月到隔年7月)。110年度9-12月例會演講已經送交，並收到核准公文。現徵求111年

7-12月的演講，已經快要排滿囉，有興趣者請回覆給會長！！ 

三、 2021「觀象授時-古天文與計時儀器」特展 2021/4/1~10/11台北市立天文館  

四、 「說‧古地圖」展，2021/4/23～7/22，故宮博物院。 

五、 清華通識講座：萊布尼茲與牛頓 

時間：2021/5/4～5/25 週二週四(7:00pm~8:30pm) 

地點：清華大學教育館一樓承德空間 

網址：http://cge.nthu.edu.tw/leibniz-newton/ 

六、 疫情急遽升溫中，下次例會如何進行或是取消，將視當時指揮中心及市圖規定而

訂，請大家注意健康。 

六月份演講預告 

民國 110 年 6 月 5 日(六)14:00~16:00 (13:30 即可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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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籌算─中國傳統布籌運筭法 

講員：孫郁興(健行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簡介： 

世界算學，唯有中國傳統籌算，是以筷子作為運算工具。日、韓、越等國，皆仰承中

國籌算的布籌運筭法。本演講就中國傳統算學的布籌運筭法，以詳細運算步驟舉例介

紹。諸如位數、負數、小數點、天元、及常數表示法，整數與分數的加、減、乘、除

運算法，開平方根、開立方根、及開四次方根解法，聯立方程式解法等等，對中國籌

算之運算法則，作一通盤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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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20 期 

二○二一年九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1 年 9 月 18 日，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主持：莊蕙芷 (中研院科史會委員) 

會員：邱韻如、邱美華、何邦立、巫紅霏、歐陽亮、陳文華、徐  統、劉昭民、莊蕙

芷、羅時成、陳德勤、賴進義、李有容。（13 位） 

會友：韓學宏、邱麗娟、李敏淑、陳志榮、劉仕婷、游素美、沈萬汀、葉吉珄。（8 位） 

 

講題：由動物行為來談《山海經》的動物 

講員：韓學宏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綱要：本講次嘗試以動物學的角度來詮解《山海經》的諸多動物的圖像。《山海經》記

載了許多古代動物的行為，只是因為缺乏完整的現代動物學的相關知識，因而

編著者在觀察或傳述的過程中，常有錯誤的聯想，甚至出現荒謬怪誕的解讀與

圖繪。筆者希望透過現代動物學的角度，來解構《山海經》中一系列的怪物記

載，讓現代人以更科學的角度來認識古籍。其中，以動物行為學當中的繁殖、

育幼等角度來解讀《山海經》當中，如九尾狐、帝江等，多足、多尾、多頭等的

奇禽怪獸，讓《山海經》不再是部難懂的天書。 

討論紀要： 

先由主持人莊蕙芷老師簡單介紹《山海經》，發桌遊圖卡帶大家一邊遊玩一邊認識山海

經。韓老師的精彩演講到 15:30 結束，接著進行熱烈問答討論，由莊老師主持。本次演

講的討論紀要如下： 

紀錄：歐陽亮 

陳文華：多尾獸是否只是想表現其擺動？ 

韓學宏：九頭鳥（貓頭鷹）頭後方有眼紋，看似另一個頭，頭部可達 270 度的旋轉。是

否要用來解讀九尾狐，跟個人相關經驗有關。 

邱韻如：有些動物是人面，那怎麼解？ 

韓學宏：我在 10 年前曾看到蟒蛇吞人時吃到只剩人頭露在外，原始部落時期食人猛獸

獵殺先民時，先咬到身體而頭露在外，就可能產生此印象。 

邱韻如：那鳥身人面(例如我手上這張「鴸」)，總不是吃人吧？ 

韓學宏：鳥身人頭則可用貓頭鷹類似人臉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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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吉珄：是否與看到的人本身有眼疾所造成？ 

韓學宏：也有可能，如莫內罹患白內障後，畫作色彩偏紅。 

羅時成：補充雙頭蛇產生的原因，是胚胎發育過程發生問題造成。我們都孰悉連體嬰忠

仁和忠義的故事，雙頭蛇的產生類似人類胚胎分裂不完整所造成連體嬰。 

何邦立：四川有種鳥類叫的時候像變臉？ 

韓學宏：其實是一種在中南美的安娜蜂鳥，金屬光澤的羽毛隨著光線變換很快。 

徐統：俗話說「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九頭鳥是否指山海經裡的九頭鳥？ 

韓學宏：我認為古代九頭鳥指貓頭鷹，而俗話說的湖北佬，如果與四川變臉相似，也許

是暗指翻臉如翻書一樣；若是與明代劉基寓言九頭鳥有關，指的則是唯利是圖。（莊蕙

芷補充：地上湖北佬這句的意思是很摳很吝嗇）(《山海經•大荒北經》中載：「大荒之中，

有山名北極無恆，海水北住焉。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 

莊蕙芷：人頭鳥身在漢畫像石稱「扁鵲」，但無題記無法確定。大家的桌遊圖卡可自行

分類，是否有哪些地理方位有較多食人怪、醫用生物，以產生新見解。 

游素美：地理中心是否為中原？越遠則描述越模糊？ 

莊蕙芷：漢代前的中原為河南山西、黃河中游。最近很紅的三星堆，則在長江中游，可

惜無文字記錄。 

邱韻如：天下圖有許多奇異國名，那要怎麼解？此外，還有人提出山海經的東山經的描

述，和美國洛機山脈等四條山脈吻合，這有沒有可能？ 

韓學宏：有人用 20 世紀初興盛的大陸飄移說來解釋《山海經》，指它涵蓋全世界。但時

間太久遠，我對此詮釋持保留態度。 

莊蕙芷：小說《鏡花緣》用《山海經》當底本寫成，寫唐小山到海外尋父（尋根）之旅，

是《鏡花緣》最受矚目的部份。旅行中見聞多出自《山海經》、《博物志》等古代地理博

物小說並加改編，很有趣。 

徐  統：主持人您發的兩張山海經地圖是否相互有關？ 

莊蕙芷：兩圖無關。（補充：現存的《山海經》原本中，圖和文是分離的。文的年代或

可追溯到漢代，但圖都是明清時代文人想像繪製的。關於《山海經》原本有沒有圖？由

於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裡有一句「流觀山海圖」，還有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述古之秘畫珍圖〉中提到過「山海經圖」，故大多認為山海經有圖。但我提供的這兩

張圖都是後人憑文猜測繪製的，請參考就好，不一定要與原文聯想在一起）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21位。感謝美華、德勤、素美攝影，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

存影」或FB社團。 

二、 歡迎李有容老師加入會員，收會費1000元。感謝韓老師將演講費轉為2021年及2022

年會費。 

三、 2022年1-12月的演講，已經排定 (請見本會訊附錄) ，公文已送交到市立圖書館。 

四、 第26期學刊年底出刊，截止日期2021/11/15，格式及字數請參考本會稿約 (稿約在

本會官網，網址請見每次會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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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錄影師小葉說：錄影部分(網址請見每次會訊尾)，未來各位講者若有想勘誤的部

分，可以以文字列出（有附註幾分幾秒更佳），我可協助貼上到影片說明內。 

六、 2021「觀象授時-古天文與計時儀器」特展(2021/4/1~10/11)台北市立天文館  

七、 古物揭密—文物科學鑑識在故宮(2021/8/1~10/16)，台北市立科教館。 

八、 本次演講遵照防疫規定，請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本研習教室只限25人，需製作

實聯制名冊供防疫使用。 

十月份演講預告 

民國 110 年 10 月 2 日(六)14:00~16:00 (13:30 即可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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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健素糖」的臺灣傳奇與一生 

講員：林秀玉 (真理大學通識中心) 

簡介： 

臺灣自日治戰後開始重振糖業發展，並於 1940 年代以酵母菌發酵技術開始投入循環經

濟經營模式，將製糖過程的廢蜜副產轉向研發成其他具有經濟效益的副產品；其中，

健素糖是台糖公司早期以酵母菌作副產上市最具代表性的情感商品。這次將報告健素

糖從出生，到成為軍糧、民食、零食，以及最後從市面謝幕的社會生命史。健素糖是

甜糖商品也是營養保健品，不只是臺灣在地產業經濟過程偶然發生的商品，或是食品

工業技術產製的物質，而是在物質商品化的過程中具有多重價值，鑲嵌著科學性、政

治性、文化性及社會性交織而成的意義網絡，以及不同的行動者（糖業從業者、營養學

家、媒體與消費者等）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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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21 期 

二○二一年十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1 年 10 月 2 日，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會員：邱韻如、邱美華、林秀玉、楊龢之、張之傑、劉宗平、陳德勤、巫紅霏、羅時

成、何邦立、徐統、劉昭民。（12 位） 

會友：王雪蘭、潘志鴻。（2 位） 

 

講題：「健素糖」的臺灣傳奇與一生 

講員：林秀玉 (真理大學通識中心) 

綱要：臺灣自日治戰後開始重振糖業發展，並於 1940 年代以酵母菌發酵技術開始投入

循環經濟經營模式，將製糖過程的廢蜜副產轉向研發成其他具有經濟效益的副

產品；其中，健素糖是台糖公司早期以酵母菌作副產上市最具代表性的情感商

品。這次將報告健素糖從出生，到成為軍糧、民食、零食，以及最後從市面謝

幕的社會生命史。健素糖是甜糖商品也是營養保健品，不只是臺灣在地產業經

濟過程偶然發生的商品，或是食品工業技術產製的物質，而是在物質商品化的

過程中具有多重價值，鑲嵌著科學性、政治性、文化性及社會性交織而成的意

義網絡，以及不同的行動者（糖業從業者、營養學家、媒體與消費者等）的介

入。 

討論紀要： 

秀玉老師帶領大家走到過去那個普遍營養不良的年代，介紹在那時候像是「仙丹」的健

素糖，增進國軍的戰力、提昇國人的健康。精彩演講到 15:50 結束，接著進行熱烈問答

討論，直到 16:15 結束。本次演講的討論紀要如下： 

紀錄：張之傑 

徐  統：我到的稍晚，您有沒有說明什麼是糖蜜？ 

張之傑：濃縮甘蔗汁析出蔗糖結晶後，剩餘的液狀物。 

林秀玉：糖蜜呈膏狀，比蜂蜜還要濃稠。 

徐  統：怎麼將蔗糖結晶析出？ 

劉宗平：從半導體的製程來看，利用拉晶法由糖蜜中析出蔗糖結晶是可行的，這和溫度、

壓力等環境因素的變化有關。 

何邦立：來台初期三種營養缺乏症，夜盲症、腳氣病、晝盲症。夜盲症又稱乾眼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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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維生素 A 、乙種胡蘿蔔素所致。腳氣病系缺乏維生素 B1、硫胺素引起。晝盲症，

畏光、不能適應強光，因缺維生素今稱視網膜黃斑部病變。我 1962年進國防醫學院時，

軍中吃的米飯均添加維生素 B1及 B2 (核黃素)，米飯呈黃色。來台初期，營養缺乏，記

得小學時每天吃兩滴魚肝油、還有酵素片，味道都不好。後來才有健素糖的上市，當時

徵名的「孫公丸」，孫，應指孫立人。 

劉昭民：光復時我已七歲，親身經歷戰時台灣農村的衰敗情形。政府遷台，由蔣夢麟主

導的農復會，李登輝也是其中一員，對台灣農發展業起到重大作用。 

何邦立：蔣夢麟後期（經查是 1957 年），李登輝才進美援機構農復會，任研究員。在會

12 年，沈宗瀚任內時升技正。演講中提到孫立人清華的同學、台糖總經理沈鎮南因共諜

案 遭槍決，是不幸的冤案。沈氏光復後來台，重建台糖，居功厥偉。因離職貪污部屬

李基藩誣告檢舉受牽連，保安司令部見獵心喜，以其赴港曾會晤前資源委員會長官而入

罪，匆匆槍斃。 

林秀玉：沈鎮南案發生在 1950 年，誅連多人，一時台糖員工人人自危，維基百科有專

條。 

徐統：先父曾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第 23 期）受訓，同期有位學員是台糖人，每次同期

學員聚會，他都會帶健素糖分給大家，我們小孩子也吃得到，印象深刻。 

邱韻如：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您說當時各國都來參觀台糖，是否台糖較他國進步？

第二個是，當時國人，特別是國軍，普遍營養不良，吃健素糖改善身體、提升戰力。他

國用什麼方法改善營養不良的問題，有類似用酵母的方式嗎？ 

林秀玉：關於第二個問題，各國的情形不同，美國沒有這個問題。 

何邦立：關於第一個問題，所謂各國，主要指東南亞國家，經過二戰，及戰後的獨立運

動，東南亞國家大多民生凋敝，以製糖產業來說，台糖當然比他們進步。其次，東南亞

各國排華，僑委會引進大量僑資，參觀者多為華人企業家。 

羅時成：韓戰 1954年結束，演講中迭次提到的時間點 1957年，可能這時美援開始進入

台灣協助農業轉型工業。台糖是接受美援的公營單位，而王永慶是民營單位接受美援發

展塑膠工業，國營與民營單位經營理念與方式不同，台糖健素走向衰退而王慶的台塑的

崛起即為一例。 

林秀玉：王永慶的崛起和搭上國家發展石化產業的順風車有關，臺灣糖業因國際糖價下

跌影響收益，之後各自有不同發展。 

何邦立 : 國防醫學院生化系師長陳尚球教授，早在 1935年入南京軍醫學校，抗戰內遷

貴州安順，致力營養研究。1942 參與陸軍營養研究所，研究中國人體質與膳食營養狀

態之關係，並做一些田野調查。1950 年來台，陳尚球教授以研製勝利代血漿，獲選為

第一屆國軍克難。1952年，陳氏又發表黃豆營養試驗。迄 1966年，陳升任國防醫學院

副院長。陳懋良教授繼升生化系主任，領導從事營養改善之研究、離氨酸增食試驗、

肝硬化病患營養治療等研究、並連續進行國民營養調查與研究、膳食中能量之利用與

對蛋白質在動物體內代謝影響之研究，皆深入軍中及社會基層實地調查，影響國民健

康至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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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14位。感謝美華、德勤攝影，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

或FB社團。 

二、 感謝林秀玉老師將演講費轉為2021年及2022年會費。 

三、 2022年1-12月的演講，已經排定 (請見本會訊附錄) ，已於9月底接獲市立圖書館核

准函。 

四、 今日例會後舉行理監事會議，理事長宣佈本會學刊已於七月份成立編委會，當時因

未及例會，先於臉書和line群組上發佈，由立案後的歷任會長擔任編委，聘邱韻如、

孫郁興、張廷、張之傑、劉宗平為編委。從本期起，主編收到稿件後，若格式不合

或需調整，會先請作者調整；內容若有疑義需送審，會先寄給五位編委過目，或者

由編委決定再送外審。 

五、 第26期學刊年底出刊，截止日期2021/11/15，格式及字數請參考本會稿約 (稿約在

本會官網，網址請見每次會訊尾)。 

六、 本次演講遵照防疫規定，請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本研習教室只限25人，需製作

實聯制名冊供防疫使用。 

十一月份演講預告 

民國 110 年 11 月 6 日(六)14:00~16:00 (13:30 即可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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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道教醫學與中國科技史：以明代為中心 

講員：劉韋廷(中研院歷史語言所博士後研究員) 

簡介： 

所謂「醫道合流」是中國歷史上的常見現象，不少名醫同時也是道教徒，醫療技術成為

助人的途徑之一。醫者不僅要有純熟的醫學知識，更要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例如東

晉葛洪、唐代孫思邈等人，受後人敬仰。然而道教醫學歷經中國醫學發展的轉變，逐

漸分道揚鑣，成為秘傳知識，富有神秘性。本次演講首先探討元末明初高道趙宜真所

編集之外科秘方，原作者為元代楊清叟，該書主要治療癰疽，收錄多種藥方，承自宋

代以來的外科方，啟後明清的外科技術；其次分析道教文化與傳統醫學二者的關聯，

勾勒出宗教與醫療在人類文明的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值得加以重視，藉此拓展中國科

技史的研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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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22 期 

二○二一年十一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1 年 11 月 6 日，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會員：邱韻如、邱美華、李有容、何邦立、張玉燕、孫郁興、羅時成、鄭翠琴、陳德

勤、巫紅霏、張之傑、劉昭民、徐統。（13 位） 

會友：劉韋廷、林韓芃、徐偉倫、蔡崇憲、蔡尚禾、游素美、沈萬汀、張芳如、劉仕

婷、葉吉珄。（10 位） 

講題：道教醫學與中國科技史：以明代為中心 

講員：劉韋廷(中研院歷史語言所博士後研究員) 

綱要：所謂「醫道合流」是中國歷史上的常見現象，不少名醫同時也是道教徒，醫療技

術成為助人的途徑之一。醫者不僅要有純熟的醫學知識，更要具備高尚的道德

情操，例如東晉葛洪、唐代孫思邈等人，受後人敬仰。然而道教醫學歷經中國

醫學發展的轉變，逐漸分道揚鑣，成為秘傳知識，富有神秘性。本次演講首先

探討元末明初高道趙宜真所編集之外科秘方，原作者為元代楊清叟，該書主要

治療癰疽，收錄多種藥方，承自宋代以來的外科方，啟後明清的外科技術；其

次分析道教文化與傳統醫學二者的關聯，勾勒出宗教與醫療在人類文明的發展

扮演重要角色，值得加以重視，藉此拓展中國科技史的研究範疇。 

討論紀要： 

劉博士介紹道教和醫學的關係，還播放一小段葛洪的影片。精彩演講到 15:45 結束，接

著進行熱烈問答討論，直到 16:15 結束。本次演講的討論紀要如下： 

紀錄：邱韻如 

羅時成：中醫怎麼治瘋狗咬人，還有天花？ 

劉韋廷：梁其姿院士做許多明清天花研究：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請見《面對疾病》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第三章說明，頁 48-67。 

 

邱美華：畫符還有香灰，真的能治病？ 

劉韋廷：畫符咒其實已有一千年。除了畫符有一定的步驟，先把氣灌入符，再針對疾病

來畫。香灰，算是一種民俗療法。相關研究，參考李豐楙、張智雄，〈書符與符號：正

一符法的圖像及其象徵〉，《清華學報》新 40 卷 3 期 (2010.09)，頁 327-367。

https://thjcs.site.nthu.edu.tw/p/406-1452-40964,r292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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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燕：您提到救心護膜，心和膜各是指哪兒？ 

劉韋廷：各門派對「心」的概念不同，心是一個區域，例如中丹田。膜則是空隙。病毒

是沿著空隙跑。請參考「筋膜」的說明，這方面我的認知有限，請見諒。

https://blog.easepain.tw/dr-kp/fascia/ 

 

張之傑：張天師在江西龍虎山，不在四川。畫符和吃香灰是個醫學社會學問題。中醫的

外科，指治療外在疾病，如癰疽。中醫的外科也會開刀，如劃破癰疽，流出膿液，塞進

藥物。先父民前二年生，他說在大陸時，我們家鄉的中醫仍有內外科之分，我大舅就是

外科醫生。先父說過，我大姐幼時膝關節囊發炎，我大舅在關節處切個小切口，引出膿

液，外敷加上內服，很快就痊癒了。 

劉韋廷：四川在張天師那時是宗教王國。龍虎山在江西，張道陵，道士授籙之處。張天

師四川鶴鳴山創五斗米道，在四川建二十四治，建立最早的道教教團，後來在青城山得

老君傳授道法成仙。相傳第四代孫張盛因不願降曹操而遷移至江西龍虎山，後來成為正

一道本山。 

https://religion.moi.gov.tw/Knowledge/Content?ci=2&cid=263  

https://zh.daoinfo.org/index.php? title=授籙 

 

劉昭民：中國古代醫學藥學史非常豐富。道教在這些方面很有成就。我一個問題是，明

朝皇帝吃丹藥死了好幾位，是不是吃丹藥死的？第二個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火藥是唐

代道家發明的，到宋代發展程炸彈，韓世忠梁紅玉打仗就用到炸彈。 

劉韋廷：煉丹很重要的是採的藥好不好。葛洪後來到羅浮山，就是那兒的藥草好。皇帝

吃的東西很多，究竟是不是吃丹藥死的，其實不一定能確認。所謂「內丹」是用身體當

爐，要練到心火往下，腎水往上，心腎能上下換位，火在下才能煉。很多西醫都很不相

信中醫，看到病人吃中藥，會擔心會導致腎功能不好。參考「心腎相交」的說明。

http://www.ctcwri.idv.tw/CTCW-D2/D2-04四劃-65/D20445心-62/D20445心XX/D2044541

心腎相交.htm 

 

李有容：2015諾貝爾獎，應該頒給葛洪，而不是屠呦呦呀! 

劉韋廷：可惜諾貝爾獎只頒給活著的人，葛洪沒機會領。 

張之傑：屠呦呦得獎，是她萃取出青蒿素，並研製成治療瘧疾的藥物。她在萃取青蒿素

時，從葛洪的《肘後備急方》獲得靈感，知道要用低溫萃取。 

 

邱韻如：西方煉金術和道教煉丹，有哪些基本的異同？ 

劉韋廷：像心理學家榮格很喜歡東方的煉丹，他有一本書《黃金之花的秘密：道教內丹

學引論》(有中譯本)。內丹講的主要是修行。榮格與道教研究，已有不少學者研究，請

參考劉秋固、高榮禧的研究。 

https://w820809.pixnet.net/blog/post/228757646 

http://culturezine.ccstw.nccu.edu.tw/culture/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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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韻如：西方煉金術是把賤金屬煉成貴金屬，像物理大師牛頓有鍾情於煉金術。 

 

邱美華：為什麼有人說吃中藥，裡面有鉛或是朱砂？ 

張之傑：砷、鉛、鎘、汞等重金屬具有毒性。礦物類中藥，如朱砂（硫化汞）、雄黃（四

硫化四砷）就含有汞和砷。朱砂現已禁用。藥材含有重金屬，有時是因生長環境受到污

染所致。另外，鉛丹（四氧化三鉛）與朱砂外觀相似，商家常把鉛丹誤為朱砂或混入朱

砂販售，若藥局人員辨識能力不足，病患服用就會鉛中毒。 

邱韻如：為什麼煉丹要加汞或鉛？ 

張之傑：煉丹家最常用的是汞和鉛的化合物。將紅色的丹砂（即朱砂，硫化汞）加熱，

就可以煉出金屬汞。金屬汞加入硫黃，又可變成丹砂。這兩個反應最令煉丹家著迷，如

此一再反覆，就可以煉成「還丹」。金屬鉛熔點低，也受到煉丹家鍾愛。鉛熔解後繼續

加熱，就會被空氣中的氧氧化，生成黃丹（氧化鉛）；進一步氧化，又生成紅色的鉛丹。

煉丹家根據固有的「關連性思考」，不免想到這些變化是否可以過渡到人身上，使人也

具有類似的變化能力。 

劉韋廷：煉金或煉丹，主要是變來變去，道家的神仙思想主要也是講「變化」。請參考

李豐楙教授著作，《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北京：中華書局，2010）。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神化與變異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23位。感謝美華、德勤、素美攝影，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

存影」或FB社團。 

二、 2022年1-12月的演講，已經排定 (請見本會訊附錄) ，已於9月底接獲市立圖書館核

准函。 

三、 第26期學刊年底出刊，截止日期2021/11/15，格式及字數請參考本會稿約 (稿約在

本會官網，網址請見每次會訊尾)。 

四、 航向天方─十五世紀的伊斯蘭印象(2021/10/26~2022/01/26)，故宮博物院北部院區第

一展覽區105：第一單元「尋找麒麟」、第二單元「天方潮流」、第三單元「天朝風

情」、第四單元「餘波盪漾」。 

五、 本次演講遵照防疫規定，請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本研習教室只限25人，需製作

實聯制名冊供防疫使用。 

 

十二月份演講預告 

民國 110 年 12 月 4 日(六)14:00~16:00 (13:30 即可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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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的修建與見聞 

講員：張之傑(中華科技史學會發起人、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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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2019 年，講者搭乘郵輪作環球之旅，航經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講者敘說兩運河

的修建歷史，及航經兩運河時之所見所聞。蘇伊士運河是在沙漠中挖出的一條溝渠，

船隻以自身動力通過運河。巴拿馬運河是以爬樓梯方式，上下各經過三道水閘。船隻

通過水閘時，關閉自身動力，以軌道拖車拖拉前進。講者將以圖片及視頻，作第一手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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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23 期 

二○二一年十二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1 年 12 月 4 日，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會員：邱韻如、邱美華、張之傑、何邦立、李有容、楊龢之、王文竹、陳德勤、羅時

成、張玉燕、歐陽亮、徐勝一、曲輔良、沈志昌、巫紅霏、劉昭民、徐統。（17

位） 

會友：游素美、沈萬汀、葉吉珄、林良蔧。（4 位） 

 

講題：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的修建與見聞 

講員：張之傑(中華科技史學會發起人、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綱要：2019 年，講者搭乘郵輪作環球之旅，航經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講者的重

點是敘說兩運河的修建歷史，以及埃及和巴拿馬收回運河的過程；其次是航經

兩運河時的所見所聞。蘇伊士運河是在沙漠中挖出的一條溝渠，船隻以自身動

力通過運河。巴拿馬運河是以爬樓梯方式，上下各經過三個閘室。船隻通過水

閘時，關閉自身動力，以軌道拖車拖拉前進。講者另播放兩個視頻，各約 10 分

鐘，一個是攝影家李枝福先生製作的通過蘇伊士運河攝影集，一個是巴拿馬運

河管理局所發佈的The Panama Canal: A new Experience，說明2016年竣工的新船

閘的構造和船隻通過方式。 

 

討論紀要： 

張老師上半場介紹蘇伊士運河的挖鑿歷史，帶著大家跟著影片通過運河。下半場在介

紹巴拿馬運河的修建歷史和工法後，逐步引領大家小心翼翼通過運河，真有身歷其境

之感，擔心小拖船一不小心讓被拖的大船撞壁呢。精彩演講到 16:00 結束，接著進行熱

烈問答討論，直到 16:20 結束。本次演講的討論紀要如下： 

問答紀錄：張之傑 

張玉燕：船隻通過巴拿馬運河需時多久？ 

張之傑：我們那趟大約從清晨 6 時許至下午 4 時許，歷時約 10 小時。 

 

劉昭民：兩洋水位不一，所以要用水閘調節水位。三峽大壩也是用水閘升降。據聞中共

幫巴拿馬建一條新運河，不知建得如何？中共在馬來半島北部與泰國南部的克拉地峽建

運河的事進行得如何？ 

張之傑：兩洋間水位雖略有差異（太平洋側約高出 24 公分），但建水閘主要原因，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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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中央地勢較高。將山谷中的湖泊擴建為人工湖，一方面可作為水道，一方面可避免雨

季時的洪患。您所說的中共籌建的新運河，是尼加拉瓜運河，由香港信威集團與尼國簽

約，中共宣稱與中國政府無關。尼加拉瓜運河已成為爛尾工程，據說是個騙局。至於克

拉運河，仍在擬議階段。 

 

徐統：小時候的地理教科書也說，兩洋水位不一，所以要用水閘升降。供應船閘的湖水，

要有進帳（補注）才行，請問有進帳嗎？ 

張之傑：運河區的熱帶雨林，是加通湖的集水區，熱帶雨林雨水豐沛，湖水補注不成問

題。 

 

徐勝一：客家人到國外發展，是否和五口通商以後，西方國家建設需要人力有關？蘇伊

士運河開鑿有無華工？ 

張之傑：1842 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通商，此後

西方國家才能到中國招工。蘇伊士運河不缺人力，沒有華工參與。 

 

曲輔良：自 1911年至 2017年，中華民國與巴拿馬建交達 106年，2017年斷交後對當地

華人有無影響？ 

張之傑：據我所知，各地華僑，尤其是老一輩的，大多心向民國。斷交後，心理上或許

有些影響，實際生活應無影響。 

聽講後記： 

紀錄：游素美 

今天的講題介紹兩個運河。首先介紹蘇伊士運河。它是通往歐、亞最短路徑。在埃及

的西奈半島旁，荒涼沙漠中挖出的一條溝渠，船隻以自身動力通過運河。 透過攝影家

李枝福先生以長鏡頭的取景，領略運河兩岸景色。今年3月份長榮貨運長賜號因強風困

在運河中，我才警覺這條運河對航海的重要，龐大的損失不知向誰索討。 

巴拿馬運河，則是連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捷徑，是世界七大工程奇蹟之一。起先由開

鑿蘇伊士運河的法國人李西普負責，他用著相同的工法，沒能開鑿成功。主要是每到

雨季，地峽中的河川暴漲，淹沒了機具和已挖好的河段。施工上又遇到熱帶雨林蠱毒

瘴癘，許多工人感染黃熱病和瘧疾。而這些工人包含了華工，也讓巴拿馬地華人佔有

6%。最後美國人利用築壩的方式，使山谷中的湖泊擴大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

解決了施工問題。 

船隻從加勒比海進入運河，經過有三個閘室的加通船閘，上升到水位 26 米的加通湖，

通過這個湖進入運河，航行一段時間，再進入有一個閘室的佩德羅米格爾船閘，下降

約 10 米，然後通過有兩個閘室的米拉弗洛雷斯船閘，共下降 16 米，抵達海平面。 

船隻通過船閘時，關閉自身動力，靠兩側的軌道拖車拉著前行，船尾則以軌道拖車向

後扯，使船打直，以免撞到船閘壁。通行的船隻大小要在「巴拿馬極限」內，通行費是

巴拿馬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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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以為巴拿馬運河兩邊的海平面不一樣高，才需要水閘，原來「爬樓梯」是因應當地

地形，加通湖高於海平面有26公尺落差之故。在場的會友與我有相同迷思， 原來，以

前老師都教錯了！聽了今天的講座，茅塞頓悟，也解了大家一直被誤導的知識。曾經

以為巴拿馬運河兩邊的海平面不一樣高，才需要水閘，原來「爬樓梯」是因應當地加通

湖高於海平面，有26公尺落差之故。在場的會友與我有相同迷思， 原來，以前老師都

教錯了！聽了今天的講座，茅塞頓悟，也解了大家一直被誤導的知識。 

延伸閱讀 

● 蘇伊士運河──殖民歷史閒談與風景分享│環球科學札記(13) 

（張之傑 2021/02/10） https://pansci.asia/archives/204869 

● 通過巴拿馬運河——太平洋與大西洋的連接「樓梯」│環球科學札記(39) 

（張之傑 ・2021/08/11）https://pansci.asia/archives/322691 

● 中國苦力在拉丁美洲留下的雪泥鴻爪（陳小雀 2017/03/07） 

中國苦力投入鐵路修築、巴拿馬運河開鑿等諸多公共工程，促進拉丁美洲國家的經

濟繁榮，是拉美現代化的無名英雄。走過中國苦力悲慘年代，也度過拉美社會的排

華浪潮，華人終究贏得尊重，也為拉美庶民文化增添活力。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995102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21位。感謝美華、素美攝影，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

或FB社團。 

二、 今日收到陳德勤預繳下一年度(2022年)會費1000元，請會員下次例會繳交會費，以

例會務運作。 

三、 大川老師的數術書，已完成電子化初稿，目前正在做最後校稿及修正，將於下次例

會發送給會員。 

四、 第26期學刊年底出刊，已進入校稿階段，將於下次例會發送給會員。 

五、 2022年1-12月的演講(請見本會訊附錄) ，並於9月底接獲市立圖書館核准函。 

六、 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與中研院近史所和清大歷史所將舉辦「製造: 全球視野下近代

早期生產的知識與知識的生產」國際學術會議。會議時間：2022年03月25至26日。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徵稿截止日期：2021年12月15日。 

七、 航向天方─十五世紀的伊斯蘭印象(2021/10/26~2022/01/26)，故宮博物院北部院區第

一展覽區105：第一單元「尋找麒麟」、第二單元「天方潮流」、第三單元「天朝風

情」、第四單元「餘波盪漾」。故宮的FB有數個配合的演講，可於展覽結束前線上

觀看。 

八、 清華通識講座「2020通識人物─沈括」及「2021通識人物─萊布尼茲＆牛頓」系列

演講活動，均可於線上觀看。  

九、 本次演講遵照防疫規定，請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本研習教室只限25人，需製作

實聯制名冊供防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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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份演講預告 

民國 111 年元月 8 日(六)14:00~16:00 (13:30 即可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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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從清初中國和韓國之氣象觀測和天文觀測談起 

講員：劉昭民 (中研院科史會委員，本會會員) 

簡介： 

自古以來朝鮮和中國的關係就很密切，自商朝末年箕子奔朝鮮和秦始皇時代徐福東渡

以來，歷代朝鮮在中國強盛時，多為中國之藩屬國，故韓國自古以來都使用中文，今

日吾人可在日本和韓國之圖書館看到韓國古代之圖書文獻都是使用中文。十八世紀以

後韓人自創韓文，從此不再使用中文。 

茲舉清初（十七世紀）韓國之天文氣象觀測儀器和觀測紀錄，說明古代韓國深受中國之

影響。例如 1910 年日人和田雄治在韓國境內發現乾隆庚寅年（乾隆三十五年）所製之

測雨台，李朝英宗實錄一記載有其雨量觀測紀錄。康熙初年（1660 年左右），南懷仁在

中國曾將西方之溼度計和溫度計傳到中國，但是未見雨量計。中國在南宋時代秦九韶

曾創天地盆測雨和圓罌形雨量器，但要用計算的方式，而非直接測定的方式。 

本文得以拙作《中華氣象學史》，以及韓國氣象局出版之兩冊《十七世紀夜空》與《自

古以來韓國氣象、天文、地震紀錄》提供各位參考。可見自古以來韓國歷代皆有乾旱、

冰雹、雨情、雪、洪災、雷電、日蝕、隕石、流星、地震之統計，古代韓國先民也很

重視天文氣象觀測。到十八世紀（1722 年）才有西人侯士萊（Harsley）發明有 10 個刻

度的雨量計。為今日雨量器之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