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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24 期 

二○二二年元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2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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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邱韻如、劉宗平、何邦立、陳德勤、陳文華、羅時成、邱美華、歐陽亮、張之

傑、張玉燕、徐勝一、巫紅霏、孫郁興、林更青、陳大川、賴進義、王文竹、

徐統、楊龢之、劉昭民。（20 位） 

會友：林良蔧、游素美、沈萬汀、陳波美、葉吉珄。（5 位） 

第一部分 

講題：《數術舊錄暨籌算土香》新書發表會 

講員：陳大川 (中研院科史會委員，本會會員) 

綱要： 

學會以題為「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的蘭花，和兩隻生風福虎迎接大川老師蒞臨《數術

舊錄暨籌算土香》新書發表會，老師神采奕奕親自講解本書的緣由，會長韻如老師簡介

此書的封面封背及一些內容(請參閱本期學刊〈大家來鑽數學：初探陳大川新集數術書〉

一文)。感謝素美拍攝新書發表會影片，已放置本會 youtube 頻道。新書發表會後，我

們和大川老師一起拍了大合照。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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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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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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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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紀要： 

演講從懷念科學史前輩(陳勝崑醫師，李迪所長，郝俠遂教授、吳嘉麗教授)講起，並提

及韓國成均館大學兩位教授，韓國氣象局一行來訪台灣等往事。接著介紹 

古代中韓之雨量計、朝鮮的歷史和地理概述以及朝鮮之氣象觀測和天文觀測發展史。

提到長白山的積雪，讓聽者有身歷其境之感。老師還帶了許多書籍，一一介紹，並讓

大家翻閱。 

問答紀錄：歐陽亮 

賴進義：箕子朝鮮是向東北走，那所謂「殷地」是否中國人從東北過白令海到美洲？ 

劉昭民：個人認為不可能，古代船舶技術不夠。就像有人認為鄭和到過好望角也無明確

依據。 

邱美華：鴨綠江的水是否為長白山積雪造成？ 

劉昭民：光積雪不夠，應是雨量造成，並由支流匯集而成。 

張之傑：科史會創立，有七位原始會員，如今只剩下昭民兄和我。昭民兄比我大四歲，

兩人 1976 年相識，彼時昭民兄 39 歲，我 35 歲。前年我曾寫過一篇〈我所認識的科學

史家劉昭民先生〉，《科學文化評論》， 17(1) ， 2020 ： 101-105 。參見：

https://www.fx361.com/page/2020/1221/7362509.shtml 

相關資料 

 

《數術舊錄暨籌算土香》新書發表會大合照 

《數術舊錄暨籌算土香》新書發表會影片(素美拍攝)分三部分 

Part1：大川老師介紹此書 https://youtu.be/UGyrzc6Tb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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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韻如老師介紹此書的封背封面 https://youtu.be/4rW2_0errKs 

Part3：韻如老師介紹此書的一些內容 https://youtu.be/Mauw5VhFp4U 

 

 

昭民老師帶來的書籍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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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文華接送今日演講者昭民老師。 

二、 今日收到孫郁興、張之傑、陳大川、楊龢之、張廷、劉宗平、邱韻如、賴進義、沈

志昌、邱美華、何邦立、徐勝一、張玉燕、曲輔良、陳文華、孫兆中、羅時成、莊

蕙芷、歐陽亮、林更青、葉鴻灑等21位繳2022年度會費，共計21,000元。其中葉鴻

灑老師還從溫哥華跨海繳交會費，至為感激。請尚未繳交的會員於下次例會繳交，

以例會務運作。 

三、 第 26 期學刊順利出版，感謝張浥泉先生紀念基金資助出版經費、巫主編的細心辛

勞以及賜稿的作者們。感謝輔良協助寄送(海外、國內圖書館、編輯顧問、作者)。 

四、 《數術舊錄暨籌算土香》新書已申請到國家圖書館 ISBN 及 CIP，順利出版，印製

五十冊，免費贈送會員，非會員則收取工本費 100 元。因為印刷廠忘記將封面上膠，

因此會長另外購買書套贈送。 

五、 感謝今日大家的協助，得以順利舉辦大川老師《數術舊錄暨籌算土香》新書發表會。

真高興大川老師能親自前來，美華協助在建國花市買了蘭花，題為「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贈送給大川老師。 

六、 下個月休會，再下次(2022/3/5) 於例會後舉行本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七、 中華甲骨文藝術協會《虎契沖天》台北甲骨文班書法聯展(鹿鶴松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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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日期：20221/16～03/31  

開幕：2022/1/16 13:00 -15:00 甲骨文春聯揮毫 現場書寫贈送民眾 

地點：蘆洲國民運動中心（捷運蘆洲站，走路300m）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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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場配合的線上演講，相當精采，展覽

結束後會下架，請盡快線上觀看。此外還有相關的Podcasts。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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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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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份演講預告 

民國 111 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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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結構特色及書法創作表現 

講員：鹿鶴松(中華甲骨文藝術協會創會榮譽會長) 

簡介： 

甲骨文大部分是商代的卜問文辭，也有些純紀錄文辭：如田獵、賞賜、入龜檔案、天

干地支表...等。120 年來的研究，讓我們對商代的典章制度及軍事、生活、世系...等，

有了比較清晰的輪廓。另一方面，因為甲骨文是中國目前最早的系統文字，仍處於半

成熟階段，文字結構仍有不少的不確定性，如左右可互換，偏旁位置亦無定則，造成

一字多形，甚至異字同形的情況，加上刀刻而成，形成了非常獨特的書法美學，值得

我們探之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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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25 期 

二○二二年三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2 年 3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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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亮、陳文華、王文竹、劉宗平、張  廷、張玉燕、陳德勤、張之

傑、徐勝一、羅時成、韓學宏、徐統、楊龢之、孫郁興、李有容、林良蔧。（17

位） 

會友：鹿鶴松、朱仁智、陳運造、楊正澤、張凱翔、蔡崇憲、蔡尚禾、蟻敏慧、游素

美、許詠麗、詹一智。（11 位） 

 

講題：甲骨文結構特色及書法創作表現 

講員：鹿鶴松(中華甲骨文藝術協會創會榮譽會長) 

綱要： 

甲骨文大部分是商代的卜問文辭，也有些純紀錄文辭：如田獵、賞賜、入龜檔案、天

干地支表...等。120 年來的研究，讓我們對商代的典章制度及軍事、生活、世系...等，

有了比較清晰的輪廓。另一方面，因為甲骨文是中國目前最早的系統文字，仍處於半

成熟階段，文字結構仍有不少的不確定性，如左右可互換，偏旁位置亦無定則，造成

一字多形，甚至異字同形的情況，加上刀刻而成，形成了非常獨特的書法美學，值得

我們探之遊之！ 

 

討論紀要： 

鹿老師上半場先用白板講解，帶來龜殼、肩胛骨、刮竹簡的刀等實物，講解了一些甲

骨文字，例如：「萬」與蠍子的關係、「觀」與貓頭鷹的關係....。中場會長進行會務報

告及互動休息。下半場由 3:30 開始，講到 4：40結束，進行 Q＆A 到五點。演講精彩萬

分，大家都欲罷不能。 

問答紀錄：歐陽亮 

陳文華：龜殼挖洞後會用繩串起嗎？ 

鹿鶴松：鑿洞並未鑿穿，因為要在另一面刻字與占卜。背甲很少用，大多用平坦的腹

甲。 

楊正澤：虎字很有動物原型的樣子，是否有其他類似例子？ 

鹿鶴松：有，虎字條紋改圓圈就變成金錢豹。另外借蠍子身上密密麻麻小蠍很多的樣

子引申為萬字，但借了不還，只好另造一字「蝎」來表示蠍子這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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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亮：(會後補充)「蝎」原意為蛀蟲，被借用與造字指蠍子，詳情請參考：「天蠍還

是天蝎」一文（https://reurl.cc/l9AnmQ） 

王文竹：刮刀是否也當成錢幣。 

鹿鶴松：是，即刀幣。 

王文竹：還有殺青一詞，也是從小刀刮除竹簡表面青皮而來。 

徐統：蠍的原字被借為「萬」，為何不選別的事物或動物來假借？母蠍子身上爬滿小蠍

子，很多很多。這事我聽說過。並未曾眼見。我見過蜘蛛身上爬滿小蜘蛛。拍過掃描

電子顯微鏡照片。這種蜘蛛叫「負子蜘蛛」（英文 wolf spider），網上可以查到。 

邱韻如：例如螞蟻也是密密麻麻，為何要選蠍子？ 

鹿鶴松：雖難回到古代證明，但可能是最常見的就拿來借用，且蠍是可怕的動物，印

象深刻。舌亦為蛇信之圖象而不是人舌，因蛇為危險的。觀字也是形容貓頭鷹，兩個

口是其眼睛。 

張之傑：蠍子是華北常見的動物，至今在北京等城市仍可吃到炸蠍子。我小時候，先

父曾聽過董作賓演講，回來轉述董先生的話說，孵化的小蠍子爬在母蠍子背上，不容

易數清楚，所以甲骨文以蠍子取象萬字。事隔約七十年，至今仍記憶猶新。 

楊正澤：應該是第一個創作者認定的，與地點有關。我曾幫忙鑑定翠玉白菜上的昆

蟲，亦是當地最常見的蟈蟈最有可能。 

王文竹：小時候曾聽先父說起，老家附近有座山叫「蠍子山」，山上有很多的蠍子。 

張廷：商代崇拜強大動物，蠍、蛇有這種力量，有可能是起因。 

詹一晉：問題一，中國文字起由皆以象形為本，是否反映了早期圖騰文化? 問題二，

近年來臺灣趙立真有發動童蒙的「字感」教學，請教老師的看法。問題三，藝術觀點之

外，甲骨文是否有初學者的字體筆法可供依循? 

鹿鶴松：象形文字跟圖騰很有關系，因人喜歡趨向美的事物。戰國有許多字變成圖

騰。現在文字教育應盡量放在情意與藝術，因目前太重認知。所以書法應放在藝術課

之內來教學。 

相關資料 

今日演講提及相關資料 

1. 「甲骨文識字本」(50 元)：販售地點，請搜尋「重慶南路小書齋」 

2.  鹿老師演講提到的達利展，「瘋癲‧夢境‧神曲-天才達利」特展，20221/1~4/13 中正紀

念堂 https://www.wowlavie.com/article/ae2100599 

3. 歐陽亮補充：有關甲骨文日食記錄為何存有疑點，可參考：「甲骨─假古」一文，見 

https://reurl.cc/veAoz1 

4. 歐陽亮補充：「蝎」原意為蛀蟲，被借用與造字指蠍子，詳情請參考：「天蠍還是天蝎」

一文，見 https://reurl.cc/l9AnmQ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28 位。感謝素美、德勤攝影，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7 期（2022 年 12 月） 

 

179 

 

或 FB 社團。許久不見的前前前會長張廷、還有幾位遠從台中來參加。 

二、 今日收到王文竹、李有容、林良蔧(新加入會員)等3位繳2022年度會費，另外，

2022/3/4資深會員游重光繳交3000元會費(2021、2022、2023)，共計6,000元。 

三、 每次相聚都很值得珍惜，希望大家能在例會日，提到抵達來寒暄，或者會後別急著

走，聊聊天或到大安森林公園走走。今天龢之兄以為要聚餐，臨時揪團，但還是流

會了，很是抱歉。我們下個月來聚餐吧！  

四、 2022/3/1 起，台北杜鵑花季在大安森林公園。台大的杜鵑花節也來囉，記得李學勇

老師說過他們當年蒐集了許多杜鵑花苗。 

五、 2022/3/12-13，士林科教館有數學日活動。(典故：3月14日是圓周率日，稱Pi-day。

正好也是愛因斯坦的生日) 

六、 2022/3/25-26，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與中研院近史所和清大歷史所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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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國立清華大學。 

七、 2021/12/21~05/29：看見藏品裡的原、民、官：故宮、臺博、臺史博三館聯合特展。

(國立台灣博物館，228公園裡)  

八、 徐統老師提議：「郵票和鈔票上的科學和科學家」，洪璦說可以提供場地，但位於平

溪區菁桐火車站旁，有點遠。先請大家針對此郵票鈔票議題進行資料蒐集，我們找

機會來辦個座談會。 

九、 本次演講遵照防疫規定，請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需製作實聯制名冊供防疫使用。 

 

四月份演講預告 

民國 111 年 4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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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宿的變遷 

講員：歐陽亮(台北天文館期刊專欄「謎樣星宿」作者) 

簡介： 

世界上有什麼是永恆的？小至基本粒子、大至浩瀚宇宙，若變得快，會以為不存在；

變得慢，會誤認為永遠。其中，「星座」變形的速度也許就像從戀情中清醒的腳步一樣

快。為何星座也會演化？怎麼西洋人跟東方人都愛「星座 DIY」？西洋十二星座為何變

成十三星座？東方世界的星座體系沒有流行的占星用黃道十二星座，而是二十八星

宿，但為什麼印度與中亞剛好也有二十八星宿？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這「四象」真

的都是七個星宿組成的嗎？「三垣」又是什麼？古星圖怎麼會有陣列一般排得十分整齊

的星官？天上怎麼看不到它？本演講將為這些謎團提供答案或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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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26 期 

二○二二年四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2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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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邱韻如、邱美華、歐陽亮、羅時成、徐統、劉昭民、孫郁興、陳德勤、陳文

華、巫紅霏、劉宗平、張之傑、何邦立、林良蔧。（14 位） 

會友：陳適之、曾博淵、吳心恆、游素美、沈芳如、戴又銘、劉仕婷、沈萬汀、倪簡

白、葉吉珄。（10 位） 

講題：星宿的變遷 

講員：歐陽亮(台北天文館期刊專欄「謎樣星宿」作者) 

綱要： 

世界上有什麼是永恆的？小至基本粒子、大至浩瀚宇宙，若變得快，會以為不存在；

變得慢，會誤認為永遠。其中，「星座」變形的速度也許就像從戀情中清醒的腳步一樣

快。為何星座也會演化？怎麼西洋人跟東方人都愛「星座 DIY」？西洋十二星座為何變

成十三星座？東方世界的星座體系沒有流行的占星用黃道十二星座，而是二十八星

宿，但為什麼印度與中亞剛好也有二十八星宿？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這「四象」真

的都是七個星宿組成的嗎？「三垣」又是什麼？古星圖怎麼會有陣列一般排得十分整齊

的星官？天上怎麼看不到它？本演講將為這些謎團提供答案或線索。

https://blog.xuite.net/liangouy/star/590299705 

 

討論紀要： 

海會枯、石會爛，星座也會隨時間變遷。歐陽老師帶著大家觀星，認識三垣、四象、

二十八星宿，講到北斗與南斗時，大家對南斗討論最熱烈。精彩演講到4：40結束，進

行 Q＆A 到 5:10。 

問答紀錄：邱韻如 

戴又銘：華蓋，從宋朝到清朝的變化，是歲差的關係嗎？ 

歐陽亮：不是，是由於明代時華蓋的距星與形狀被人為改變了。 

徐  統：「北斗」常聽，什麼時候開始有「南斗」？我記得駱賓王有一首詩：班聲動而

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 

邱韻如：先代為回答，斗宿是二十八宿之一。蘇軾的「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

間」，以及《詩·小雅·大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這兩則的斗，都是指南斗，南斗是六星，北斗則為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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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亮：南斗就是斗宿，為與北斗區分而稱南斗，起源於東周，最早在《呂氏春秋》與

曾侯乙墓漆箱記錄過。 

陳文華：鄭和下西洋，有沒有看到「南斗」？船上有沒有星官同行？ 

歐陽亮：南斗可見，而且南天極星空在赤道以南就能看到，不過船上僅有一位陰陽

官，對星象瞭解程度不如天文官。他們不記錄南天極是因為天文導航僅需某些現有星

座，不必用新發現的南天極星星。 

吳心恆：東蒼龍、西白虎、南朱鳥、北玄武，天上如何分東西南北？ 

歐陽亮：《尚書‧堯典》提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意思是黃昏後不久在正南方天

空的單星或星群（簡稱昏中星）被命名為鳥，爾後發展為朱雀。以此為準來看其他星宿

時，可見朱雀左邊的青龍位於東方，右側之白虎屬西方，剩下的玄武則在北方。可參

考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第一章第三節（上海學林出版社，2009）。 

孫郁興：南斗六星，屬於 28 宿的哪一部分？ 

歐陽亮：即斗宿，屬於北方七宿之一。 

劉昭民：星宿變化很大，天文曆法也隨之常更改，就是所謂的改曆。《詩經·小雅·漸漸

之石》：「月離於畢，俾滂沱矣。」這是先民們總結的珍貴的天象規律，認為月亮出現

在畢宿附近時，往往會有大雨。我個人認為是不準。您的認為呢？ 

歐陽亮：我與劉老師看法相同，就像《開元占經》部份占辭寫到五大行星會跑到北極附

近的紫微垣一樣，此現象完全不可能發生，應純粹是占卜者想像出來的。可參考〈都是

星星惹的禍之「疫」薄雲天〉。 

陳適之：地球旋轉和銀河旋轉系統不同。那麼星星是否受此旋轉的影響？ 

歐陽亮：太陽系行星中就有些會躺著轉或反著轉，恆星旋轉應該更加多樣。測量恆星

距離與位移後可訂出它們位於銀河系哪個旋臂，銀河旋轉即為恆星旋轉總合，各星都

會受彼此重力牽引而互相影響。 

孫郁興：哈伯望遠鏡，所能看到的頂多 300 億光年的距離約 1000 京(1019)米，距朱世傑

《算學啓蒙》的宇宙範圍:千大數(1075)米，仍然很遙遠。就觀星的變遷而言，您對宇宙

中心運行影響觀星結果的看法如何？ 

歐陽亮：其實「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就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比哈伯更遠的宇宙邊緣了，新

的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將可以讓我們看到更遠、更趨近於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星

系。 

倪簡白：二十八宿是否根據月亮的位置來排的？  

歐陽亮：主流說法是認為依月亮周期而來，月亮陰晴圓缺所產生的「朔望月」週期雖然

是 29~30天，但月球在恆星之間運行的週期則是 27~28天（恆星月，記錄位置用），「天」

只能取整數，取 28 則可平分為四個區域。不過有學者認為二十八宿寬窄不等，最大的

井宿達 34 度，最小的觜宿才 1 度，若為了記錄月亮，寬度應該相差不遠，因此認為是

由土星週期而來，反駁者則認為，土星正確週期不是 28 年而是 29.5 年，且土星在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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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裡並不如太陽、月亮與歲星重要，不太可能以它做為其他天體的參照點。在《史記‧

天官書》中甚至沒有土星占候。相關討論可參考鄭文光《中國天文學源流》（科學出版

社，1979，頁 84）以及孫小淳《中國天文學史》第二章（薄樹人主編，文津出版社，

1996，頁 78）。 

邱韻如：中國的星宿為什麼常常不是用亮星？有的星宿的星，尤其是距星，也不是最

亮星，這是何故？  

歐陽亮：星宿與距星都經過變遷，剛開始也許用亮星，後來為了占星而選用較接近黃

道與赤道的暗星，如牛郎織女兩顆亮星很可能就是牛女兩宿原本的位置，可參考陳遵

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二冊（明文書局，1985）頁 65~67。 

戴又銘：您這樣中西星空比較做研究，想請問您，和研究科學的樂趣相比，研究星星

的樂趣何在？ 

歐陽亮：剛開始我也是對西洋星座有興趣，後來因為盧世斌《星空漫步》（銀禾出版社，

1985）的中西對照星圖而引發對於中國星象的興趣。之後因為很多歷史謎團而越發掘越

深入，樂趣也許就在於解謎。 

邱韻如：請親子觀星會曾博淵老師分享一下觀星的樂趣。 

曾博淵：剛開始是在旅行過程中，白天帶小孩賞鳥，晚上觀星，因此就開始研究星

空，之後加入台灣親子觀星會，認識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帶領民眾觀星......觀

星、賞鳥、看風景，都是欣賞大自然，讓我們在生活中、旅行中，多了更多的樂趣。 

徐統：您剛剛提到日本奈良龜虎古墳（キトラ/ kitora）。我曾在那個古墳剛開挖時去過

那兒，現在有沒有完整的資料？我對 tora 特別印象深刻，因為我小時候家裡的一隻狗

就叫 tora。 

歐陽亮：我在 2019 年 5 月造訪，現地已有專為古墳壁畫而設立的「四神之館」，有等

比例石室模型與期間限定的壁畫真跡展，日文網頁有詳細解說，翻譯後很容易理解。

中文資料請參考〈古人的星象儀？隱藏在日本古墳的黃金星圖〉。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24 位。感謝素美、德勤、美華攝影，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

存影」或 FB 社團。 

二、 今日收到劉昭民及徐統兩位繳交會費共2,000元，加上2022/3/25 收到黃莉晴和劉有

台繳交會費共2,000元。截至目前2022年會費累計已收到34,000元。 

三、 本來預訂今日例會後要聚餐，但因疫情急速上升，只得叫停，敬請見諒！  

四、 每次相聚都很值得珍惜，希望大家能在例會日，提到抵達來寒暄，或者會後別急著

走，聊聊天或到大安森林公園走走。今日會後，一行人（韻如、美華、歐陽、之傑、

紅霏、徐統、素美、萬汀、芳如、又銘、仕婷，共11位）到大安森林公園音樂台天

南地北聊天，直到太陽西下。週六下午，大安公園散步野餐聊天的人們很多，享受

一個愉快的傍晚。  

https://www.nabunken.go.jp/shiji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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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今日劉昭民老師帶了他的著作《客家文化論文集》十本贈送給大家。 

六、 2022/3/25-26，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與中研院近史所和清大歷史所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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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國立清華大學。

本會有邱韻如、徐統、陳德勤、劉昭民、劉有台、黃莉晴等六位會員參加。 

七、 預告第十三屆科學史研討會，將於明年2023年(可能在三月底)舉行，主題：他者眼

中的科學、技術與醫療史。 

八、 2021/12/21~05/29：看見藏品裡的原、民、官：故宮、臺博、臺史博三館聯合特展。

(國立台灣博物館，228公園裡)  

九、 徐統老師提議之「郵票和鈔票上的科學和科學家」目前採每次例會分享10分鐘的模

式，原預定今日由徐統老師打頭陣，因為聯繫有誤而取消，改為六月。下次(五月)

例會，由德勤老師分享10分鐘。有興趣分享的會員會友，可跟會長報名。 

十、 本次演講遵照防疫規定，請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需製作實聯制名冊供防疫使用。 

五月份演講預告 

民國 111 年 5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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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繫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講員：陳德勤(本會會員) 

簡介： 

日本沖繩美麗海水族館與我有三十多年情誼，我曾三度到該館(全家旅遊、參加尾鰭受

傷經治療且裝上義肢再度跳躍海豚富士感謝會、參加日本海獸研修會)感謝內田詮三館

長邀請我參加這兩次專業會議，並讓我在該館錄海豚鯨魚水下聲，並幫我介紹給日本

水族館同業，使我在動物健康照護專業多了許多諮詢對象，此演講將介紹該館成立經

過、我與該館人員互訪、在鯨鯊館玻璃視窗廣場辦晚宴，參與鯨魚、海豚、海牛、海

龜飼養健康照護見聞，藉由兩次參加參加日本國內(未對國外人)研討會，他們與會人員

敬業態度，都是可以供我們參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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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27 期 

二○二二年五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2 年 5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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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勤、何邦立、邱韻如、邱美華、羅時成、徐  統、巫紅霏、李有容、沈志

昌。（9 位） 

會友：游素美、沈芳如、沈萬汀、林芳色。（4 位） 

講題：情繫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講員：陳德勤(本會會員) 

綱要： 

日本沖繩美麗海水族館與我有三十多年情誼，我曾三度到該館(全家旅遊、參加尾鰭受

傷經治療且裝上義肢再度跳躍海豚富士感謝會、參加日本海獸研修會)感謝內田詮三館

長邀請我參加這兩次專業會議，並讓我在該館錄海豚鯨魚水下聲，並幫我介紹給日本

水族館同業，使我在動物健康照護專業多了許多諮詢對象，此演講將介紹該館成立經

過、我與該館人員互訪、在鯨鯊館玻璃視窗廣場辦晚宴，參與鯨魚、海豚、海牛、海

龜飼養健康照護見聞，藉由兩次參加參加日本國內(未對國外人)研討會，他們與會人員

敬業態度，都是可以供我們參考學習。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https://churaumi.okinawa/tc/guide/） 

 

討論紀要： 

德勤醫師帶著大家走到沖繩美麗海水族館，除了介紹綱要中提及與該水族館的淵源及

交流外，也提及海龜的性別決定於孵化溫度、海牛和儒艮的區別、....等等。精彩演講

到 3：25 結束，進行 Q＆A 到 3:40。之後開始科學郵票短講。 

問答紀錄：邱韻如 

邱韻如：您剛剛講到海龜性別是由溫度決定？我前一陣子在研究北方玄武的龜蛇纏繞

時，讀到古人(例如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及晉張華《博物志》)認為「龜雌蛇雄」，認

為烏龜只有雌性，必須與蛇匹配交合。為什麼古人會以為龜無雄？ 

陳德勤：基本上雌龜上岸產卵，雄龜較少上岸，不知跟《博物志》的龜雌蛇雄是否有

關。 

徐  統：您剛剛提到「玳瑁」，是什麼時候列為保育類的？如果家裡有玳瑁的產品，那

要怎麼辦？ 

陳德勤：大約民國 78 年起，政府把許多野生動物列為保育類。如果之前已經有的活體

或產製品，需要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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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邦立：沖繩美麗海水族館是「國立」，該館在日本水族館的地位為何？是不是與

2019/10/31 首里城失火的皇宮(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地位相等？ 

陳德勤：如鴨川海洋世界，在鯨魚海豚人工授精技術很純熟；沖繩美麗海水族館對鯨

鯊飼養及海龜人工授精都有獨特技術，該是國立單位，在經費方面較充裕。 

何邦立：野柳海洋世界是私人的？台灣有哪個水族館是「國立」？ 

陳德勤：屏東海生館及澎湖水族館及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館潮境智能海洋館是國立，野

柳海洋世界則是是私人的，也是台灣第一家水族館。其他如 Xpark、花蓮海洋公園...等

也都是私人的。 

邱韻如：台南台江內海過去有很多鯨魚，是那裡鯨魚特別多嗎？台灣過去還有哪些地

方有鯨魚？ 

陳德勤：過去至今台灣到處都有鯨魚海豚存在，澎湖也很多。 

 

【科學郵票與鈔票十分鐘短講】 

主題：找尋與眼睛有關圖案-以澳門郵票為例（陳德勤） 

綱要：陳德勤老師介紹兩組澳門郵票，讓我們大開眼界。一是點字發明人布萊葉200週

年紀念郵票，布萊葉(Louis Braille,1809-1852)四歲失明，發明以手點指觸摸突起的點組

成的文字進行閱讀的方法，這種系統已經適用於幾乎所有的已知語言。二是奧比斯 

(Orbis) 救盲三十年紀念郵票，用飛機裝載眼科醫療儀器與器材，透過提供醫療設備和

技術，以及培訓眼科醫護人員，協助開發中國家制訂長遠的救盲計劃，解決可避免的

失明問題。 

 

問答討論：  

徐  統：請問奧比斯那個郵票上面的金額，1.50＋1.00，後面加的那個數字是什麼意思？ 

陳德勤：澳門郵電局網站上對奧比斯郵票 1.5+1 元解釋如下：兩枚附捐郵票的郵資金額

分別為澳門幣一圓五角及澳門幣五圓,每枚郵票的附捐金額為澳門幣一圓。附捐金額將按

銷售數量全數獻予「澳門奧比斯」以支持救盲動。 

林芳色：那個點字系統適用於中文嗎？ 

陳德勤：我不太清楚。會後查詢，中文點字是用ㄅㄆㄇㄈ拼音。 

邱韻如：(會後補充)會後我們觀看 11 樓電梯的點字，拍照後回家研究，知道中文點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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ㄅㄆㄇㄈ拼音的。因而發現 11 樓電梯的點字是誤把「上」的點字給倒轉了 180 度當作

「下」。已經跟推廣組趙先生回報此問題。 

何邦立：Orbis 希臘文裡是「屬於眼睛的」的意思，拉丁文的含義則是「環繞世界」。1982

年成立於美國紐約，是全球唯一的一家飛機眼科醫院。全球 4500 萬盲人中九成在開發

中國家，因為醫療條件有限，許多患有本可治癒的眼疾的人卻因為不重視或者條件的限

制而漸漸失明。這就是奧比斯 Orbis 這個非盈利組織創立的初衷：想要幫助更多貧困地

區的人重見光明。迄今，奧比斯已在全球 92 個國家開展治療，培訓了近 32 萬醫生和護

理人員，義務進行了 2350 萬例眼科手術和治療，為不同國家的培訓計劃進行手術示範，

傳授醫療技巧。這一團隊由來自十多個國家的二十多人組成，只為了一個光明的夢

想——這就是奧比斯眼科飛機醫院。好像除了飛機眼科醫院外，還有郵輪的眼科醫院。

對於貧窮人口眾多的地方如印度，就有許多專屬眼科醫院，專收眼疾患者作手術，如角

膜的人工移植救了許多失明患者。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13 位，在疫情衝破四萬六的今日，大家戴好口罩，座位保持安全距

離，進行精彩的演講與交流。感謝素美、美華攝影，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

存影」或 FB 社團。 

二、 徐統老師提議之「郵票和鈔票上的科學和科學家」目前採每次例會分享10分鐘的模

式，下次(六月)例會，由徐統老師分享10分鐘。有興趣分享的會員會友，可跟會長

報名。 

三、 預告第十三屆科學史研討會，將於明年2023年(可能在三月底)舉行，主題：他者眼

中的科學、技術與醫療史。 

四、 2021/12/21~05/29：看見藏品裡的原、民、官：故宮、臺博、臺史博三館聯合特展。

(國立台灣博物館，228公園裡)  

五、 下一年度(2023年1～12月)的演講要開始安排了，請願意分享的會員跟會長報名，

有推薦會外人士也請幫忙聯繫。 

六、 本次演講遵照防疫規定，請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本月起不需製作實聯制名冊供

防疫使用。 

六月份演講預告 

日期：民國 111 年 6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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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空難解謎 

講員：何邦立(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簡介： 

1947 年 3 月 17 日 13 時 13 分，戴笠從青島飛往上海的專機，滂沱大雨濃霧(雨農)中穿

降，撞岱(戴)山失事，全機 13 人無一生還。由於軍統頭子戴笠的特殊身分，令人對其

死因不禁起疑，可能並非簡單的飛行事故。墬機原因眾說紛紜，七十餘年來，戴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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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惡劣天侯論、有功高震主說、有陰謀破壞論、有人為因素說、有腐敗因果論等不

一而足，此一歷史迷團實有待釐清。本文作者為航空太空醫學專家，空難事故調查及

預防專長，以一位能飛的航空醫官，積五十年參與空難事故調查的經驗，抽絲剝繭為

此歷史公案作一剖析，以饗讀者，解開戴笠墬機失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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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28 期 

二○二二年六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2 年 6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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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邦立、羅時成、徐統、張廷、沈志昌、鄭翠琴。（8 位） 

會友：葉吉珄、汪忠甲、何之行、謝於珍、周芝菁、鄭賽梅。（6 位） 

講題：戴笠空難解謎 

講員：何邦立(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綱要： 

1947 年 3 月 17 日 13 時 13 分，戴笠從青島飛往上海的專機，滂沱大雨濃霧 (雨農) 

中穿降，撞岱(戴)山失事，全機 13 人無一生還。由於軍統頭子戴笠的特殊身分，令人

對其死因不禁起疑，可能並非簡單的飛行事故。墬機原因眾說紛紜，七十餘年來，戴

笠死因 有惡劣天侯論、有功高震主說、有陰謀破壞論、有人為因素說、有腐敗因果論

等不一而足，此一歷史迷團實有待釐清。本文作者為航空太空醫學專家，空難事故調

查及預防專長，以一位能飛的航空醫官，積五十年參與空難事故調查的經驗，抽絲剝

繭為此歷史公案作一剖析，以饗讀者，解開戴笠墬機失事真相。 

參考文章，請見本會第 26 期學刊：http://www.sciencehistory.url.tw/?p=2698 

 

討論紀要： 

問答紀錄：邱韻如 

演講進行到 15:30，進行Q＆A討論，直到 16:00結束。進行徐統老師的德國硬幣分享。

邦立醫師一方面是航空醫師，對鑑定飛航事故有相關專業及親身經歷，一方面對公衛

方面也相當熟悉，因此Q＆A熱烈討論這兩方面的問題，包括最近的幾起飛機事故，以

及Covid-19和猴痘病毒。有些討論內容有相當的敏感度，我們決定此次Q＆A不寫逐字

稿，請見諒。 

【科學郵票與鈔票十分鐘短講】 

講題：德國硬幣上的科學家 

講員：徐 統 (清華大學材料系退休教授) 

徐老師先簡單介紹他的集郵冊，接著介紹四個德國的紀念幣，及一個2馬克硬幣，都是

紀念知名的科學家。 

(1) 西德於 1979年發行紀念奧托·哈恩 (Otto Hahn,1879-1968)一百年的 5 馬克硬幣，上

面的圖案標示原子核分裂的連鎖反應。硬幣的週邊有字：「ERSTE SPALTUNG DES 

URANKERNS 1938」(首次鈾原子核分裂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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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德 1977 年發行的  5 馬克硬幣，紀念高斯  200 週年誕辰 (Carl Friedrich 

Gauss,1777-1855) 硬幣的邊緣有字：PAUCA SED MATURA，是高斯的座右銘。(3) 東

德 1979 年發行的 5 馬克硬幣，紀念愛因斯坦 100 年。硬幣一面是愛因斯坦的頭像，

一面是東德的國徽。硬幣邊緣的字：「5 MARK ＊ 5 MARK ＊5 MARK ＊ 5 MARK 

＊」 

(4) 西德的兩馬克硬幣，人頭是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物理學家，量子力學的

開山祖之一。這不是紀念幣，是德國官方1957年至1971年的流通幣。大概是跟 Planck 

的一百歲有關。這個硬幣的邊緣也有字： EINIGKEIT UND  RECHT  UND  

FREIHEIT (請把這幾個字貼上 Google 就可以看到答案) 

(5) 西德 1973 年發行的 5 馬克硬幣，紀念哥白尼 500 年 (Nicolas Copernicus，

1473-1543)。硬幣的邊緣有字：IN MEDIO OMNIUM RESIDET SOL，出自於哥白尼

《天體運行論》裡的文字，意指太陽在中心。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14 位，大家戴好口罩，座位保持安全距離，進行精彩的演講與交流。

感謝美華攝影，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 社團。 

二、 今日收到鄭翠琴繳交會費 1000 元。 

三、 【郵票和鈔票上的科學和科學家短講10分鐘】。有興趣分享的會員會友，可跟會長

報名。 

四、 下個月的【10分鐘短講】，由羅時成老師分享家譜：羅氏豫章堂。接下去的【科學

郵票鈔票分享10分鐘短講】，請有意分享的同好或有推薦(請幫忙聯繫)，請跟會長

報名。 

五、 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科學史通訊》第45期已出版，大家可在網站下載電子檔：

http://mx.nthu.edu.tw/~chmau/newsletter.html#m45 

六、 「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絲路上的考古、歷史、文化、語言與宗教 

會議地點：國立清華大學，新竹 

會議日期：2022/12/01-03 

摘要截稿日期：2022年7月15日 詳見網頁裡的 Call for Abstracts 

網址：https://silkroad2022nthu.wixsite.com/intlconf 

七、 預告第十三屆科學史研討會，將於明年2023年(可能在三月底)舉行，主題：他者眼

中的科學、技術與醫療史。 

八、 下一年度(2023年1～12月)的演講正在安排中，請願意分享的會員跟會長報名，有

推薦會外人士也請幫忙聯繫。 

九、 本會第27期學刊年底出刊，截止日期2022/1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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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訊息分享：(雖然聽不到演講，但是欣賞海報及內容也獲益良多) 

北京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慶五周年(2022/5/16)，特別輯錄過去一年該系主要的新聞動

態、活動紀要、科研及教學成果等，回顧過去，繼往開來。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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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KUTRVwXLwPjhKo_XRZ5Z6Q 

山西大學120週年校慶，科技史系列講座非常多 

https://www.cnkan.com/145982.html 

 

七月份演講預告 

日期：民國 111 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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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的傳統染織 

講員：范月華(新北市烏來區原住民編織協會總幹事) 

簡介： 

織布對泰雅族女性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技藝，尤其早期泰雅族族人認為女性需具備織布

的能力，才能透過紋面通過彩虹橋，回到祖靈國度。 

而所有的孩童們都是在母親等女性身邊耳濡目染的學習到織布之前的線材種植及製

線、染線過程；然後再進一步學習到織布的每一種技法變化。 

而這些非常生活化的在地知識，苧麻從栽培開始，如何才能種植得好？管理到採收；

再經由剝麻、刮麻、 績麻、紡線、軠線、煮線、染色、理經處理手續，手續有些繁雜

也有一點困難度及挑戰。如何處理苧麻纖維?用甚麼工具刮麻?煮線?染色等都會運用到

一些科學知識！ 

 

【10 分鐘短講：家譜】 

主題：羅氏豫章堂 

主講：羅時成老師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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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29 期 

二○二二年七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2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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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翠琴、劉昭民、林良蔧、孫郁興、何邦立、張之傑、巫紅

霏、羅時成、陳文華、徐勝一、徐統、劉宗平、楊龢之。（15 位） 

會友：葉吉珄、歐柏昇、范月華、沈萬汀、沈芳如、游素美、邱瑞彬、羅敏文（8 位） 

講題：泰雅族的傳統染織 

講員：范月華(新北市烏來區原住民編織協會總幹事) 

綱要： 

織布對泰雅族女性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技藝，尤其早期泰雅族族人認為女性需具備織布

的能力，才能透過紋面通過彩虹橋，回到祖靈國度。而所有的孩童們都是在母親等女

性身邊耳濡目染的學習到織布之前的線材種植及製線、染線過程；然後再進一步學習

到織布的每一種技法變化。而這些非常生活化的在地知識，苧麻從栽培開始，如何才

能種植得好？管理到採收；再經由剝麻、刮麻、績麻、紡線、軠線、煮線、染色、理

經處理手續，手續有些繁雜也有一點困難度及挑戰。如何處理苧麻纖維?用甚麼工具刮

麻?煮線?染色等都會運用到一些科學知識！ 

 

討論紀要： 

先由張之傑老師介紹主講人後，進行上半場演講，老師一一介紹怎樣從苧麻製作成

絲。中場休息時，大家觀看老師帶來的各種線材及織布，欲罷不能，下半場講解織布

的過程及方法，演講進行到 15:50，進行Q＆A討論，也是欲罷不能，直到16:10結束。

感謝范老師親手製作織布小書籤，贈送給學會會員。范老師精彩演講後，進行羅老師

的 10 分鐘分享。 

問答紀錄：張之傑 

陳文華：泰雅族織布所用的梭子，和漢族的是否相似，也呈船型梭？   

范月華：泰雅族的緯梭棒與漢族其他少數民族的緯梭棒不同。泰雅族的是以桂竹竹片

製的，兩端有凹槽，以繞8的方式來纏上緯線。織不同顏色的緯線，要換不同的梭子。 

 邱瑞斌：民國五十年代，我們家鄉種黃麻。黃麻要置於水裡浸泡，使葉肉腐爛，漚製

過程會污染環境。泰雅族種的苧麻，將葉肉刮除即可，較為環保。我有個問題：台灣

各原住民族的織法是否相同？從織法上，是否可以看出台灣原住民和其他南島語族的

淵源？附帶問個問題，民國五十八年服兵役時，部隊曾教唱一首「烏來姑娘」，不知您

會不會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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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月華：台灣各族原住民的織布工具不盡相同，譬如烏來泰雅族用整塊樹幹中間鑿空

做成織布箱織布，人與織布箱透過經線纏繞連在一起；有的族群用竹子、木板、圓木

等方式作成織布箱纏繞經線。據我所知，東南亞等南島語族分佈區域也是各有各的工

具，因此從織法上不容易看出其淵源關係。至於環保問題，苧麻刮下的葉肉可以直接

做堆肥。黃麻和瓊麻在漚製時，都會污染環境。您說的歌曲「烏來追情曲」或是「烏來

山下一朵花」，我聽過，但是不會唱。 

 劉宗平：請問所設計的結花(即編織圖案的草稿)與織者心中所想圖案的一致性，是否

有方法確認？ 

范月華：可以確認。因為在正式織布之前，我們會先在織機上試織檢查織紋排列設計

的經線排列。經確認無誤之後，才會正式開始以緯線慢慢織做織物。 

 

【10 分鐘短講：家譜】 

主題：羅氏豫章堂的家譜 

主講：羅時成老師(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教授) 

紀要：羅老師帶來三本厚重的家譜（第一本《羅氏族譜》(1966 年元月)苗栗田寮羅仕久

編；第二本《羅氏族譜》(1970 年)賴羅傅氏大族譜編輯委員會編；第三本《鐵坑羅氏家

乘》(2000 年)新竹羅氏宗親會羅慶江編）並介紹為何會追溯家譜的歷程，提出幾個問題：

(1)為何客籍來台祖大都是 11-13 世代? (2)清朝海禁解除客籍移民？ (3)各個不同客籍姓

氏元(始)世祖立於元末明初？ 

問答紀錄：張之傑 

邱韻如：羅家家祖先最早可追溯到祝融公，我們邱家則是姜太公。大家可以追溯貴姓

的源頭在哪兒。 

張之傑：族譜通常不會追溯久遠，以我們山東諸城普慶張氏來說，以元末明初從鳳陽

遷到諸城的濰陽公（張敏）為一世祖，我是十九世。如今我家的祖先牌位上刻著「山東

諸城普慶張氏歷代祖先暨遷台初祖浥泉公之神位」，先父浥泉公成為我們這一支的一世

祖。 

邱瑞斌：客家人來台較晚，是否和海禁有關？ 

楊龢之：其實清代並未實施海禁，施琅征台後，從大陸到台灣需申請，窮苦百姓哪有

能力向皂吏致送紅包？不得不偷渡來台。直到嘉慶時，才完全不需申請，可以自由來

台。客家人來台較晚，和施琅上奏康熙帝，謂廣東人多海盜，應禁其來台有關。其實

海盜來自潮州一帶，和客家人無關。再說，梅縣一帶客家人來台需翻山越嶺，不如閩

南人來台方便。 

徐勝一：清初客家人渡台，大多是粵東開基第 11-13 代的後裔，這是他們先祖在元末明

初時，因戰亂或天災為生活所逼，從閩西地區紛紛跋徙到粵東各地居住，成為開基第

一世祖。譬如本人先祖徐勝堡在明太祖、成祖年間，從福建連城縣徐坊徙居廣東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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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河口南ㄚ屯田，族譜載為第一世祖，及至乾隆年間徐勝堡第 12 代裔孫徐立鵬渡海到

新竹萃豐庄(紅毛港)開基，傳衍到我是徐勝堡第 19 代。這種世系記載在客家族群遷徙

歷史，以及同宗譜系對接與傳承的研究上，是有很好的啟示性與參考性。 

徐 統：摩門教認為人類皆為亞當、夏娃後裔，故廣事蒐集族譜，並製成微卷。我弄到

的我家族譜，少了一頁，就在摩門教處找到缺少的那一頁。 

羅時成：婆羅洲曾有[蘭芳共和國](1777-1884)以客家話為官方語言，後為荷蘭所滅。南

美蘇利南今日仍用客家語為官方語言，春節為法定假日。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23 位，大家戴好口罩，座位保持安全距離，進行精彩的演講與交流。

感謝素美、美華拍攝，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 社團。 

二、 下個月 8 月休會，9 月份例會後開理監事會議，是否聚餐(自費)到時候視疫情狀況

再決定。 

三、 【短講10分鐘】(不限郵票和鈔票上的科學和科學家)。有興趣分享的會員會友，可

跟會長報名。 

四、 下個月的【10分鐘短講】，由陳文華老師教大家「推」蝴蝶，瞭解紫斑蝶長程飛行

的奧秘。 

五、 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科學史通訊》第45期已出版，大家可在網站下載電子檔：

http://mx.nthu.edu.tw/~chmau/newsletter.html#m45 

六、 「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絲路上的考古、歷史、文化、語言與宗教 

會議地點：國立清華大學，新竹 

會議日期：2022/12/01-03 

摘要截稿日期：2022年7月15日 詳見網頁裡的 Call for Abstracts 

網址：https://silkroad2022nthu.wixsite.com/intlconf 

七、 第十三屆科學史研討會：他者眼中的科學、技術與醫療史。 

主辦：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 

日期：2023年3月24-25日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 

論文摘要投稿截止日期：20229/15 

請將摘要 (500 字以內) 與相關資料以word 檔和pdf 檔寄到： 

a606.histoire.nthu@gmail.com 信箱，審查結果將於202210/31前公告。 

八、 本會第27期學刊年底出刊，截止日期2022/1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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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本次演講遵照防疫規定，請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五月起不需製作實聯制名冊供

防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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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演講預告 

日期：民國 111 年 9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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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第一個國際科學會議 

講員：王文竹 (淡江大學化學系退休教授) 

簡介： 

十八世紀的化學研究脫離鍊金術，法國著名化學家，被後世尊稱為「近代化學之父」的

拉瓦節，給出了氧與氫的命名，提出了「元素」的定義。化學科學中一些現代人普遍接

受的學說與概念，如分子、原子、原子量等，在 19 世紀上半葉已經逐漸形成，於是不

同國家，不同學派的化學家之間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化學表示體系。隨著有機化學的

興起，化合物更見繁多複雜，原子量的表達、化學式的寫法、而類似分子、原子等概

念則更是各不相同，嚴重阻礙了化學研究進展。舉醋酸的化學式為例，當時居然有多

達十九種寫法。 

在德國有機化學家凱庫勒號召下，於 1860 年 9 月 3-6 日在德國工業城市卡爾斯魯厄的

博物館大廳召開會議，是歷史上第一次國際化學科學會議，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國際科

學會議。來自歐洲大陸 15 個國家的一百四十餘位化學家，就原子與分子的概念、化學

命名法、化學反應當量、化學符號等化學科學的基礎性問題達成一致決議。卡爾斯魯

厄會議之後，世界性的化學科學共同體開始形成，會議的某些共識沿用至今。 

 

【10 分鐘短講】 

主題：掌風推蝴蝶～揭開紫斑蝶長程飛行的奧秘 

主講：陳文華老師 (科普活動講師、國小退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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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30 期 

二○二二年九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2 年 9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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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昭民、陳文華、歐陽亮、張玉燕、羅時成、王文竹、劉宗平、巫紅

霏、林良蔧、徐統、何邦立、張之傑。（13 位） 

會友：張凱翔、吳昌樺、沈萬汀、游素美、蕭柱石（5 位） 

講題：史上第一個國際科學會議 

講員：王文竹 (淡江大學化學系退休教授) 

綱要： 

十八世紀的化學研究脫離煉金術，法國著名化學家，被後世尊稱為「近代化學之父」的

拉瓦節，給出了氧與氫的命名，提出了「元素」的定義。化學科學中一些現代人普遍接

受的學說與概念，如分子、原子、原子量等，在 19 世紀上半葉已經逐漸形成，於是不

同國家，不同學派的化學家之間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化學表示體系。隨著有機化學的

興起，化合物更見繁多複雜，原子量的表達、化學式的寫法、而類似分子、原子等概

念則更是各不相同，嚴重阻礙了化學研究進展。舉醋酸的化學式為例，當時居然有多

達十九種寫法。 

在德國有機化學家凱庫勒號召下，於 1860 年 9 月 3-6 日在德國工業城市卡爾斯魯厄的

博物館大廳召開會議，是歷史上第一次國際化學科學會議，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國際科

學會議。來自歐洲大陸 15 個國家的一百四十餘位化學家，就原子與分子的概念、化學

命名法、化學反應當量、化學符號等化學科學的基礎性問題達成一致決議。卡爾斯魯

厄會議之後，世界性的化學科學共同體開始形成，會議的某些共識沿用至今。 

 

討論紀要： 

冒著中度颱風軒嵐諾北上，參加「史上第一個國際科學會議」講座。這個在 1860 年 9

月3日召開的會議，將在同是軍人節的今日重現，顯得格外有意義。文竹老師拋出了四

大問題，其中為何這個會議和化學有關係，吊足了我的胃口。 

化學是一門抽象的課程，從看得到的地方，要去微觀它的化學分子結構，老師將原本

「抽象、矛盾、繁重」的化學史，有條不紊，深入淺出介紹後，而我也從他一個又一個

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各學科的小故事，勾起唸國中理化、數學課程的回憶(我也總

算明白為什麼我學不會了）。從這一場沒有結論的會議中，化學家們卻重大發現:「原

來彼此需要常常見面討論，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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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one really learns anything unless they enjoy it.」 這是王教授掛在口中的名言。認識

這個中華科技史學會，不知不覺， 即將邁入十年! 我珍惜每次的一期一會。並為參與

的每一場留下記錄! (紀錄：游由) 

演講進行到 15:45，進行Q＆A討論，也是欲罷不能，直到16:15結束。精彩演講後，進

行文華老師的 10 分鐘分享。 

問答紀錄：歐陽亮 

陳文華：西方想煉金，在中國煉丹想煉什麼？ 

王文竹：是煉長生不老藥（因為汞可以一直循環再生），煉藥只是附帶產品，其中草藥

居多，礦物藥少。 

劉昭民：物理化學原本不分家，希望王老師可以出書。德國人很厲害，原子彈技術原本

是最先進的。 

王文竹：德國人李比希還發現氮是植物需要的三要素之一。 

張之傑：我補充兩點：(1)古人出於關連性思考，煉丹家想把汞和硫化汞（丹砂）等易於

變化和升華的礦物，煉成丹藥，服食後使這些特性轉移到人身上，藉以長生不老或平地

成仙。(2)道家的煉丹術漸漸和醫藥結合，成為外科的重要用藥。另外想問：這個國際會

議採用哪種語言？ 

王文竹：應該用拉丁文。 

張玉燕：拉丁文一般是用在書寫，比較少用講的。(會後，幾位同好在學會的 FB 繼續討

論這個議題) 

張玉燕：IUPAC 是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不知目前純化學與

應用化學如何分別？ 

王文竹：其實無界限，只視其是否有用途，如某種抗癌藥  cisplatin， 剛開始並不知用

途。又比如  現在有機與無機化學也已無界限。新化合物產生速度很快，命名更需跟上。

台灣命名已落伍，如舊稱亞磷酸的種類。 

徐統：前面提到岩鹽很貴，鹽的英文字是薪水字源，有聽過一個英文故事說到吃包心菜

加鹽是很難得的。 

王文竹：是的。 

羅時成：從數學物理化學生物來看，最早出現的應該是生物學家，在細節上生物學發展

慢，如何運作則是化學後來才能解釋。 

王文竹：沒錯，我指的是現代生物。生物的解釋上可以有物理也有化學的解讀。 

【10 分鐘短講】 

主題：掌風推蝴蝶～揭開紫斑蝶長程飛行的奧秘 

主講：陳文華老師 (科普活動講師、國小退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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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要：從小玩飛機的文華老師，揭露了紫斑蝶飛行的秘密。老師不儘親自示範「推」蝴

蝶的功夫，也帶來許多道具，讓大家在現場試「推」，大家玩得不亦樂乎。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18 位，大家戴好口罩，座位保持安全距離，進行精彩的演講與交流。

感謝素美拍攝，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 社團。 

二、 收到會員巫紅霏繳交 2022 年會費 1,000 元。 

三、 今日例會後召開第七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因颱風取消聚餐(自費)。 

四、 下一年度(2023/1~2023/12)例會演講安排，已彙整資料送交市圖申請場地，並於 8

月 8 日獲市圖同意函。市圖特別提醒如下： 

疫情期間，務請與會人員全程配戴口罩,全館禁止飲食及使用一次性餐具、亦不

得發放餐盒及攜帶便利商店咖啡入館,參加人員須自備環保杯、瓶,請貴會加強宣

導。 

五、 【短講10分鐘】(不限郵票和鈔票上的科學和科學家)。有興趣分享的會員會友，可

跟會長報名。下個月的【10分鐘短講】，由徐統老師介紹他老家南通的大人物張謇

(音：檢)。 

六、 相關學術活動訊息 

 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科學史通訊》第45期已出版，大家可在網站下載電子

檔：http://mx.nthu.edu.tw/~chmau/newsletter.html#m45 

 「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主題：絲路上的考古、歷史、文化、語言與宗教 

地點日期：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2022/12/01-03 

網址：https://silkroad2022nthu.wixsite.com/intlconf  

 第十三屆科學史研討會：他者眼中的科學、技術與醫療史。 

主辦：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 

日期地點：2023年3月24-25日，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 

論文摘要投稿截止日期：2022/9/15 

網址：http://mx.nthu.edu.tw/~chmau/  

 唐獎第五屆大師論壇漢學獎～潔西卡羅森：青銅、金玉與金；「物的語言」及

其脈絡 (2022/9/21 演講 16:00-18:00，台大應力所，有直播) 

七、 本會第27期學刊年底出刊，截止日期2022/1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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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本次演講遵照防疫規定，請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五月起不需製作實聯制名冊供

防疫使用。全館禁止飲食及使用一次性餐具、亦不得發放餐盒及攜帶便利商店咖啡

入館，參加人員須自備環保杯、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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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演講預告 

日期：民國 111 年 1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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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分曆談陰陽合曆中的閏年和閏月   

講員：陳文華 (逸仙國小退休教師、現任遠哲科普講師) 

簡介： 

《四分曆》是中國古代曆法，東漢天文學者編、李梵編纂，屬於陰陽曆。因太陽年長

365 又四分之一日被稱為四分法。古六曆、戰國四分曆、後漢四分曆都採用四分術。定

一年的時間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四分是圭表上的四分之一的意思，中國古代慣用分

數，和西方的 0.25 數感不同，四分之一容易感覺四個四分之一會形成一，四年之後會

多出一天，所以說四年一閏。 

這次的分享內容談的是，用國中程度的數學，最小公倍數、最大公約數、聯分數解析

處理閏年閏月，就從四分曆中的四分之一談起，《後漢書‧律曆下》日行四周千四百四六

十一日，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三十五周做為計算的基本資料。 

 

【10 分鐘短講】 

主題：一個不屈服的窮書生：南通張謇 

講員：徐統 (清大材料系退休教授) 

簡介： 

清末狀元張謇(1853-1926)，江蘇南通人，主張「實業救國」，是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

家、教育家。他創辦了中國近代的第一所師範學校南通師範學校、第一家民辦博物館

南通博物苑、第一家氣象台軍山氣象台以及高等學校南通大學...等等。本次短講邀請徐

統老師帶大家認識他老家南通的大人物張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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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31 期 

二○二二年十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2 年 1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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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蕙芷、劉昭民、邱美華、陳文華、李有容、楊龢之、歐陽亮、劉宗

平、鄭翠琴、徐勝一、徐統。（12 位） 

會友：鄒恩慈、謝蘇麗、黃麗卿、葉吉珄（4 位） 

講題：從四分曆談陰陽合曆中的閏年和閏月   

講員：陳文華 (逸仙國小退休教師、現任遠哲科普講師) 

簡介： 

《四分曆》是中國古代曆法，東漢天文學者編、李梵編纂，屬於陰陽曆。因太陽年長

365 又四分之一日被稱為四分法。古六曆、戰國四分曆、後漢四分曆都採用四分術。定

一年的時間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四分是圭表上的四分之一的意思，中國古代慣用分

數，和西方的 0.25 數感不同，四分之一容易感覺四個四分之一會形成一，四年之後會

多出一天，所以說四年一閏。 

這次的分享內容談的是，用國中程度的數學，最小公倍數、最大公約數、聯分數解析

處理閏年閏月，就從四分曆中的四分之一談起，《後漢書‧律曆下》日行四周千四百六十

一日，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三十五周做為計算的基本資料。 

 

討論紀要： 

文華老師帶來很多天文書籍及道具，有地球儀、星官傘、星官圖、橘子扮演的月亮等

等，還分送每人一本 2020 的農民曆。演講進行到 15:50，進行 Q＆A 討論，結束後，進

行徐統老師的 10 分鐘分享。 

問答紀錄：歐陽亮 

徐勝一：我記得有一幅畫，畫的是日月同輝，太陽和月亮同時在天上，而且月亮還是亮

的。日月同輝時應為朔，有可能看得到「日月同輝」這樣的景象？ 

邱老師：您說的是不是故宮典藏〈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那幅長畫，畫裡面天文台一左

一右各畫有月亮及太陽，兩者都是圓的，這是不符合天象的。請見拙作（邱韻如：故宮

長畫〈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之儀象與天文考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3 期，p59-77） 

陳文華：日月雖同時可見，但月為缺角，亮面會一直朝太陽。 

邱老師：農曆的大月小月是怎麼規定的？ 

陳文華：我猜是一大接一小依序下去。 

邱韻如：但您發的 2020 年農民曆（農曆庚子年），正月小、二月大、三月大、四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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閏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七月小、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十二月大。

並非一大一小這樣安排。 

陳文華：這我要回去研究囉。（會後補充）農曆是依照「逢朔初一」及「無中置閏」原

則制訂，前者導致有的月大(30 天)有的月小(29 天)，後者則是哪個月該閏的依據。 

歐陽亮：（會後補充）（1）文華老師的閏月統計表(1810-2409 年)，為何沒有閏臘月，閏

正月僅 2 次，原因在於在近日點時（近冬季）地球移動較快，兩中氣間隔較短，其月內

很難不含中氣，所以不易閏月（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曆法篇第二章，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6，頁 996）。（2）春秋中期才開始有規則地設頻大月與置閏法（陳遵媯：《中

國天文學史》，曆法篇第二章，頁 1023），表示大月可相連出現。[媯: ㄍㄨㄟ] 

陳文華：（補充說明月亮為何每晚慢 50 分鐘升起）漢代尚未有地球自轉的概念，月亮會

每晚遲 48.8 分鐘升起是用漏壺作時間計量。以現在月亮會繞地球公轉，地球會自轉做計

算，月球如果今天在中天正上方位置，明天會移動到 360/365.25 角度的位置，月球繞地

球一週需花的時間是「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三十五周」。365 又 1/4 乘 19 除以 235=

月球公轉一圈約 29.54 天 (共 360 度) – 因此一天約晚 360/29.54 度，地球自轉一圈 360 

度 24 小時 ，也就是轉一度要 24/360 小時 = 4 分鐘。 因此月球一天約晚 (360/29.54) 

× 4=48.74 ≈ 50 分鐘升起。 

【10 分鐘短講】 

主題：一個不屈服的窮書生：南通張謇 (ㄐㄧㄢˇ) 

講員：徐統 (清大材料系退休教授) 

簡介：清末狀元張謇(1853-1926)，字季直，江蘇南通人，主張「實業救國」，是中國近

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創辦了中國近代的第一所師範學校南通師範學校、第

一家民辦博物館南通博物苑、第一家氣象台軍山氣象台以及高等學校南通大學...等等。

本次短講邀請徐統老師帶大家認識他老家南通的大人物張謇。 

紀要：徐統老師的寶物很多，這次他帶來張謇親筆書寫的扇子、南通實業教育慈善風

景書冊，以及他小時候臨帖練字的《張季直大楷習字範本》。徐老師的父親徐白先生曾

於 1964 年在《文星雜誌》分上中下發表三篇題為〈一個不屈服的窮書生〉(14(5),14(6),15(1))

介紹這位南通的狀元實業家，是本次短講主題的緣由。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16 位，大家戴好口罩，座位保持安全距離，進行精彩的演講與交流。

感謝美華拍攝，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 社團。 

二、 【短講10分鐘】(不限郵票和鈔票上的科學和科學家)。有興趣分享的會員會友，可

跟會長報名。下個月的【10分鐘短講】，由韻如老師介紹湯若望衣服上大白鵝的由

來。 

三、 我們敬愛的大川老師，於二〇二二年九月廿九日下午五時於台灣新北市寓中安然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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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享耆壽一百〇四歲。這是本會及造紙界的大事。大川老師享壽104歲，安然辭

世，這是何等福份！學刊第27期應有一篇紀念文，將由理事長執筆，另有一篇「我

所認識的陳大川先生」，每人寫300-500字。請寫好寄給張之傑老師 (email : 

zjzhang@seed.net.tw)，由張老師協助編輯，若用word檔，請轉成*.doc格式。 

大川老師「追思禮拜」謹訂於2022年10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點，於中華基督教

禮賢會台北堂舉行，時間約100分鐘。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44號9樓，古亭捷運站7

號出口，02-2392-7353。懇辭奠儀、花圈、花籃。擬參加追思禮拜的會友請先跟會

長報名，以統計人數，謝謝！！ 

四、 相關學術活動訊息 

 「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主題：絲路上的考古、歷史、文化、語言與宗教 

地點日期：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2022/12/01-03 

網址：https://silkroad2022nthu.wixsite.com/intlconf  

 第十三屆科學史研討會：他者眼中的科學、技術與醫療史。 

主辦：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 

日期地點：2023年3月24-25日，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 

網址：http://mx.nthu.edu.tw/~chmau/  

五、 本會第27期學刊年底出刊，截止日期2022/1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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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起不需製作實聯制名冊供

防疫使用。全館禁止飲食及使用一次性餐具、亦不得發放餐盒及攜帶便利商店咖啡

入館，參加人員須自備環保杯、瓶。 

十一月份演講預告 

日期：民國 111 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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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探險史 

講員：倪簡白(中央大學物理系) 

簡介：自 1960 年蘇聯開啟火星探測，至今已 60 年。綜觀 60 年來的火星探測，美蘇歐

日中等國共有 58 顆衛星前往火星。從早期連續的失敗到現在多數成功，可見持

續不斷的努力，是科學研究的共同法則。這 60 年的主要成果是確認火星曾經擁

有大氣及水，但是經歷氣候變遷成為目前得乾燥高溫失去大氣層無生物的世

界。對這顆行星的過去歷史及未來地球的命運提共了有用的資訊。這並將為人

類未來火星移民提供重要的條件。  

 

【10 分鐘短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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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湯若望衣服上的大白鵝 

講員：邱韻如 (中華科技史學會理事長) 

簡介：常見到的湯若望圖像，他穿的衣服上看起來是一隻大白鵝，這是怎麼回事呢？

此次短講為大家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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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32 期 

二○二二年十一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2 年 1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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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邦立、邱美華、孫郁興、羅時成、張玉燕、歐陽亮、曲輔良、鄭翠

琴、林良蔧、張之傑、徐統、楊龢之、巫紅霏、徐勝一、劉昭民。（16 位） 

會友：倪簡白、吳心恆、蔡茂盛、焦  平、游素美、沈萬汀、曾鳳英、張震興、林正

修、葉吉珄（10 位） 

講題：火星探險史 

講員：倪簡白(中央大學物理系) 

簡介：自 1960 年蘇聯開啟火星探測，至今已 60 年。綜觀 60 年來的火星探測，美蘇歐

日中等國共有 58 顆衛星前往火星。從早期連續的失敗到現在多數成功，可見持

續不斷的努力，是科學研究的共同法則。這 60 年的主要成果是確認火星曾經擁

有大氣及水，但是經歷氣候變遷成為目前得乾燥高溫失去大氣層無生物的世

界。對這顆行星的過去歷史及未來地球的命運提共了有用的資訊。這並將為人

類未來火星移民提供重要的條件。  

討論紀要： 

上半場老師介紹了很多火星探測的「失敗」史，這些失敗成為成功之母，之後人類的探

測器才終於在火星成功著陸。精采的介紹，讓大家收穫滿滿。演講於 15:30 結束，進行

熱烈的 Q&A 到 16:00，大家對火星探險的好奇展現無遺。 

問答紀錄：歐陽亮 

徐  統：請問火星自轉與晝夜怎樣決定？ 

倪簡白：1666 年，卡西尼(義大利 Giovanni Cassini ) 觀測火星北極冰帽及表面的特徵，

因此決定自轉週期為 24h 40min，(今:37 min)，幾乎和地球相同北極特徵。公轉則較地

球慢。 

吳心恆：聽您演講，讓我覺得對地球的未來很悲觀，火星以前若有水，今日火星明日地

球，火星是否是地球的未來？ 

倪簡白：有這種擔心，二氧化碳不斷增加水會逐漸脫離，火星無磁場讓大氣易被解離。 

邱美華：我看過一個報導，說可以提供火星更多二氧化碳，讓它變暖產生更多的水的方

法，這樣以後地球人到火星時就有水可以用了，這種方法可行？ 

倪簡白：不清楚 

邱美華：(會後補充) 改造火星需要什麼？我們能讓火星變得像地球一樣宜居嗎？摘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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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大哉問》網址如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75230/fullpage  

曲輔良：因為 110 學測物理科考了一題 2020 年 7 月從地球到火星的路徑問題，所以我

特別關注毅力號的新聞。毅力號在採集岩石時曾經發生碎石卡住問題，當時徵求地球人

想辦法解決問題，有網友說急速開車急轉彎解決，您對此看法如何？ 

倪簡白：沒注意到這件事。 

曲輔良：(會後補充)火星毅力號執行神操作！猛轉樣品旋轉輪，火星鵝卵石直接被彈飛，

2022/11/7，新聞網址如下 

https://inf.news/zh-tw/science/cf1b864e18a7ec14e17b4efaadd9b3e3.html 

孫郁興：如何自火星拿回樣品？回程路徑需求 6 個月長途飛行的火箭能量？ 

孫郁興：(會後補充) 探測器將把這些樣本放到火星表面，等待將來的火星探測行動把樣

本運回地球。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73586  

孫郁興：問題 2，美國如何自月球拿回月球土壤樣品及送回 200 公斤的 2 位登月太空人

加上數百公斤的登月艙？回程路徑需求負重約 500 公斤，飛行的火箭能量(接駁的繞月

球軌道飛行的中繼通訊衛星，其火箭能量足夠逃離月球引力並返還地球)是否足夠？ 

倪簡白：像登月的回程，岩石樣品應該沒那麼重，對於未來的計劃我不清楚，但美國那

邊應該已有把握。 

林正修：暗空協會有許多火星模型，建議台灣可提供相關供應鏈，目前台灣可做些什麼？ 

倪簡白：省錢的立方衛星。 

林正修：補充一下，在國外利用惡地形模擬火星，或做民宿，蓋主題公園，科學研究等。

台灣月世界也可進行。 

徐統：蘇聯如何知道太陽能板放反 ？ 

倪簡白：操作人員誤置，衛星上面都有系統診斷裝置，例如溫度，壓力等。太陽能板的

角度應該也是其中之一。 

劉昭民：大陸花大錢用長征五號把天問一號打上去了。我們要登陸火星，有那些困難？ 

倪簡白：很困難，要飛行六個月以上，且去了就要準備不回來。 

張震興：您說火星來的隕石有 6 萬顆，如何知道那些打來的隕石是火星來的？(會後更

正:根據維基百科「火星隕石」詞條，地球上發現的隕石已超過 6 萬顆，但確認是來自

火星的僅有 132 顆) 

倪簡白：以化學成份驗出，在南北極比較容易找到。火星隕石來自很久以前的碰撞。太

陽系行星形成於 46 億年前，那時候星際間有許多漫遊小行星，碰撞頻繁。例如月球就

可能是一顆火星大小的星球與地球碰撞造成的。 

 

【10 分鐘短講】 

主題：湯若望衣服上的大白鵝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7 期（2022 年 12 月） 

 

205 

 

講員：邱韻如 (中華科技史學會理事長) 

簡介：常見到的湯若望圖像，他穿的衣服上看起來是一隻大白鵝，這是怎麼回事呢？此

次短講為大家解密。 

紀要：邱老師帶來湯若望的郵票以及「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的郵票，解謎「大白鵝」其

實應是一品文官補子上的「仙鶴」之外，並介紹《中國圖說》一書，及指出郵票背景圖

之時空錯置的問題。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26 位，大家戴好口罩，座位保持安全距離，進行精彩的演講與交流。

感謝素美和美華拍攝，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 社團。 

二、 【短講10分鐘】(不限郵票和鈔票上的科學和科學家)。有興趣分享的會員會友，可

跟會長報名。12月的【10分鐘短講】，由張之傑老師介紹章太炎故居碑文解讀。剛

好其故居所在處的(萬華剝皮寮歷史街區)有【LIGHTHOME：以光為家|燈塔人的故

事】的展覽(2022/11/18-11/27)，大家可以抽空先行前往觀展，順便去看章太炎撰寫

的碑文。 

三、 我們敬愛的大川老師，於2022年9月29日下午五時於台灣新北市寓中安然辭世，享

耆壽一〇四歲。「追思禮拜」於2022年10月15日(六)上午10點，於中華基督教禮賢

會台北堂舉行。在追思禮拜中，大川老師的兒女分別介紹老師的生平行誼與愛好，

包括80多歲參加中華科技史學會，增添更多學習的廣度及深度。常陪伴來參加例會

的女兒波美姊以【永遠的老玩童】介紹老師觀察記錄太陽行跡的實驗，還有許多大

川老師的畫作。參加追思禮拜有10位會員，會後除志昌外，韻如、之傑、美華、郁

興、龢之、文華、洪璦、宗平、廣定等在麥當勞聚餐，洪璦埋單。 

四、 相關學術活動訊息 

 「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主題：絲路上的考古、歷史、文化、語言與宗教 

地點日期：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2022/12/01-03 

網址：https://silkroad2022nthu.wixsite.com/intlconf   

 第十三屆科學史研討會：他者眼中的科學、技術與醫療史。 

主辦：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 

日期地點：2023年3月24-25日，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 

網址：http://mx.nthu.edu.tw/~chmau/  

五、 本會第27期學刊年底出刊，截止日期2022/1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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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起不需製作實聯制名冊供

防疫使用。全館禁止飲食及使用一次性餐具、亦不得發放餐盒及攜帶便利商店咖啡

入館，參加人員須自備環保杯、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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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份演講預告 

日期：民國 111 年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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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布籌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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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分鐘短講】 

主題：章太炎故居碑文解讀 

講員：張之傑 (中華科技史學會) 

簡介：章太炎因遭戊戌政變牽連，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避禍台北，任《台灣日日新

報》漢文部記者，為時半年。其居所廣州街 123 號，已列為歷史建築。居所後有

塊水泥製石碑，書大篆三行，署章炳麟，可見由其墨寶勒石。經本會同仁通力

合作，已完成解讀、語譯。本短講敘說解讀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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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 

第 233 期 

二○二二年十二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22 年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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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郁興、張之傑、羅時成、王文竹、李有容、林良蔧、歐陽亮、劉宗

平、巫紅霏、賴進義、徐勝一、楊龢之、徐統、陳文華。（15 位） 

會友：曾鳳英、許詠麗、陳鳳儀、吳志峰、吳宜霏、蘇莉婷、葉吉珄（7 位） 

講題：籌算─中國傳統布籌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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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紀要： 

孫老師準備了 40 組算籌和講義，送給與會嘉賓。上半場介紹籌算的基本概念，並讓大

家演練加減乘除。中場孫老師實際演練籌算乘法讓大家圍觀。下半場從分數加法及乘

法，進入開根號、開三次四次到 11 次，接著介紹《四元玉鑑》解聯立方程式，從一元、

二元、三元到四元。演講於 15:50 結束，進行熱烈的 Q&A 到 16:10。(補充：大川老師

數術書封面畫的籌算四元方程式就是《四元玉鑑》裡的〈假令四草第四問：四象會元〉，

可惜演講時間有限，不及介紹到此) 

問答紀錄：歐陽亮 

陳文華：開四次方可應用在哪？ 

孫郁興：物理上加時間就有四維，空間更多維度就有更高次方。 

徐統：古人不一定知道這些數學有沒有用，只視為是遊戲。 

孫郁興：例如運用二項式方法就可解高次方程式。 

王文竹：數學名詞古今對照，應該很有意思。我覺得籌算解題過程比結果有趣，如同建

構數學，但不知道拔籌是否有順序？我是用心算後才移動籌。另外，我猜測是因為計算

過程繁複，必須列出各步驟的結果，但古時紙張較稀有，所以巧計用籌取其易改及重覆

使用。 

孫郁興：古書有明確順序的地方，只有計算時要從左到右進行拔籌及換籌。 

乘法，則可以融合拔籌及換籌來簡化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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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吉珄：怎麼抓出開方根的二項式大數 x，用心算嗎？ 

孫郁興：對，所以要熟悉九九乘法表。 

徐  統：阿拉伯數字的零是個偉大的發明。是否可以自己發明零的排法？ 

邱韻如：現在使用的「0」的發明始於印度，關於「0」的概念在其它地區很早就有。可

以參考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0)。 

張之傑：中國原無零的觀念。零，閩南語作「空」，與籌算以空出一格表示零的意思相

同。 

陳文華：「商」在乘除都用，會不會混淆？ 

孫郁興：整數乘法沒有商，分數乘法才有。商，就是除法或分數乘法結果的整數解。 

葉吉珄：是否有專門用來排籌的格子？ 

孫郁興：有，用布做的。 

邱韻如：電影「天地明察」裡面有演到男主角在一大塊格子布上操作算籌。 

 

【10 分鐘短講】 

主題：章太炎故居碑文解讀 

講員：張之傑 (中華科技史學會) 

簡介：章太炎因遭戊戌政變牽連，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避禍台北，任《台灣日日新

報》漢文部記者，為時半年。其居所廣州街 123 號，已列為歷史建築。居所後有塊水泥

製石碑，書大篆三行，署章炳麟，可見由其墨寶勒石。經本會同仁通力合作，已完成解

讀、語譯（碑文內容：猶得敧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撥蒙

密兮見窗，行敧斜兮得路）。本短講敘說解讀經過。 

問答紀錄：歐陽亮 

徐  統：補充章太炎故事，我聽過其後人說，如果...章有機會當國父。 

葉吉珄：碑上是否就已有錯字？ 

張之傑：碑文中的「兩三行」，小園賦原文作「三兩行」，這是憑記憶寫出之故，不是

錯字。 

王文竹：章的原稿寫「發」，網路上才誤植為「拔」。 

邱韻如會後補充：(1)章太炎提出的「紐文」與「韻文」方案後來成為「注音符號」的前

身。(2)章太炎故居及這面碑牆在萬華剝皮寮歷史街區的「台北市鄉土教育中心」裡面，

捷運龍山寺站走過去不遠。 

孫郁興會後補充：依據《四庫全書薈要‧集部庾子山集卷一》是「榆柳兩三行」，章太

炎碑文與此符合。小園賦的薈要原稿是「欹」，章太炎碑文則為「攲」。請見下圖(a)

或見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1074&page=38。 

張之傑會後補充：《欽定四庫全書‧文苑英華‧卷九十七》，作「榆柳三兩行」。網路

本小園賦大多據此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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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見下圖(b)或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2519&page=30。 

邱韻如查《四部叢刊初編》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屠隆刊本之庾子山集也是寫「榆柳三兩

行」，見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7957&page=66。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 22 位，大家戴好口罩，座位保持安全距離，進行精彩的演講與交流。

感謝韻如和詠麗拍攝，照片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 社團。 

二、 今日(2022/12/3)正好是本會 25 周年慶，我們僅以每人 25 根算籌大合照，慶祝學會

的生日。元月的【10 分鐘短講】來辦一個慶祝 25 周年的小活動。 

三、 本會第27期學刊年底出刊，感謝巫紅霏主編的辛苦。下個月例會將發送給會員，也

請會員繳2023年的會費。該日例會後，請理監事留下來開理監事會議。若疫情無虞，

會後老地方(峨嵋餐館)餐聚，歡迎會員會友一起參加(自費)。 

四、 三月份(2023/3/4)將舉辦會員大會以及理監事改選，請預留時間踴躍參加。 

五、 物理史前輩，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的郭奕玲老師已於2022年11月16日乘鶴仙去，享

年91歲。郭老師是許多物理教師走進科學史的啟蒙，郭老師的諸多著作帶領大家進

入物理史的世界。 

六、 2022/12/01-03於國立清華大學舉辦「絲綢之路：絲路上的考古、歷史、文化、語言

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一場非常國際的國際研討會，會議召集人是清大語

言所的梅思德(Barbara Meisterernst)老師。發表者來自德國、英國、以色列、瑞士、

美國、奧地利、捷克、土耳其等國，26場演講中，線上發表居多，有7場現場參與

發表的是6位台灣學者及來自慕尼黑大學的Annie Chan。本會發表的有邱韻如和莊

惠芷，另有劉昭民、徐統、黃莉晴、劉有台參與。 

七、 唐獎第五屆得獎人專題影片，中視新聞台12/25(日) 22:00 漢學獎的潔西卡‧羅森

(Jessica Rawson)【為無聲之物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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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第十三屆科學史研討會：他者眼中的科學、技術與醫療史。主辦：中研院科學史委

員會。日期地點： 2023 年 3 月 24-25 日，國 立清華大學人社院。 網址：

http://mx.nthu.edu.tw/~chmau/   

九、 【短講10分鐘】(不限郵票和鈔票上的科學和科學家)。有興趣分享的會員會友，可

跟會長報名。 

十、 本次演講遵照防疫規定，請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五月起不需製作實聯制名冊供

防疫使用。全館禁止飲食及使用一次性餐具、亦不得發放餐盒及攜帶便利商店咖啡

入館，參加人員須自備環保杯、瓶。 

元月份演講預告 

日期：民國 112 年元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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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眼中的寄居蟹 

講員：李弘善(橫山國小教師、台灣師大科教博士) 

簡介：寄居蟹，近來因為背負塑膠製品或陸殺事件而屢屢見報，成了海洋環境教育議

題的明星物種，連低年級的小學生對此這種無脊椎動物都不陌生。但是在中國

古書中，寄居蟹是否另有稱呼呢？古人對寄居蟹的觀點為何呢？筆者根據古籍

記載，從寄居蟹的名稱考據出發，再根據古人對寄居蟹的概念整理出「寄居蟹是

寄生於螺殼的生物」、「寄居蟹與海螺分享螺殼」以及「寄居蟹與海螺互化」等

三種概念加以闡述。此外，由於寄居蟹是海洋生物中唯一不需要打氣設備即可

以畜養者，因此筆者也找到幾則古人與寄居蟹的互動，包括畜養與餌料、觀察

記錄、外型描述等可喜可愕之事，佐以詩詞中的描述，期待賦予海洋生物另類

的風貌。 

 

【10 分鐘短講】 

主題：本會 25 周年慶慶祝小活動 

簡介：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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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 ~ 2023 年 12 月演講排程請見下一頁） 

 

 

中華科技史學會 111年 9月 ~  112 年 12月 演講活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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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iencehistory.twbbs.org/?p=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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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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 入場，免費演講) 

姓  名 時  間 題        目 服務單位 

王文竹 111 年 9 月 3 日 史上第一個國際科學會議 淡江大學化學系退休教授 

陳文華 111 年 10 月 1 日 從四分曆談陰陽合曆中的閏年

和閏月 
國小退休教師 

科普講師 

倪簡白 111 年 11 月 5 日 火星探險史 中央大學物理系 

孫郁興 111 年 12 月 3 日 籌算─中國傳統布籌運算法 健行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李弘善 112 年 元月 7 日 

 

古人眼中的寄居蟹 台灣師大科教博士 

橫山國小教師 

(休會) 112 年 2 月   

莊蕙芷 112 年 3 月 4 日 先秦兩漢的蓋天說相關文物 江蘇師大文學院 

中研院科史會委員 

林宏欽 112 年 4 月 8 日 鹿林天文台與臺灣的小行星發

現 

中央大學天文所 

鹿林天文台台長 

吳明德 112 年 5 月 6 日 橡筋動力直升機的前世今生 麗山高中教師 

邱韻如 112 年 6 月 3 日 牛頓身後的手稿及其家譜 中研院科史會委員 

中華科技史學會 

歐柏昇 112 年 7 月 1 日 甲骨文與殷商天文曆法 中研院天文所博士生 

中華民國全國大學天文社聯盟

理事長 

(休會) 112 年 8 月   

劉昭民 112 年 9 月 2 日 我國古代先民對風能的利用 中研院科史會委員 

中華科技史學會 

張玉燕 112 年 10 月 14 日 本草學與植物學：中國自然觀與

自然史的轉變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劉韋廷 112 年 11 月 4 日 當科學史遇見宗教：從陳勝崑醫

師作品談起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助理教

授 

葉仁正 112 年 12 月 2 日 紙的藝術與文化饗宴：紙的透視 墨耘坊-美術品修復師暨裱裝設

計工藝師 

聯絡人：中華科技史學會理事長 邱韻如 (yjchiu@mail.cgu.edu.tw) 

電話：0920-666-840 

演講時間安排： 

聽眾入場 13:30~14:00   主持人介紹講者 14:00~14:05  

上半場 14:05~14:50     中場休息 14:50~15:00   

下半場 15:00~15:30     Q & A  15:30~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