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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中國之科學與文明 
 

這本由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所撰寫，徵得其同意由陳立夫所主導的

翻譯委員會翻譯之。依現有已出版的部分，多達八百五十萬字，真不可說

不是一本鉅著。歷經數年的資料收集和驗證，並造訪專家學者，內容涵蓋

了中國古代的自然科學，而且還兼寫了有關人文社會科學，並將中外的科

學成就用客觀的態度相互比較。 

     本書共分十五冊，各冊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一)第一冊總論 

  首先介紹了中國科學的歷代演進，之後敘述了中國與歐洲之間的科學

觀念及技術的傳播。在書中詳細列出相關中外文書籍，還佐以足徵的圖片，

對於原著者能有如此鉅細靡遺的編撰內容，真可說是一部介紹中國科學發

展的經典之作。 

 

(二)第二冊中國科學思想史（上） 

  本冊內容深入研究中國的儒家與儒學、道家與道教、墨家與名家、法

家等各家的思想。最後記載了中國科學的基本觀念。 

 

(三)第三冊中國科學思想史（下） 

  本冊的內容有中國的準科學與懷疑傳統、佛家思想、晉唐道家與宋代

理學、宋明時代的唯心派哲學家和自然主義派的大師、法律與自然法則在

中西方的相異和相同。 

 

(四)第四冊數學 

  本冊的目的是為了說明傳統的中國數學和天地科學的貢獻。內容有基

礎的數學發展、重要的數學著作、理論算術與組合解析、自然數的算法、

幫助計算的機器、人為數、幾何學、化數學、數學的影響與傳播、中西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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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數學與科學等。 

 

(五)第五冊天文學 

  本冊的內容有天文的圖書概要、上古及中古的宇宙觀念、天文學的極

和赤道的特性、星體命名及星錄和星圖、天文儀器的發展、曆和行星的天

文學、天象的記錄、耶穌會修士時期的中國天文學等。 

 

(六)第六冊氣象學等 

  本冊所探討的內容有氣象學、地理學、地圖學、地質學、地震學、礦

物學等。 

 

(七)第七冊物理學 

  本冊的主題包括波和粒子、質量和量法及靜力學與流體靜力學、動力

學、表面現象、熱和燃燒、光學、聲學、磁學與電學等。 

 

(八)第八冊機械工程學（上） 

  本冊的內容有基本機械原理，小至螺絲釘，大至風箱和馬達。其次是

機械玩具的介紹，以及在中國著作中所敘述的各種機械，這些機械有搗碎

碾磨用的，也有篩與榨使用的，較接近現代的則有蒸汽渦輪。最後是陸地

用的車輛，從古代的輪車到馬車，再由手車到里程計再到指南車。 

 

(九)第九冊機械工程學（下） 

  本冊的內容有馬具的使用、升水機械、水輪、冶金鼓風機、水碓、水

磨、激水輪、時鐘機、旋轉書架、風車、降落傘、氣球等。 

 

(十)第十冊土木及水利工程學 

  在土木工程學中，包括道路的舖設，進而發展出驛站判度。此外還有

城牆的建築，建築科學的發展。尚有橋的建造，橋有樑式橋、懸臂橋、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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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吊橋。 

  在水利工程學中，針對河渠的管理、興建與養護都有深入探討。內容

有淤積與沖刷、河道與森林、工程藝術的成就，以及從秦朝至宋代的偉大

水利工程建設。 

 

(十一)第十一、十二冊航海工藝 

  這兩冊的內容是敘述航海工藝的發展，其中帆船與舢舨的構造、中國

船舶的發展史、航海術的發展，具有推進功能船隻、船隻的控制器、海上

及利以戰爭的技藝。 

 

(十二)第十四、十五冊煉丹術和化學 

  這兩冊介紹了中國的金屬礦產，也包括冶金學及化學的背景。之後提

到應生理背景而發展的丹藥，從煉丹術發展出中國的化學歷史，最早的煉

丹術則由周朝開始，一直到清朝時煉丹術的沒落。由於化學技術的進步，

使現代化學也中國化。 

此書於一九七一年出版，對於中國老祖先在自然科學的發明加以驗

證，其中有許多物理化學的原理，早在中國數百年前就已有了，但因缺乏

書面的記載而鮮為人知。為使更多人了解中國在科學文明的貢獻進步，陳

立夫便著手於翻譯此書為中文，除了主編譯之外，尚請劉拓協助編印。 

在大學經中，提及格物為首要（第一章），也就是要所有事物能物盡其

用，在中庸也提到要「盡物之性」（第二十二章）而後才能盡人之性，因此，

看來我國並非只注重人文的倫理道德之學，只是對科學忽視而已，這也是

使我國貧弱影響的因素之一。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有幾項中國的大發

明，造福了人類至今，造紙、印刷術、火藥。說起來也不可思議，老祖先

的造紙和印刷術，使人類的智慧得以記錄和保存，並流傳後代，但卻也能

發明火藥來摧毀所保存的紀錄，然而用途的好壞，就視我們如何使之用在

正途上了。 

早在一九四一年起，李約瑟博士就曾主持重慶英國大使館的中英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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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處，藉此使李博士能遍歷中國各主要學術文化中心，當著手著書時，

內容涵蓋中國古代自然科學，且兼及中國古代人文社會科學，並將中外科

學成就以較為客觀態度，做詳細的比較而完成（Joseph Needham著，陳立夫

主譯，19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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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中華科學技藝史 

  這一套叢書將中國文化在哲學、倫理、文學、藝術、政治、法制、經

濟、教育、社會、禮俗、國防、科技等類項分別詳細記載，為復興中華文

化而有計畫的編寫，由當初擔任文化復興委員會的副會長陳立夫指導，經

由其推動與策劃，才能使這份叢書順利發行。 

  為使中華文化與世界學術思想接軌，且有創新的進步，以期適應時代

潮流的要求，藉由社會大眾從讀書上求知，且真知力行，用以充分發揮中

華文化精神力量，使中華文化永屹立不搖。 

    本套叢書共分以下二十三大類，茲介紹如下： 

 

一、中華農業史 

   

    農業發展在我國已有悠久的歷史，在古代的社會中，米與絲都是最主

要的生產物品，以傳統社會架構而言，是建築在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因此

農業史可說是整個歷史文化的關鍵所在。 

  本書的作者是沈宗翰、趙雅書等人，沈宗翰先生（註25）（黃俊傑，1990：

43，279）可說是中國的一代農業大師，也是研究農業的權威（沈宗翰、趙

雅書，1979：559），作者將本書分為二篇： 

（一）古代農業的發展 

  1、中華農業史概論。2、早期稻作歷史。3、中國水車之演變。4、蠶絲

業的起源。5、宋代蠶絲業之發展。6、棉花傳入中國之經過。7、中國

歷代田賦制度的變遷沿革。 

（二）近代農業的發展 

  1、一九四九年之前的農業概況 

  (1)中國近代農業學術發展概述。(2)金大二九○五小麥之育成。(3)抗戰

                                                 
註25：沈宗翰先生，西元一八九五∼一九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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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的糧食生產與分配。(4)抗戰期間棉業問題。 

  2、一九四九年之後的農業概況 

  (1)台灣土地制度改革。(2)台灣農業賦稅制度之演變。(3)台灣農會的發

展。(4)台灣農業發展政策的蛻變。(5)台灣家庭農場在經濟成長中的進

度。(6)中美農業技術合作。(7)我國駐國外之農業技術團。(8)中國大陸

農業的趨勢。 

  中國農業發展由來已久，但肩負著社會結構的命脈，在進步中應求科

學技術的整合，使我國農業不僅專業化、更能夠經濟化與全球化，社會縱

然進步、農業更要走在時代尖端。 

 

二、中華水利史 

   

    水資源是民生所不可或缺，在人類的文明上，明顯的呈現出水與土與

人的結合，自古以來，中國的水利建設備受重視，更是現代國家建設首要

之圖（沈百先、章光彩等，1979：626）。鑑於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業的繁

榮與否，攸關政治的興迭交替，然而水之於利於弊，也就關係著農業的繁

榮與衰退，因此，水與農，農與國，都有著血肉相連的密切關係。 

  本書共分為六篇，作者是沈百先、章光彩等，內容如下： 

（一）中國河川的的介紹 

  1、黃河流域的河川。2、東北地區的河川。3、華北地區的河川。4、西

北地區的河川。5、淮河流域的河川。6、長江流域的河川。7、珠江流

域的河川。8、東南沿海獨流入海各河川。9、海南島的河川。10、台灣

地區的河川。 

（二）水利事業的介紹 

  1、防洪的措施。2、灌溉的實施。3、水運介紹。4、港埠的發展。5、

海塘的建設。6、水力的建設。7、給水系統。8、水土保持的成效。9、

水污染防治的發展。 

（三）水利測量與水利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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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測量史的介紹。2、水文觀測概況。3、雨量觀測的概況。4、水工實

驗的發展。5、我國的灌溉試驗。 

（四）水利教育 

  1、中國的水利教育。2、水利教育的課程教材。3、水利教育的發展。 

  4、水利建教合作的實施。 

（五）水利學術及製作 

  1、水利工程技術的演進。2、治水工具的發明與製作。3、水利學術團

體概況。4、水利文獻及著作提要。 

（六）水利行政與水利經費 

  1、水利行政的發展。2、水利經費的使用。 

  依水利法規定，「水為天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註26），水資源是

民生不可一日或缺，水是屬於物，但變動不居，利弊相均，如何開發、管

制、保育、利用，實為重要工程，因此，能對水有最睿智的利用，則人類

福利就能達到最高的程度。 

 

三、中華鹽業史 

   

    「鹽、鹵也。天生曰鹵。人生曰鹽。」（許慎、段王裁，1980：592），

在食品含有鹹味的原料，是不可或缺的調味品，不僅用於食品的調味用途

非常廣泛，近年來還開發出以鹽為主原料的美容用品。本書由田秋野、周

維亮編著，對於中國的鹽業發展有詳盡的介紹。 

  本書共分為十四章，內容如下： 

（一）總論 

  1、鹽的釋義。2、鹽的成分。3、鹽的種類。4、鹽的功用：(1)食用。(2)

農業。(3)工業。(4)醫藥。(5)國防化學。5、鹽的生產與製造：(1)煎鹽。

(2)曬鹽。(3)精製鹽。6、鹽的運銷。7、鹽工。8、鹽業與財政、國防、

                                                 
註26：水利法，第一章總則：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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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關係。9、歷代鹽業與鹽制。 

（二）古代的鹽業 

  1、鹽的起源。2、鹽池的爭奪戰。3、唐虞三代之際。4、春秋齊晉的鹽

業。5、井鹽的發現 

（三）兩漢與三國的鹽業 

  1、西漢。2、新莽。3、東漢。4、三國。 

（四）兩晉與南北朝的鹽業 

  1、兩晉。2、宋齊梁陳。3、北魏與周齊。 

（五）隋唐的鹽業 

  1、隋及唐初的鹽業。2、唐代鹽業的重要演變。 

（六）五代十國的鹽業 

  1、五代十國的割據形勢。 

  2、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 

  3、十國：吳、南唐、前蜀、後蜀、吳越、閩、南漢、北漢、楚、荊南。 

（七）宋代的鹽業 

  1、鹽產概況。2、官賣通商與中鹽。3、范祥與鈔法。4、宋末行法的創

立。 

（八）遼、金、元的鹽業。 

（九）明清之鹽業。 

（十）民國時期之鹽業。 

（十一）中國各省之鹽業。 

（十二）抗戰時期的鹽業（1937年至1945年）。 

（十三）復員時期的鹽業（1946年至1949年）。 

（十四）鹽業的進步與發展。 

  1、鹽業機構組織的簡化。2、改進曬鹽產製技術。3、裁廢不經濟的鹽

場。4、開闢海埔地新鹽灘。5、加工鹽的產製。6、興建電析精鹽廠。

7、鹽副產品的經營。8、鹽的銷售與輸出。 

  在中國，鹽業有文字可查考者，約二千餘年（田秋野、周維亮，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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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製造的方法，早於三代時期就奠定基礎，但不受歷代主政者的重視，

直到近代，因工業進步，鹽的用途逐漸研發並廣泛應用，使從生產到銷售

形成企業化，擴大市場的供給，各產業對鹽的需求也有大增，鹽業的多角

化經營已獲相當的成果。 

 

四、中華氣象史 

   

    大自然的氣象變幻莫測，對於氣象的研究，中國早期也有記錄，本書

即針對中國的記錄做一完整介紹，作者劉昭民，將本書的內容分為十五章。

從第一章至第十二章是歷代對氣象觀念與記錄，其中還包括各朝的文學典

故，對氣象的記錄與解釋，以及節氣的演變。 

  從大自然的溫度、雲層觀測氣象的變化情形，到了清代則有預測雨量

的方法．從氣觀的觀察，帶動了天文知識的演進。自一九一二年之後，我

國自辦氣象產業，使氣象學術有顯著的進步。 

  在第十三章介紹了中國歷史上氣候的變遷，包括近代中外科學家，對

中國歷史上氣候的變遷，與論述我國氣象學術停滯不前的原因。 

  針對最後的一章，提到我國氣象學術的停滯不前，在此個人有一建議，

就是增強民眾對氣象的知識，中國古代已有的氣候變化知識再與現代的氣

象認知相結合，讓氣象學成為一種常識，如果政府願意推廣氣象知識，可

以設立氣象的專門頻道，除了本地的氣候變化，還能再擴大到全球的氣候

變化，這樣必能更增強民眾的氣象知識。 

 

五、中華鐵路史 

 

（一）上編 

  本書由淩鴻勛所編著，共分為上、中、下、後編。上編是鐵路綜合敘

述，內容共分八章，介紹如下： 

  1、世界鐵路的起源。2、中國鐵路政策的演進。3、民國初期的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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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國民政府成立後的鐵路。5、鐵路路線的規畫。6、鐵路技術上的重

要事項。7、鐵路隸屬制度。8、鐵路立法及法規。 

 

（二）中編 

  本編僅就台灣鐵路的起源及改進做詳細介紹，內容包括： 

  1、台灣鐵路的初期建設。2、台灣鐵路的柴油機車。3、台灣鐵路的電

氣化。4、北迴鐵路。5、台東線段的取直及拓寬。6、南迴鐵路計畫。 

 

（三）下編 

  在這個部份是針對我國各段鐵路的分述，從早年完成的各段鐵路至計

畫中逐漸完成的路段，主線共七十一條，其他支線不列入計算，工程

之浩大，是世界僅有。 

 

（四）後編 

  最後概略敘述目前中國大陸的鐵路措施，包括建築雙及電氣化、整修

及新建的橋樑、新建的路線、成都昆明間的鐵路完成。 

  目前鐵路的發展已達磁浮的技術，以中國大陸而言，即將在二○○三

年九月開始營運的上海磁浮列車，由新沛房屋公司標得冠名權及廣告發佈

權和冠名標誌，他們準備把它冠名為「新湖明珠」號，這可說是世界惟一

的也是第一列商用磁浮列車【註27
】。磁浮列車速度可商達每小時三○○公里

以上，磁浮磁懸浮的速度使其在一千五百公里以內的距離可與航空競速，

將來火車時刻表將改寫。由於磁浮磁懸浮是無磨損的運行，因此無污染，

採用電力驅動、無需燃料、無氣體排放、噪音小、乘坐舒適，未來將是文

明國家運輸的主軸。 

 

                                                 
註27：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3-03/06/content_76/3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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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華書法史 

   

    藝術能沈澱人的心靈，在一般而言，藝術的範圍不外乎繪畫、音樂、

表演、舞蹈等，其實所有事物也都能達到藝術的境界，而文字的書寫也有

其藝術的層面，中國的文字之所以優於其他國家的文字，就是能從審美的

角度來欣賞它。 

  中國的文字書寫出來，使之俱有藝術的審美價值，就稱之為書法。書

法在中國的美術史中發展出獨立的特質，除了文字的構造較異於其他文字

外，工具的使用更是特殊。 

  本書由張光賓所編著，內容包含文字的起源及發展，從甲骨文、金文

到六書，在沒有紙的年代，會刻在石頭上，以及竹簡，之後再發展成各學

派的書法字體。 

  文字不僅是表達作者思想和個性，更能代表時代精神，將文字融入書

法中更有獨特的風格，甚至能使欣賞者產生審美的情感。在有限的文字變

化中，能盡情的發揮創造的意境，是中國書法能成功的獨立成為一門藝術

的原因。 

 

七、中國水運史 

   

    在王洸所編著的中國水運史中，清楚的介紹我國歷代以來的水運經

營，總共分為三卷： 

（一）卷一 

  1、我國歷代的水運經營。2、水道系統與其通航概況。3、我國航業的

興辦。4、外國人在中國興辨航業的經過。5、航權的喪失與收回。6、

抗戰時期我國水運。7、抗戰時期我國航業。8、抗戰勝利後我國航業

的發展。9、管理水運的航政機關。10、管理水運的航政法規。11、政

府遷台後我國航業的革新。12、一九四九年以來，我國商船的進步。

13、現階段我國航業概況及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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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二 

  1、元、明、清三朝的水運大事記。2、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水運大事記。

3、抗戰時期水運紀要。 

（三）卷三 

  內容包含我國首創招商輪船公司，及台灣航業公司的全貌，各家航業

公司及輪船公司的概況，直到近來的海運公司概況。 

 

八、中華醫藥學史 

   

    以中華文化而言，世界上自成一個體系，中華醫藥則為此一體系的一

環，數千年來一脈相傳。起源於殷周元代約是西元前二○○年左右，一直

到現代文明，中華醫藥仍有其一席之地，可見中華醫藥的重要性。本書由

鄭曼青、林品石編著，內容共計十三章，分述如下： 

（一）中華醫藥源流。（二）中華醫藥文獻中的最古醫典。（三）傷寒論。 

（四）中華醫藥中的陰陽五行。（五）中華醫藥中的道家思想。（六）病機。 

（七）診法與脈法。（八）治法與醫方。（九）鍼炙學的發展。（十）唐宋時

代外國醫藥的傳入。（十一）金元四子之學及其流派。（十二）本草綱目。 

（十三）歷代醫政及醫學教育。 

  中醫藥復興是中華文化復興的一環，乃能融合中西醫藥學兩者的長處， 

藉以創造世界最新最進步的醫藥學，以福利人類。文化成果應由全人類所

共享，目前中國醫藥也已漸漸向西方推進，冀望喚起更多的中醫藥專家，

將來能中西醫藥合作，開啟醫學的新面貌。 

 
九、中華合作事業發展史 

 

我國合作事業自一九一二年以來因政府的積極輔導以及合作制度能適

應民間需求，而有很好的成就。雖在日據殖民 政策的台灣合作事業，有許

多不合國際合作原則的缺失，但業務仍能蒸蒸日上，因此，合作制度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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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有其適應的共通性。 

本書由陳岩松所編著，共分十八章內容如下： 

〈一〉 緒論－說明合作的自然法則以及合作的功效。 

〈二〉 我國古代合作經濟思想一舉凡道義、仁愛、均富、養民都含有合

作經濟的義涵。 

〈三〉 我國代的合作制度–包含井田制度、倉儲制度。 

〈四〉 近代合作運動的產生。 

〈五〉 中國近代合作運動倡導人：國父孫中山、薛仙舟、陳果夫、戴季

陶、覃秦民、湯蒼園、朱進之、徐滄水。 

〈六〉 國合作運動的發軔。 

〈七〉 中國國民黨與我國合作運動。 

〈八〉 國民大會與合作運動。 

〈九〉 合作法制。 

〈十〉 合作行政。 

〈十一〉開創時期合作事業。 

〈十二〉抗戰時期合作事業。 

〈十三〉中國工業合作協會。 

〈十四〉各省合作事業。 

〈十五〉各院轄市合作事業。 

〈十六〉中央合作金庫。 

〈十七〉日據時期的台灣合作事業。 

〈十八〉台灣光復初期重大合作措施。 

我國合作事業，以信用合作社與青果運銷為兩大支柱，組成份子雖以

營利為目的，但為避免過度動重視勢利而輕忽道義，期待合作者，發揚為

人服務且與道義精神結合的事業。 

 

十、中華地政史 

在各時代的中國人與中國地彼此間如何利用語與分配，是本書探討的



魯學蓮  撰 

 198

目標，也因此所導致的政治、經濟的思想變化。作者蕭錚，以編史的方式

劃分篇章，以便綱目清晰易懂。 

〈一〉 上古史－由遠古時代至西元前春秋戰國時期。 

〈二〉 中古史－從秦漢的地主政治至唐代的拓疆闢土與均田制所用遭受

的破壞。 

〈三〉 近古史－由隋唐的土地私有到南北朝的土地政策。 

〈四〉 近代史－自一二七九年的元代，歷經明代到清朝初期。 

〈五〉 現代史－自一七九七年至一九八○年。 

從人類有了文明之後，將社會的變遷分為農業時代、商工時代、工業

時代，但自與土地結合之後，可劃分為士地公有時期、初期土地私有、土

地重分配時期、新土地私有時期直到現代是地權蛻變時期，更能看出人類

文明進展影響已擴及精神與物質的層面。 

 

十一、中華公路史 

 

在人類往來頻繁的現代，交通是國家的脈絡，無論運輸或通信，就如

人體的血脈，血脈暢通則人體健康，對於國家而言，則能富強。編者有胡

美璜、楊廷英、石中光、周一士，共分上下二冊，上冊共有五編，下冊則

僅有一編。上冊的內容有： 

〈一〉 緒論－包括公路的釋義與功能及歷史考查。 

〈二〉 上古期－從黃帝唐虞時期至春秋戰國，這期間的道路概況、管理

機關、運輸工具、館會設備。 

〈三〉 中古期－這時期是由秦朝到唐朝，除了上古期的介紹內容外還增

加了驛傳制度與行人管制。 

〈四〉 近古期－由宋朝到清朝的相關介紹。 

〈五〉 中華民國開創期－可分為民國初期、國民政府建設時期、對日抗

戰時期、勝利復員到國民政府遷至台灣。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人口急劇增加，工業過度發展，社會



                     陳立夫與台灣儒家學說之發展 

 199

大眾為就業的便利，且工作大都集中在都市，起居生活則散佈在附近社區，

都有賴於公路交通的聯繫。世界各國基於共同利益與迫切的需求，多積極

從事公路事業的拓展，無論本國公路、國際公路、洲際公路及捷運系統，

都普遍推展大眾化運輸，台灣的高速公路與快速道路就是很好的例子。 

 

十二、中華天文學發展史 

 

從最早的天文知識開始，能使人類辦別方位而至四方打獵與採集果實， 

也因此能辦別自然界的規律，以便能知曉四季的變化，在預期冬季的來臨

時，能在夏、秋之際儲備必要的糧食。 

作者劉昭民將本書的內文分為十章，內容如下： 

〈一〉 中國古代的天文研究機構和制度。 

〈二〉 中國古代天文儀器的發展。 

〈三〉 中國古代對日月蝕及恆星位置的觀測。 

〈四〉 中國古代星錄、星體坐標、星座、星數和星團。 

〈五〉 中國古代的天象記錄。 

〈六〉 中國古代節氣置閏和航海天文學的發展。 

〈七〉 中國古代對日月天體和地球運動的認識。 

〈八〉 中國古代曆法的起源、改進和發展。 

〈九〉 中國古代的宇宙理論。 

〈十〉 民國以來我國天文學的發展。 

從中國天文學者的研究，中國古代有自己發展出來的天文學，例如中

國古代是用旬即月的三分法，而西方則用週，就是月的四分法。中國古代

在古代天文學上的貢獻，以曆法方面最多（劉昭民，1985：508）寄望這些

文化遺產，能使我們好好地運科學方法來發揚光大中華文化，提高國家學

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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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中華園藝史 

 

我國園藝的五大部門是果樹、蔬菜、花卉、觀賞樹、園藝五種（程兆

熊，1985b：31），長久以來都有很好的建設，直至清朝入主中國，因門戶開

放，已雜有西方的特色。 

作者程兆程將本書分為第一篇導論，第二篇果樹。 

(一) 導論 

1、中華果樹與中華文化。2、中華蔬菜與中華文化。3、中華花卉與中

華文化。4、中華觀賞樹木與中華文化。5、中華造園與中華文化。 

(二) 果樹 

由三代至宋明朝的概況，之後介紹桃、杏、梅、李、粟、棗、柿、椰、

榧、柑橘等。 

正當國文化復興之際，園藝亦日盛，未來我國勢必成為園藝大國，更

能創造文化大國的局勢，在果蔬花卉成長的同時，觀賞樹及造園也日益蓬

勃。 

 

十四、中華地質學史 

 

從中國古代對金屬的使用，便可看出中國人在地質的發展，編著者劉

昭民將本書共分十章敘述，內容如下： 

〈一〉 緒論－敘述中國古代地質學史的特質。 

〈二〉 夏商朝使用岩石和礦物，是我國地質發展史的萌芽時期。 

〈三〉 周朝開始萌生地形變遷思想，開始對岩石與礦物共生關係有所認

識。 

〈四〉 秦漢時代－煉丹書和本草書開始記載藥用岩石和礦物。 

〈五〉 魏晉南北朝－開始記載石鍾乳的形成過程及三葉蟲、腕足類動物

化石。 

〈六〉 隋唐及五代－對化石的成因給予合理的解釋，並描述冰川運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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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體上升運動。 

〈七〉 宋金元時代－我國古代地質史上輝煌燦爛的時代。 

〈八〉 明代－將礦物和化石學識加以總整理，並對石灰岩地形做深入的

研究。 

〈九〉 清代－因著鑽井技術的進步，對四川的地下地質構造有新的發現。 

〈十〉 民國以後－積極進行地質調查，迎頭趕上世界先進的水準。 

由於日常生活所需，中國古代的礦物學識比較豐富也因著隨時代進步，

使地質勘輿術跟著進步，至於礦物的採擷，則到較晚期才開始。 

 

十五、中華國劇史 

 

在文化運動中，若於藝技類需有兩種動力，一是俱有影響力人士的提

倡或支持，二是專業人材的培養，在台灣推展文化復興運動，也受到國人

的重視，其中是台灣戲曲專科學校的成立，並在國外有很好的表演讓中華

文化發揚於海外。此外，地方戲劇也搬上國家音樂廳，更是提升了文化水

準，且受各界肯定。 

本書作者 史煥章，將內容共分乃十九章，介紹如下： 

〈一〉 文化起源及中華民族的形成。 

〈二〉 中國戲劇孕育時期－由先秦的樂舞談起。 

〈三〉 兩漢二國兩晉六朝樂舞百戲－從音樂與舞蹈及散樂（百戲）談起。 

〈四〉 隋唐五代歌舞與俳優－包括隋的散樂及水飾，及唐代音樂中的

宮、商、角、羽聲七調，唐代歌舞，唐代俳優、科百戲、詩詞曲

戲的藝文連鎖。 

〈五〉 中國戲劇誕生時期－宋代大曲及詞、諸宮調，唱賺和轉踏。 

〈六〉 宋金戲劇南北曲－有傀儡戲、影戲、南戲、金院本。 

〈七〉 元代雜劇－包括雜劇樂曲，雜劇文辭，雜劇科白及角色，北曲派

別，四大曲家及其名曲。 

〈八〉 元劇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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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明代戲劇－內容有永樂大典目錄所收的戲目及戲文，明代傳奇。 

〈十〉 明朝戲劇的漸進。 

〈十一〉崑曲興華。 

〈十二〉崑曲鼎盛時期。 

〈十三〉崑曲極峰時期。 

〈十四〉清代戲劇的演變。 

〈十五〉皮黃戲初興至大成－內容有京師崑曲科班，崑曲衰微，花部 

        興起。 

   〈十六〉川伶上京，徽班入都，楚調和梆子，西皮二黃後來居上，皮黃 

          興盛。 

   〈十七〉皮黃鼎盛時期。 

   〈十八〉淺釋內劇務與外劇務，及菊壇芬芳錄。 

   〈十九〉耳熟能詳的幾齣大戲。〈一〉〈一〉 

一般而言，史書之作，應敘述詳盡，探究根源，戲劇史的寫作亦同。

戲劇由產生到大成，在中國已近千年。民國初年，皮黃戲眾舉為國劇，國

劇可說是一門綜合藝術，在文學領域中，包括詩詞歌賦，在思想意識則含

有儒釋道。 

 

十六、中華天文學史 

 

在一百萬年前的中華華北一帶，孕育世界最優秀的民族，且具最高尚

的文化，逢此世代，應恢復我中華文化的本來面貌，從我中華固有文化中，

發展出可促進世界科學發展之途，或使之改觀，以提昇高家地位。 

作者曹謨編寫此書，將本文的內容分為十章，敘述如下： 

〈一〉 天文官制—涵蓋天文命官與執掌和機構。 

〈二〉 天文運轉方位及座標系統—包括左旋與右旋，以及座標系統的建

立，和最佳天文座標系統。 

〈三〉 星體星座星錄—細目中有古星體，星座及星數的介紹，古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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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制及星行方位，日月五星，星辰定名起源及星座定位次序。 

〈四〉 天文儀象—包含圭表，日晷，渾天儀，漏刻。 

〈五〉 觀象(天文測法)—內容有天算原理與法式，天極和宮次，古代觀

象，觀象方法。 

〈六〉 曆法—包括日食與日變，星象形態與物理性質，歷代重要星變，

彗星、流星、隕石、黑子。 

〈七〉 宇宙觀念及地球形狀—內容有宇宙觀念三說，宇宙中的地球，地

球旋進運動(歲差)。 

天文學之史乃人類文化史的起源，有天文才有文化，因此天文為文

化之母，要了解天文先認識文化。在現代的科學文明之社會，科學史是

最重因果關係，天文也有其因果存在，每日天體運行在時空中，可依其

運動法則推算其變化，文化的嬗遞亦同，希望藉由天文學運行的軌跡，

恢復中華天文文化，進而影響其他科學的發展。 

 

十七、中國物理學史 

 

長久以來，國人總認為中國文化的精華僅限於各家學派的學說，似乎中

國的發展只重精神而忽略了物質，其實是對中華文化認識不足所導致。自

前項部份我們介紹了一本「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由物理專家所譯述的內

容，才驚覺中國在物理學的偉大成就，令人刮目相看。 

作者劉昭民希望藉由史實的記載，證明我國古代先民在物理學上的成就

和貢獻，藉此激發國人對基礎科學的研究興趣。本書論述本文部份共計十

章，依年代畫分各章節，內容如下： 

（一）史前時期物理學識的應用。 

（二）殷代和周代的物理學。 

（三）先秦時代和秦代的物理學。 

（四）兩漢時代的物理學。 

（五）魏晉南北朝時代的物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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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隋唐及五代時代的物理學。 

（七）宋金元時代的物理學。 

（八）明代時代的物理學。 

（九）隋代時代的物理學。 

（十）民國以後時代的物理學。 

物理學是研究物質的基本結構及其最基本、最普遍的運動形式的一門學

科，它與各科學門包含哲學等，都有密切的聯繫。我們先民憑其智慧，對

物理象現做了許多觀察、實驗與記錄，精闢的見解，獲得重要的成果，在

我國古代燦爛的科學文化史當中，使物理佔據光輝的篇章。 

 

十八、中西數學史的比較 

人類為因應生活必需，乃發明數與記錄法、曆法、計算的方法等，隨著

文明進步、生活水準亦隨之改善。因此漸漸產生算術、代數、幾何、三角

等學科，但當時中國僅限於如何應用學科，使能適應生活所需，而忽略了

研究其理論，故而進展緩慢。 

作者趙良五乃希望藉由此書的介紹，讓國人在數學研究的領域，能不斷

印證其理論，以提昇我國在數學方面的水準。本書共分為三篇，依時代之

遠近區分，內容如下： 

（一）上古時代 

1、中國的數學史。2、埃及的數學史。3、巴比倫的數學史。 

4、希臘的數學史。5、羅馬的數學史。6、印度的數學史。 

（二）中古時期 

1、中國的數學史。2、印度的數學史。3、亞拉伯的數學史。 

4、歐羅巴的數學史。 

（三）近古時期 

1、中國之算學史。2、意大利的算學史。3、德國的算學史。 

4英國的算學史。5、法國的算學史。6、西方其他各國的數學家。 

7、美國的算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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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數學史的比較 

1、上古時期中西數學史的比較。2、中古時期中西數學史的比較。 

3、近古。 

埃及為古文明大國，也是西方發明幾何學最早的國家（趙良五，1991：

383），但限於未能在學理上深入研究，以致國家發展停滯不前。因此編寫

此書，藉由先人在數學之成就的認識，能繼續在此方面有更多研究，帶動

社會進步。 

 

十九、中華生物學史 

生物學在台灣近來已較多使用生命科學的名稱，是研究生命現象的本

質，並探討生物發生和發展的規律性科學，雖然在中國古代並沒有生物學

的專門學問，但卻都曾有動物與植物的記載。 

作者劉昭民，編著本書共分為十章本文，內容如下： 

（一）原始社會時期－開始懂得利用生物，生物學的知識開始萌芽。 

（二）夏代和殷代－對生物分類有初步的認識。 

（三）周朝和先秦時代－生物志和生物分類的學識十分豐富。 

（四）秦漢時代－農業書籍中的生物學知識十分豐富。 

（五）魏晉南北朝時代－植物生理學、微生物知識和選種知識十分豐富。 

（六）隋唐五代時代－生物學的發展比較少。 

（七）宋金元時代－我國古代生物學史上最輝煌燦爛的時代。 

（八）明代－在生物志和生物分類知識方面有進一步的發展。 

（九）清代－前期在育種學上有很大的成就，後期偏重於介紹西方近代生

物學知識。 

（十）民國成立以後－現代生物學的發展。 

從我國以農立國的基礎上看來，長期的農業發展，進而漁業、畜牧業的

發展，所從事相關於防治病蟲、品種改良等技術，獲得更多生物學的知識。

近年來台灣生物學的發展已邁向科技化，倘若能繼續在此領域發揚光大，

勢必造福人類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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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中華雕刻史 

隨著人類生活品質的改善，使用的日常用品也不斷更新，不但增加實用

性，更增加其美觀，使物品美觀就是提升其藝術價值。從中國古代出土的

遺跡看來，許多工具都經過打造，呈現出有稜有角，這可算是中國雕刻藝

術的開始。 

本書分為上下兩冊，上冊由鄭家璍、鄧淑蘋編著，下冊則由那志良、吳

鳳培、袁德星編著，內容如下： 

（一）上冊 

1、史前至戰國的玉器：(1)史前文化。(2)商代的雕玉。(3)周代的玉器。 

(4)春秋及戰國玉器。2、西漢至清代的玉器藝術：(1)漢代玉器。(2)魏晉

南北朝至五代的玉器。(3)宋元明三代玉器藝術。(4)清代玉器藝術。 

（二）下冊 

1、雕骨角象牙。2、雕竹木。3、雕漆。4、中國立體雕塑的發展。 

在舊石器時代的遺物中，除一般石器外，還有骨刀、骨針、骨錐形的物

品，以獸骨為材料，削磨後所使用的工具，呈現出精緻銳利，也帶給後來

的雕牙、雕骨工藝，奠定了良好的雕刻技術基礎。原本普通的一個物品，

但經由雕刻的技術，提昇了藝術品味，也增加了該物品的價值，從古代的

雕刻發展到現代已無所不刻，包括蛋刻、牙籤刻，若是能推廣與研發此雕

刻技術，中國人在藝術界將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十一、中華社會福利法制史 

雖說社會福利涵蓋了社會安全制度和社會福利服務，本書則著重於研討

福利服務的法制史。在社會福利服務方面，對象包含了兒童、少年、老人、

及殘障等群體。 

作者周建卿將本書的內文共分為六章：（一）兒童福利。（二）老人福利。

（三）殘障福利。（四）社會救助。（五）少年福利。（六）社區發展。每一

章都包含了政策演進、立法過程、發展商榷。在社會福利的功能看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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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能夠配合經濟發展，帶動各產業的生產，使國家更富裕進步。其二是

藉推行社會政策，來保障人民生活，獲得社會的安定與平衡，因此，社會

福利政策更應積極推展，以福國利民。 

 

二十二、中華郵政史 

一九九六年是我國郵政創立百年的紀念，其實古代的驛遞制度，就已是

現代郵政的雛形，百年的紀念是自新式郵政開始。 

作者張翊在郵政工作上，奉獻了近四十七年的歲月，因此編寫本書對他

而言，並不困難。本書的主要內容共分成十一個部份，茲述如下： 

（一）早期的通信組織 

1、古老的驛遞。2、源源流長的民信局。3、列強的客郵局。4、湊合應

付的文報局。5、工部局書信館。 

（二）新舊的揉合─台灣捷足先登 

1、官辦民用。2、組織。3、郵資及收入。4.、獨虎郵政。 

（三）國家郵政的前奏 

1、海關試辦郵政。2、華洋書信館。 

（四）國家郵政的正式創設 

1、開辦大清郵政官局。2、加入郵盟。 

（五）從海關到交通部 

（六）客卿與郵權 

1、郵權運動。2、收回郵權。 

（七）郵政組織與郵儲分合 

1、三級制。2、由合而分。3、鞏固郵基，分而復合。 

（八）東北郵政與九一八事變 

（九）東北恢復通郵 

（十）抗戰八年 

1、撤遷和恢復。2、郵路。3、軍郵。 

（十一）從勝利到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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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進服務。2、革新管理。3、載譽郵盟。4、西南郵務視導團。 

5、撤遷來台。 

郵政史是交通史的一個部門，當然也是文化史的部門，在郵政的發展

上，就如國家與社會發展的縮影。從郵政的記載上，就像看到國家的歷史，

也一窺當時社會的文化特質，藉由對郵政的了解，能從歷史的角度得到更

多啟示。 

 

二十三、中華郵政發展史 

從人類的文化史內容來看，包含了人類過去的各種民俗風情與生活習

慣，及文物制度，與社會、經濟、政治等學術思想的演進，郵政的發展歷

史也成為文化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本書作者晏星，將書籍內容分為三大部分，一為緒論，二為古代郵政，

三為現代郵政，分述如下： 

（一）緒論 

1、郵務的三大類。2、史前期的郵務。3、古希臘的郵務。4、古羅馬帝

國的郵政制度。5、中世紀的歐洲郵務。6、塔克錫司的家族郵務。7、

中古時期的亞洲郵務。8、近代各國國營郵政的振興。 

（二）古代郵政 

1、遠古時代。2、周秦時代。3、漢代。4、三國兩晉南北朝。5、隋唐

時代。6、宋代及遼金二國。7、元代。8、明代。9、清代。 

（三）現代郵政 

1、台灣改驛為郵。2、明信局的經緯。3、批信局的概略。4、華洋書信

館的來龍去脈。5、外國在華設郵－客郵。6、郵政官局的成立。7、加

入郵盟。8、郵政業務的創新與發展。 

從傳統的古中國郵政，至全盤西化的新郵制度，中國的郵政艱辛經營，

如今看到郵政的功能不斷擴展，運用現代科技做連線的營運，多目標的運

用，使郵政邁向資訊整合系統，在郵政人員的努力下，使我國郵政在二十

一世紀展開新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