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與生活

國立中山大學

楊弘敦

Presented in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March 30, 2017



大綱

1. 科學與(科)技術

2. 科技與人文

3 科技與藝術3. 科技與藝術

4. 科技與運動4. 科技與運動

5. 科學與宗教

6. 科技與教育

7. 結語

2



科學(Science)---發現(Discovery)
論文 知識 諾貝爾獎論文---知識---諾貝爾獎

技術(Technology)---發明(Invention)
專利---產品---財富專利 產品 財富



好奇心好奇心
Curiosity

科 學科 學

追求真理
夢想

追求真理
Truth

Dream







Alpha-go人工智慧的發展p go 人工智慧的發展



重力波的發現廿二世紀的科技展望重力波的發現廿二世紀的科技展望



解決問題解決問題
Problem-solving

技技
術

追求利益 超越現實
術

追求利益
Profit

Upgrade and beyond



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
夢想成就於不怕失敗的堅持

燈泡

留聲機 電影攝影機留聲機



‐比爾·蓋茲(Bill Gates)比爾 蓋茲(Bill Gates)
研發、製造、授權和提供電腦軟體服務



‐傑克·多西傑克 多西

社交網路及微網誌服務

用戶可以經由SMS、即時通訊、電郵、Twitter網
站等方式釋出更新(字數上限140字) 2006年由傑克·多西 設

計的簡訊息服務的藍圖計的簡訊息服務的藍圖
傑克·多西

Twitter網站



-拉里·佩奇和謝爾蓋·布林拉里 佩奇和謝爾蓋 布林

致力於網際網路搜尋、雲端運算、廣告
技術等領域，開發並提供了大量網際網

Google第一台產品伺服器，
用廉價的硬體建造而成技術等領域，開發並提供了大量網際網

路的產品與服務

用廉價的硬體建造而成

拉里·佩奇 謝爾蓋·布林



‐馬克·艾略特·左克柏馬克 艾略特 左克柏

社群服務網站-用戶建立個人專頁，添加其他用戶作為朋友並交換資訊，社群服務網站 用戶建立個人專頁 添加其他用戶作為朋友並交換資訊
包括自動更新及即時通知對方專頁

於2004年2月4日上線，截至2010年7月擁有超過6億活躍用戶

馬克·艾略特·左克柏
1984年出生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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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賈伯斯(Steve Jobs)史蒂夫 賈伯斯(Steve Jobs)
蘋果公司(Apple Inc.)在高科技
企業中以創新而聞名企業中以創新而聞名

Mac Air(超薄筆電)

iPad iPhone

iPod

iPad iPhone



加速全球向可持續能源過渡。

-伊隆·馬斯克(Elon Musk)為董事會成員之一

自動駕駛儀

降低電動車電池成本

 快速充電技術
 增設充電站數量降低電動車電池成本  增設充電站數量



UVA無人機(Unmanned Aerial Vehicle)
初期以軍事需求為發展目的，以減少不必要的駕駛艙內人力損失。

軍事: 誘餌，偵查，戰鬥，物流

初期以軍事需求為發展目的 以減少不必要的駕駛艙內人力損失
現今無人機商業運用方向廣泛。

軍事: 誘餌，偵查，戰鬥，物流

民生:農業，航空攝影，數據收集

j6

j7

j8

j9



投影片 17

j6  消防員和警察正在發現無人機的優勢，我們可以看到無人機成為測量事故現場的工具包的標準部分。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能還會看到無人機在
搜索救援行動中穿越天空，使整個過程整體更快。
jyun, 2017/3/10

j7 2013年12月，德國郵政公司的快遞服務，測試"microdrones md4-1000"用於藥物交付。
jyun, 2017/3/10

j8 未來無人機提供近季度的結構土木工程檢查，節省時間和金錢，同時增加安全性和增強對結構的困難或危險通道區域的了解。

我們檢查各種大型複雜工業結構，包括排氣塔，石油和天然氣煉油廠的活火焰煙囪，為移動運營商，電力塔和風力渦輪機運行的輸電塔。

(內文摘錄至"DON�")
jyun, 2017/3/10

j9 Dronestagram 是個無人機攝影愛好者的網站，無論是專業或者業餘的攝影師，都會把作品分享上去。
圖為 2014年 冠軍作品 攝影師：Capungaero

jyun, 2017/3/10

j10 人們對開發和使用無人機（UAV）用於農業和環境應用感興趣。新聞媒體報導表明，農業可能是這項技術的最大用戶。無人機的大多數實際應用
迄今為止發生在歐洲和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日本等國家，與美國相比，空域規定較少。在美國禁止使用無人機用於商業目的; 只有愛好者才允許飛
行小型無線電遙控飛機用於娛樂目的。
jyun, 2017/3/10



-伊隆· 馬斯克(Elon Musk)伊隆            馬斯克(Elon Musk)
初旨為鑽研航太技術，載運人們星際旅行。

現階段致力於降低運輸成本。最終目標:期望人類有能力移居其他星球!現階段致力於降低運輸成本。最終目標:期望人類有能力移居其他星球!

為私營企業

擁有可重複使用的發射系統技術

發展星際運輸系統、超重型運載火箭發展星際運輸系統 超重型運載火箭

與NASA協議，以國際空間站為據點，提供商業軌道運輸服務



機器人(Robot)  +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t)機器人( ) 人工智慧( g )

你的工作被機器人偷走了嗎？ 法國首次利用機器人在養老院服務退休的老
年人 協助他們運動與其他娛樂活動 包含年人，協助他們運動與其他娛樂活動，包含
《GANGNAM STYLE》的帶動唱

19
達文西外科手術機器人

杜拜將推出首批機器人警察



IBM 醫療人工智慧計畫
 超音波系統 「看 到疾病和危害 AI + 超音波系統，「看」到疾病和危害
 AI + 晶片實驗室，精細疾病早診
 AI + 文字資訊，形成精神疾病模型

Watson 也已經能夠幫病人檢驗癌症，
而且比醫生正確4 倍。

20資料來源：科技新報



人性行為
Behavior

新技術賺大錢新技術賺大錢

關鍵技術 商業模式
Technology Business Model



理性與感性:物理諾貝爾獎得主的藝文情懷



大數據研究的衝擊大數據研究的衝擊

• Social Physics: How Human Social Networks 
Spread idealsp
數位麵包屑裡的各種好主意



大數據與民調大數據與民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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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科技化、科技藝術化
<少年Pi的奇幻漂流>-首度結合3D科技，海上奇幻場景電腦特效

電影中大量應用「程序性產生」（ procedural modeling）的特殊效果場面電影中大量應用 程序性產生」（ procedural modeling）的特殊效果場面
-協助藝術家、設計師產生令人驚豔的奇幻效果。

形狀特異的浮游生物與魚類水母

圖片來源：Ettoday新聞網



達文西：蒙娜麗莎的微笑達文西 蒙娜麗莎的微笑

「蒙娜麗莎的微笑」採用數學的黃金比例「1：1.618」
被譽為黃金分割律，是最美的形體被譽為黃金分割律，是最美的形體

• 隱藏在畫中
的黃金比例



金字塔的幾何揭密金字塔的幾何揭密

http://aeea.nmns.edu.tw/2008/0803/ap080304.html



3D列印打破雕刻的限制



羽生結弦完成「後外四周跳」羽生結弦完成 後外四周跳」

• 日本選手羽生結弦Yuzuru Hanyu在世界花式滑冰，加拿
大秋季經典賽上 完美完成「後外四周跳大秋季經典賽上，完美完成「後外四周跳」(Quadruple 
Loop Jump)動作，成為史上首位在比賽中完美完成這項
動作的選手。動作的選手

資料/圖片來源：新浪網



作者:  麥克 哈特作者: 麥克 哈特

康乃爾大學 文學士
紐約大學法學士紐約大學法學士
普林斯頓大學天文博士



影響世界歷史 — 100位名人影響世界歷史 位名人

1. 穆罕默德 11. 巴斯德. 穆罕默德

2. 牛頓

3 耶穌基督

11.   巴斯德

12.   伽利略

14 歐幾里得3. 耶穌基督

4. 釋迦牟尼

14.   歐幾里得

16.   達爾文

5. 孔子

6. 保羅

19.   哥白尼

22. 瓦特保羅

7. 蔡倫

8 谷登堡

22.   瓦特

23.   法拉第

24 麥斯威爾8. 谷登堡

9. 哥倫布

24.   麥斯威爾

28.   萊特兄弟

10. 愛因斯坦 35.   愛迪生



臺灣高教的挑戰臺灣高教的挑戰

• 政府經費的緊縮

• 學雜費的凍漲

少子女化現象與影響• 少子女化現象與影響

*大學的數量太多、容量太大(產能過剩)

*大學招生不易

*招收國際生不符成本

• 高學歷畢業生的就業與薪水問題

• 學用落差、研用落差

• 頂尖大學的國際競爭力頂尖大學的國際競爭力



華人與猶太人的教育華人與猶太人的教育

• 職業取向 華人：科學家、工程師、醫師
猶太人：律師、會計師、銀行家猶太人 律師 會計師 銀行家

• 家庭教育 華人：重考試，解決問題• 家庭教育 華人：重考試，解決問題
猶太人：重互動，發掘問題

• 翻轉教育 產業轉型代工創新創業

創新創業高薪就業



7.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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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學荷蘭?

TAIWAN
面積：35,882平方公里
人口：2,326萬人
環海 多山 多颱風 地震環海、多山、多颱風、地震

NEDERLAND
面積：41,526平方公里
人口：1,687萬人
國土面積的一半海拔低於1米，
26%低於海平面。



壽山用連綿的黛綠祝禱
海峽用開闊的蔚藍啟示海峽用開闊的蔚藍啟示
更有長風鼓動著浪潮山海胸襟山海胸襟
用翻滾的潔白來提醒
西子灣究竟該用

熱情洋溢熱情洋溢
西子灣究竟該用
怎樣的思潮洶湧
將下一世紀的大門撞開？將下一世紀的大門撞開？

-余光中‧西灣早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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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學•審問• 慎思• 明辨• 篤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