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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悅讀會
作者本人現身說法，談文
字與史實的重新斟酌與考
證之外，更重要的是配上
圖，「有圖有真相」還原
史實也讓我們重新再認識
我們自己生長之地—台灣
的歷史。

書名：《被混淆的臺灣史 1986-1949 之史實不等於事實》
日期：103 年 4 月 9 日 地點：通識中心辦公室
出席人：駱芬美、王傳燾、王聰智、林青蓉、康才媛、
簡國榮、劉久清、孔令信、傅錫誠

(第一次讀書活動)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主持人（駱芬美）
：寫這本書，一直都有一個感受：
「事非經過，不知難。」去年六月得到了「肝膿瘍」被迫住
院一個月，趕著要交成績，還要和病痛對抗，這時候真的感覺「好痛！」
這樣的感覺也讓我體會到先民在移墾時，身處「瘴癘之地」醫藥又不發達，一旦要是生病那會是多麼難過
與不便啊！當時除了依賴神明巫術，草藥神籤之外，有人發現了靠檳榔可以除瘴，也有人發現鴉片是治痛萬靈
丹，然而一旦吸食上癮後面的麻煩就更多，而當時沒有其他出路，這樣的模式只能一代傳一代下去。
這也讓我想到林則徐，他禁大煙除了為了全民的健康之外，更是為了清帝國的延續；但是在台灣鴉片先是
扮演著「止痛劑」
，並非為了享樂之用。但是已經背上的罪名。到了日本統治時代更是罪人。幸好台灣第一位醫
學博士杜聰明發明了解藥，才讓台灣從鴉片的糾纏中解脫。因著痛，讓我想到了女人的小腳，纏足後美不美是
主觀的看法，但是當它成為制度，並且對於女孩造成的扭曲與傷害就是一種不健康的審美觀。
由小腳到髮型，當鄭成功渡海來台，堅拒剃髮義不事胡，但是沒想到到了鄭克塽舉國剃髮降清。髮型成了
一個重大的象徵，二百多年後剪辮子就成了民主／專制絕裂的重要象徵。換上短髮西服的中國人意味著一個新
的現代化的過程，其中的矛盾、掙扎，更是百年來的剪熬啊！也是另一種痛。
從病痛也讓我想到醫生這個「救命」的角色，傳統社會中醫生地位並不高，台灣俗諺就有「第一賣冰，第
二做醫生」另有「讀書不成，相命醫生」。科舉體制下「萬般下品，唯有讀書高」，郎中被視為江湖末流。可是
1860 年開港後，傳教士帶來了上帝、醫療和教育。醫生這個角色有了新的意涵。醫療長期以來一直都是台灣社
會最大的欠缺，也難怪台灣人對於日本統治時期沒有太大的惡言。
就是這樣的尋思，讓我開始下筆，看到了吳鳳在歷史上的「義人」稱謂，也看到廖添丁這個「美賊」
；前者
被統治者表彰，相對地在原住民意識崛起後義人的色彩褪色。而後者 敢於挑戰日本警察並劫富濟貧， 成了老
百姓的「恩公」
，他的傳奇化身成了抗日英雄流傳在民間。日本的統治對於台灣人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影響？日本
總督府對中國的處心積慮，讓我深深地開始思索著台灣人的自我定位問題。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動機與核心概
念。請大家指正。

王傳燾：學歷史最大的收穫，當然還是發掘史實並且從歷史中得到教訓，進而找到自我定位。駱老師的這
本書還有《被誤解的台灣史》都是一種新的嘗試，帶來新的歷史思維向度。
劉久清：從這本書讓我們看到不一樣的台灣史，不再是用教科書的角度來看過去，從疾病做為反省的起點，
更是切入台灣歷史的重要入口。
簡國榮：胡適的父親胡鐵花最後從台東離台返回大陸時不久即因腳疾而過世。台灣為瘴癘之地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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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灣在清朝時代尚未建省之前就視視為偏鄉，官員來到此地明顯地就是「下放」
，沒有先進的文明更沒有醫療，
的確是台灣當時最大的缺乏。
傅錫誠：日本統治時代對台是有計畫的建設，可是日本視台灣為殖民地，重點要的還是台灣的資源與人力。
而日本所想要面對的是中國大陸那塊更大的土地與資源。所以台灣的確是進攻中國的重要跳板。可是日本的建
設也改善台灣社會的環境，這一點讓台灣民眾有相對地感受到其中的益處，所以日後對日本的不滿並不是很多。
林青蓉： 歷史最值得重視的還是它在告訴我們前人的智慧與教訓，身為台灣人，對台灣的好山好水當然值
得珍惜，可是前人在此的篳路藍褸而成就出來的文化與價值，也值得我們珍惜進而發揚光大啊！
王聰智：醫生這個角色在科學上是累積不少經驗而產生學理與醫技，對於解病痛進而排除死亡，對人類來
說是有極大的貢獻。清朝時期郎中被視為是江胡術士，這樣的地位當然是無法讓醫生受到世人的尊重。相對於
今日的台灣，家長們都是以台大醫科為最優秀的象徵。這應是從日本統治時代就開始有的「傳統」
，而醫生受到
世人尊重，待遇優沃，既救人又得名利，難怪第一優秀人才硬是要往醫生這條路走。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變化。
孔令信： 台灣有大道公吳夲，他是宋朝的名醫，也在泉州上白礁救人無數，漳泉移民因著地盤而械鬥，造
成的死傷與仇恨在移墾時期的確是痛苦的一段歷史往事。 乾隆時期台北城的疫疾猖獗，死人無數。這時候漳泉
人士放下仇恨，共赴上白礁迎保生大帝來台，妙得就是在神明進入淡水河之際疫情立即消退，民眾津津樂道。
就在大龍峒設廟祀奉以謝神恩。然而，這只是神明巫術。保安宮有藥籤，效果也不是很差，然而光是憑著這些
藥籤，並不見得能解決所有民眾的病痛。有系統的研究與開發相關的醫療技術和藥方，才是根本之道。問題是
清朝時期的台灣並沒有這樣的環境與意識。無怪乎一直難擺脫「瘴癘 之地」的惡名。甲午之役，割讓台灣給日
本，日軍登台還要占領的過程了遇到不願投降的義軍之外，疫疾也是另一個大困擾。這也是日本在經營台灣時
全力改善生活環境與醫療設備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駱芬美）
：謝謝大家的指正，本書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有圖有真相」
，還有不少貴人的協助，引導我
走踏訪馬雅各牧師走過的路徑，或是走方先賢蔣渭水在台北大稻埕留下的足跡，在先生的幫忙下拍照修圖，讓
這本書的證據更真確與明白。一路走來讓我學到更多也看到更多。這也是這本書要感謝的人與地方。今天能有
機會來和各位同仁暢談此書，實在難得。也聽到大家的讚美和鼓勵的話。感謝上帝！更祈求上帝賜福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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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悅讀會
一張菜單，一場飯局，一
路追索，小說家張國立以
一段八○年代的逸史，細筆
描摹緊湊生動、機關處處
的菜餚政治學。

書名：《張大千與張學良的晚宴》
日期：102 年 5 月 14 日 地點：通識中心辦公室
出席人：王聰智、簡國榮、劉久清、駱芬美、孔令信、
王傳燾、林青蓉、傅錫誠、康才媛

(第二次讀書活動)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主持人（康才媛）
：這是一部小說，可是讀完之後像是看到一段歷史劇。寫得非常生動，若是不詳查或者了解西
安事變等相關史實的話，會以為書中有些地方所說的是真的。然而，歷史中的確是有些疑點與問題，並未在案
資料中呈現出來，有些是經過口傳而成了裨官野史的議題。有時說者說得是活靈活現的，就好像他就是當事者
在現場作直播。然而這些素材還需要經過考證的，不然以訛傳訛，恐怕會造成更大的誤解甚至誤會，那就值得
注意了！
這本書談到了張學良、張大千還有張群這幾位現代史中有影響力的人物的餐會，卻因著張學良的身分特殊
而引伸出更多的懸疑情節，讓這些老朋友無法順利團聚。為何說一頓飯得一拖再拖，原因很多，但歸結來看，
還是一個歷史因緣與際會吧！
相信大家看完之後一定有很多話想說，就請各位不吝指出吧！

劉久清：作者張國立在張學良 93 歲時採訪了張少帥，談到幾個重點一是因緣際會張學良成為軍人，無法按
自己的興趣去學醫。其次他讓東三省易幟，這是一夜之間的事，對擁有重兵的他，原本是可以和北伐軍對抗到
底的，也可占東北做東北王。然而父親之死與日本不共載天之仇，顯然讓他走向歷史的一個高點。 再者，一個
統一的中國顯然是他心底最想看到的遠景，但是他卻發動了西安事變。 他說：「西安事變絕對是我一手策畫
的，……楊虎城只是同意。」少帥強調「我相信中國一定要統一，要槍口朝外，不要再打內戰了。這是我的一貫
信仰，從東北易幟到西安事變都如此，談不上什麼後不後悔。」
駱芬美：從這段訪談可以看得出來，張學良並沒有說出實情。西安事變的發動絕對不單純，事涉東北軍對
中央的不積極抗日立場的不滿之外，還有中共明顯地介入此事。楊虎城一直都是這件事的關鍵人物，張學良一
直為他開脫，說「他是好人也是粗人，對事情看不清楚，英雄主義太高。」張學良與楊虎城會用到「兵諫」這
樣激烈的手段，事先的規畫與設計絕對不會只有張學良自己一個人在想，他們的商量與處理方式是會考慮詳細
的，才會做出動作。換言之，相關的退路與進路，成功時要怎樣發展下去，失敗時又得如何脫身，這些商量楊
虎城一定在場，甚至有些地方楊本人還是主道者與設計執行者。不太可能是「同意」而已。
孔令信：從《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來看，西安事變是 1936 年 12 月 12 日爆發，12 月 24 老蔣由
張學良陪同飛赴洛陽而脫險。回到南京之後，最重要的善後原則就是「要解決張學良、楊虎城之東北軍割據問
題」
，張交付軍法審判，處刑十年，呈請特赦，但是不能恢復自由之身。這就是日後張學良隨著國府遷移，到台
灣之後仍然遭到軟禁。後才完全自由，移居夏威夷，年過百歲過逝。也就是從民國 26 年起他的「待罪之身」讓
他無法自由，也因此而永遠與政治軍事脫離關係。至於楊虎城在事變之後，由於態度不穩，中央採取的就是以
東西兩路的兵馬，對他實施軍事壓力。楊態度一直不明確也無向中央悔過的意思，蔣公曾寫信提醒楊交出兵權
調離西安。但此時的楊顯然和中共的關係更加走得近。1937 年楊虎城讓出西安就範，但是後來還是被殺。張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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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在接受張國立的訪問時， 就強調，「我不恨任何人，尤其不恨蔣先生，我們情同骨肉。宋美齡最了解。對蔣
先生，我只有一件事不明白，他為什麼要殺楊虎城？該處死的是我才對。」張學良可能不了解，他和楊虎城中
了中共之計，他們的兵諫早已成了中共借刀殺蔣的工具了。楊和中共的 牽連太深，也因此成了國共對抗之下的
犧牲品。老蔣則是一路力保張學良，雖然對張老蔣不能諒解，但從西安脫險到洛陽，就讓張和他共房，用意就
是避免手下私底下殺了張。
林青蓉： 看得見的就是當時歷史的參與者，堅持自己的立場是對的，從自己的角度來做也是應該如此做才
對，只是若每個當事者都持自己是對的，那麼是非曲直與歷史真相如何能夠還原呢？
王傳燾： 我注意到張國立專訪張學良裡面有一段話，就是談到張為何願意陪老蔣赴南京，他說，「我怎麼
會不知道去南京的結果周恩來也勸我不要去，但我非去不可，我雖然不想做軍人，可是我做了。軍人就得服從
命令，何況我也把我的看法（停止內戰，一致抗戰）向蔣先生表示得很清楚，聽不聽在他了。」換言之，張在
出決定之前，周恩來等中共人士就一直在他身旁獻計或勸他不要放老蔣。這明顯證明中共在西安事變中是一直
都在扮演指導者或影響者的角色。還原史實真相當然會很難，不過，從不同的當事者說出或寫出的記錄中是可
以找到一些相關連的線索。這本小說其實也在做一個思考：張學良真的罪大惡極嗎？ 他真的是歷史的千古罪人
呢？還是他也只不過是一個人，一個軍人，一個想要自由自在過日子的人呢？若是沒有西安事變這一段，他很
可能就是一個快活與自由的人，然而歷史的因緣際會讓他不得不成為一個時代中最受矚目的「囚徒」
。
傅錫誠：從小說裡透露出的意思可以感受到政治人物都會有自己一套合理化的說法做做法。是不是老蔣有
負於張學良？還是張有負於蔣，絕對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清楚的。作者是有意要幫張學良說句公道話。問題
是光是張學良自己一方面的說法或者同情他的說法，是很難說服我們的。但是小說有趣，不斷地在鋪陳對張學
良在歷史上的疑惑，也提醒我們對於歷史的陳述有時還是要保持存疑的態度。
簡國榮：我對於張大千的那份菜單很感興趣，作者也在小說中交代了相關的材料和作法，這頓聚餐真的不
只是美食，更是一種視覺與心靈上的享受。雖說是透過作者口述而得知其中的盛況，可是讀到最後張群帶著張
學良夫妻一起來到張大千的摩耶精舍，那種知交之間的盡情盡性，在現在是很難再看到了。歷史會過去，功業
會過去，但是這份情誼顯然是不會過去的。
王聰智：張學良曾經在新竹五峰鄉清泉部落軟禁，如今都成了觀光勝地，這也是人們對於歷史另一種好奇
與補償心理吧！而他一直到死之前都沒有回中國。顯然他是守住了他與老蔣之間的約定吧！若是他真的夏威夷
回到中國，一定會像楊振寧回到大陸清華一樣受到高規格接待，而抗戰那一段歷史，中國就很有可能大吹大擂
地說是他們主導的了！
林青蓉：沒錯，張學良一直守著他做為中國人，希望中國統一，但是他也從旁觀者的角度看到國共之間的
爭執與對抗。他選擇了跟著老蔣，接受老蔣的處罰。這一點也看得出他的英雄本色。然而西安事變在國民政府
的歷史中無疑地就是一個轉捩點，也是中共在即將被清剿掉之前找到新的生路。一消一長也改寫了中國人的歷
史，日後國共內戰所造成的百姓流離失所，這樣的慘劇，光成敗論英雄，顯然還是太簡單了。在面對後面這些
血淚，張學良還是得負起他的歷史責任的！
孔令信：過去我們讀了不少食譜與家鄉口味的故事，但是這次卻是另一種回味，是歷史的再現與重新的思
索。人都有可能犯錯，也有可能做對的事。西安事變雖然也是造成國共消長的重要歷史事件，可是當老蔣脫險
返回南京時，全民對他的愛戴之情，也是凝聚全中國人對日抗戰的重要動力，這一點還是應該還張學良一個公
道的。
駱芬美：歷史真的很有趣，也真的值得去回味與省思！
傅錫誠：我對這本小說還是給了一個評價，有趣中勾出歷史的省思。
簡國榮：也許沒有絕對的對錯，歷史的功與過，還是得後人來論定，只是兩岸在寫西安事變這一段時，一
定有不同的見解。何時才能大家都有共識，給老蔣、張學良還有老毛這些政治人物一個公允的定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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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久清：品完歷史，再回人間品品美食，這也滿有意思的，作者還是一位敏銳的觀察者。
王傳燾：重溫西安事變，也從不同於正史角度來看張學良，也會產生不同的想法，非常有趣。
王聰智：人的歷史變化太複雜也太主觀了，沒有物理或科學來客觀與有系統。這也是人的問題可能比大自
然的問題還要難搞的地方啊！

主持人（康才媛）
：謝謝大家的躍發言，今天我們看了一部小說，也重溫了一段抗戰史。重新檢視了西安事變與
這個事件的一些當事者，也許還有很多地方說不清楚，但是，增加新的視野與想法也是一件好事。又有美味的
菜單可以參考，我回家之後也想做做看，有機會大家一起來共嘗！再次感謝各位。下次悅讀會再見。

通識 p.6

通識悅讀會
探討知名物理大師霍金自
己的生命歷程，也目己現
身說法暢談二十一歲被診
斷患有漸凍人症之後所面
臨的人生挑戰。

書名：《我的人生簡史》
日期：102 年 6 月 4 日 地點：通識中心辦公室
出席人：劉久清、駱芬美、王傳燾、林青蓉、傅錫誠、
王聰智、簡國榮、康才媛、孔令信

(第三次讀書活動)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主持人（王聰智）
：正如作者霍金大師自己所說：「早期我的研究指出，古典廣義相對論在大霹靂奇異點和黑洞
會失效。後來的研究顯示，量子理論如何預測時間開始與結束發生的事。能夠生在這個時代研究理論物理是很
輝煌的一件事。若是能對人類認識宇宙有一點貢獻，我會覺得快活無比。」 在這本圖文並茂的《我的人生簡史》
，
霍金談到他的成長與研究歷程，這裡面有出乎大家想像的辛酸，尤其在他 21 歲時被診斷出罹患漸凍人症，這個
病不但改變他的一生，也讓他的研究轉了方向，讓他繼愛因斯坦之後，成為家喻戶曉的科學家。依他自己的說
法：
「身體不便對我的科學研究，向來不是太嚴重的阻礙。事實上在某些方面，我認為這是一項資產，因為我不
用上課或教導大學部學生，也不用坐在繁瑣耗時的各項委員會，能全心全意投入自己的研究。」相信這也是他
能夠成為一代宗師的重要因素。
這樣精采與特別的人物實在值得我們來進一步地了解與探索，今天的讀書會就麻煩各位同仁發表讀了此書
的心得與想法吧！

簡國榮：我在看到霍金談到他在 11 歲時，1950 年代的英國教育制度是非常階級化的， 當時還有分 A、B、
C 三等級，前 20 名在 A 段班，考在 21 名以後就會被打入 B 段甚至 C 段班。這樣的制度對於學生來說真的就是
一種折磨。霍金第一次考了 24 名，第 2 次進到 23 名，第 3 次則前進到 18 名，讓他幸運地不用被打入 B 班。這
樣的分階級的教育制度明顯地就是造成日後社會階級的濫觴。今年 12 年國教的入學方式引爆許多家長的反彈，
表面上看起來是多元管道適性分流，可是背後卻是有錢／沒錢的家庭的角力，沒錢的家庭無法提供給孩子補習
與考特招、才藝班，入學機會相對窄化。有些被迫選擇投職學校，這些同樣都是不公平的資源分配。結果呢？
很可能因此而無法造就像霍金一樣的大師，這才是最值得我們警惕的地方。
康才媛： 我也注意到，霍金的父親希望他能學醫，不過霍金對於生物毫無興趣，在他的刻板印象中生物太
知識性，算不上根本的科學研究，這是比較不聰明的孩子才會去學生物，一個聰明的孩子會去學數學和物理，
這樣的根本科學。顯然霍金自認為自己是聰明的孩子，同時他對自己也頗有自信。在學期間就能認定自己的方
向。這是我們育體制下，無論是中學生還是大學生所缺乏的自識與自知感。所以，我們的孩子較缺乏自信，也
不太願意或者說不敢表現自己。
劉久清： 霍金的父親和我們這些做父母的一樣，會以自己的想法與期待來加諸在孩子身上。問題是現在的
孩子會聽我們的話嗎？誠如康老師所說的霍金很聰明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問題是他除了知道自己以外，更願意
自主學習。他在正規的教育系統中，上大學之前「從沒有受過正規的數學教育，全靠自己邊學邊用而來。」這
就是自主學習最重要的精神，很可惜，在台灣很少看到這樣的學生。
林青蓉： 從牛津到劍橋的霍金開始被宇宙學與基本粒子物理這兩個領域所吸引。特別是基本粒子物理，可
以說是當時最吸引優秀腦袋的主題。相對地宇宙學和廣義相對論則還停留在 1930 年代。霍金很快地意識到自己

通識 p.7
對於基本粒子物理這一塊並不太感興趣， 他認為研究基本粒子就像在研究植物學。他注意到宇宙學和重力問
題，這些都是當時人們較少關注的研究對象。由於廣義相對論被視為不可思議地難解， 「人們找到任何愛因斯
坦方程式的解就會高興得不得了。卻不去問該解具有何種物理意義。」明顯地他看到的是宇宙的基礎與相關合
理與系統化的解釋方式與方法。
主持人（王聰智）
： 的確，霍金所處理的就是基礎物理學的核心問題，他沒有陷入量子力學這一塊，而是
發揚古典物理學的基本理念。這是他和其他物理學家不同的地方。
孔令信：他所探討的應該是後設的部分吧！不是只去計算或者去實驗某種模型來說明宇宙的相關變化與發
展。重點很可能就是在問：為什麼這個方程式能解釋愛因斯坦的方程式？為什麼某一個模型能夠說明大霹靂的
相關歷程。
傅錫誠： 在這本書中最關鍵的轉折，應該就是霍金在牛津最後一年時發現自己的行動愈來愈笨拙，有一次
從樓梯摔下，他知道情況不單純，看了醫生，這位醫生卻對他說少喝一點啤酒吧！到了劍橋之後情況更嚴重，
到醫院去做徹底地檢查，他得到的什麼病？醫生也沒有告訴他，只叫他回劍橋繼續做研究。這一年他 21 歲，也
認識珍‧王爾德，兩人認識時，他的病已被確診是漸凍人症（ALS）。可是兩人相愛並且成婚。接著就是兩個小
孩的出生，可是霍金的身體明顯地無法負擔起照顧孩子的任務，這個重擔就落在妻子珍的身上。
駱芬美： 相對於他的身體的日漸衰退情況，他的腦袋的發展卻是更精致。 1969 年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年，
韋伯報告觀察到間續的重力波爆發訊號，這個重大發現，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重恆星崩塌形成黑洞，或是兩個
黑洞碰撞合併，這個現象必須在我們的銀河內，才有可能觀察得到。霍金看過韋伯等人的實驗，深知自己無法
花那麼多時間與精力來做類似的實驗，這樣的轉折，讓他決定朝理論物理的方向前進。
王傳燾：走向理論物理的霍金，發現霍伊爾的穩態理論愈來愈無法解釋，這也正好是霍金博士論文的研究
起點。霍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重力讓物質吸引在一起，那麼旋轉會不會造成宇宙反彈分開？他和艾力斯合作，
證明如果宇宙在空間上是均勻的，則這個答案就是否定的。物理學家潘若斯證明了，當快死的恆星收縮到一定
半徑時，無可避免會出現奇異點。霍金最初不以為意，後來再思考時發現，這個方程式的解釋只適用於正球體
的恆星。問題是恆星不可能是正球體，所以非球體對稱的成分會隨恆星塌陷增加，造成不同部分無法碰上， 因
此無法產生密度無限大的奇異點。霍金發現潘若斯的證明這些物理學家的說法是錯的：少許偏離球體對稱，並
無法避免奇異點的出現。
有了這樣的理解之後，霍金做出他的推論：運用在宇宙的擴張上，宇宙不是完美的球對稱，在時空開始之
處仍會有奇異點。所以廣義相對論預測宇宙應該有個開端，這個結果也引起教會的注意。
主持人（王聰智）
： 的確，霍金的重大發現就在 1966 年，這篇談到宇宙起點得到了劍橋大學亞當斯獎，也
成了霍金日後撰寫《時空的大尺度結構》一書的基礎。這本書迄今還在印行，主要的就是這個說法幾乎 就是時
空因果結構的定論。 即時空某個極點可影響其他事件。這和要讓量子物理學嚴謹化是不同的，它的基礎 建築
在非常薄弱的數學基礎 上。
林青蓉：也就是說霍金用的是數學方法來計算與推論，這也是理論物理學最重要的方法論。明顯地和量子
力學的測不準定理是不同的！霍金因著自己身體的問題而全心全意地經營理論物理。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個發
展。
康才媛：黑洞的理論實在是很難懂，霍金卻能從歐本海默的研究注意到重力塌陷與黑洞原理。他表示 1970
年女兒露西要出生的前幾天， 那晚正準備要睡覺時，
「突然明白可將奇異點定理的因果結構關係運用到黑洞上，
尤其是視界表面（黑洞邊界）將會增加， 即兩個黑洞碰撞合併時，最後黑洞的表面積會大於先前兩個黑洞表面
積相加。」
劉久清：對於霍金的這種說法，涉及到物理與數學，的確很難搞得懂。可是這個想法就是黑洞理論的一個
大突破。

通識 p.8
王傳燾：霍金一直和他的團隊關注在黑洞的特性， 他甚至把黑洞的視覺面積當作黑洞的熵，只是若真的是
熵 ，依熵的特性它是有溫度的，會像熱物體一樣發光。而黑洞應該完全是黑的，不會發光。這顯示是有矛盾的。
傅錫誠：霍金為在 1972 年和羅賓遜共同證明了「無毛理論」主張黑洞最後穩定的狀態只有由兩個數字來決
定，那就是質量和旋轉。如此等於證明黑洞具有熵。因為許多不同的恆星最終能崩塌成擁有相同質量和旋轉的
黑洞。
駱芬美：從上述的證明，霍金需要為他的最核心宇宙審查假設做出 DEFENSE，要找證據很難，而且需要更
多實驗。霍金表示只要有一個反證就是找到一個裸露奇異點，就可以推翻霍金的黑洞理論。可是物理學界一直
都還找不到這個反證。
孔令信：霍金用了 Karl Popper 的反證論，最後再結合了廣義相對論（大尺度理論）和量子理論（小尺度理
論）
，就是結合宏觀與微觀做出一個簡單的公式做總結，那就是 S=Ac2/4hG，S 代表熵，A 指視界面積，c 是光
速，G 是牛頓的重力常數，h 是普朗克常數。霍金用這個公式來說明重力和熱力學之間具有深奧關係。霍金強調
黑洞會帶走能量，讓黑洞失去質量而萎縮，最後將完全蒸發消失。

主持人（王聰智）
：由於時間有限，我們的討論先到此告一個段落。謝謝老師們努力地來說明這本書的重點。這
本書非常有趣也還有很多有趣的話題沒有討論的，這本書值得推介給學生去讀， 今天我們的討論就到這裡告一
段落，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