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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特稿

The World Year
of Physics

台北主辦單位行前記者會

世界物理年會是

一個世界性的慶祝活

動，頌揚物理及其在

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物理不僅在科學及科技的發展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對我們的社會亦有

遠大的影響。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

心響應2005世界物理年，期待能點

燃更多個人、高中國中學生及教師、

科學研究機構、物理系所、實驗室、

社區團體對物理的瞭解及熱愛。

為何會選中2005年為世界物理

年？1905年時愛因斯坦第一次發表

了三篇有關量子理論、布朗尼運動

及相對論等舉足輕重的論文，對現

代物理有著極深遠的影響。其中光

電效應理論影響所及，從電動門到

火星探測器都與該理論相關；相對

論則能被應用在現今GPS全球定位

系統的誤差修正。另，愛因斯坦同

年後來發表的射線受激輻射理論，

則與現代CD、DVD播放機、武器雷

射的發展等息息相關。而 2005 年

適逢論文發表的 100 週年，因此選

在2005年舉辦活動，以感懷愛因斯

坦他偉大的創見及他對二十一世紀

生活的影響。

籌劃『世界物理年』（The 

World Year of Physics）這個概念，

緣起於歐洲物理協會於 2000年12月

於柏林召開的第3屆國際物理科學

會議。後2年中，歐洲物理協會開

始積極促成世界物理年活動，尋求

國際組織的支持以使活動能實現並

成功。『世界物理年』活動最初構

想是想藉由此活動提昇世界民眾對

物理及物理科學的了解及認識。因

為有鑑於現在在一般大眾的眼中，

對物理及其在日常生活重要性的認

知逐漸降低，導致在過去幾年中，

在高中及大學的物理學生人數顯著

減少。為重視這個問題， 很重要的

一點是，全世界的物理學家需要更

積極和政治家及一般大眾分享他們

在物理上的見識及信念。物理對科

學及科技的發展上所產生的偉大貢

獻及其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也許對

物理學家很明顯，卻不再對一般大

眾產生影響。然而在 21 世紀的開端，

物理的重要性會逐漸增加，也會幫

助解決世界上新出現的許多重要的

問題，例如：能源製造、環境保護

及大眾健康等。所以為推廣物理，

世界物理年活動的成功不但掌握在

每個物理學家的手中，也依賴於每

個物理學會的決定。2002年10月在

國際理論及應用物理聯盟（IUPAP）

的一次集會中全體一致無異議通過

推動2005年為世界物理年這提案。

同時也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

持。

為積極參與

世界物理年系列

活動，中華民國

物理學會在教育

部與國科會的支

助下也積極策劃

「臺灣物理年」

系列活動。繼

「亞太物理高峰

會」於1月底舉辦，揭開臺灣物理

年活動序幕後，「讓物理光耀世界」

臺灣活動也正式啟動。

「讓物理光耀世界」點燈活動

由奧地利的兩位教授Dr. Max E. 

Lippitsch and Sonja Draxler（Physics 

Dept. Karl-Franzens-Universitat, Austria）

發起。「藉由全球同時一起點燈，

象徵聯合世界各地致力或支持物理

的人一致的心願。」 4月18日起將

自美國紐澤西州Princeton城愛因斯

坦的故居，啟動全世界連線點燈活

動。由美東至美西、繼續往亞洲推

進，接著分別往北沿著蘇俄及往南

繞經日本與台灣持續跟進，回程於

奧地利會合，最後並止於Princeton

城。臺灣選擇十個城市與特殊地點

共同參與，新竹市點燈地點為國家

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於4月19日（臺

灣時間）傍晚與全球連線。

有關世界物理年會淵源，可參

考 w w w . w c p s d . o r g 和

www.physics2005.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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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分身向觀眾打招呼



6　  2005年5月

專文 專文

 Physics Enlightens the World

新竹地區活動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主辦2005世界物理年

「讓物理光耀世界」（ Phys ics  

Enlightens the World）全世界連線

點燈新竹地區活動，4月19日晚間

與台灣其他九個地點接力點燈，除

了緬懷愛因斯坦對現代的科技的貢

獻外，並期許提升更多人對物理的

認識與播下培養更多未來愛因斯坦

的種子。本次新竹地區的活動由新

竹市政府、清華大學物理系、交通

大學電子物理系、中華民國物理學

會、工研院光電工業研究所、IC之

音共同協辦。連線點燈儀式由國科

會吳茂昆主任委員、清大徐遐生校

長、交大陳龍英副校長、新竹市陳

全桂副市長、教育局蔣偉民局長、

工研院光電所蔡猷陞副所長、IC 之

音王瑋副台長、及本中心陳建德主

任一起按鈕啟動。

配合晚間的點燈活動，當日自

下午4:00 起，本中心開放新竹的年

輕學子參觀，約五百位於過去幾週

內報名的國高中及大專院校學生分

組由專業的科學研究人員帶領參觀

同步加速器設施，包括產生及加速

電子的注射器、享譽國際的「龍」

光束線、以及應用光源進行各類科

學實驗的實驗站，提供學生全方位

的同步加速器光源相關訊息。同時

間在戶外大草坪設有六個科學小站，

分別為「雷射」（清華大學物理系）、

「物理雜耍」（交通大學電子物理

系）、「加速器巡禮」、「神奇的超

導現象」、「羊奶蜘蛛絲」、「蝴蝶的

彩衣」等，透過淺顯、活潑、互動

式的展示讓觀眾輕易地獲取科學新

知，破除科學是深奧而且遙不可及

的迷思。

當日的活動高潮 —全世界連線點燈

活動在戶外大草坪舉行，舞台上豎

立一塊特別的大背板，背板左半部

是同步加速器的六邊形環，內嵌愛

因斯坦童年時期的相片，代表同步

加速器光源科學原理與相對論的密

切關係，並且透露希望利用這座光

源孕育更多新一代優秀科學家的期

盼；右半部的主題是愛因斯坦在新

竹市東門城前騎腳踏車，突顯這項

科學活動在新竹地區舉行的特別意

義。自晚間6:30 起，點燈活動正式

開始，主持人（本中心湯茂竹博士）

先以簡報搭配貝多芬的「月光」鋼

琴音樂向在場約八百五十位學生、

科技學術界來賓、及中心同仁解說

本活動的緣起與意義，以及愛因斯

坦與同步加速器光源的關係，觀眾

還聽到愛因斯坦講解「E = mc2」的

聲音，並看到他的分身向大家打招

呼呢！同時現場透過先進的網路直

撥科技，與會人員觀看到台灣其他

地區的活動，感受連線的氣氛。

7:00 一到，全台自花蓮市起開始點

燈，依序為高雄市、台南縣市、雲

林縣、彰化市、台中市、新竹市、

南投縣（鹿林天文觀測所）、台北

市。當新竹現場一收到自台中市傳

來的訊息，按鈕的貴賓在一片漆黑

中啟動電源，在場所有人員看到同

步加速器光源出光的景象，繼而引

發現場連續的燈光效果，最後以舞

台上背板的六邊形環出光與雷射光

打出「愛因斯坦‧光耀物理‧同步

「 讓 物 理 光 耀 世 界 」
地點：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日期：2005年4月19日

活動流程：

16:00–18:00 科學光源與戶外科學小站

巡禮

18:00–18:30 戶外用餐與爵士音樂欣賞 

18:30 點燈活動開始 

18:30–18:40 「讓物理光耀世界」活動

說明與意義

18:40–18:45 Einstein 音容再現

18:45–18:55 同步加速器與愛因斯坦 

18:55–19:00 介紹主持點燈來賓 

19:00–19:05 點燈

利用同步加速器光源觸發

點燈儀式

19:05–19:20 物理科學家的分享與對年

輕學子的勉勵

19:20–19:30 「台灣光子源」短片

19:30–20:00 活動結束

點燈盛況

熱情的與會人士

介紹實驗區內儀器
參觀實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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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照亮世界」高潮收場。歡呼

之後，由國科會吳主任委員、清華

大學徐校長、本中心陳主任等三位

物理科學家簡短分享從事科學的樂

趣。活動最後以一個科學的夢想「建

構世界最亮的同步加速器光源、創

造二十一世紀台灣的科研奇蹟--台

灣光子源」短片結束。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舉辦這

場類似科技嘉年華的點燈活動，在

精彩與充實的內容外，最重要的是，

希望傳達給年輕一代在偶像與流行

時尚之外另類清新的資訊，是科學、

是生活、也是一份值得追尋與探索

的人生夢想。 

■ 內容整理  林錦汝  林克瑩

              100年前

物理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德國人，1879-1955年）

 

• 發表狹義相對論。

• 揭示了作為物質存在形式的空間和時

間在本質上的統一性。

• 建立廣義相對論。

• 揭示了四維時空同物質的統一關係。

• 貢獻宇宙學、發表統一場論。

自從愛因斯坦提出狹義相對論，並證

明時間會隨著運動狀態而改變，因而

進一步修正牛頓所認為的「絕對時間」

觀念。

愛因斯坦風格：不為舊傳統所束縛，

以最簡單方式闡釋真理。

物理學對人類的影響與貢獻是長久以

來眾人智慧不斷累積的結果，我們每

個人均負有持續物理研究的責任與使

命。

              150年前

物理家：麥克斯威爾（James Maxwell）

（蘇格蘭人，1831-1879年）  

• 對法拉第力線的概念提出數學基礎印

證。

• 建立麥克斯威爾速率分布律。

• 首先指出電磁單位和靜電單位的比值

等於光速。

• 發表電磁場動力理論。

• 發表光的電磁理論。

• 著作：熱學理論、電學和磁學。

這些定律成為今日電磁理論的基礎。

愛因斯坦曾表示：「基於麥克斯威爾

的電磁理論，狹義相對論得以成立。」

麥克斯威爾享年僅48歲。

全 世 界 連 線 點 燈

            350年前

物理家：牛頓（Sir Issac Newton）

（英國人，1643-1727年）

• 發明牛頓三大運動定律。

• 建立牛頓力學。

• 發現萬有引力定律。

• 發明反射式望遠鏡。

• 發現數學的二項式定理及微積分法。

這些定律成為今日所謂古典力學的基

礎。

給後世學者的座右銘：「若是我比別

人更有遠見，祇因我站在巨人的肩

上。」

看看生化研究寵物 — 蜘蛛 戶外活動場地

介紹增能環

解說注射器 年輕學子

控制室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