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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未來

台灣大學化學系

陳竹亭 教授

Chemistry

Department
of

小行星/慧星撞擊

1994慧星撞木星

Apophis
99942 Apophis (2004 MN4)

發現者 Roy A. Tucker
David J. Tholen
Fabrizio Bernardi

發現時間 June 19, 2004 
直徑 320 m 
質量 4.6e10 kg
碰撞速度 12.59 km/s  
碰撞能量 880 MT
(1MT=十萬噸TNT炸藥)

最靠近地球時間 April 13, 2029
最靠近地球距離 約3.6萬公里
(人造衛星最遠約3.2萬公里)

NASA已排除2029年撞擊地球
的可能，但該次接近所造成
的軌道改變會影響2036年撞
擊地球的機率，是目前最有
可能撞擊地球的小行星。
資料來源NASA Near Erath Object Program

洪水海嘯

強烈地震火山爆發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2005年愛滋病統計資料顯示，總愛滋帶原者已
提高至4030萬人，於2005年發現新感染者共490萬人(平均約每天
有1,4000人感染愛滋病)，死亡人數310萬人， 相當於一年中發生
十次南亞海嘯所帶來的死亡人數（南亞海嘯約 30萬人死死亡），
其中撒哈拉以南的非洲國家為目前受創最嚴重的地區， 65﹪的新
增病例及77﹪的死亡人數發生在此。

自從第一例愛滋患者被發現以來，已有 2500多萬人直接死於愛滋
病，而且近90%的愛滋病例都發生在20-40歲的人口。

台灣今年的愛滋感染者也突破歷年紀錄，至今年 10月底止衛生署
愛滋相關統計資料顯示，愛滋病新感染者已有2849人，台灣目前
累計感染者已達9616人，年底前總感染數突破萬人可以預期。

綜觀台灣愛滋相關統計資料，前年一整年的新感染者才 861人、
去年1521人，今年的攀升速度之快，前所未見。

資料來源:台灣世界展望會

AIDS

Bird Flu

臺北市政府禽流感防疫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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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臺北市政府衛生局

Famine

Mother Carring Her 
Child During Famine, 
August 1992 Baidoa, 
Somalia
© David & Peter Turnley/CORBIS

West By Northwest online magazine

牛肉、漢堡肉真正的成本?

全世界25%的人口（一十三億）是生活於挨餓或
是營養不良的情況下。
每一年，四千萬到六千萬的人口，因為營養不良
或飢餓而死亡。
畜牧業消耗的榖類是人類消耗榖類的二倍。
全美國生產的榖類，70%是用在畜牧業上。
全美國每年出口的榖類，2/3是用在畜牧業上。
全世界生產的穀類，1/3是用在畜牧業上。

一些落後、貧窮的國家，上百萬英畝的土地已改
成種植穀類來滿足歐洲國家畜牧業的需求。舉例
來說：一九八四年，非洲國家衣索匹亞每天有成
千上萬的人死於飢荒，但在同時，衣索匹亞繼續
出口以百萬美元計的榖類到英國及其它歐洲國
家。

玻璃光雜誌 老闆，牛肉一斤多少錢？

Global oil production is rapidly approaching its peak           
http://energycrisis.org/nations/2004/

Global Oil Crisis

科技帶來的改變

HONDA

ASIMO

人工智慧

太陽能車

核融合發電

太空旅行

發現者號26 July,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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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工程

Artwork and Images Copyright 2004 James R. Sinclair - All Rights Reserved

火星殖民

二十一世紀的全球性危機
(a) 自然災害: 小行星撞擊、火山、地震、洪水、氣候
(b) 疾病: 傳染疾病與遺傳疾病
(c) 飢荒
(d) 全球變遷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危機
(a) 戰爭
(b) 恐怖主義與國家主權主義
(c) 國際社會結構變遷
(d) 資源分配: 能源危機、飢荒、
(e) 工業污染導致物種滅絕與生態的破壞

Dilem
ma

or 

Revelation

夢想—為了後
代子孫
當下這個年代，還
有哪些人對兒孫輩
以後的事懷有夢想

複製技術是啟蒙還是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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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are we?  人是萬物之靈?

What can we do?  人定勝天? Where are we going? 上升或沉淪

希臘的伊卡午斯 在披著蠟羽淒美的墜落之前，
或許已經體會了九霄之上疾疾鷹眼中的無垠地界

人類能看多遠？

希臘的伊卡午斯 在披著蠟羽淒美的墜落之前，
或許已經體會了九霄之上疾疾鷹眼中的無垠地界

我們對預知未來的能力與其他生物有什麼差別？

我們對自己與環境的認知能力與其他生物有什麼差別？

La Brea Tar Pits

我們從經驗與環境中的學習能力與其他生物有什麼差別？

能力是天賦的還是發展出來的？

性格是天賦的還是發展出來的？

挑戰一：我們比以前看得更遠嗎？

挑戰二：看得更遠會使日子更好嗎？

鑑往知來

設身處地

將心比心

就能知所先後

How to
 b

e cr
eati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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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are we going? “Space, the final frontier.  These 
are the voyages of the starship 
Enterprise.  Its five-year mission: 
To explore strange new worlds. 
To seek out new life and new 
civilizations.  To boldly go where 
no man has gone before.”

Where is our final frontier.

Is Life an adventure?

我們有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危機嗎？

如果台大沒有一半以上的學生畢業後
成為社會的棟樑，台大就不值得羨慕

你對台大有期許嗎？

你如何期許自己的未來？為什麼？

Earn your life!Earn your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