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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美好的未来社会 
 

～优秀青年人才的挖掘和培训 ～ 
～教学与学习环境改善 ～ 

～博物馆和展览馆的建设项目 ～ 
～ 对未来的展望 ～ 

 
 
 



东日本大地震让很多人离开了人世。我觉得非常伤心。 
我每天都在想为了日本和世界，有没有可以做的事。 
为了实现更好的世界，我想把梦委托在未来的孩子上。 
为了实现和平和美丽的社会，我想尽全力的专注于教育。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技术人员，同时又是一个梦想家，虽然别人经常说没有现实性， 
但是我相信，在一心要创作理想乡，未来的数学和科技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然而，看到资源的浪费，无意义的研究和开发的当前状态，我感觉当前的科学技术 
发展的路好像走错了。我们重新考虑生活的真谛，我想让大家想一想什麽才是最佳的 
选择。 
 
地球上有很棒的超人数学力量的孩子，所以为了让他们能发挥他们拥有的能力，我们 
想在生活和学习环境给他们帮助。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借大家的力量把最好的学习 
环境送给小孩子们。就像种树一样，虽然有可能自己看不到自己的成果，但是我们期待
在将来出现能把万人和地球拯救的人，哪怕是一个人。 
 
我们的组织的目标信念和章程上面写的一样，永远不会改变。 
现在地球上的很多人都生活在痛苦之中。为了能让大家感觉到幸福的人生，我想在 
数学和科学技术方面尽全力的努力。而且，我们正在寻找可以支援我们的个人和组织。 
 
这一次，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宝贵时间和发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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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ims.jp/icys/formericys/jp/01about/pdf/04-05_mel_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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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新报 孩子新闻 
平成２６年９月１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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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2.公司介绍 

公司的目的 

这个公司，不论国内国外，不问贫富，只要是有
优秀才能的儿童和青年，为了让他们尽最大可能
的发挥个人的能力，实行以数学为重点，关于 
科学和技术的高度教育，能开发“无限能源”， 
“人工智能” ，“微型机械”的3个未来型 
科学技术，养成下一代的优秀人才，实现没有 
贫困，饥饿和疾病，战争的和平未来社会。 



公司名称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数学・科学技术推进协会 MathMathGood 

持有很强的未来理想，发誓要为美好的未来社会的实现尽全力。 业务目标 

关于契约上写的「报酬」，因为理事和责任人为了社会奉献定为 
「没有报酬」，理事全员发誓决不改变这些项目内容。 

公司义务 

定期的公开活动内容和学习成果，献金和收入的内容。 

关于开发的技术和特许，全部无偿公开，为社会做贡献。 

契约上写的「目的」，理事全员发誓决不改变这些项目内容。 

第1，2年，收集资金和人才。第2，3年，设施的建筑和募集社员。 
第3，4年，真正的教育活动的开始。第5年以后，展示馆和博物馆的建设。 

人事 为了实现美好的梦，社员全员发誓遵守契约书上的「目的」。 

不管是什么职务，社员全员都是在同等的劳动条件条件下被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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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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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日本发生了巨大地震。 
并且每天，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有贫困和疾病在
蔓延，战争和恐怖事件正在发生。 
 
大家都知道在不远的将来，人口问题，食料问题
和能源问题一定会发生。 
 
天灾（海啸，陨石）在世界各地发生，死很多人。 
在科学技术发达的现代，有的人也感觉不到幸福。 

◆为了实现美好的未来社会 
 1.人类真的幸福吗？ 



2011年10月31日，世界人口达到了70亿人。每秒都有
2.47个人正在增加。 
这一年增加的7800万人相当于，加拿大，澳大利亚，
希腊，葡萄牙这四个国家的总人口。 

人口问题 

世界人口の推移 / 国連人口基金さんのホームページより 

2001年的世界的粮食在库量是大约6亿吨（大约是100天的使
用量）。但是，炎热，干旱等的异常天气，再加上新兴国的
食肉增加的影响，造成了在库的减少，2011年的在库量降到
4.5亿吨（大约是75天的使用量）。 
非洲的国家现在还面临着深刻的食粮不足，因为饥饿而造成
的死亡人数是一天4～5万人（一年间在1500万人以上）， 
死亡人数的70%都是儿童。 

食料问题 

http://ameblo.jp/00misakichi00/entry-10104235554.html 

◆为了实现美好的未来社会 
 1.人类真的幸福吗？ 

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生活都是依存化石能源，说是再
过几十年就会枯竭。 
但是，年年消费量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扩大，
让枯竭会更早的到来。 

能源问题 
世界的能源资源的挖掘命 
石油  45年 
天然气   62年 
石炭  118年 
铀  68年  



贫困问题 战争 疾病问题 

「人工智能」的开发 「无限能源」的开发 「微型机械」的开发 

解决法 

・核融合 
・物质和反物质 
・新的物理现象  

・脑科学 
・量子计算机 
・新的数学理论 

・生命现象的解明 
・纳米技术 
・数学和科学技术的融合 

◆为了实现美好的未来社会 
 1.人类真的幸福吗？ 



「无限能源」的开发 

永久机关 

 
 
 
 
 
 
 
 
 

自然再生能源 

太阳能源 
 
光力发电 
水力发电 
风力发电 
潮力发电 
波力发电 
海流发电 
地热发电 
乙醇燃料 

核融合或者别的物理学的方法 

核融合的方法是用氘发生质子之间的融合反应，把失
去的质量变成能量。不只是太阳，宇宙中所有发光的
天体都是由氢气，氦气等的核融合能量来发光的。 
核融合是安全，并且清洁的能量。 
但是因为技术的困难，「把太阳放在地上」的梦要实
现，还要花很长时间。 
 
想要用物质・反物质的融合反应，需要发现新的能量
和开发新的技术。 

爱因斯坦的式 
E=MC2 

1g的质量可以做出，包括东京的7
大都市的一天的能源使用量。 

◆为了实现美好的未来社会 
 2.将来的科学和技术是什麽？ 



「人工智能」的开发 

人工智能是什么？ 
・自己学习能力 
・有和人间的脑同等以上的智能，会和人间交流 
・好像有自我和性格一样的动作 

学习生物的智能 ・地球上，已经有70亿以上的智能生物(人类） 

开发的历史 

・1950年，J.von Neumann是，把自己再生可能的机械用 
   29种马达展示了自己增殖的自动装置。 
・1956年，J.McCarthy等，在达特矛斯会议，第一次用了 
   人工智能这个单词。 
・1997年，国际象棋程序DeepBlue赢了国际象棋冠军 
   G.Kasparov。 
・2000年，真正的双脚步行机器人ASIMO，在世界首次被 
  本田技研工业开发。 

人间的可能性和 
存在价值的理解 

・能干危险的工作，单调和精神方面艰难的工作 
・人工智能是什么样的梦？ 
・关于为什么人间有自我意识，有可能找到答案？ 

◆为了实现美好的未来社会 
 2.将来的科学和技术是什麽？ 



「微型机械」的开发 

• 従来の機械加工の延長： 
 超音波加工など、従来から用いられている加工
技術でもnmオーダーの加工精度が得られる 
 ようになった。 微小かつ複雑な形状（能面や
ワイングラスなどが有名）の構造が作製できる。 

 

定义 ウィキペディア百科事典の定義によれば、マイクロマシンとは、超小型機械のこと。 
     大きさの定義はまちまちであるが、mmオーダーからμmオーダーの機械構造をいう。 

• 簡単な細菌でも、自立して生活できる。 
• 生物はいわゆるマイクロマシンの集合体である。 
• 種子のように、空気と太陽と水だけで勝手に成長し、樹木のように構造物を作り成長する。 
 
 

生物と機械の融合 

マイクロマシンの実例 

キヤノン電子 立命館大学 ナノスクライブ 岡山県産業振興財団 

マイクロマシン作製技術 
• バッチプロセス： 
 リソグラフィとレーザー微細加工などの半導体集積回路作製技術を用いて、従来の機械部品 
 のような組み立て工程を必要とせず、大量に一括してデバイスを作製できる。 

• 従来の機械加工の延長： 
 超音波加工など、従来から用いられている加工技術でもnmオーダーの加工精度が得られる 
 ようになった。 微小かつ複雑な形状（能面やワイングラスなどが有名）の構造が作製できる。 
 

◆为了实现美好的未来社会 
 2.将来的科学和技术是什麽？ 



しかし実際に世界でどこの大学も、研究所も、企業も、 
「無限エネルギー」、「人工知能」、「マイクロマシン」の 
本当の意味での開発にまだ成功していません。 
 
その理由は数学と科学技術の教育が、大学に入学してからで
は遅すぎます。高度な数学と科学技術の両方を同時に自由に
使いこなせる人材はそんなにいません。 

優秀な子供達を世界中から発掘し、幼い頃から、数学に重
きを置き、最先端な科学技術を教育し、そのような子供達
が成長して、未来型サイエンスとテクノロジーの開発を実
現できると信じております。 

解決法 

◆为了实现美好的未来社会 
 2.将来的科学和技术是什麽？ 



◆优秀青年人才的挖掘和培训  
 1.真的有天才吗？ 

天才们 

天才的定义和特征 
天才的定义是指，『比万人有更优秀的能力，用优秀的
能力被社会认可的人 

数学的天才: 
计算速度快 
记忆力高 
灵机一动和直感很尖锐 

艺术上的天才: 
音调能区分 
产生出新的价值观，创造性 
不平常发生的事也可以常识的想，理论的表现 

• William James Sidies   Intelligence 250～300 (Estimation) 
  American mathematician. Graduated high school at 6.  
     He is said to be a prodigy. 
• Terence Tao   Intelligence 220～230 (Estimation)  
    Fields Medal winner.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in the California University. 
• Christopher Hirata   Intelligence 225 
  Japanese American. Expert of astrophysics. 
  At age of 13, he won the first of the  International Physics Olympic 
     with the youngest age. 
• Kim Un Yon Intelligence 210 
   He started talking at 6 months of age, and began to speak four languages at 
   the age of 3.At 8,he was invited to work for NASA in the USA, and got a 
   Ph.D. of physics when he was 16. 



◆优秀青年人才的挖掘和培训  
 1.真的有天才吗？ 



◆优秀青年人才的挖掘和培训  
 2.完全理解数学，自由使用科学技术 

数学是什么？ 
●数学就是头脑做出来的壮大的宇宙。 
  数学是，根据伦理的严密性，由自由的想法 
  做出来的，就和壮大的宇宙一样宽广的世界。  
  人类的最高的艺术品之一。 
 
●数学就是，科学和技术的最强的武器。 
  数学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不只是万国共通的言语，  
  还是科学探究和技术开发时不可没有的 
  最高最强的武器。 

○图像：德国的老10马克钞票 
（画有数学家高斯的照片和他发明的误差曲线）（http://www.pas.tsukuba.ac.jp/faculty/math.html） 

半群论，群论，环论，场论，线性代数 
代数理论， 格论 ，代数数论 
不变的理论，自守形式理论，表示论 
谐波分析，交换代数，代数几何 

古典几何，解析几何，拓扑 
微分几何，代数几何 
分形几何，计算几何 

偏微分方程的理论，代数分析，概率论 
功能分析，应用分析，数值分析 

数理统计，数理逻辑，数学计算机 

真正的数学研究的历史还是300年。 
事实上，数学仍在发展的途中 



◆优秀青年人才的挖掘和培训  
 2.完全理解数学，自由使用科学技术 



数学研究論文数 
全部论文数 

数学研究论文数 

◆优秀青年人才的挖掘和培训  
 2.完全理解数学，自由使用科学技术 



北海道大学 
大学院理学研究院数学部門 
（http://www.math.sci.hokudai.ac.jp/research/field/applmath.php） 

JFEテクノリサーチ 

"The Role of Elastic Stresses on  
Leaf Venation Morphogenesis"  
Published: April 11, 2008 

出光エンジニアリング  

「日本経済から見た年金問題」 
植草一秀講演 

http://mrder.net/generic-drug/ 

自然科学研究機構 
新分野創成センター 

千葉工業大学工学研究科 
http://yagi.typepad.jp/413/cat33673/ 

沖縄科学技術大学院大学 

◆优秀青年人才的挖掘和培训  
 2.完全理解数学，自由使用科学技术 

http://www.math.sci.hokudai.ac.jp/research/field/applmath.php
http://www.math.sci.hokudai.ac.jp/research/field/applmath.php


◆教学与学习环境改善  
 1.教材和学习内容的介绍 

被清新的空气和美丽的大海包围，
在温暖气候的冲绳，符合每个孩子
所拥的很好的能力，建设学习高度
数学和科学技术的设施。然后， 
给他们充分的数学思考时间和环境。 
 
在不久的将来，期待能有把日本和
世界拯救的天才的出现。 

冲绳 39年连续出生率全国第一 



以数学为重点，根据各个孩子的个性，传授各个学问的高度知识。 

数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电器工程学 

计算机 艺术 

音乐 文学 

医学 社会基盘技术 

天文学 

◆教学与学习环境改善  
 1.教材和学习内容的介绍 



参加从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到各个国际科学奥林匹克，缔结教育提携 

・ 国际天文学奥林匹克 

・ 国际化学奥林匹克 

・ 国际生物学奥林匹克 

・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 

・ 国际计算机奥林匹克 

・ 国际物理奥林匹克 

◆教学与学习环境改善  
 1.教材和学习内容的介绍 



招待各领域活跃的真正的天才科学家和技术者 

◆教学与学习环境改善  
 1.教材和学习内容的介绍 

参加从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到各个国际科学奥林匹克，缔结教育提携 



学习内容 

・  不是死记硬背知识，而是给创造和想象充分的时间和环境。  
・ 告诉每个定理的证明方法和发现的历史。 
・ 目标是实用和应用可能的教育，而不是形式的和义务的教育体系。 
・ 学习日本和中国文化，养成热爱生命和自然，謙虚仁徳的人。 
・ 不设严密的教育课程，不管什麽时候都要养成学习研究的习惯。 
・ 养成真正从心里热爱学问的人。 
・ 正如电影“回到未来” ，理解理论和技术的重要性。 
・ 在稀缺资源的日本，为了能让自给自足，学习支持社会基础设施的基本技术。 
・ 学习四个国家的语言（日语，英语，中国，俄罗斯）。 
・ 学习瞬间洞察力和快速阅读，锻炼大脑的旋转和集中力。 
・ 现代数学的进步是300年。提供一个让孩子能在15・20年学到的课程。 
・ 从世界当中寻求对这个活动支持的优秀研究者，技术者和教师。 
・ 通过医学专门家的医学指导。 
・ 工作人员被派往国外大学和公司，探索有效的教学和学习环境。 

◆教学与学习环境改善  
 1.教材和学习内容的介绍 

招待各领域活跃的真正的天才科学家和技术者 

参加从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到各个国际科学奥林匹克，缔结教育提携 



◆教学与学习环境改善  
 2.居住设施和研究室的装备 

地方 东村是叫「山原」（yanbaru），在冲绳本岛北部的东海岸，北面是国头村及 
大宜味村，南西接着名护市南东面向太平洋，东西长4～8km、南北长26km的 
细长的村。从那霸空港开车，需要2小时的地方。。 

产业 主要产业是第一次产业。 
菠萝，切花等的栽培很繁盛。 

总人口是1，753人（2013年12月1日）   人口 



为了儿童和家族的住宅设施和实验室，可以紧急医疗的医院（包含直升机） 

工作人员和家族用的居住设施設 

・ 可以和周边的自然环境和生物共存，节俭并且实用和安全的坚固的建筑。 
・ 珍惜每个孩子的个性和隐私，创造和家一样的氛围。 
・  孩子们自身可以设计自己想居住的空间。 
・ 建设可以一个人深深思考，想象的空间。 
・ 急救医生和护士各2人，24小时等候。（平时，开设诊所活动和医疗教学） 
・ 建设电子显微镜室，天文台，实验室，实验室，图书馆，音乐室，舞蹈室，游泳池。 
・ 所有设施的墙做成磁性的黑板，随时可以记录自己的主意，讨论的环境。 
・ 建设水和蔬菜，电力都能自给自足，环保的再生资源循环设施。 
・ 与世界上的大学和实验室连接，提供一个随时可以得到最新信息的网络环境。 
・ 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总是被温馨，感情丰富的工作人员包围。 

支援者用的住宿设施和保养所的建设 

・ 可以在访问我们协会的时候，在冲绳的社员研修，企业之间交流的时候使用。 
・ 让支援我们的个人和团体通过对孩子们的交流，培养社会奉献的心。 

・ 可以在完整的系统下支援孩子，让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可以安心居住的设施。 
・  不是公司组织，而是家庭的氛围下，24小时支援孩子。 
・ 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也可以参加本协会的免费学习计划。 

◆教学与学习环境改善  
 2.居住设施和研究室的装备 



◆教学与学习环境改善  
 2.居住设施和研究室的装备 



◆教学与学习环境改善  
 3.企业协力体制的确立 

内容 

人材
介绍 

由于少子化的日本，年轻人学习科学和技术的年轻人已经在逐年减少。 
此外，还有日本社会的老龄化问题，把科学技术传授给年轻人变为了 
一个大问题。这对培养下一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对于公司来说， 
它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该协会想尽力分担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很好的公司，请把我们公司的技术告诉孩子。 

当孩子们成人以后，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将来， 
但是我们会向帮助我们的公司优先介绍和调解人才。 

就像和种树一样，自己有可能看不到成果，但是将来，希望出现能把 
万人和地球拯救的天才，哪怕是一个人。 

参观公司的生产现场，一边接受内部培训，一边学习技术。 

我们从心里希望不仅是资金，对该协会的实验室免费提供设备和技术，人
力援助。由于学习技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会和公司合作， 
希望形成一个严密的学习计划。 

定期，我们将报告活动内容和学习成果，献金和收出的内容。 

目的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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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和展览馆的建设项目  
 1.传播数学，科学技术 

事業内容 

经营理念 

在冲绳科学技术领域，物和人的发展还是很延迟。 
想让更多的冲绳人认识数学和科学的乐趣和重要性， 
所以建立与当地社区紧密联系的形式，提供了一个可以亲身体验的学习计划， 
建设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非常实用的展览馆和博物馆。 
而且希望对冲绳区域未来的发展起到影响。 
作为教育的一部分，想对冲绳小学，初中有很强的合作。 
免费入场 

把重点放在数学，“物理学”，“化学” ，“生物” ，“电气工程”  
，“天文学”，“电脑” ，和“医学”，还有“音乐”，“美术” ， 
“文学”的每个项目，容易理解的说明每个发现和发展的历史，至今都有
什麽最先端的研究，并用实际研究现场的模样介绍。 

博物馆的4个大的定义 

「资料的收集」、「整理保管」、「调查研究」、「教育普及」的 
四大功能被统称为博物馆四大功能。各种活动和业务都是根据这四大功能在执行。 

为了实现 
未来的梦 

为了实现另 
一个现实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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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和展览馆的建设项目  
 2.支撑社会基盘的科学技术的保存和保管 

目的 

公益社団法人 関西経済連合会わが国の産業を支える基盤技術の維持に向けて 
ー絶滅危惧分野における人材の育成・確保のための仕組みづくりー  2011年8月 

http://www.kankeiren.or.jp/material/pdf/110823%20Rikoukei%20jinnzai%20Teigen.pdf 
 

在东日本大地震，东北，北关东地区的大范围和沿海地区，社会基础设施和 
地区的工业基础本身崩溃了。此外，因为少子化和年轻人学理科的减少，工
程师缺乏技术技能，造成公司强制从企业退出，已经沦落到被迫依靠海外人
才的情况下。离开后人的基础技术支撑日本社会，我想建议你可以存储和保
存的数学和科学技术。为了把支撑日本社会的基盘技术留给下一代，我建议
把数学和科学技术保存下来。 

电子领域 内容 

ルネサス エレクトロニクス社 ロストワックス 清水鋼鉄 エムアールデアール 東海大学 
建設通信新聞 

東方ネット 

机械领域 钢铁领域 生物医药领域 材料领域 

建筑领域 食品领域 



◆对未来的展望 

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空气，品尝美味的餐点。 
然而，一旦离开地球，就不能生存。 

 

在宇宙中，我是一个微小的存在，感觉活着就是很幸运。 
而且，有一天，自己也要离开这个世界。 

在此之前，想把好的东西留给后人和孩子们。 
希望全人类都能很幸福和快乐的生活。 

 
放弃一个认为天才是不相容存在的固定概念， 
变的谦逊一些，期待有一天会被天才拯救。 

・ 翻译各国的语言让孩子们在世界各地免费利用来自 
    太阳能发电式的人工卫星的教育计划。 
 
・ 和世界中的小学，中学缔结教育合作。 
 
・ 希望能成为一个像“星际迷航”一样的24世纪的理想世界， 
    没有战争和贫穷，没有饥饿和疾病，和平平等的世界。 
 
・ 完全解开宇宙和生命的奥秘，探索生命和人类存在的意义。 



死去的卡尔·萨根的著名的书“暗淡蓝点”的视频发布了。 
根据萨根博士的建议，美国航空航天局用 
旅行者1号在回头看太阳的方向时拍摄的。 
斜着的光带里的小白点，就是地球。 
光带是因为距离太阳太近而发生的散乱光。 
拍摄的时候，旅行者1号距离地球有60亿公里。 
萨根说如下。 

萨根博士 『暗淡蓝点』 

人类所有的历史都发生在这个小像素上。 
这是一个我们唯一的故乡。 

◆对未来的展望 

file


感谢您的关注。 
以后还请您支持和照顾， 
 
谢谢。 

指定的非营利活动公司 数学・科学技术推进协会 MathMathGood  
理事长 佐佐木敏雄 

http://mathmathgoo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