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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現美好的未來社會 
 

～ 發現和培養優秀青年人才 ～ 
～ 教育和學習的環境配置 ～ 

～ 展覽館和博物館的建築事業 ～ 
～ 未來的展望 ～ 

 
 
 



2011年3月11日發生東日本大地震，到目前為止許多人都離開了人世。我們真的很悲傷。
對於日本和世界其他的地方，還是沒有我們可以做的，每天總是在思考。 
為了實現更好的世界，我想打造一個夢想給將來的孩子。為了實現和平的美好的社會，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工程師，也是一個夢想家，但經常被人們說是不可能實現的萝想， 
記住，你要創建一個理想的社會，數學和科技的未來，但我們相信，可以改變這個社會。 
然而，資源的浪費，無意義的研究和開發，目前的潮流是與當前科學和技術同時進步。 
它似乎有錯誤的思考。現在好了，再次重新思考再生的真諦，我認為最好的選擇， 
所有想的到都要思考進來。 

 
 給予孩子一個偉大的超人能力，在地球上，我們可以證明自己有能力，因此，我們希望 
支持生活和學習環境。愛自己的孩子，而每個人都在借助社會幫助下，準備為孩子提供 

最好的學習環境，我想提出。同樣作為成長一棵樹，但也可能自己都會忍不住看看結果，
在未來的社會，即使是天才，只有一個人，我也很期待。 

 
目標和我們的協會信念，我在協會章程中寫道，變化是不太的，地球上仌有許多人遭受 
困難。每個人都有能力過一個真正幸福的生活，我們注意到數學和科學技術方面。 

我們正在尋找個人和團體單位來幫助我們。 
 
在大家的寶貴時間，此次接到發表的機會，我們誠心的非常感謝大家。 
 
 



◆介紹  

 １．自我簡介 
 ２．協會簡介   
 
◆為了實現美好的未來社會 
 １．人類真的很開心嗎？ 
 ２．什麼是未來的科學和技術呢？ 
 
◆發掘和優秀青年人才發展 
 １．這世界有天才嗎？ 
 ２．充分認識數學，如何將科學自由定制功能        
 
◆教學和學習的環境配置 
 １．教材和學習內容的介紹 
 ２．住宅設施和實驗室配置 
 ３．建教合作體制的建立 
 
◆展覽館和博物館的建築業務               
 １．傳達給人們廣泛的數學和科學技術 
 ２．保管和保存的科學技術，支持社會基礎設施           
 
◆未來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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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ims.jp/icys/formericys/jp/01about/pdf/04-05_mel_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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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新報 孩子們的新聞 
2014年9月1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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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２．協會簡介  

協會的目的 

協會在國內和國外，也無論貧富貴賤，對於兒童 
和青尐年有出眾的天賦，從而能夠幫助他們發揮

最大化的能力，而數學的重點，是使用先進的教育
科技，那麼討論了三個未來科技「無限能源」， 

「人工智能」，「微型機械」因此，它可以開發一個，
為了孕育下一代，貧困、飢餓和疾病的天賦、沒有
戰爭，它的目的是實現一個和平的未來社會。 



協會名稱 特定非營利協會 數學・科學技術推進協會MathMathGood 

未來有一個強大的願景，我們將承諾盡自己的力量來實現一個美好的未來社會。 業務目標 

章程對於用結合「報酬」，董事和高級職員的文章，在那個位置，定義為 

「無報酬」為社區服務，這裡的項目是不能隨意變更，全體理事的通過。 

協會的 

義務 

定期的舉辦活動，學習成果，捐贈和收益的內容的公開。 

對於技術和專利的開發，出版全部免費，為社會做出貢獻。 

協會的章程納入「目的」，這裡的項目是不能隨意變更，需要全體理事的通過。 

剛開始的一至兩年，是募集資金和人力資源收集。 
兩至三年內，設備的建設和員工招聘服務。 
三至四年，開始了全面的教育活動。 

五年以後，展覽館和博物館建設。 

人事 為了實現好成為一個夢想，需要遵守協會的章程「目的」，協會所有員工保證。 

在任何位置職務，所有員工都在相等的工作條件下被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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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協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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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日本發生了一個非常大的地震。此外，
每天在地球上的某個地方會發生貧困和疾病的 
蔓延。戰爭和恐怖主義已經發生。 
 

在不久的將來，人口問題、糧食問題和能源問題，
我們知道每個人肯定會出現。 
 

在世界許多地區發生了的自然災害（海嘯，隕石），
大量的人類死亡。即使在現代擁有先進的科學 
技術，我不認為人類會幸福快樂。 

◆為了實現美好的未來社會 
 １．人類真的很開心嗎？ 



先進國家的經濟和生活都仰賴於石化能源，據說在
過幾十年會被耗盡。但近幾年來的消費能力的逐年
增加，發展中的國家極積的經濟擴張迅速，將進一步
加快耗盡的確定性。 

世界能源資源開採年限 

石油  45年 
天然瓦斯  62年 
石炭  118年 
鈾  68年  

能源問題 

至2011年10月31日，世界人口將達到70億人。每秒鐘
增加了2.47人。在過去一年中，以7千八百萬人的數字

增加，這個數字是加拿大，澳大利亞，希臘，相當於葡萄
牙人口的四國的總人口數。 

人口問題 

世界人口の推移 / 国連人口基金さんのホームページより 

在2001年世界糧食庫存大約是6億噸（約100天份），然而， 
現今在極端天氣下，此外，新興國家的肉類等影響增加， 
庫存量的日益減尐，2011年的糧食庫存量減尐到4.5億噸 
（約75天份），其中的飢餓原因已經死亡4~5萬人， 
(一年超過1千五百萬人），其中兒童就佔了70％以上。 

糧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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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實現美好的未來社會 
 １．人類真的很開心嗎？ 



貧困問題  戦争 疾病問題 

「人工智能」的發展 「無限能源」的開發 「微型機械」的發展 

解決的方法 

• 核聚變 
• 物質和反物質 

• 新的物理現象  

• 腦科學 

• 量子計算機 
• 一種新的數學理論  

• 生命現象的說明 
• 奈米技術 
• 數學和科技的結合 

◆為了實現美好的未來社會 
 １．人類真的很開心嗎？ 



「無限能源」的開發 

永久機関 

 
 
 
 
 
 
 
 
 

天然的可再生能源 

太陽能源 
 
光力発電 
水力発電 
風力発電 
潮汐發電 
波浪發電 
海流発電 
地熱発電 
生物燃料 

核聚變或其他物理方法 

核聚變是使用氘，並且使得質子彼此的融合反應， 

是大規模的損失量改變為能量的方式。在太陽系中
所有天體閃耀在宇宙中的氫，在核聚變能的照耀下， 

如氦，核聚變是一種安全和乾淨能源，但是技術上 
有些困難，「在陽光下地面！」的夢想實現，它仌然 
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完成。 
 
核聚變是一種安全、乾淨的能源。核聚變是一種安全、
乾淨的能源。 

愛因斯坦方程式
E=MC2 

在1公克的質量，1天可以產出， 
七大城市中包含東京所使用的能源。 

◆為了實現美好的未來社會 

 ２．什麼是面向未來的科技呢？ 



「人工智能」的發展 

什麼是人工智能呢？ 
• 自己學習的能力 
• 人類的大腦持有等於或高於智能，可以與人交談 
• 自我和個性 

學會了智慧生物 • 在地球上，目前已經有70億以上的智能生物（人類） 

發展史 

• 1950年，約翰•馮•諾伊曼，發現了29種細胞這表明 
  自生長自動機與細胞自可再生機。 
• 1956年，J.McCarthy等人，在“達特茅斯會議”， 
  首次使用的術語人工智能。 
• 1997年，加里•基莫維奇•卡斯帕羅夫戰勝西洋棋由IBM 
  開發的超級電腦深藍進行國際象棋比賽。 
• 在2000年，原則上二腳步行的機器人ASIMO， 

  世界首次由日本的本田汽車公司開發出機器人。 
 

人類的可能 
存在價值的了解 

• 他們可以做精神上單調和危險的工作。 
• 無論是人工智能，看看有什麼夢想呢？ 
• 為什麼人類會有一個自我意識，當發現時就是找到答案呢？ 

◆為了實現美好的未來社會 

 ２．什麼是面向未來的科技呢？ 



微型機械的開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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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 根據維基百科的定義，該超小型機器，根據一個微型機械來定義。 
     尺寸的定義是混合，而是指從毫米到微米級的機械結構順序。 

• 即使是一個簡單的細菌，也可以獨立生活。 
• 生物體是所謂的微機械的集合形成。 
• 作為種子任意許可生長環境下僅有空氣和陽光與水，將成長如二元樹的一棵樹。 
 

生物和機械結合 

微機械的說明性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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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型機械製造技術 
• 批量處理： 
 運用的半導體集成電路製造技術，例如平版印刷和激光加工，是不需要組裝過程中， 
  如常規的機械零件，它可以在一次大量製造設備。 

• 傳統的機械加工延續： 
 超聲波加工，從以前已被常規使用的加工技術來獲得奈米程序的加工精度它變得如此。 
  它可以製造的微型和複雜的形狀（如著名的日本傳統戲劇能樂面具和酒杯）的結構。 

◆為了實現美好的未來社會 

 ２．什麼是面向未來的科技呢？ 



但實際上它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大學、研究所、公司、 
 「無限能源」，「人工智能」，「微機械」 
     的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尚未完全開發成功。 
 
其原因是，教育在數學和科學技術，在大學入學之後，學習已晚。
先進的數學和科學技術兩個同時自由掌握人才並沒有那麼多。 

數學上強調的重點，是用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教育， 
這些兒童成長，相信在未來的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來實現。 

解決方法 

◆為了實現美好的未來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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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和優秀青年人才發展 
 １．這世界有天才嗎？ 

天才們 

アルベルト・アインシュタイン IQ160～190(推定) 
 
ドイツ生まれのユダヤ人理論物理学者。 
特殊相対性理論及び一般相対性理論などを提唱した業績
により、20世紀最大の物理学者とも、現代物理学の父とも
呼ばれる。 

スティーヴン・ホーキング IQ160 
 
イギリスの理論物理学者。 
21歳のときに「筋萎縮性側索硬化症」と診断される。 
「車椅子の物理学者」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る。 
彼は、一般相対論が破綻する特異点の存在を証明し、 
一般相対論と量子力学を結びつけた量子重力論を提示した。 

グリゴリー•ペレルマン IQ300（推定） 
 
1982年、当時最年尐記録である16歳で国際数学オリンピック
を全問満点で金メダルを獲得し、1994年、ソウル予想を解決
し、また、2003年、サーストン幾何化予想とポアンカレ予想を
解決した。そのため、2006年と2010年に、フィールズ賞と 
ミレニアム賞を受賞したが、辞退した。 

レオナルド·ダ·ビンチ IQ180～190(推定) 
 
イタリアのルネサンス期を代表する芸術家で、絵画、彫刻、 
建築、音楽、科学、数学、工学、発明、解剖学、地学、地誌学、
植物学など様々な分野に顕著な業績を残し、 
「万能人 (uomo universale )」 と異名などで親しまれている。 
 

ラマヌジャン IQ >> 300 (測定不能）1887-1920 
 
ラマヌジャンの τ 関数、タクシー数、円周率の公式など、 
多くの定理と公式を導きました。大学で系統的な数学教育を
受けなかった彼は「証明」という概念を持っておらず、 
直感性で得た「定理」のいくつかは未解決。 

• 威廉•詹姆斯SIDIS (William James Sidis) IQ250〜300（估計） 
  美國數學家。這位數學家剛過六歲的時候已經完成高中畢業。 
  他只用七個月時間完成學業。從小被稱為神童。 
• 陶哲軒IQ220〜230（估計）菲爾茲獎得主。 
  中國裔澳大利亞數學家。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 
  他專門從事實分析，諧波分析，微分方程，組合數學，整數論，表示論。 
• 克里斯托弗•平田IQ225 
  日裔美國人。天體物理學家專家。 
  在13歲時，國際物理奧林匹克金牌的最年輕的冠軍。 
• 金雄鎔IQ200以上 
  出生6個月後開始說話，三歲講四種語言。8歲以後被美國邀請， 
  在美國航空航天局工作，16歲的金雄鎔就取得物理學博士學位。 

定義和天才的特點 
天才的定義，但朝向『百萬人之中有一個更好的能力， 
它是指在社會中觀察到利用其功能的人。』 

數學的天才： 
運算速度的快速 
記憶力很強的 
靈感和直覺的敏銳 

藝術的天才： 
形成語調的區別 
能夠創造新的價值觀 

瘋狂的事件，理論上可以認為表達出為常態 



◆發掘和優秀青年人才發展 
 １．這世界有天才嗎？ 



◆發掘和優秀青年人才發展 
 ２．充分認識數學，如何將科學自由定制功能 

什麼是數學呢？ 
●數學和頭腦共同創造了一個宏偉的宇宙。 
  數學、起源為邏輯嚴密性，完全都是自由思考， 
  現在宏偉宇宙都它是一個偉大開闊的視野。 
  它是人類藝術的最好的作品之一。 
 
●數學是科學和技術的最高最有力的步器。 
  數學是科學技術的一種共通語言，不只是 
  一些，在尋求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它是人體 
  必需的最好的最有力的步器。 

○圖片：舊的10元馬克法案德國 

（在數學家高斯照片他已經製作已經繪製誤差曲線）（http://www.pas.tsukuba.ac.jp/faculty/math.html） 

半群理論、群論、環論、線型代數學 
代數理論、代數整數論、不變量理論 
現代整數論、群表示論、調和函數 
交換代數、代數幾何學 

古典幾何、解析幾何、拓撲、微分幾何學 
代數幾何、分形幾何學、計算幾何學 

古典幾何、解析幾何、拓撲、微分幾何學 
代數幾何、分形幾何學、計算幾何學 

數理統計學、數理邏輯學、數學計算機學 

正式大規模數學研究已有300年歷史。 
事實上，數學還在持續發展當中。 

http://www.pas.tsukuba.ac.jp/faculty/math.html


◆發掘和優秀青年人才發展 
 ２．充分認識數學，如何將科學自由定制功能 



數學研究論文數量 
所有的領域論文數量 

數學研究論文數量 

◆發掘和優秀青年人才發展 
 ２．充分認識數學，如何將科學自由定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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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掘和優秀青年人才發展 
 ２．充分認識數學，如何將科學自由定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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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和學習的環境配置 
 １．教材和學習內容的介紹 

在一個美麗的大海和清新的空氣 
包裹著，日本沖繩有著溫和的氣候，
一個偉大的能力給予每個孩子， 
我們希望讓廠學習先進的數學和 
科學技術。而且，我們想給大量的
時間和思考數學環境。 
在不久的將來，以保存日本和世界
我希望的天才會出現。 

連續沖繩39年的統治出生率全國首 



數學強調重點為根據每個孩子的天賦，教給每個學生的最新的知識。 

數學 
物理學 

化學 

生物學 電氣工學 

電腦 藝術 

音樂 文學 

醫學 社會基礎技術 

天文學 

◆教學和學習的環境配置 
 １．教材和學習內容的介紹 



・ 國際天文學奧林匹克 

・ 國際化學奧林匹克 

・ 國際生物學奧林匹克 

・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 國際情報奧林匹克 

・ 國際物理奧林匹克 

最初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參加各種國際科學奧林匹克，連接教育聯盟。 

◆教學和學習的環境配置 
 １．教材和學習內容的介紹 



一個真正的天才數學家和科學家和技術者都在各個領域活躍 

最初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參加各種國際科學奧林匹克，連接教育聯盟。 

◆教學和學習的環境配置 
 １．教材和學習內容的介紹 



學習內容 

• 知識是累積起來，給予充足的時間和“創意”和“想像”的環境。 
• 為了證明各種定理以及它的發現歷史教學方法。 
• 正式的，而不是強制性的教育體系，針對可能的實際應用教育。 
• 學習本和中國文化，生活在謙虛和仁德一些人的熱愛生活和大自然。 
• 沒有嚴格的課程，學會研究在任何時間。 
• 樹立好的人才真正喜愛學問。 
• 正如在電影「回到未來 」，了解理論和技術的重要性。 
• 在資源匱乏的日本，這樣才能做到自給自足，掌握支持社會基礎設施的基本技術。 
• 要了解四種不同的語言（日語，英語，中國語，俄羅斯語）的學習。 
• 瞬時洞察力和速讀法，促進與頭腦的轉動的全力教育。 
• 現代數學已超越300年了。可以製訂節目讓孩子們在15至20歲中學習。 
• 參與本次活動中有同樣的想法計算優秀研究學者，技術人員和教師在世界各地追求。 
• 醫學專家的醫療指導。 
• 派往海外的大學和公司的工作人員，摸索有效的教育和學習環境。 

一個真正的天才數學家和科學家和技術者都在各個領域活躍 

最初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參加各種國際科學奧林匹克，連接教育聯盟。 

◆教學和學習的環境配置 
 １．教材和學習內容的介紹 



位置 位於沖繩本島北方的海岸，有個名叫東村「山原」（Yanbaru）的小村落，北面緊臨 
國頭村和大宜味村，西南面臨著名護市，南東面向太平洋，東西向4〜8公里， 
它是從北向南延長26公里的村莊。它坐落在離那霸機場兩小時地方的車程。 

産業 主要產業是第一產業。 

它已經積極培育，如菠蘿和鮮花。   

總人口1753人（2013年12月1日）   人口 

◆教學和學習的環境配置 
 ２．住宅設施和實驗室配置 



孩子和家庭的實驗室為住宅設施，緊急醫療可能醫院（含直升機） 

員工及家屬居住設施 

・ 能與自然環境和周圍的生物可以共存，在樸素的重點放在安全方面的堅固建築。 
・ 要珍惜每個人的孩子的個性和隱私，家庭的設施與溫馨的氛圍。 
・ 在自己孩子居住的空間可以自行設計。 
・ 深入思考，提供您可以在一個人想像空間。 
・ 急救醫生和護士各2名，24小時待命。（正常，開了一家診所活動和醫學教育） 
・ 電子顯微鏡室，天文台，實驗室，實驗室，圖書館，音樂室，舞蹈室，池建設。 
・ 所有的設施的壁的是磁鐵型黑板，即可以在任何時間寫的想法進行討論的環境。 
・ 水和蔬菜，電力，比如它是自給自足的，環保的再生資源回收設施。 
・ 世界大學與實驗室的連接，現有的網絡環境是可以得到新的信息。 
・ 最重要的是，孩子們總是在溫暖的心，由一個充滿愛的工作人員訶護著。 

康樂設施及支持人員的住宿施工 

・ 它可以在該協會學習時使用，在沖繩員工培訓，也可以用於如企業間的交流。 
・ 通過支援給我們的個人和團體，給孩子參與，培養頭腦，以培育心靈的社區服務。 

・ 我們就可以幫助孩子們在完整的系統，工作人員和他們的家人可以生活在安心設施。 
・ 而不是一個法人組織，在一個家庭的氛圍，它可以支持孩子每天24小時。 
・ 兒童和我們的工作人員，可以在協會的學習計劃免費參加。 

◆教學和學習的環境配置 
 ２．住宅設施和實驗室配置 



◆教學和學習的環境配置 
 ２．住宅設施和實驗室配置 



◆教學和學習的環境配置 
 ３．建教合作體制的建立 

内容 

人才
介紹 

因為在日本的出生率下降，年輕人學習科學和技術已經在逐年下降。 
此外，在日本社會有高齡化問題，在科學和技術傳授給年輕人的事已經成了
一個大問題，這孕育下一代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對公司而言，這已經成為 
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該協會認為，如果你能扮演的角色，哪怕是一點點。 
具有吸引力的，作為一個不錯的公司，為了孩子他們做了很多的技術。 

一旦為成年人，但孩子們決定自己課程的權利，為了這樣的公司誰擁有的 
支持，優先的引進人才和協助。 

同樣作為成長一棵樹，但也可能自己都會忍不住看看結果，在未來，我想 
希望天才的出現，將節省一億人，地球，甚至一人對於夢想的未來成就。 

參觀了企業的生產基地，同時在企業內部接受培訓，掌握的技術。 

不僅是資金，該協會的研究室，設備和技術的自由提供，非常感謝你們從我
們的人力支援使用。由於技術的獲取需要很長一段時間，該企業有的，我們
想合作，形成了堅定的學習計劃。 

定期報告和活動學習成果，捐款和收支的報告內容。 

目的 

夢想 



◆教學和學習的環境配置 
 ３．建教合作體制的建立 



◆展覽館和博物館的建築業務                
 １．傳達給人們廣泛的數學和科學技術 

業務內容 

經營理念 

在日本沖繩科學技術領域，仌已被推遲仌然是物理和人類發展更廣泛的沖繩人，想詢問
認識數學和科學的樂趣和重要性，在與當地社區密切聯繫，提供了一個學習計劃，使真
實經歷的形式，我們要建立一個非常實用的展覽館和博物館，給參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且，我想希望，導致沖繩地區發展的未來。 
作為教育的一部分，沖繩的小學、我想藉由中學取得有利的合作。 
免費入場。 

數學放置強調，在每個領域，「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電氣工程學」、
「天文學」和「電腦」、「醫學」和「音樂」、「藝術」、「文學」為每個項目， 
它描述了每個發展的歷史，不管你是什麼前沿研究到今天為止，而交換 
將被引入實際研究領域的狀態。 

博物館的４大定義 

「收集數據」、「存儲整理」、「調查研究」、「教育普及」該博物館四個主要功能被統稱為 

四個功能。做博物各種活動和業務四大功能的基礎上進行 

對於夢想的 
未來成就 

對於另一種 
現實的夢想成就 



◆展覽館和博物館的建築業務                
 １．傳達給人們廣泛的數學和科學技術 



◆展覽館和博物館的建築業務                
 ２．保管和保存的科學技術，支持社會基礎設施 

目的 

公益社團協會，關西經濟聯合環基礎設施技術的維護， 
以支持該國的產業創建機制，培育和超過對瀕危領域的人力資源保障 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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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東日本大地震，東北，除了國土資源部，這是一個廣泛的社會基礎設施和 
沿海地區的中心，如北關東地區，產業基地自身在該地區已經崩潰。另外， 

尐子化和對於年輕人遠離科學，技術人才等，對於缺乏技術技能，公司或被 
迫從企業退出，已經下降到一個情況，即沒有選擇，只能依靠國外的人力資源。
離開了支持日本社會後人基礎的技術，我想建議你可以存儲和保存的數學和 
科學技術。 

電子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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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領域 鋼鐵領域 生物醫藥領域 

原料領域 建築領域 食品領域 



◆未來的展望 

在這個美麗的地球上，我們可以自由地吸入空氣，它也是美味大餐。 
然而，一旦我們離開了地球，就不知怎麼過生活了。 

 

在宇宙中，我是一個微小的人，那感覺就像活著真好。 
 而且，有一天，我也離開了這個世界。 

 在此之前，我想有好東西給後人和兒童離開。 
 在所有的人體組織的一個極限，似乎，我要快樂的享受人的生命。 

 

但是，我們渴望天才尐年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 
我的頭腦被認為很好捨棄成見認為天才是不相容的存在， 
它成為一個不起眼的感覺，想希望有一天被保存到天才。 

・ 他翻譯的國家的話，比如世界各地的兒童可免費 
    太陽能發電套裝 - 案例，利用人造衛星的情況下，計畫開發教育類型節目。 
 

・ 小學的世界中，加入與初中教育的合作夥伴關係。規劃建立了「私立學校」。 
 

・ 針對24世紀的理想世界，如「星際迷航」，無戰爭和貧窮，無病飢餓， 
    我們希望你成為一個和平的世界的平等。 
 

・ 宇宙和生命詮釋完全的奧秘，想要探索生命和人類存在的意義。 



◆未來的展望 

另外在書末卡爾•薩根的成名「暗淡藍點」的（淡藍色圓點）向我要視頻。 
薩根博士的建議美國家航空航天局回答為航海家1號將拍攝的東西返回太陽的方向。 
白色的小點是光譜出現在地球光運行對角線的。 
光譜是因為你已經太接近太陽散射光的地方造成的。 
拍攝時，旅行者1號在距離地球有60億公里。 
 

薩根說如下。 

薩根『暗淡藍點 』 

人類所有的歷史，他把這個小像素。 
它是，但我我們唯一的家鄉。 

file


感謝您的關注。 
 
未來，請您的支持。 
謝謝。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數學•科學技術推進協會MathMathGood  
理事長 佐佐木敏雄 

http://mathmathgoo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