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十週年紀念文集

清華大學數學系





編者序
數學系在清華大學有著獨特的地位。首先，從歷史的觀點，數學系和核工系是清華

1956 年在臺復校後最早成立的系所，核工系已更名，數學系這塊招牌在清華屹立的時間最

長。其次，從教育的觀點，數學系培養過的人才遍布臺灣各大專院校與高中，並負責各院

系所有基礎數學課程，相較於其他系所，數學系在教育的整體貢獻甚鉅。所以無論是清華

校方、理學院、或是數學系本身，都對數學系的五十週年慶極為重視。

今天的清華數學系包括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首先於 1962 年成立碩士班，1963

年 3 月首屆新生入學，翌年開始招收大學部學生，1972 年成立應用數學所，爾後成為數學

所應用數學組，統計、資訊等單位的不少同仁，也都曾經是清華數學系這個大家庭的一份

子。我們經過了半年的籌備，選擇在第一屆新生入學的五十年後，也就是 2013 年 3 月，

舉辦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內容有四項，包括 3 月 23 日舉辦的慶祝大會，為期三天的傑出

系友講座，歷時三個多月的資深教師與傑出系友專訪，以及這本紀念文集的編纂。

這本紀念文集主要依照撰稿人與受訪人的年資或系級排序，我們以很有限的篇幅，回

憶了清華數學半個世紀的風華；有資深教師精彩講述人物故事，有傑出系友輕鬆漫談學習

歷程。由於許多傑出系友旅居海外，不易安排專訪，專訪內容的文字抄錄與校對都相當費

時，加上人力與經費有限，我們不得不縮減原有的計畫，只能將重心放在早期歷史，因此

錯過了不少年輕一輩的傑出系友，希望未來再版能有機會彌補缺憾。

最後，我要代表數學系感謝所有參與這本紀念文集製作的前輩、同事、系友、還有同

學，感謝我們的教學助理洪雅婷小姐細心安排專訪與整理文稿，感謝師友月刊資深編輯黃

雅鳳小姐在排版美編上給予的友情協助，感謝文書組協助提供數學系成立之歷史文件，也

感謝清華大學圖書館特藏組、清華大學出版社、以及數學傳播季刊慷慨授權轉載共四篇文

稿。本文集以及其他五十週年慶的活動經費來自系友捐款與校方，感謝陳力俊校長和理學

院劉瑞雄院長在經費上大力支持。

清華大學數學系系主任



陳力俊校長序
去年本人有幸在校長任內與數學系師生、同仁與校友一起歡慶數學系成立五十周年；

當天很高興看到許多數學系元老功臣，共襄盛舉，如今則欣見數學系決定出版慶祝文集，

永誌紀念。

在慶祝會上致詞時，我曾歷數數學研究所是本校成立的第二個研究所，數學系則為本

校最先兩個學系之一，是本校元老系所，對清華的發展有重大的意義與貢獻；而清華大學

在北京時期，早於 1931 年成立數學研究所，首屆碩士生包括陳省身、華羅庚等後來的數

學大師；同時新竹清華徐賢修前校長可謂兩岸清華的橋樑；1945 年政府選派六位青年科學

家，到美國學習新興的原子能科技，徐賢修前校長在華羅庚先生推薦下是數學領域人選之

一；徐賢修先生後在普渡大學應用數學系任教，屢次回校作短期講學，1970 年被政府徵召

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在任內於 1972 年成立應用數學研究所，有相當的傳承意義。

數學對文明的貢獻，源遠流長，歷久彌新；今年暑期適有希臘一行，首站到雅典，正

是柏拉圖 (Plato) 創立的「學院」(Academy) 所在地；柏拉圖要求數學為「學院」先修

學科，更曾說過「不懂幾何學者，不入我門。」而古希臘學者中，留名青史的數學家如群

星璀璨，文藝復興大師拉斐爾在有名的「學院」(Academy) 畫作中人物，即包括歐幾里得、

畢達哥拉斯與芝諾 (Euclid、Pythagoras and Zeno)等大數學家；希臘是西方文明的搖籃，

西方世界在文藝復興，也就是對以希臘為代表的古典知識的重新學習以後，包括科技等文

明才得以突飛猛進：社會學三大奠基人之一的 Max Weber 曾說：「西方科學是一個以數學

為基礎的科學，它是由理性思維方式與技術實驗結合而成的合成物。」一般認為，物質科

學的數學化，是科學史上最大的進步，對此有卓越貢獻的牛頓被認為千年來最偉大的天才，

數學是「科學之母，」可謂已是常識。

數學的觸角則遍及各領域，有趣的是，清華大學數學系培育的孔祥重、梁賡義、蔡瑞

胸三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目前都不是一般所謂的數學家；根據中研院院士資料，現在三位

院士的專長領域分別為計算機科學、生物統計與流行病學、計量經濟與財務與統計學及風

險管理，並且分屬數理、生物醫學以及人文社會組，充分顯現紮實的數學教育所賦予學子

的發展彈性。

另一方面，台灣社會目前似存在著嚴重的數學落差：數學不好，自然影響邏輯思維，



如果作跳躍式思考，完全不合邏輯，則無理性討論餘地；柏拉圖認為數學必須以客觀不計

厲害的精神學習，他相信知識、邏輯以及論證技巧足以引導我們的世界；公職人員秉持客

觀求真心態，進而成為有原則，理想、勇氣、熱誠的政治家，才有建立「理想國」的可能；

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常見各種訴求，先假設己方意見代表公理正義，要求對方照單全收，

否則抗爭到底，面對不同議題與對象，又常有「雙重標準」，難怪衝突不斷，而多數時候

於解決問題無補；民主貴在「服從多數，尊重少數，」每個人都有權發表自己意見，但不

能強求別人一定要同意自己意見，如果連「尊重多數」都做不到，有何民主可言？因此溯

本清源，要能有基本的邏輯觀念，養成理性思維方式，這部份相信數學系的師生們可發揮

很大的力量，不僅教育選民檢驗公職人員言行是否合於邏輯，也能讓政治人物有所警惕自

重，影響將極為深遠。

清大數學系成立五十年來，培育了許多重量級學者以及各行各業傑出人士；數學系教

師行列，素以陣容堅強著稱，中生代與年青同仁有相當卓越的表現，可謂後勢強勁，在此

預祝未來能在良好的基礎上，「精益求精，更上層樓。」

清華大學校長 陳力俊於清華園

民國 103 年九月三十日



徐道寧教授序
數學系成立 50 週年慶祝大會致詞

陳系主任囑為序。因思及大會開始時曾以籌辦參與者身分致詞，乃酌加修訂仍保留講

詞形式，用以代序。

--------------------------------------

校長、各位副校長、其他長官、首先要謝謝校長全力指正、大力的支持，再就要感謝

系所裡的系主任、各位工作人員辛苦的付出，可以讓今天的盛會順利舉行，我個人只就我

從頭參與的情況來做一些報告。

從 1962 年暑期開始籌備，到 63 年開春正式招生，現在講起來也不止 50 年了。當年

招生第一屆、第二屆的研究生，在場有賴漢卿可以做為見證。現在我就回顧一下當年高等

教育數學界的慘狀，慘到慘不忍睹的地步。1957 年周鴻經先生在美國逝世，1958 年管公

度先生在台北去世，這已經是數學界重大的損失。這以後台大的鄧靜華、項黼宸，師大的

潘璞、傅溥去了香港、南洋各地，台灣的大學一下子師資受了很大的影響。這期間數學系

本來只台大、師大兩個學校有，後來台南工學院變成了成功大學，也有了數學系，台中農

學院跟台北行政專校合併成為中興大學，也有了應用數學系。數學系從兩個變成四個，可

是那時師資除了台大施拱星、許振榮兩位有博士學位的教授，還有像夏文侯、張清如等從

助教升上來做講師，所以開課沒有問題。其他學校數學系，師大還有鄭堯泮、范傳波，成

大就有一個樊平章，此外教師都是資深的數學教師和軍校的教官來升任，因此近代一點的

課程，如集合論、近世代數、拓樸學這種都沒有人可以開，比起國外高等教育的數學來說

落後很多很多。我一出去唸書，就感覺到國內簡直就沒有辦法比。

1961 年暑假李新民先生從美國拿了學位回國，他是國家送出去的，所以回來一定是回

師大，而且接了系主任。1962 年春天我從德國念完學位回來。雖然我是拿德國的獎學金出

去的，而且後來獎學金期滿後，在學校裡兼任教中文、教日文，這樣完成學業。可是因為

出國前在師大已經工作了五年，當助教升講師，出國後又曾留職留薪、停薪各一年。在我

回國以前李主任、宗教務長往家裡送了聘書，無論是道義上或是感情上，都應該要回師大

任教。李主任要我開了兩門課，一門是近世代數，另一門是拓樸學，當時至少有王懷權修



了這堂課，以後我也開過複變數等等一類的課，在場也有人選過這些課。

這個時候，清華梅校長剛過世不久，學校的校務由教務長陳可忠先生代行，後來才

真除的。陳校長當年也是師大理學院院長、化學系系主任，而李新民先生也在清華僅有的

原子科學研究所兼課。李先生跟陳先生說明當初數學界的那種慘狀，希望清華可以儘快成

立數學研究所來應急。當初陳先生還不信，怎麼會有這樣的情形，了解情況以後就立刻同

意聘請李先生來當所長，找我來一起籌辦，這樣就有了數學研究所。

當然當時創所了，也會要創系。到了 1964 年數學系才開始招生，第一、二屆非常有

成就的這幾位同學，就是當年第一屆進來 ( 而因教學實習未完成，而必須延畢 ) 的。其

實，台大更早在兩三年前，就已經成立數學研究所碩士班，可是到那時候為止一共只招了

一位學生叫林早陽。他當了一年的研究生以後先去服役，服完兵役後復學，等到畢業時，

清華已經有研究所了。可是他拿了學位考了出國考試後立刻出國，所以他對台灣高等數

學教育一點幫助也沒有。反而我們數學所已經有了第一屆畢業生，共兩位一位是賴漢卿，

一位是劉慰儂，因為都已服過兵役，所以畢業立刻留在學校裡任教。第二屆的畢業以後，

有的去淡江有的去中興，有很多人在國內服務，而沒有服過兵役的人，援當時原子科學研

究所的例，留在學校任助教。這樣國內師資就增加不少。以後很多再出國進修。數學研究

所成立以後，李新民所長和我是師大和清華合聘，專任的只有一位，由師大數學系帶來的

助教處理所務，就是李巡伯先生。當時開課和指導研究生完全靠從國外請來的客座教授。

因為清華有自己的基金可以付適當的待遇。那時國內的教授薪資非常的低，根本沒有辦法

請國外的人來。用自己的基金請很多，請了一些日本的教授，其中一位泉信一教授，他連

續任教一年。而我母校哥廷根的教授 William Maak 老師，他到清華前後來過兩次，兩個

學期。而暑期班的經費是由美國方面支持，此外華裔學人則由 Fulbright 這些基金支撐。

1968 年第一屆數學系學生畢業時，台灣高教的師資已經提升很多倍。到 1970 年以後很多

出國進修的回來，所以各校的高等教育差不多可以跟得上國際的水準了。

1982 年博士班成立，1986 年第一個博士許義容畢業，目前在交大任教。這樣子，博

士班、碩士班、大學部都有，建構完整的數學系。

今天的報告就到這裡。

清華大學數學系創系元老 徐道寧



目錄

編者序 -- 陳國璋

陳力俊校長序 -- 陳力俊

徐道寧教授序 -- 徐道寧

數學系成立之歷史文件 Ⅰ

清華數學系大事記 -- 清華大學數學系 ⅩⅣ

徐道寧教授專訪 -- 陳華．吳孟青 01

賴漢卿教授專訪 -- 李金城．林來居．胡承方．陳國璋 25

黃提源教授專訪 -- 陳華．倪瓊湘．吳孟青 53

王懷權教授專訪 -- 林惠莉．陳國璋 73

清華數學 50 年 -- 王懷權	 83

許世壁教授．鄭國順教授．林文偉教授專訪
-- 王辰樹．陳建隆 89

林文雄教授專訪 -- 陳國璋．顏東勇 103

清華大學數學系 50 週年紀念文集



沈昭亮教授專訪 -- 鄭鉅翰．黃昱維 129

回首來時路 -- 李天岩	 135

孔祥重教授專訪 -- 許世壁	 143

石寶忠學長專訪 -- 數學系系友會 155

林逢慶教授專訪 -- 許世壁 161

余宏揚學長專訪 -- 數學系系友會 199

梁賡義教授專訪 -- 陳國璋．鄭又仁 205

蔡瑞胸教授專訪 -- 徐南蓉．陳國璋 221

張德健教授專訪 -- 數學系系友會 235

嚴正系友專訪 -- 陳國璋．蔡東和	 241

范姜群健教授專訪 -- 數學系系友會 259

林志宏學長專訪 -- 數學系系友會 267





I

數學系成立之歷史文件

1962 年 清華大學成立數學研究所，招收碩士班學生，培養當時極為缺乏的大學師資。李

新民先生為首任所長。

1964 年 成立數學系，招收大學部學生。

1970 年 數學研究所增設應用數學組以配合國家建設。

1972 年 數學研究所應用數學組分出，單獨成立應用數學研究所。

1973 年 數學系分成純粹數學組及應用數學組兩組招生。

1974 年 成立「中等學校教師碩士學分在職進修班」，在每年的暑假授課。提供中等學校

教師進修的機會。

1977 年 應用數學所再分出，成立計算機決策及管理研究所。此所為現在資訊工程學系前

身。

1982 年 數學研究所成立博士班。

1986 年 應用數學所成立博士班。

1988 年 應用數學所再分出，成立統計學研究所。

1989 年 清華大學數學館（綜合三館）峻工。

1996 年 數學系、所及應用數學所合併為數學系。目前數學系有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

大學部及碩士班分純粹數學及應用數學兩組招生。

1998 年 國家理論科學中心成立，借用數學館四樓。

2012 年 102 學年度純綷數學組改名為數學組

歷史，有跡可循。民國五十一年的歷史文件，讓今日的我們仍可透過前人的墨跡，一

窺清華大學數學系的起點。



05101308

據呈擬增設數學研究

所一案令復知照由

（第 1頁）

（第 2頁）



05150728

呈送數學研究所組織

規程及追加預算由

（第 1頁）

（第 2頁）



（第 3頁）

（第 4頁）

（第 5頁）

（第 6頁）



（第 7頁）

（第 8頁）

（第 9頁）

（第 10頁）



（第 11頁）

（第 12頁）

（第 13頁）

（第 14頁）



（第 15頁） （第 16頁）

（第 17頁）



（第 18頁）

（第 19頁）



（第 20頁）

（第 21頁）



05150531

為呈請核准設立數學

研究所由

（第 1頁）

（第 2頁）



（第 3頁）

（第 4頁）

（第 5頁）

（第 6頁）



（第 7頁）

（第 8頁）





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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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系所行政與學術活動

摘要
數學系與統計所教師榮譽 各領域之系友成就

1962

清華大學成立數學研
究所，招收碩士班學
生，培養當時極為缺
乏的大學師資。李新
民先生為首任所長。

1963
第一屆新生於三月入
學，第二屆於同年八
月入學。

1964

1964 年夏，李所長洽
得美方資助，聘請在
美學人樊畿、楊忠道、
葉玄等三人授課，成
立暑期班，各大專院
校教師及研究生均可
参加，考試及格者可
保留學分。校方供應
宿 舍， 共 60 餘 人 参
加。教育部長黃季陸
並親臨授獎。 
哥 廷 根 大 學 M.Maak
教 授 應 邀 來 清 華 任
教，為當時國內層級
最 高 的 來 台 外 籍 教
師。

1965

1965 年夏，第二期暑
期班聘得王憲忠，蘇
競存，徐賢修授課。
1966 年改在台北，此
後停辦。

1968 成立數學系，招收大
學部學生。

1969

1970
數學研究所增設應用
數學組以配合國家建
設。

賴漢卿 ( 數 65G) 榮獲中山學術獎。

清華大學數學系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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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數學研究所應用數學
組分出，單獨成立應
用數學研究所。

1973

數學系分成純粹數學
組及應用數學組兩組
招生。 
李新民先生出任中央
大學校長。

1974

成立「中等學校教師
碩 士 學 分 在 職 進 修
班」，在每年的暑假
授課。提供中等學校
教師進修的機會。

賴漢卿 ( 數 65G) 榮獲徐氏科學獎 ( 徐
氏科學基金會 )。

1975

李 天 岩 ( 數 68) 與 James Yorke 合 作
發表著名論文「Period Three Implies 
Chaos」， 首 次 引 入 chaos 一 詞， 文
章迄今被引用三千餘次。

1976 孫方鐸 ( 應數所 ) 榮獲教育部學術獎。

1977

應用數學所再分出，
成立計算機決策及管
理研究所。此所為現
在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前
身。

1978
1979

1980

王 懷 權 教 授 於 四 月
主 辦 泛 函 分 析 研 討
會 , 邀請講者有張聖
容，Y. Katznelson， 
K. Okamoto 和 J. 
Tomiyama.

余宏揚 ( 數 71) 創立資通電腦公司，日
後掛牌上市 (2001) 並成為台灣電腦軟
體服務業前七大企業 (2012)。

1982 數學研究所成立博士
班。

孫方鐸 ( 應數所 ) 榮獲中山學術獎。 
黃提源教授 ( 數 66G) 榮獲中國統計學
社統計教育榮譽獎。

1983
林文雄受邀至國際數學家大會給 45 分
鐘演講，為國內數學家第一人。 
賴漢卿教授 ( 數 65G) 榮獲中山學術獎。

1984
林文雄榮獲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
賴漢卿 ( 數 65G) 榮獲行政院新聞局金
鼎獎 ( 主編幼獅數學大辭典 )。

石寶忠 ( 數 69、73G) 獲得美國精算學
會正會員資格，為台灣第一人。

1985 林文雄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賴漢卿 ( 數 65G) 榮獲教育部學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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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應用數學所成立博士
班。

王懷權 ( 數 66G) 榮獲中山學術獎。 
沈昭亮榮獲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 
統計所黃提源 ( 數 66G) 獲選為國際統
計學會會士及教育部大學自然及應用
科學教學資料獎。
許世壁 ( 數 70) 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
獎。

1987

王 懷 權 教 授 於 五 月
邀 請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倪 維 明 教
授至數學所訪問並授
課六週，主講半線性
橢圓偏微分方程，對
日後國內偏微分方程
的研究與發展影響甚
鉅。

鄭國順 ( 應數所 ) 榮獲教育部學術獎。 
賴漢卿 ( 數 65G) 榮獲清華大學傑出教
學獎。

梁 賡 義 ( 數 73) 榮 獲 美 國 統 計 學 會
Snedecor Award。

1988

應用數學所再分出，
成立統計學研究所。 
舉辦中法偏微分方程
研討會，我方由王懷
權教授主辦。

于靖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黃俊宗 ( 應數 74G) 獲選為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的 Fellow。

1989 清華大學數學館 ( 綜
合三館 ) 峻工。

沈昭亮榮獲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
許世壁 ( 數 70)、林文雄榮獲國科會傑
出研究獎。

魏慶榮 ( 數 73G) 獲選為國際數理統計
學會 Fellow。

1990
林哲雄、呂輝雄榮獲清華大學傑出教
學獎。 
于靖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孔祥重 ( 數 68) 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
士。 
梁 賡 義 ( 數 73) 榮 獲 美 國 公 衛 學 會
Spiegelman Award。 
蔡瑞胸 ( 數 74) 獲聘為芝加哥大學亞歷
山大講座。

1991

哈佛大學丘成桐教授
應 邀 訪 問 清 華 一 年
(1991 年 8 月 至 1992
年 8 月 )， 深 遠 影 響
國內幾何分析領域的
發展。

林文雄榮獲教育部學術獎、國科會傑
出研究獎。 
陳璋泡 ( 數 74、76G) 榮獲清華大學傑
出教學獎。

孔 祥 重 ( 數 68) 榮 獲 Pittsburgh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P r o p e r t y  L a w 
Association 之 Inventor of the Year 
Award。

1992 孔祥重 ( 數 68) 獲聘為哈佛大學比爾蓋
茲講座。

1993 于靖、林文雄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孔祥重 ( 數 68) 獲選為美國工程院院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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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許世壁 ( 數 70) 榮獲中山學術獎。 
林文偉 ( 數 78G) 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
獎。 
王懷權 ( 數 66G) 榮獲清華大學傑出教
學獎。

熊昭 ( 數 72) 獲選為美國數理統計學會
Fellow。

1995 林文雄榮獲傑出人才講座。 
于靖榮獲教育部學術獎。

李天岩 ( 數 68) 榮獲美國 Guggenheim 
Fellowship。

1996

數學系、所及應用數
學所合併為數學系。
目 前 數 學 系 有 大 學
部、碩士班、博士班。
大學部及碩士班分純
粹數學及應用數學兩
組招生。 
主辦第四屆微分方程
年會。

統計所趙蓮菊 ( 數 73) 榮獲清華大學傑
出教學獎。

方述誠 ( 數 74) 獲聘為北卡羅來那州立
大學 Walter Clark 講座。 
韋端 ( 數 71) 出任行政院主計長。

1997 沈昭亮、陳璋泡 ( 數 74、76G) 榮獲清
華大學傑出教學獎。 

1998
國家理論科學中心成
立， 借 用 數 學 館 四
樓。

李天岩 ( 數 68) 榮獲密西根州立大學榮
譽講座。 
王美茜 ( 數 78) 獲選為美國統計學會
Fellow。

1999
林文偉 ( 數 78G) 榮獲中山學術獎。 
統計所黃提源 ( 數 66G) 榮獲中國統計
學社首位終身成就獎。

鄭清水 ( 數 72) 、丁美齡 ( 數 77G) 獲
選為美國統計學會 Fellow。 
黎正中 ( 數 68) 榮獲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年度品質個人獎。

2000

數學系系友會正式成
立，李建福 ( 數 70) 為
第一任會長，許世壁
( 數 70) 為第一任總幹
事。

于靖榮獲中山學術獎。 
蔡孟傑、王金龍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
獎。
程守慶 ( 數 80G) 榮獲清華大學傑出教
學獎。

孔祥重 ( 數 68) 獲選為清華傑出校友。 
林逢慶 ( 數 70) 出任資策會執行長。

2001 黃明傑 ( 數 80G) 榮獲清華大學傑出教
學獎。

石寶忠 ( 數 69、73G) 榮獲中華民國傑
出企業領導人金峰獎。 
石靜雲 ( 應數 78G) 擔任 SPSS 公司資
深副總裁及首席統計師，榮獲 i-Street
雜誌評選為傑出女性領導人。 
胡 國 琳 ( 數 84) 於 紐 約 華 爾 街 創 立
RiskVal Financial Solutions 公 司，
日後 (2011) 成為全球前五十大風險管
理企業。 
王乃昕 ( 數 86) 獲選為美國統計學會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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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于靖、林文雄榮獲國科會傑出特約研
究員。 
林文偉教授 ( 數 78G) 榮獲國科會傑出
研究獎。 
顏東勇榮獲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 
王金龍榮獲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
獎。
統計所趙蓮菊 ( 數 73) 榮獲教育部學
術獎、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

李天岩 ( 數 68)、余宏揚 ( 數 71) 獲選
為清華理學院傑出校友。 
黃調貴 ( 應數 73G) 出任國泰人壽總經
理。 
梁賡義 ( 數 73)、蔡瑞胸 ( 數 74) 獲選
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方述誠 ( 數 74) 榮獲美國工業工程學會
Fellow Award。 
范 姜 群 健 ( 數 84) 榮 獲 美 國 數 學 會
Centennial Fellowship。

2003

于靖榮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清華自然
科學講座。 
林文雄、統計所趙蓮菊 ( 數 73) 榮獲清
華自然科學講座。 
王懷權 ( 數 66G) 榮獲中華民國數學會
學會獎、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 
王金龍榮獲中山學術獎。 
蔡孟傑榮獲中華民國數學會青年數學
家獎。 
王偉成榮獲清華大學新進人員研究
獎。

石 寶 忠 ( 數 69、73G)、 梁 賡 義 ( 數
73)、蔡瑞胸 ( 數 74) 獲選為清華理學
院傑出校友。 
林逢慶 ( 數 70) 出任資策會董事長。 
劉國傳 ( 應數 77G) 出任退輔會秘書長。

2004 主辦第十二屆微分方
程年會。

林文偉 ( 數 78G) 榮獲教育部學術獎。 
王偉成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王信華榮獲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

林逢慶 ( 數 70) 出任政務委員。 
鄭清水 ( 數 72) 獲選為清華理學院傑出
校友。 
丁 美 齡 ( 數 77G) 獲 選 為 Mosteller 
Statistician of the Year。

2005

統計所趙蓮菊 ( 數 73) 榮獲教育部國家
講座。 
許世壁 ( 數 70) 榮獲教育部學術獎。 
林文偉 ( 數 78G) 榮獲清華自然科學講
座。 
程守慶 ( 數 80G) 榮獲清華大學傑出教
學獎。

2006 理學院數學科學中心
成立。

于靖榮獲教育部終身國家講座、清華
特聘講座。 
沈昭亮榮獲清華特聘教授。 
林文雄、林文偉 ( 數 78G)、許世壁 ( 數
70) 榮獲清華講座教授。 
潘戌衍榮獲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
獎、中華民國數學會青年數學家獎、
清華大學新進人員研究獎。
統計所趙蓮菊 ( 數 73) 榮獲清華特聘
講座。

石靜雲 ( 應數 78G) 獲選為清華理學院
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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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NACA 國際會議由賴
漢 卿 (65G) 主 辦， 在
本系舉行，有 23 個國
家參與。

林文偉 ( 數 78G) 榮獲教育部國家講座、
清華特聘講座。 
陳國璋 ( 數 94、96G) 榮獲國科會傑出
研究獎、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獎、清華大學新
進人員研究獎。 
高淑蓉 ( 數 84) 榮獲清華大學傑出教學
獎。 
陳俊成榮獲建大文教基金會傑出年輕
金玉學者獎。

方述誠 ( 數 74) 獲選為清華理學院傑出
校友。 
劉國傳 ( 應數 77G) 出任退輔會副主委。

2008 主辦中華民國數學年
會。

王偉成榮獲清華特聘教授。 
陳國璋 ( 數 94、96G)、何南國榮獲中
華民國數學會青年數學家獎。 
程守慶 ( 數 80G) 榮獲清華大學傑出教
學獎、清華特聘教授。

陳 邦 彥 ( 數 67G) 榮 獲 第 一 屆 Simon 
Stevin 幾何獎。 
孟嘉仁 ( 數 82) 出任三商美邦人壽總經
理。

2009

蔡孟傑榮獲教育部學術獎、清華講座。 
蔡東和 ( 數 83) 榮獲中華民國數學會學
術獎。 
何南國榮獲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
獎。 
陳俊成榮獲中華民國數學會青年數學
家獎。

熊昭 ( 數 72) 獲選為清華理學院傑出校
友。 
梁賡義 ( 數 73) 獲選為陽明大學校長。 
吳瑞蓮 ( 應數 82G) 獲選為清華理學院
傑出校友。 
鄭明燕 ( 數 88) 獲選為美國統計學會
Fellow。

2010

許世壁 ( 數 70) 榮獲教育部國家講座、
清華特聘講座。 
高淑蓉 ( 數 84) 榮獲清華大學傑出教學
獎。 
陳國璋 ( 數 94、96G) 榮獲國家理論科
學 中 心 Shiing-Shen Chern Fellow、
清華特聘教授。 
鄭志豪榮獲清華大學新進人員研究
獎。

梁 賡 義 ( 數 73) 榮 獲 美 國 公 衛 學 會
Rema Lapouse Award。 
黃乃寬 ( 數 75) 出任台灣期貨交易所副
總經理。 
劉國傳 ( 應數 77G) 獲選為清華理學院
傑出校友。

2011

顏東勇榮獲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 
高淑蓉 ( 數 84)、陳樹杰 「大學跨學門
科學人才培育銜接計畫」榮獲金牌獎。 
何南國榮獲清華大學新進人員研究
獎。
陳國璋 ( 數 94、96G) 榮獲清華特聘教
授。

黃調貴 ( 應數 73G) 出任國泰人壽副董
事長。 
黃俊宗 ( 應數 74G) 獲選為獲選為美國
統計學會 Fellow。 
黃乃寬 ( 數 75) 獲選為清華理學院傑出
校友。 
王乃昕 ( 數 86) 獲選為全球泛華統計學
會會長。



XX

清華大學數學系
50週年紀念文集

2012

純綷數學組改名為數
學組。 
兩岸清華數學首度合
作執行研究計畫，為
期三年，由我方陳國
璋與北京清華鄒文明
教授共同主持，期間
合作舉辦多次數論、
幾何、分析、方程相
關研討會。

榮譽講座教授張聖容獲選為中央研究
院院士。 
榮譽講座教授李文卿榮獲侯金堆講
座。 
許世壁 ( 數 70) 榮獲中華民國數學會學
會獎。 
陳國璋 ( 數 94、96G) 榮獲中華民國數
學會學術獎。
張介玉 ( 數 00、02G、07D) 榮獲國科
會傑出研究獎、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
念獎、建大文教基金會傑出年輕金玉
學者獎、清華大學新進人員研究獎、
中華民國數學會青年數學家獎。

李天岩 ( 數 68) 獲選為清華傑出校友。 
黃俊宗 ( 應數 74G) 獲選為清華理學院
傑出校友。 
嚴正 ( 數 83) 參與美國 NASA 火星計
畫，人類首次成功登陸火星，成為全
球媒體焦點。 
王乃昕 ( 數 86) 獲選為清華理學院傑出
校友。 
賴明治 ( 數 90G) 獲選為東亞 SIAM 主
席。

2013
為配合國家理論科學
中心，終止理學院數
學科學中心運作。

許世壁 ( 數 70) 獲選為 SIAM Fellow。 
張介玉 ( 數 00、02G、07D) 榮獲晨星
銀獎、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獎。
林文雄、榮譽講座李文卿教授獲選為
第一屆美國數學會會士。
高淑蓉 ( 數 84) 榮獲清華大學傑出教
學獎。
卓士堯榮獲建大文教基金會傑出年輕
金玉學者獎。

王可言 ( 數 77、79G) 出任資策會副執
行長。 
張德健 ( 數 79、81G) 獲選為清華理學
院傑出校友。

備註：
數 XX = 數學系 19XX 級或 20XX 級
數 XXG = 數學系碩士班 19XX 級或 20XX 級，數 XXD = 數學所博士班 19XX 級或 20XX 級
應數 XXG = 應數所碩士班 19XX 級或 20XX 級，應數 XXD = 應數所博士班 19XX 級或 20XX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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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寧教授專訪

受訪人：清華大學數學系 徐道寧教授，以下簡稱徐。

徐道寧教授獨子 徐宜明先生，以下簡稱徐

先生。

訪談人：陳華教授，以下簡稱陳。

吳孟青同學，以下簡稱吳。

訪談時間：2009 年 5 月 11 日 於新竹保順療養院

學成返國與師大的教學工作

陳：今天我們非常高興能夠來到這邊訪問

徐教授，徐教授在清華數學系一開辦

就來校。現在許多數學系的教授和行

政人員，當年都受過徐教授的栽培和

指導，徐教授同時是清華第一位女性

教授。我們知道徐教授在求學以及教

書期間，對於女子教育有特別的用心

和堅持，也都非常為人所敬佩。我們

今天限於時間，針對幾個問題請徐教

授談一談。首先，我們先請徐教授

談一下來到清華數學系的那個時期，

當時的教學狀況等等。

徐：早期清華數學所系，如果要從開辦講

起，等於要從我回國時講起。1961

年 12 月 30 日，我在西德哥廷根大

學通過了德國的博士口試，這跟美國

的總論文口試不一樣。通過口試以

後，合格就算是拿到博士學位，但是

正式取得學位要等到論文修訂完成，

交上去才能拿到學位。所以我拿到學

位以後，已經是一月的事情了。我

出國前在當時台灣唯一的師範大學，

徐道寧教授記事

1923 3 月 16 日生。

1946
北平師範學院（北師大）數學系結業；留

系任助理。

1947
北平師範學院（北師大）數學系畢業，並

任助教。

1947
∣

1951

先後任教省立蘭陽女中、省立師院附中

（師大附中）、省立北一女中數學教師。

1952 省立師範學院（師範大學）數學系助教。

1956 省立師範學院（師範大學）數學系講師。

1957
∣

1961

獲西德宏博基金會獎學金，完成西德哥庭

根大學理學博士。

1962 返國任教於師範大學。

1962 協助籌辦清華大學數學研究所。

1963
清華大學數學研究所成立。改由師大、清

華合聘。

1964 清華大學數學系成立。專任於清華大學。

1974 自清華大學數學系退休。

1980 清華大學數學系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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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師大數學系服務。回國後我也願意回去，而且那時候李新民先生當主任，他已

經聽說我有回國的意願了，於是就到我家下了聘書。

我是 1962 年 3 月 1 日到達松山機場，第二天正常課表上已經排了我的課，所以我 3

月 2 號就正常上課。當時學生還在觀望，想說：昨天下午才剛到，不會上課吧？結果

就看到我正式上課。那時我開了兩門課，一門是拓樸學 (Topology)，一門是近世代數

(Modern Algebra)。近世代數以前開過，但是好像已經有五、六年沒有人開了，拓樸

學則是師大有史以來第一次開。所以當時碰到別的系的同事，都會問：這個拓樸學是

什麼玩意兒啊？當時沒有人知道什麼是拓樸學。

1960 年代的台灣數學界

那當時台灣數學界的情形呢，台大、師大都有數學系，台南工學院後來升格變成功大

學也成立了數學系。所以一共只有三個數學系，但是在師資方面，台大有施拱星、許

振榮兩位有博士學位。師大就是李新民先生和我，加起來有四個人。除此之外，以前

還有幾個曾經留學過法國、日本的人，但是當中也沒有拿過學位的。

在那期間，他們多半到南洋或是到香港去，只有成大的樊平章教授是留法的，但是卻

沒有拿到學位。這個時候的大學師資，大部份就是由助教升等或是中學老師教滿五年

升任大學講師。助教其實很少，因為助教作了一兩年，多半也出國進修了。那時拿獎

學金非常容易，國外要了獎學金就可以去。所以，多半都是中學老師在中學教了五六

年之後任講師。因為那時候也興補習，所以數學老師常常待在補習班，這樣一來完全

沒有進修的機會。所以素質可以說是沒有辦法要求。

清華數學所的成立與發展

由這些事實呢，到了我回國以後李新民先生就感覺到，有必要成立數學研究所。當時

台大其實在 1960 年已經有了數學研究所，可是只招了一個學生。這個學生念了一年，

就先去服兵役了。所以在我 1962 年要回來的時候，台大數學研究所根本沒有畢業生！

而且即使到了有人畢業後，也很有可能馬上出國，不見得會留在台灣。所以李新民先

生就想要成立數學研究所，因為在師大不可能，所以他就想到清華。

當時梅校長剛剛過世，陳校長是教務主任代行校長（註：陳可忠校長來清華前，曾任

師大理學院院長〉，於是就跟陳校長建議成立數學研究所。陳校長當時還不怎麼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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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怎麼可能這麼缺乏數學師資，但是等我們解釋以後，他也就覺得有此需要，所以

就籌辦成立了數學研究所。研究所當時只招收碩士班，1962 年的暑假就開始籌辦，要

我也到新竹來幫忙。

那時候李先生在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開了一門高等數學的課，我到那裡就開了科學德

文。我當時找了很多跟原子爐有關的介紹，還有當年做原子彈時一本報導式的參考書

作為教材。當時數學研究籌辦之初，只聘用了一個專職助教，其他就是由我和李新民

先生算是清華和師大合聘兩邊跑。此外，就由日本、西德、和美國聘請短期的客座教

授。因為清華自己有基金，但是已經多年沒有動用了，清華在新竹復校以後，累積下

來的資金就不少。雖然蓋原子爐的時候用掉相當多，但是聘幾個教授還是夠用的，所

以資金方面沒有困難。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國內的待遇相當低。像我們在國內的人，

拿的都是微薄的待遇。雖然清華有基金，但是陳校長有個原則：既不能給我們那樣的

待遇，也就不能給華裔的學者，必須是真正的外籍人士才可以。所以華裔學人只能用

像傅爾布萊特 (Fulbright) 這種美國或是其他的資源來聘請，在以後有幾位郭文光、

聞人乾、施家輝、道良能等等都是用傅爾布萊特的錢來的。

1963 年春季，招來的研究生多半都是師大結業卻還沒有畢業的。這些人要等到暑假才

能正式拿到學士位，進入研究所念書。當中有兩位女同學都出國進修了，所以真正到

了 1965 年春季，只有兩位研究生畢業。一位就是現在已經退休的賴漢卿教授，另一

位後來出國了。在 1963 年春天的秋季班考試，當時就找上了第二屆的學生。這個時

候大專院校的師資雖然嚴重不足，也缺乏進修的機會。但是清華招進來的學生當然還

是需要有好老師指導，李新民先生多方奔走，取得了美國方面的資金，就在暑假成立

了一個暑期進修班，專門給大專院校在職的數學教師，以及各院校的研究生來上課。

研究所的學生如果考試合格，也可以取得學分。請到了樊畿、楊忠道、葉玄三位教授

來指導，樊畿是講授拓樸群論、楊忠道教拓樸學、葉玄教應用數學。這個創舉影響深

遠，一直連辦了好幾屆，不僅是數學，後來物理、化學也都跟進。有時候在台北開，

有時候在新竹開。給了高等師資一個在台灣本地進修的機會。後來當上校長的徐賢修

先生，也曾經在暑期班任教。

清華數學系的建立與初期情況

1964 年請到了王憲忠和蘇競存來教純粹數學。這段期間，很多大學都在增系，清華交

大這兩個只有研究所的學校，在趨勢影響下，也要增設數學的大學部。1964 年，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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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李所長都考慮到師資的問題，還猶疑不決。但是我心想，在 1965 春季，本校就

有碩士班研究生畢業了。如果有大學部，正好就能夠讓他們留下來在本校任講師了，

所以我就極力主張一定要盡快辦。當時的我還自不量力的承諾，說大學部的數學必修

課，只要沒有人教，我就來教。由於我這個不自量力的承諾，日後大學部的必修課，

除了微分方程我沒教過以外，每門課我都開過！甚至於還開過必修德文，這是當時艱

難困苦的情形。

大學部剛成立的時候，清華是核工和數學兩個系、交大是電子工程和電子物理兩個系。

大一的基礎課程，除了初等微積分這門課兩校沒有一起上課，清華是數學、核工兩個

系我一個人合在一起教，而交大自己請兼任教師。此外其他物理、化學課程，都是兩

校合作一起上課。像現在的清華副校長張石麟先生，他當時是交大第一屆學生，他就

曾和清華學生一起上課。所以清大和交大的學生，當時都很熟。交大物理方面，有一

位馮博士來教，化學方面是由清華的蘇雍松博士來教。當時就標榜我們的基礎課程都

是博士級師資，因為當時的博士級師資都很少，所以還讓別人覺得有點可笑。其實這

種情形，如果在德國，基礎課程完全是由資深的教授，不只是博士級來開授。博士級

只能作助教，幫著整理講義或是批改作業等等。像我跟馮博士或蘇博士這種剛拿到博

士沒多久的人，根本就沒有資格教基礎課程。但是台灣當時數學方面的人才，除了我

們跟台大有幾個博士之外，就沒有其他人選了。物理的就是那位馮博士，化學比較多

一點，像陳校長也是博士。這種情況下，大一的基礎課在其他學校，根本不可能有博

士級的師資任教。

聯合研究中心的成立

1964 年秋季，我請到母校一位老師，叫做馬克 (W. Mark)，請馬克老師來任教。馬克

老師和陳省身老師在漢堡大學是同學，並且是同一天考上博士位，所以兩人非常要好。

馬克老師受到陳老師的影響，仰慕中國的古老文明，所以願意來台灣。清華提供他和

師母兩個人的來回機票以及在台灣的生活費，更給了相當好的待遇。一切都是由清華

基金支付，沒有向教育部要一分錢。這件事情使得台大恐慌起來，當時台大坦承在來

台的外籍教師當中，這位是層次最高的，還沒有別人比他更為優秀。因為各校沒有自

己可以動用的經費，所以根本請不起。到了 1965 年暑假，陳省身教授來台大演講，

台大就向陳先生提出建議，想利用基金共同培植學生，分一杯羹。最後陳先生多方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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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後，得到了成立聯合研究中心的支援。最初叫作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那時已經變

成國家科學委員會了，所以聯合研究中心就隸屬於國家科學委員會。但是因為國科會

不能只偏厚數學，所以一開始就成立了數學、物理、化學三個中心，生物等其他中心

都是在之後才成立的。

清華在大學部招生以後，1965 年畢業的兩名研究生，就留在學校作講師。因為他們都

服完兵役了，所以不成問題。1965 年夏天，第二屆秋季班畢業後，有六位要服預官

役。但是原子科學研究所的所學屬於國防科學，所以畢業當年數學所就請國防部援例

留校。當時數學所畢業後就留在學校服役，兼課或是成為助教。這些人加上訪問學者，

就構成了大學部的師資，而大學部也就這樣成立了起來。留校服役的辦法一直到了第

四屆，1968 年，台大也有畢業生了，他們也想援清華的例，留校服務。國防部一查，

才發現當初犯了一個錯誤，就立刻收回成命，數學所畢業的人此後不准留校服役。所

以清華畢業生也就只好去軍隊當兵，或是當教官。我們總算也占了三屆的便宜，這幾

屆的學生都逃過了兵役。清華當時的原子科學研究所也有所發展，隨著大學部增加了

化學系和物理系之後，也就分成物理研究所和化學研究所。如此一來和國防當然就更

沒關係了，因此這個辦法此後算是行不通了。

研究中心成立的同時，國科會也訂了歸國學人辦法，供公立大學申請在國外取得博士

學位的留學生到國內任教。薪資跟在台灣的學者一樣，但還有比薪資高的額外津貼。

除了歸國學人以外，也設立許多講座給已經有一定學術地位的人來教。不論國籍，外

國籍的新任博士也比照本國歸國學人辦理。

清華數學系授課軼聞

關於這點有一個故事，1968 年秋季，李新民先生從美國南伊利諾大學請到了一位新

科博士，打算來清華教代數課。那位博士以為台灣的學術地位很低落，真的想要犧牲

奉獻。他一到新竹，就去當時神學院辦的華語學院註冊學中文，希望以後可以慢慢

用當地語言和這裡的學生溝通。等到他上課之後，第一堂課他開給研究所的教材，是

Nathan Jacobson 寫的《Lectures in abstract algebra》。當時有一位修課的大四

學生，提出說他們大二的時候已經用過這本書作教材了。這位老師聽到的當下感到羞

愧難當，覺得下不了台，我當時在場聽課，我就建議他很快的把本書複習過去，然後

就可以進入專題了。但是他沒辦法接受，立刻決定辭退回國去了。修課的人當中有一

位不是本校畢業的學生，他甚至向所長告狀我們的學生得罪了外來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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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親身在場，我就向李所長說那位同學只是講出事實，他們當初的確是用這本書。

這位學人自己就直接捲鋪蓋回去了，李所長一直追到機場要留他，還是沒辦法動搖他

的決心，連機票都不讓我們出，自掏腰包就回去了。你想想，這位學人真的有心來服

務，也實在很有風骨，可惜時空不對、了解錯誤，造成了這種遺憾。但是事後我聽說，

外邊有人將這件事宣揚成清華學生素質太差，客座教授一氣回國這種謠言。可見當時

清華多麼受人嫉妒，簡直就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加以中傷，這就是我所了解的情形。

陳：的確，這種事情若不是徐教授點出，實在無法了解。

徐先生：清華第一屆大學部一招生以後，某校十分緊張，趕快傳出謠言，說因為清華有原

子爐，如果在這裡上課的人，以後都生不出兒子。有個父親就緊張的要命，因為他兒

子數學系念得不太好，想轉核工系。那位爸爸認識我們家裡的人，覺得到了清華已經

不得了了，絕對不能再到核工系，否則將來就沒有兒子孫子了。

清華數學系所的穩健發展

徐：國科會除了歸國學人的辦法之外，也訂了大學師資出國進修的辦法。當時美國已經造

就許多新科博士了，所以到了 1968 年，清華數學系終於請到了一位李宗元先生，還

有其他的教師。當時我覺得自己也回國很久了，應該再到國外充充電了。所以我就申

請去維也納大學進修一年。到了 1971 年暑假我回國之後，數學所已經人才濟濟。不

但碩士班肄業的柯慧美，畢業的王懷權，楊國勝博士等等都已經畢業回國，還有師大

數學系早年畢業的張紹騫和劉鍾鼎兩人也加入陣營，此外有一位清華老校友，孫方鐸

先生從成大出國後留在美國任教，因為徐賢修校長的邀請回來服務。李所長也就結束

了多年來四處請人、籌備經費這種東奔西走的生活。

1972 年夏天，李先生也就去美國作研究，但是不到一年就回來了。因為 1973 年中央

大學校友會，向教育部推薦他擔任中央大學校長，當時叫做中央大學理學院院長，不

過去了以後不久就改成大學了，所以也就變成校長了。1973 年夏天，李先生回國不久

後，在全所系同仁齊聚餞行的聚會上，我給李先生的紀念品上刻了四個大字 -" 創業

維艱 "。最艱苦的創業階段就在他的領導下完成了，也結束了早期清華數學系的發展。

後勢如何就得看後來人們如何守成了，創業維艱、守成不易。而這也就是我的第一段

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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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非常感謝徐教授替我們作這麼詳盡的數學系早期發展說明，真是創業維艱的一段歷史。

而且從徐教授的敘述中，我們也了解到四十幾年前國內發展數理教育的不易。現在的

同學當然很難想像。我個人是 1967 年大學聯考考試，我記得之後的那屆就是用新數

學。所以我念高中的時候，數學老師常常恐嚇我們如果考不上就要用新課本了。所以

我們很高興能夠直接訪問，在新數學教科書的規畫和編篡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徐教授。

新數學的發展背景

徐：這個也是非常艱苦的回憶，我從頭講起吧。當時正是冷戰時期，1957 年十月，蘇聯的

人造衛星 Sputnik 射入太空。1959 年，蘇聯的 Luna 二號打到了月球。這件事情引起

了美國的恐慌，因為冷戰就是在太空競爭。美國檢討之後，結論是美國的高中數理科

教材太過老舊，必須要革新。這裡所指的高中數理包含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

等科目，而且認為應該加入地球物理方面的知識。

1962 年，在美國取得化學博士回師大任教的王澄霞教授，就建議教育部應該重視這件

事情，於是中教司請了些大學教授來開會討論。開過幾次會之後，決定分組成立小組，

進行改革的前置工作。在數學方面，除了師大的我們幾個人之外，還有剛從南洋回來，

在淡江當系主任的鄧靜華教授。經過深入研究美國高中數學革新的幾種方案，認為

SMSG(School Mathtics Study Group) 的方案比較適合，於是初步決定翻譯這方面的

三本書。當時決定由李新民先生主持，康洪元、羅芳樺，和我三人各翻譯一部，由教

育部來出版。我分到的是中冊，在 1963 年暑假開始，我分給當時已經考上研究所的

準研究生作翻譯和初稿，然後我來總其成。當時教育部給的稿費，我也合理的分給大

家。

徐教授管理學生工讀的原則

特別提出錢的問題，是因為常常有人認為當教授的人找學生來作工作，是一種剝削，

是廉價勞工甚至免費勞工。我不敢說沒有人這麼做，起碼我個人絕對不會這麼做，藉

此表明我自己的態度。到現在為止，許多畢業的學生對我還是非常好，我在這個養護

機構休養的期間（筆者案：2009 年 5 月訪問時，徐教授居於新竹保順療養院），還常

常有人來看我。我想我對學生的這種態度，也是師生關係良好的原因之一。否則我無

德無能，也沒有飛黃騰達，所以對於提攜後進常常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徒留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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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本來可以不理睬我，但是事實上卻不是這樣，學生對我的方式常常讓我很感動。

教材翻譯、編定的困難

書本分開翻譯之後，我的工作其實並不輕鬆，除了要仔細核對改正錯誤以外，還要統

一筆調，讓人看不出是不同的人翻譯的。談到翻譯，其實不是容易的事情。常常一句

簡單的句子，換一種語言換一種文化，就沒辦法了解了。尤其是一字多意，往往因為

只知道其中一兩個意義，就以為自己知道意思了，懶得查字典，甚至於字典上可能也

查不到。我在此列舉兩個例子，談談我自己遭遇到的情況。

第一個例子，是有一篇數學教育改革家在日本的演說。演講稿中出現了 Go 這個字，

我讓一個學生來翻譯之後投稿。他看到 Go 這個字就認為是英文的動詞 Go。演講稿中

說數學規則就像 Go 的規則：很複雜，很不規則，那位學生就認為是指英文動詞 Go 的

變化很多又複雜。但是他忽略了 Go 這個字在西方，是指從日本傳過去的圍棋，也就

是 " 碁 " 這個字的日文讀音。所以演說稿中用這個字的時候，是指圍棋的規則，若把

他當成動詞規則豈不是完全不符原意了嗎？

另外一個例子，是我在清華自己遇到的。大學部有一位大四的學生，選修了一門數理

邏輯的課，這是一位剛回國的歸國學人所開的課程。這門課的開始講述一些語句和敘

述邏輯時，提到了邏輯學上的排中律，也就是敘述應非 A 即 B，不能兩樣都不是，否

則就算是詭辯。在原文教科書中提出了詭辯的例子：I'm lying。那這位大四的學生

就問教授：" 我是否躺著很明顯的是非 A 即 B 嘛？有什麼模稜兩可之處嗎？ " 那位老

師也沒話說，只說書上就這麼說，他也看不懂。那麼那位學生不願意這麼糊塗下去，

我就問他動詞的 Lie 是不是還有別的意思？他想了一想，琢磨了一下，他就笑著跟我

說他懂了。確實連美國人都認為 Lie 這個動詞很麻煩，當躺下講是不規則動詞，其過

去式又是另一個單字的現在式。當 " 說謊 " 講又是個規則動詞。教他們的老師不但自

己搞不清楚，也不想去搞清楚，還是這個同學夠積極，才能夠自己搞清楚。

新數學課程標準的制定

言歸正傳，翻譯這本書，只是作為提供中學教師參考的書。真正的工作是要馬上制定

課程標準，因為當時的數學課程分成：平面幾何、三角、代數、解析幾何這幾門課。

立體幾何早就不見蹤影了。更不合理的是，大專聯考時，文組不考解析幾何，理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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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平面幾何。所以高一時因還沒分組，平面幾何一定都會學，可是高三分文、理組後，

多半就不學解析幾何了。這幾門課又各自為政，假設對數這種知識，三角時會學對數，

可是教三角的人叫學生到代數時再學對數。教代數的老師又以為學生在三角時已經學

過對數了，所以他也不教。

新訂的教材就以三年一貫為原則，雖然不是一位老師從頭教到尾，但是課程是一貫的，

沒有可以切割的地方。尤其重要的是引入幾何的觀念，就是一切以幾何為基礎，前後

貫通。當然，前後教材的開始就是介紹幾何的各種重要詞語和意義。但是我們並沒有

牽涉到幾何的艱深理論，在不同書局出版的書目中，常常一開始就講了很多幾何方面

完全用不到的理論，和我們把幾何放在大綱之首的考量是完全不符的。現在講到編教

科書，其實在編教科書以前，最初我是編師大教師暑期班的教材。先給老師們一些幾

何方面的知識，內容比高中教的多一點，畢竟總要知道得多一點才能教人嘛。既然要

教幾何，我就自己編教材，由教務處來印。現在同學們可能很難想像，也沒有影印也

沒有電腦打字，得要刻鋼板油印。我曾聽人轉述，教務處印刷的人說：這個又不是軍

訓課本，為什麼要 " 集合 " ？可見當時這個名詞有多陌生。

50 － 60 年代的台灣教科書出版情形

從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中學教科書中有關思想方面的部分，包括國文史地，都是

由國立編譯館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負責。其他數理或是生物、美勞家政等等就不一

定要用統一的課本，也不一定由國立編譯館編寫。數理教科書的規定就是由書局找人

編寫，送審編譯館通過，書局再出版，學校自由採購。我們訂出課程大綱之後，專門

翻印原文書的新月書店，現在在衡陽街，他們的老闆就想分一杯羹，也要編數學教科

書。他就透過熟人找關係找到李先生，李先生就找我們負責翻譯的三個人合編了一份

教材。教科書應該要有通過登記的負責編印出版，所以他就依照法規成立了東華書局。

東華書局本來是為了出版我們的數學教科書成立的，後來既然要編數學，也就順便連

其他科目的教科書一起編了。同時還編了許多大學教科書，規模不斷擴大，不過起初

東華是為了出版我們的數學教科書而成立的，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艱困的工作實況

教科書一個學期一冊，高二以後分兩組，總共就是十冊。當時安排的第一、二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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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芳樺負責。他寫完一章，就由我們另外三個人一字一句的討論，把不妥之處修改。

當時我住在新竹，所以要經常兩個地方跑。教育部的規定，從民國五十四年開始，高

一的數學、生物，高二的化學，高三的物理，同時開始用新教材。當然大專聯考也比

照辦理，所以對重考生非常不利。當時也沒聽到什麼怨言，英文數理一向都是多種教

本，也沒聽說一綱一本還是一綱多本這種說法。我真不知道現在吵個不休在鬧什麼。

第三、四冊由康洪元先生編，五、六冊就由我編，但是康先生編了沒多少，有個機會

出國進修。這樣一來所有的重擔就落在我頭上，而第一、二冊用了之後，出現的問題

要修改和回答問題時，也都落到我的頭上。羅先生自信心強，對用書的人來問問題，

他多半很不屑的說：這個都不懂！那麼笨的問題！老師們當然受不了，又很反感，我

又得負起安撫他們的責任。到後來幾乎全部四冊都是我一個人經手。雖然理組編寫完

成之後要編文組，多半只是加以刪減而已，可是仍然要重新排版印刷，不像電腦排版

那樣方便。當時排鉛字、做紙模、一個字一個字的排。所以當時排一本就是一本，內

容如何根本不影響。因為當時用的人多，錯一個字就影響重大，到了最後幾年又都是

東華本包辦，所以我一字一字的改了又改。

有時我趕時間，假期中一連好幾天住在台中，因為印刷廠就在台中。出版商提供食宿

和人力經費，我就找了清華的學生來一起幫忙，也幫他們賺取學業所需的費用。上課

時間不能住台中，我當時的生活除了準備教材之外，本科大學部的課也要編講義，還

要指導助教、批改作業等等。常常是早上起床一直忙到午餐，午餐後稍事休息，趕稿

趕校樣到晚上，一直作到清早八點學校旁邊郵局開門，騎著腳踏車到郵局去把東西寄

出去，再回到家吃早餐休息一下，就又忙著一天的課。

徐先生：我補充一句，我高中三年，也就是民國五十二到五十五年，我親眼看著媽媽頭髮

從黑的變成白的。

徐：編好的稿子，還要人來謄清，又給了學校裡的人工讀機會來賺抄寫費。總之，個人是

一整天忙到晚，忙到不知道什麼是生活？可是對別人來說，多少有點幫助。當我退休

之後，1975 年我到美國去探親。我到百貨公司買了一件成衣，感覺花樣像是先母四十

幾歲穿的衣服。我接著回憶自己四十幾歲穿了什麼衣服？發現自己一片茫然，彷彿自

己從來沒有活過四十幾歲的那個時候。從 1963 年滿四十歲以後，十多年的時間，除

了忙還是忙。就算有忙裡偷閒的時間，也還是想不起當時穿了什麼衣服。說到穿著，

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1962 年我從德國回來，帶回幾件學生時期的衣服，和伴我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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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鐵馬。在台北被我師大的學生說，我穿的衣服像從童話裡出來一樣。我騎的腳踏車

的構造也很少見。

陳：非常高興徐教授講這段故事，當年數理化的新教本，衝擊和影響性絕對遠大於這幾年

改採的建構式數學。

徐：舉例來說，你知道現在人會說『某人和某人講話沒有交集』，『交集』這個詞就是當

時學到的。」

陳：這幾年一綱多本也引起很大的爭論。我們回顧過去，徐教授用心創作的教科書，自然

會得到大家的青睞使用。別的書寫得很好，當然也會有自己的市場，否則也就是自然

淘汰。

徐先生：當時建中就偏偏不用東華本，但是他們的學生還是自己到外面買了東華本，東華

反而因為學生個別購買，沒有折扣，所以賺得更多。

徐：新竹中學雖然不用這個教本，但是也 copy 我們的教本當講義。

陳：是的，好的教材確實可以造福許多學子，感謝徐教授的分享。

清華園的校園變化

徐：一九五六年秋季清華在台復校，成立原子科學研究所，分成核子工程、原子物理、原

子化學三組。當時學校的校地已經取得八十六甲，可是除了成功湖邊上有個老舊房舍

之外，完全沒有建築物，也很少有真正的教師。招收研究生進來以後，就在台大借教

室上課，之後蓋好了當時舊行政大樓，就是現在的化學館。老東院有十棟磚房，還有

老南院是竹子做牆、竹子做屋頂的房子，從第二年開始就回到新竹上課了。那時候除

了短期請來的學者，像孫觀漢先生等外，都是外地來兼課的，所以師生之間我相信應

該很少有什麼互動。到了後來新南院就建了十棟磚牆、木門窗、平頂的房子，專門住

專任教師，還有一排兩層樓的平房，給單身教師住。接著又蓋了四棟專門招待外國學

人，是有壁爐的平房。學生也都住到學生宿舍裡面，校內有餐廳。因為師生住在幾乎

是與外界隔絕的校園裡，所以師生互動也越來越頻繁。

我到清華第一年是 1962、63 年左右，我當時還是住在台北，有課的時候到新竹來，

那時就在招待所過夜。到了 1963 年初我搬到新南院，新南院房子有兩個臥室、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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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廳、有衛浴、還有瓦斯爐、熱水器、電話分機等等，這對於從台北搬來的人而言，

簡直是意想不到的好環境。那麼這個暑假就成立了暑期班，學員除了研究生之外，都

是教師，師生間互動十分頻繁。但是有些活動，學員們不能夠參加，像是我們到金門

去訪問，就只有三位李先生、楊先生、樊先生三對伉儷，還有葉先生與我這些人，那

時候金門已經是單日打、雙日不打，所以只有雙日才能去。後來我們自己組團，由李

先生的夫人主持。這也只有我們，沒有學員。

清華園的師生互動

到 1963 年招進了第二屆的學生，連同第一屆的學生就有十幾個人了，因為暑期有一

堂課程，所以學生幾乎全部都住在學校裡。我雖然經常要跑台北，還是有不少時間在

新竹，這段時間我們經常有許多活動。舉例來說，就是從清華通十八尖山那裡有個後

門，從那個後門，通過一大片田野，走到青草湖。那時候沒什麼建築，都是田野，我

們還可以撿到人家挖過的地瓜，一直走到青草湖去划船。當時有許多日本、德國、美

國等地來的客座教授，他們除了指導論文、教課之外，當然也要順便看看寶島，所以

也有比較長時間遠距離的旅遊。通常都是我們安排家住在當地的同學事先準備好，然

後由幾位同學陪著一起去，我們這些老師當然有時候也會參加。客座教授除了欣賞美

景、品嚐當地的食物之外，也直接接觸學生的家長，感受到台灣的人情味。例如，有

一位教授夫妻去到學生家，家長因為第一次有藍眼睛、黃頭髮的人到家裡，就放鞭炮

來歡迎，左鄰右舍也都過來圍觀。教授們完全意想不到！

我們也有學生家裡舉行十二年一次賽豬公的大拜拜，就請全班同學，也請外國老師一

起到家裡去吃飯，當時有人看到廁所旁邊就是豬圈。上廁所的時候，豬就在那裡看著

你，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大笑）。也有的學生家長早年受日本教育，看到日本教授，

感覺到特別親切。在早期除了學校裡面常有餐聚之外，這個小團體的旅遊都是常見的

共同的活動。

前面提過的 Maak 老師在台灣期間，我曾經安排他跟師母去台中、嘉義、台南、高雄、

花蓮、墾丁等地遊覽。有幾次我也跟著去，有時候就安排同學帶他們去。曾經有一次

我們十幾個人陪他們去獅頭山，中午就在一座廟裡吃齋。Maak 老師請客，他付款後就

得到一張廟裡方面開出來的捐香油錢的感謝狀。他回國之後就拿這個去當做繳所得稅

分項扣除額的證據（笑），結果當然行不通啊！那個稅務官一個中國字都不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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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雖然也知道行不通，但是他還是跟稅務官爭辯了很久。後來見面的時候告訴我這

件事情，我覺得他對於自己做了這件事真的感到非常得意，竟然拿廟裡開的收據去抵

稅（笑）。

大學部招生以後實行導師制，每一位專任教師就領導幾個導生，導師請導生吃飯是最

常見的師生相聚。當時新竹像樣的餐廳不多，校內有不錯的廚師，也有招待所可以借

用。所以常常就是安排在學校裡，由導師請客，加強對於彼此的了解。譬如說李所長

曾經看過有個導生他吃很多白飯，根本不動什麼菜，心裡覺得很奇怪。後來才知道這

個學生因為家境不好，根本吃不飽飯，看到有可以無限吃的白飯，就停不下來了。李

先生知道後就立刻幫他安排工作，讓他到畢業為止都沒有生活費方面的困難。

師生的課外活動

我自己因為住了新南院之後，地方很寬敞，常常招待學生到家裡一起做些吃的，包餃

子、涮鍋、烤肉這一類。那時候台灣還不興這些，餃子皮現成的也買不到。火鍋就是

拿著大鋁鍋放在瓦斯爐上煮，烤肉就買個夾子、炭爐，堆幾塊石頭、磚頭，再去撿松

枝、松果當柴燒。而且我不喜歡用土司夾肉，所以就用燒餅油條夾著吃。蒙古烤肉呢，

那時候也還不興。台北好像只有一家，在淡水河附近。我就買了大號碳爐的爐屜做烤

盤，小的炭爐燒炭火，在上面烤。這些個克難方式，也讓學生學會了不少變通的辦法。

許多學生，在家裡從來沒進過廚房，就連打一個雞蛋都是在我那裡學會的。

這類活動其實不僅我跟導生參與，每年春天校慶時辦春季運動會，我時常當班級領隊，

每次都請全班隊員到家裡來吃一頓。除了做導師、做領隊之外，我還做校友會的指導。

大學部學生入學以後，各校的人數都很少，所以他們師大附中跟北一女就聯合組一個

附中北一女校友會。而我正好以前教過這兩個學校，所以學校方面就要我來擔任指導

教師。這個機會也使我能接觸其他系的學生，因為當時除了核工系和數學系一起上課

之外，我只教本系，並沒有教外系的課。透過這個機會，後來成立的物理系、化學系

的同學跟我有更多的互動。導生也經常幫我做院子裡面的事情，種菜、種玉米等等。

採收的時候，大家也一起享受。不到成熟的時候，就幫著我採葡萄、釀酒。每年端午

節前後，我就買整簍的李子來做果醬、李子酒，都是學生幫忙。李子酒到中秋節前後

開罈，當然也是有很多人來分享。我還記得六年前，在我慶生的場合上，一位當時已

經畢業三十幾年的導生致詞。他說他平生第一次抽煙喝酒都是我家裡學的，看起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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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教壞了不少事。除了在家裡，我也常帶導生到外面去，因為我有一位第一屆的導

生住在關西，家裡有橘子園。橘子熟的時候，大家就去他家採橘子。還有一次暑假學

生去露營，就請我跟一位助教去一日遊，由他們埋鍋造飯請我們吃飯。他們在水裡面

洗鍋洗碗，不但洗鍋洗碗跟小魚在一起，洗臉漱口的時候也跟小魚在一起（笑），這

也是給我一種新的體驗。

融洽的師生關係

第一屆分給我八個導生，後來有轉系轉出去的，但所有的活動，他們也都還回來參

加。像第五屆的一位導生後來轉到化學系，一直到現在，凡是我們有活動還是會請他

來參加。上個月月初（2009 年 4 月），他還到這裡跟同學一起來看我，這是第五屆的

學生。到第三屆又分給我八個學生，所以我們就計畫迎新。迎新怎麼計畫呢？決定做

一日遊的安排，搭公車到關西到同學家採橘子，採了橘子以後步行從關西走路走到石

門水庫，順著溪流走下去。這次還邀了系裡的講師助教，而且因為導生裡面女同學太

少，要他們多邀幾位女同學一起。這次浩浩蕩蕩一大堆人走在溪流裡面，中午野餐就

在石頭上面吃，有些人真說平生第一次走這麼多的路，到達以後真的就說有成就感。

這次出遊之後，那個橘子園的學生主人就常常帶著橘子到女生宿舍去進貢，但是他也

沒有說想要約哪位出去，所以女生宿舍就覺得他真是個好人，很受歡迎，並不是另有

企圖，真的是去進貢。畢業以後，我帶導生還經常到他家裡去，可惜他家橘子園全部

外包。當年我們造訪過在那裡吃過飯的客家三合院也隨著他父母過世拆掉，改建成公

寓式樓房，現在可能都不存在了。這次出遊的時候，因為我們一位講師抽煙，所以也

讓我們學生跟著抽煙。所以補充上文，學生說第一次抽煙不是在我家裡，而是在這一

次（笑）。我雖然並不排斥，但是自己因為有過敏，所以我家裡是沒有煙的，我自己

也不抽煙，所以不可能在我家裡學會抽煙（笑）。

石門之旅之後，我還辦了一次燈會。第二年的元宵節，我先買好了每人一個燈籠，約

好下午下課以後，大家到我家裡聚集。先抽籤，每個人分一個燈籠，點上蠟燭以後，

就順著小路走上陸橋，在陸橋上眺望一番。還一直走到城隍廟，就去吃小吃（陳：那

還滿遠的）。打著燈籠大家就吃了好幾個攤子，這時候也都玩得很盡興。有些人說，

很小時候玩過燈籠，這個時候也都沒有再接觸過燈籠了，真的很有重溫兒時舊夢的感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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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生跟我之間還有一件好笑的事情，有一位學生去人事室查我的人事資料，找到了我

的生日，他就在陰曆這一天中午到我家去煮豬腳麵線，來給我慶生。沒想到我在中學

的時候就參考萬年曆查出了我的陽曆生日，以後我的證件上面一直都是用陽曆。在這

之後，家裡父母還是給我過陰曆生日，我自己是過陽曆生日，所以我在台灣一年度過

兩次生日。陽曆陰曆生日十九年有一次會重合，有可能重合，如果是閏年的話，不會

重合。用陽曆那一天到陰曆的日期來過生日，當然我的兩個生日都已經老早過了，但

是豬腳麵線還是可以照吃了（笑）。但是更有趣的是，吃了豬腳麵線之後，當時附中

北一女的校友會負責人知道那天我過生日，下午就去買了一個大蛋糕，帶了全體校友

到我家去吃蛋糕。那時候有一位在清華兼任教育課程的師大教授宗亮東先生正好有課

住在新竹，他是師大附中的第一位校長。所以既然是師大校友，我就要他們也去把他

請來一起吃蛋糕。過後他告訴我說師生間這麼融洽的互動，他還是第一次見到。

那個時候清華學生人少，個個都住校，真的都像一家人。學生有什麼事情都會到我家

來請求幫忙，或者來傾訴委屈，而我們做老師的當然是盡可能的協助。尤其對於被當

出去的學生，一定要幫忙，我們是一定會給幫忙的。我還參加過一次畢業旅行，是

數學系的第二屆，這是我第一次到溪頭，這班學生就是今天畢業三十年的那屆。校慶

的時候（徐先生：四十年），他們校慶的時候還很多人從國外回來，辦了環島，其中

有八位帶了家眷到這裡來探望我。這班學生在大一的時候曾經有幾個人發生過肢體衝

突，當時我還加以協助，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些學生不至於受什麼懲罰。這次

他們很多人能夠攜眷協伴同遊，使我感到欣慰，事過境遷就沒有什麼過節了。同時參

加那次畢業旅行的，值得一提的有一位美國來的教授叫做 Fiz，他最大的興趣，一個

就是飛帆，一個就是遠足、走路，美國叫 hiking。當時曾經有幾位我的學生陪他從新

竹縣翻山越嶺到宜蘭縣，夜裡就在派出所過夜。回來之後已經到了新竹有公車可搭了，

學生想搭公車還被他罵，一定要走回學校。到後來有學生來向我說吃不消。所以這個

事情我也知道，我當然沒有參加了。可是我也知道這件事情，這是我們師生之間的活

動（笑）。

陳：非常的精彩，讓我們知道當年徐教授跟學生是多麼的融洽在一起，而且也讓我們知道

四十年前的校園生活，我們真的是很希望好的風氣能夠繼續延續下來，讓我們校園裡

面都能夠有這樣的氣氛。

那接著我們來談一下，徐教授是我們清華大學第一位女性教授，我記得曾經讀過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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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周碧娥教授跟蕭嫣嫣教授的訪問。應該是五六年前（徐：三年前）。三年前，那裡

面您就有提到在大陸讀中學的時候許多來自於性別的差別待遇。徐教授也提到說您剛

來台灣時在中學教書，以及之後在清華的教學經驗，我們這邊也請徐教授再來談一下

您作為一個女性教授以及對於女性教育的一些想法。

對於兩性平等的看法

徐：當年周教授他們訪問我時，因為他們都是女教授，所以我可以很放肆的說一些話。現

在雖然您是男教授，我想您也不會見怪。既然身為第一位女性教授，當然要為女性講

點話。三年前校慶我才聽說自己是清華第一位女教授，在新竹清華，我當然是很早的

一個專任正教授，恰好其他都是男的，所以很自然就變成第一個。是不是也是 1948

之前有沒有別的女教授？這我不敢確定。在台灣，在我還是小助教的時候，台大像那

個俞大綵啊，師大那個蘇雪林、孫多慈啊，這些都是正教授。只不過所學的領域不同，

所以女的正教授並不是說很少的，還是有。

雖然在民國成立以後，除了有關家庭方面這個民法似乎還是很不平等，但是在就學就

業這方面至少表面看起來還是平等的。至於地方選舉方面所謂這個保障名額開始的時

候其實也有必要，不過從頭就不應該說女性保障名額，為什麼要強調女性呢？根本就

是認為女性應該保障，就是弱勢。為什麼不說保障不同的性別，兩性各取若干名、或

是有若干比例。此外，甚至更有一個不合理的現象：有一次地方選舉，有兩個女的都

在當選前幾名應該有的名額之內。因為有人說女性名額只有一名，所以保障名額變成

了限制名額，把兩個女性裡面得了低票那個硬是刷下去，換成個男性、選比她低票的

人當選。那當然這是因為制訂這些條規的人都是男性，保障名額只不過是表示說男性

很大方，也給女性一個機會，這等於是恩賜。

其實歷史上一樣中國女性要求平等自覺的人不在少數，更不用說我們還出過武皇帝。

台灣原住民部落也不少有女頭目，中國大陸少數民族裡面還存在母權社會，有些少數

部落裡面只有母系，沒有爸爸這個名詞的。男性只有舅舅、舅公，根本小孩子生下來

沒有誰是爸爸的。隨著時代改變，文明發達科技進步，男性在體力方面的優勢越來越

不重要了，許多事情只要按一按按鈕就 OK 了，這個情形之下女人就不會說是弱於男

人了。怕的只怕女人自己不爭氣，不但自己不肯努力，甘心來做寄生蟲，還要教自己

的女兒怎麼樣討好男人、怎麼樣打扮自己，還要假裝裝傻裝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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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女人對於能夠獨立的女人就很看不起，認為他們是沒能力抓到男人，自討苦吃。

我們教育假如不能夠教年輕的一代，知道兩性平等各有所能，那麼這社會很難進步。

因為你要兩性一樣，頂尖的人做頂尖的事情，差一點的人做差一點的事情。每個人的

能力不一樣，所做的事情不一樣，並沒有什麼差別。並不是說哪個事情高人一等，但

是各盡其能這個社會才能進步。

作為女性人口之一，我沒有特別從事女權運動、爭取女性的地位，我只是在做份內工

作。做我份內工作的時候，不會輸於男性，甚至於超過他們，來表明什麼事情男女一

樣都可以做得到。在學校裡面有些教師會對女性客氣一點，降低要求，這其實不是愛

護她們，而是害了她們。起因還是認為女人無足輕重，我對學生在課業上向來一視同

仁，這件事情還被學生說我對女生特別嚴，我為什麼要對女生特別嚴呢？我希望爭取

女權或者是男女平等的先驅人士，能夠往加強女性本身能力這方面努力。究竟人總要

尊重自己才能夠希求別人來尊敬，至於清華的第一個女教授，我真的覺得沒有什麼，

什麼事總有第一個嘛，有些就正好我是第一個。像當年我去師大當助教，我是系裡唯

一的女性，也是第一個，從德國回來，我也是第一個女博士，更是回台的第一個女數

學博士。以前中國有沒有女數學博士，我也不知道，好像沒聽說過，其實從台灣到西

德留學，我也是第一個女的，兩年以後有一個學醫的去，這類的第一個，說穿了我覺

得沒什麼，第一或不第一，我覺得沒什麼了不起的。

陳：能夠率先作為表率的，我想這個是很不容易，所以徐教授在這方面，數十年都是做到

她剛剛告訴我們：「尊重自己，做好自己份內的事」，自然就證明女性是一樣有能力。

徐：很多很多年以後，在清華有中學教師暑期班的時候，有人因為一直用我的教科書，看

到我本尊之後說他一直不知道我是女的（笑），因為我的名字不像是女性的名字，他

以為我也是男生。

對於數學教育的看法

陳：接下來，我們總是會碰到很多當下的問題，許多老師也在感慨今天的小孩子好像跟我

們過去的不一樣。徐老師從事教育工作幾十年，是不是可以請您談一談對於現在的高

中與大學年輕人，學習數學或是一般求學有什麼樣的建議或看法？

徐：不僅是數學教育，很多有關教育方面的種種問題，往往牽涉到政治，外行人領導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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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以一次兩次的教改好像越改越糟糕，越改越不理想，數學教育其實是一貫的，

要從開始奠定基礎。在國小國中的時候，假如沒有學好數學，到了高中就很難補救。

目前的教育只要是競爭性地考試要考到的科目，由基測開始，教學都是以應付考試為

目標。課堂上的教學，說穿了連填鴨式都不如。填鴨式教育不管鴨子願不願意，就像

就是給他吃到肚子裡去，然後讓鴨子自己去消化。所以所謂填鴨式教育就是把知識直

接灌輸到學生腦子裡去，讓學生自己去消化，還是有消化的過程。

我們現在從小學教育開始，包括數學，沒有灌輸真正的知識，只是一次一次地用考試

讓學生熟悉各種類型的題目，以求得高分，並沒有獲得真正的知識，到日常生活要用

到這些知識的時候，完全沒法用。有人認為我們在很多國際性地競賽中表現亮麗，常

常獲得很多獎項。這當然也是事實，只不過是個案，就像能夠在奧運得到金牌的國家，

全民的健康不一定好。想要提高水準一定要全面上升，而其中有一部份特別突出，絕

對不能因為有少數幾個表現傑出的就沾沾自喜，以為我們了不起。

想要整體能夠提高水準，首先要培養學生學習興趣，一開始要把題材跟生活結合，也

就是生活化，使學生在生活裡獲得經驗，從數數開始到加減乘除四則等這些數的知識；

到長短、大小、形狀等這種空間知識；還要讓學生知道數學是一門用得到的知識；然

後再用溫度等等引入正數負數這種觀念；再由實用問題介紹到方程式、居住空間、休

閒空間…引進平面形、立體形這些面積體積的計算，角度、圓周率這些東西。這些方

向才能夠讓學生真正知道數學是真正要用的，不是一門死學問，只是為了考試。這樣

才能提高國民的素質，培養出來的公民才有用處。

現在計算機跟電腦普遍化，許多計算本身的技巧完全不重要，雖然說會心算還是很有

用，就算不會，電腦打一打就出來了。可是面對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有幾個數據要來

解決，這時候拿個計算機、面對著電腦，它不會告訴你要怎麼算，這是需要點數學知

識的。假如沒有根本瞭解問題所在，怎麼知道解決的方法進而得出答案呢？所以你需

要瞭解問題的本身，不只是計算、不只是給你一些考題，一定要從頭加以瞭解。至於

大學現在越來越有入學不分系的趨勢，數學是一切科技的基礎，進入大學的話即使是

數學系，將來出路也不只在數學這方面，所以數學系應該要做足夠的準備，來培養一

些專業數學的人才、專門教導數學的老師、加強各方面應用的課程，使得學生日後可

以應用到各行各業。只有幾個頂尖人物沒有用，一定要全體提升，對於數學教育方面，

我的意見就這些。現在學生價值觀跟當年好像也有很大差別，我想社會風氣很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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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全世界都這樣。

陳：徐教授語重心長，談到關於整體數學素質的提高與國民素質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

部分。我們今天非常高興徐教授能夠幫我們講述清華早期的歷史，更延續到數學教育

與生活的話題。

徐：非常感謝。

師承 Emmy Nother

吳：老師，我想請教您，您在哥廷根大學時，您的老師的指導教授也是女數學家（徐：就

是我們數學館掛了個照片），叫做 Emmy Nother（徐：那是我的祖師）。您在那邊學

習的經驗中有沒有受到這個師承的影響？

徐：當然是一脈相傳啦（笑），不過後來因為我在學術上沒有什麼貢獻，所以不好意思說

有這麼一個了不起的祖師。

吳：您在那個學校裡的學習氣氛有沒有因為她而有一些不同？

徐：我這個祖師因為她是猶太人，所以就被趕到美國，後來不久就去世了。

徐先生：Emmy Nother 現在還是被認為是個偉大的女數學家。

清華園的「天媽」

吳：另外是老師剛提到您回台灣後主要的事業重心是放在教學和編教科書的方面，你指導

的碩士論文只有（徐：只有兩個），還有一個是和 Mark 教授聯合指導的，（徐：那

是需要一位在地教授聯名），所以老師後來的重點就擺在大學部？

徐：以後很少教研究所的課。因為大學部來不及，剛才我講過嘛，我就不自量力地擔下了

大學部的課，只要有問題我就包班。

徐先生：第一屆數學系那個班，四年裡上過我媽媽八門課。

徐：幾乎都是我教的。

吳：那時候好像您有一個稱號叫做「天媽」，好像因為您編的講義都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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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那是第三屆的學生取的，因為我那時候自己編的講義被他們稱為天書，編天書教天書

的人，而且是個女的，所以叫做「天媽」。

吳：那老師提到跟學生的互動都很頻繁，這對他們之後的學術或事業發展是不是有些特別

的影響？

徐：學術和為人處事方面都有很大的影響。

吳：那老師覺得您跟學生的互動與其他男教授相較之下，對學生而言是不是有不同的影響？

徐：多多少少是有一點，這也要看你對學生關懷的程度，不在於男性女性。有的學生的確

因為我是女性老師，又隔著一代有著年齡差距，所以在我身上就有媽媽形象。早年我

的孩子管我的學生叫「阿姨」、「舅舅」，後來就變成同輩了，現在就比我孫子都還

小了嘛。

另闢新徑的數學研究：手工藝與數學

吳：所以老師當時從德國回台時，已經預想好未來要做的工作著重在是數學的教學，而不

是數學的學術研究嗎？

徐先生：我媽媽後來到維也納還是想做研究。

徐：還是想要做研究，但後來父母過世啊，許多家裡事情，就放下了。到了退休以後，本

來也是想做研究，但那時候也是五十好幾歲了，感覺到頭腦也許還可以做研究，但體

力不支。因為我們做研究，一投入的話，真的是三天三夜不眠不休、不吃飯、不睡覺

的。不過到現在雖然沒有做很高深的數學研究，這些小玩意兒（手工藝品），我到這

邊做了很多，也寫了不少文章。

徐先生：我跟你講一個故事，我兒子今年二十八歲，他十七歲高二升高三的那時候，參加

一個美國的 Math Camp 數學夏令營，在 Massachusetts 那邊。那個夏令營給十個題

目，要做對六個以上才進得去，他做出了六個是沒有問題了，還有一個他就稍微問了

我一下，那不管怎樣那六個他就先送上去，於是他就隆重的進了這個夏令營。那時候

媽媽還在台灣（徐：我在教課嘛），等到暑假媽媽去，她也很高興孫子參加了這個，

等她知道這不是拿學校成績就能去，而是得做出一點東西，她就問：「你有沒有留著

題目？」結果她就不能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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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我剛坐飛機到美國，飛機上不能好好睡，到了那裡一夜就在那裡做那十個題目。

徐先生：然後早上就告訴我她已經做出來九個了，還有一個比較難，我說那就是一個一個

程度越來越難。再隔一天的早上，我在院子裡，媽媽說：「昨天晚上那一題我也做出

來了。」我們作為唯一的子女，最怕的就是我媽媽開始想做什麼東西，因為她一開始

做，就幾天睡不著覺，她年紀到底大了，所以她一開始這麼做，我們就很緊張。

徐：我們數學系一個老師專門在訓練學生去參加數學競試，就是國際數學奧林匹亞，他跟

我講了一個題目，當時我看了一下這題目，回去以後又仔細回想這個題目。然後開始

做，也是晚上都不能睡覺，一直到把那個題目做出來為止。

徐先生：所以我最慘，媽媽有時候覺得我還能做出一些題目，我這個數學系沒畢業就已經

決定去念 computer science，當然是數學念不下去了，可是媽媽認為我應該還可以

（笑），她要想東西的時候要問我一聲。

徐：有些時候也是因為我不會用 computer，像我後來做的彩球，那是當時我孫女念書的中

文學校，教他們用過年的紅包袋用釘書機釘起來，做成一個彩球。看他們這樣做，我

就在那裡計算，因為紅包袋大大小小有長有方不一樣。我就想學校的方法一定不是每

種形狀都可以做，首先要算長跟寬的比例，那時我已經做出來了。我回台灣以後就想

到很多相關的問題。當時我就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紅包彩球』，那時候想到的問

題之一就是要怎麼做，這個紅包彩球才會最圓？也就是說，做出一個多面體，這個多

面體的每一個頂點都是在同一個球上。我在美國想了很久，他們有一個地球儀，我在

上面用膠條黏了很多地方想要找出關係來，後來透過餘弦定律終於找出他們的關係。

當時我就說電腦上一定有相關定律，後來才知道電腦上不只有這個定律，甚至只要弄

上數字，你要的東西就直接出來了。那時候我得到的長寬比是三比二，來這裡以後我

就用這個比例做了幾個最圓的球。

另外一個是我在做手工藝的書上看到做清真頭結的方法，跟我們做中國結有類似的地

方，但不同之處在於做出來可以是平面也可以是立體。書上介紹的那種做出來是五個

瓣，我照那個辦法試了之後，雖然五個瓣、四個瓣、七個瓣都可以做，唯獨六個瓣用

他的方法做不出來，想想也許也牽涉到數學上的問題。當時也是一夜沒有睡覺，終於

找到關鍵所在。他那個方法，凡是三的倍數一概不能做，不是三的倍數在理論上再大

的也可以做，那三的倍數怎麼辦呢？得用別的方法做，於是我後來得到結論：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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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數之間不能有公因數。

徐先生：你要不要拿來讓他們看你怎麼做？

徐：你看，像這個是九個瓣，九是三的倍數，用那種方法不能做。這個七個瓣，其實也是

用我自己的方法。剛剛講到三的倍數都不能做，於是就找到一個原則：就是有兩個相

關的數，一個就是像花瓣一樣一瓣一瓣九個瓣。一個就是有三排自己跟自己相交，三

排交點，自己繞來繞去繞了四個圈子，四個圈子九個瓣沒有公因數，最大公因數是一，

所以可以做。六是三的倍數，就是最初做的這種只有兩排交點，就只有繞三圈，繞三

圈的就不能做。我找到最大公因數只能是一的時候，我就知道數學上面一定有。我在

美國馬上打電話給數學圖書館的小姐，幫我找資料找這個結的名字，叫做 Turkey's 

Head，中文就翻譯成清真頭結，她就幫我影印了一份相關的資料。這個東西先打好一

個結，繞繞繞又回到原來的地方，所以你看這個地方一二三四有四個，這四個，所以

這裡應該是五個，繞繞繞回來，連在一起，你看這個東西就看不出，另外這個也是。

這個數學方面的理論已經有，只是說怎麼應用它。它是平面的東西，用平面來做當然

沒問題，這裡我就想到這雖然是個平面，但中間有個洞，所以數學上而言，這個面跟

一張紙折成的柱面在拓樸上面講起來完全是一樣的。

你想這個如果是軟的一翻開就是平面，所以在平面上做就非常困難。可是你如果在一

個柱面上，就有柱面可以固定，所以就沒這麼難了，所以我就想到用這個柱面來做它。

做好的時候成為一個柱形，可是你把它放下來就是一個平面。這是利用我的拓樸知識，

用到實際上打結的應用上面去。總而言之現在我沒辦法做高深數學研究，但是對於這

些東西還是很多研究。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很多例子，比方說用多面體的紙折成東西，

用一片一片這個湊起來，湊成多面體，這方面做了很多。

徐：我做這個結是用線繞到這個東西上面做，線用大頭針或迴紋針就可以輕而易舉穿過去，

不像平面上需要固定才不會跑掉。我在美國開始做，許多花樣都是回到台灣才開始自

己做。最初我是會做這個紙方塊，後來這裡有一位二樓的小姐從她同事那裡拿來這個。

她來考驗我，說妳做做看。我看了以後，從午覺睡醒後一直做到晚上要睡覺，總算做

成功了一個。我放在桌子上，眼睛看看這裡看看那裡，一下子豁然貫通，說這兩件

東西有相似之處。什麼相似之處呢？這個都是從一個一個抽出來的東西，一個三角錐

旁邊這個側面就是等腰直角三角形，三個等腰直角三角形做成一個三角錐，這裡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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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是一個一個的三角形，這個中間是一個正三角形，它是一個正八面體，它呢？中

間是一個正四面體，雖然看不太出來，因為它變成平的，可是它也是這樣來的，既然

這兩個可以做，這都是正三角形做面的正多面體，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正二十面體，正

二十面體的每一個面都給他做一個這樣的東西，就有六十個面，不只是多面體才可以

做，只要她的面是正三角形就都可以做。我又進一步想，不一定要多面體，長條也可

以這樣做，所以到後來做出像這個，兩個洞。像這個他們說是飛碟，甚至有人跟我講，

做人形的，我也設計了，但不怎麼太像（笑），這都是我首創的，假如有什麼的話，

可以申請專利，雖然也沒做別的研究，這方面還是做了很多。也有人說做立體的看看，

立體的只能做這個環，這兩個都可以做，三個四個都可以啊！每一個都是一片一片這

樣弄起來的，不需要黏，就插進去，但弄久的話怕會變形，這個比較好，將來還要做

更大一點的，有些掛起來的，這個造型我覺得很美，這個我做了好幾個送人，各位有

什麼喜歡的儘管拿。

陳：生活裡面到處都是數學的問題。

徐：我將來可以把這個總結起來，寫成一本書，就叫做「手工藝與數學」。

徐先生：最後我跟你們講個故事，我在台灣的時候接到找母親的電話，我說我是她兒子，

她說：『哈哈，我們當年都幫你換過尿布』。原來是媽媽當年在蘭陽女中的時候教的

學生，那些老太太都是七十五歲以上。結果他們四個人來看媽媽，媽媽給他們四個人

做了那個東西，那幾個老婆婆都好像高中學生那樣搶起來。

徐：我跟她們說誰有孫女外孫女的可以拿，他們都搶得一塌糊塗。

徐先生：實在很好笑，又回到他們當年高中女生那樣，卻都是七十五歲的老婆婆（笑）。

倪：這些數學手工藝品我們都會送給校史館珍藏。

註：本文經徐道寧教授與清華大學圖書館特藏組授權，轉載自「清華大學數位校史館口述歷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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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漢卿教授專訪

受訪人：清華大學數學系 賴漢卿 ( 數

65G) 教授，以下簡稱賴。

訪談人：清華大學數學系 陳國璋教授，以

下簡稱陳。

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 林來居教

授，以下簡稱林。

中原大學應數系 李金城副教授，

以下簡稱李。

義守大學工業管理學系 胡承方教

授，以下簡稱胡。

訪談時間：2013 年 1 月 25 日

李：我想我們這個 50 周年很值得慶祝，賴

老師是第 0.5 屆－這是葉能哲跟我講

的－賴老師是第 0.5 屆，葉能哲才是

第一屆，那這個可能也要請賴老師解

釋一下。我們第一個問題是想請賴老

師談一下，當初您從師大畢業，那個

時候台灣的情況對學術研究或者高等

教育，尤其是數學這塊好像很欠缺，

能不能請老師談一下那時候的台灣數

學界的情況。

Lai, Hang-Chin 相關記事

1. Biography International (1990-1991)

Men and Women of Achievement and 

Distinction P.99 Lai, Hang-Chin

2. 中國現代數學家傳，江蘇教育出版社 第一

卷 , 1995.

名譽顧問：陳省身 ( 第 22 人入傳 )。入傳

者 36 人依年齡排序，第 36 人賴漢卿。

亦可參閱第二卷 附錄一，中國現代數學家

傳 ( 第一卷 )。

3. 中國當代數學家與數學英才大辭典 ( 第一

卷 ), 海南出版社 , 陳历功主編。P.55 賴

漢卿(通訊處:台灣高雄義守大學理工學院)

4. Asia Pacific Who’s Who, Rifacimento 

International, Vol IX Lai, Hang-Chin

5. Who is Who in the World. Vol. 32. 

Nov.2014 Hang-Chin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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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其實我是師大畢業，按法規本來就要在中學教書，因為我的成績還好，就在附中教了

一年，後來當了一年半的憲兵，當完兵回來就到嘉義女中去教書，沒有多久，系裡面

就接洽，說是有一個缺要我回去當助教，我想要當助教也好，要不然一直在教書很繁

瑣。於是就跟談太儁（那個時候的嘉義女中校長）講，我可能下個學期就不留在那個

地方了，她好緊張，她說聘你好不容易，你這樣就跑掉！於是，就在一個颱風天下著

大雨，她搭三輪車到我家來，聘書當面交給我說最少要再一年，於是我就再慢了一年

再到師大來，就在民國 51 年八月我到師大來。到師大當助教，誰的助教？就是呂輝

雄他們這一班的高等微積分助教，鄧靜華老師教的。助教光給人家問問題而已，沒有

辦法做甚麼事情，兩、三個月就想要離開回去，李新民老師說不行，因為年輕人做事

情怎麼能有這樣的想法，要來就來、要回去就回去，你那聘書最少是一年呢！至少要

暑假才能走，後來訓了一頓之後，李老師比較溫和一點，提了一個補救的辦法，就是

你可以在這個學期完離開你這個職位，但是要考取清華數學研究所。那個時候陳可忠

當校長，找過李新民老師請他辦數學研究所。以前全台灣、全國都沒有哪個學校有數

學研究所招生，台大可能有，我們不知道，從來沒有正式的招生過【註 1】，那就是請

他籌備。李老師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師資從哪裡來，這是最大的問題，研究所最大的問

題就是老師，要有 博士學位才能教碩士的，我們平常博士可以教碩士班、碩士可以

教大學生、學士可以教中小學，以前大概觀念上都這樣 ( 當然也不一定要這樣子 )。

所以那個時候李老師就跟我講可能清華要辦數學研究所，你假如是說當助教，覺得沒

有什麼的話，那你是不是考考看？我說我畢業五年了，五年才回去當助教 ( 他請我回

去當助教的時候 )，後來我就硬著頭皮答應了。但是考試要考五科：國文、英文兩科

是標準分，一科是五十分，或者兩科加起來一百分也可以，如果一個零分、一個一百

分，只要加起來有一百分也可以；那數學三科就是高微，高微是一定要考的，另外那

個好像是代數的樣子，還有選考有分析、複變數函數論跟幾何，還有像是統計 ( 那個

是沒有人選考啦 !)，大概是這裡面去選，總共要考五科。我記得有八十一、八十二個

人來考，錄取七個人【註 2】，最低錄取分數本來是要兩百五，後來是兩百四。但是那

個英文跟國文，我就問題就來了，兩個加起來絕對不會超過一百分，但是我數學成績

一百九十幾分，大概考生裡面算是高的了！因為我也剛好就是在當高微助教，高微考

得我差不多都可以，三個科目加起來一百九十幾，平均也六十幾分。後來也不知道怎

麼錄取的，李老師就講說「你英文只有考十六分」，十六分的話怎麼加也加不到一百

分，後來就是用總分，就是這個標準也算在分數裡面，總分裡面就是數學成績最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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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一百四，大概最少要三個科目一百三不為過，假如是要照原來的規定這樣子

的話，我就不會錄取了，但是我的數學我想大概很前面，我不錄取的話，大概會影響

總錄取人數，所以可能試務委員會（那個我後來才曉得），後來就是用總分去錄取，

不要求標準的一百分了。就這樣子，這樣就進來了，不是糊里糊塗啦，真的是拚了兩、

三個月，大學畢業五年後，看了兩、三個月就考一百九十幾分，如果再拖幾年考的話，

大概沒有辦法考那麼多分了，所以那是個機緣。清華大學這地方，我考研究所之前沒

有來過，這個地方很寬闊，校園很美、很漂亮，學生兩個所 ( 核工所二年級、數學所

一年級 7 人 ) 加在一起不超過三十五個人，我一年級修完了之後，有二年級加進來也

才三十五個人。每天張齡佳（體育組的老師），都帶所有的研究生跑步，不強迫、要

運動的人早上就要早一點 (6:30) 起來跑步。

李：那個時候核工所也還沒有大學部？

賴：沒有大學部，大學部是我唸了一年半之後成立的。

李：那個時候一直都沒有成立核工系？所以大學部最早成立還是數學系？

賴：不是。數學所跟核工所同時成立大學部，成立時我差不多再過半年就要畢業了。那個

時候最重要的就是師資，我考進來之前，台灣數學博士只有4位：李新民、劉世超【註3】

( 中研院做邏輯的 )，還有台大是施拱星【註 4】跟許振榮【註 5】，沈璿【註 6】是不是

有博士我不知道。

李：沈璿沒有，是教授。

賴：他是教授，很有名的教授。

胡：徐道寧老師呢？

註 1：台灣大學於民國 49 年成立數學研究所。

註 2：沈長庚、柯慧美、黃文濤、賴漢卿、曹恒平、劉慰儂、林松吉。

註 3：劉世超先生於 1962 年獲 Wisconsin 博士學位。

註 4：施拱星先生於 1953 年獲 Univ. of Illinois 博士學位。

註 5：許振榮先生於 1961 年才在日本東北帝大獲博士學位。

註 6：沈璿先生於 1940 年在日本東京帝大獲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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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徐道寧稍晚才回來【註 7】，清華數研所成立時，她還沒有回來，但是李老師有要聘徐

道寧老師回來，那是已經講好了。那其他的怎麼辦呢？其他就聘請，比較近而且又是

有名的老師，還有在美國比較有名的老師。大部分都是日本人跟中國人，只有馬克【註

8】是德國人，馬克是徐道寧老師透過關係請來的，他做代數方面的。開始的時候，第

一學期的話比較沒有人，李老師是開 analysis，就從 metric space 開始講；徐道寧

是開代數，他們兩個人一個人開一科就夠了。沒有多久，第二屆的招生就進來了，第

二屆招生是秋季班的，葉能哲講我是 0.5 屆，其實不管怎麼講我還是第一屆，台灣清

華第一屆研究所碩士，不是唯一，我跟劉慰儂兩個人，七個人中我們兩個符合資格，

另外師大要五年 ( 含實習一年 ) 才能夠算是畢業，要不然不能畢業，中間不能說少掉

一年，所以他們有的留下來、有的出國，出國就柯慧美，柯慧美一年半就到加拿大去

了。

李：柯慧美是第一屆嗎？

賴：是第一屆呀！

李：是跟老師同班？

賴：對啊！跟我同班有：沈長庚、柯慧美、曹恒平、林松吉、黃文濤，我跟劉慰儂兩個，

好像還有一個徐復【註 9】，共有七個人。本來有柯慧美也符合資格，但是她已經出國

去了，其他的人都不行，在學的學生本來也可以來考春季班，但是也是都沒有錄取(只

在暑期班修課，等秋季班才正式入學 )。他們都考秋季班，慢我半年，主要的原因是

鄧靜華他在東吳跟淡江那邊宣傳，要培養大學師資的話從清華開始，台大的學生進來

讀完就出國去了。其實那個時候也沒有辦法，台大也沒有老師，那些老師要從哪裡來？

除非他願意回來，以前要回來教書的人很少，出去不回來的比較多，現在就不一樣了。

李：我有一件事情想求證一下，我聽說當年你去師大，想回去嘉女教書，李新民老師把你

罵到哭了。

賴：（笑）沒有啦！那個是他好意的訓話，當然也不可以抗拒。我去嘉女時，那校長談太

儁說，她找到一個師大畢業的，師大從第一屆到第七屆，總共畢業九十一個人，包括

我，我們那個時候九十一個人而已，分配在全國。很不容易，她請到我很高興，我也

很高興，因為我家就住在嘉義。後來就李老師一直寫信來，說有一個缺，現在假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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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話就永遠不會再找你了，你自己考慮一下，我就考慮一下也跟他聊一聊，後來我

就說「好吧！」，接著就換談太儁那邊，兩邊都要拉我，是比較為難一點。我就跟李

老師講說，去半年就要離開，實在有點不負責，因為當兵當一年半，剩下的半年－那

年春季那一年才去教半年而已，暑假就要離開。

李：所以談校長不讓你走？

賴：暑假發聘書的時候，談校長不只自己拿給我，她在颱風天坐三輪車到我家裡來，如此

誠意，我心裡實在是沒有辦法拒絕，只好答應，但是我跟他講，說明年一定要走，要

不然跟我的老師講不過去。就是在民國 51 年才回到師大當助教，那個時候已經畢業

五年了，當一年半的老師，師大附中當一年，去當兵當一年半。當兵時，都是讀民法、

刑法那些，摔跤、擒拿那一類的技巧。當憲兵，不過也不錯。

李：你後來又去師大當助教？那你剛剛有提到說你當助教這一段很無聊，想回去嘉女教書，

那時候李新民老師罵到你哭了？

賴：( 笑 ) 哭大概是沒有，就是罵得很…後來就安慰我說「沒有關係，你要離開可以，看

你有沒有可能考上清華研究所…」清華要辦研究所，但是那個時候還沒有確定下來，

大概要在春天招生，還是甚麼時候招生呢？就是二月，「你就要準備一下，如果你能

夠進去的話。」他很期待我能進到研究所去，那個是我人生最大的一個轉捩點。

李：我常常說李新民老師他就有這個眼光，他看準你是一個數學人才，不應該在高中教書，

所以硬要你回來走這條路。能否請老師談一談李新民老師對你一輩子的影響？

賴：他是一個教育家，也是一個數學家，可能也算是我的運氣不錯。你講的完全正確，那

個時候事實上讀一個碩士不容易，到美國去拿，也不一定碩士都拿得回來，拿碩士他

覺得應該都不會回來，拿了博士之後就變了，幾乎都去工作不回來了。在本所開始半

年後，由這三位老師在暑期先授課：樊畿、楊忠道、葉玄。葉玄是 Applied Math. 方

面的，楊忠道是拓樸，開始教也是教比較簡單的拓樸，樊畿我印象最深，所有的課我

註 7：徐道寧老師從德國回來時，先在師大任教，後來才來清大。

註 8：馬克 (W. Maak) 是徐道寧老師德國母校的教授。

註 9：徐復先生是第二屆，與賴老師不是同一屆，賴老師記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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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聽，但是選課我只選樊畿的課，因為選那麼多課，如果讀的不及格很難看，選樊畿

的課，樊畿開始也不認識我，但是他教課很嚴格，你不抄筆記的話…有一個修女年紀

很大了，其他都是大學裡面的老師，我們學生沒有幾個人，我們兩個加上第二屆的進

來有七、八個人，一個教室那麼大，所以對外開放，不要繳學費都可以來修課。聽這

個課跟在大學裡念書的情形，可以說是完全不一樣，他們講課都沒有書，用參考書、

講義，而那麼多的參考書怎麼看？那一本書一頁就要看很久了，但老師講得很簡單，

所以我現在對學生學習的期待，我也是認為開始的時候有三個步驟，在我一生裡面。

哪三步驟：「理念」、「觀念」與「概念」。不論你要讀那科目的動機是什麼，有動

機後，如能深入，那當然很好。要不然的話，你必須要知道，這科目是在做什麼，起

碼這科目是在學什麼的大概要點要了解才好。人家面對你這個看法，不像以前當數學

老師最好，在教書裡面數學老師最好，都要補習很多，不過這個太累了，這就是我離

開不教中學的一個最大的原因，命都沒有了！一天從早上到晚上一直要上課，一天都

沒有休息的機會，但是他們賺錢賺很多。這個講起來要提到，要是以前我不讀大學的

話我可能是最好，因為我以前從初工講一點也是有…

李：我想問老師，你是嘉義初工機械科，台南高工也是機械科，那怎麼在大學突然要念數

學？這個轉變很大，那是環境影響還是老師就是對數學有興趣？

賴：對。那個都有原因，我來講一下，因為嘉義高工，只有兩科而已：化工跟土木兩科，

機械沒有，所以我要跑到台南高工去讀機械科，要到台南那麼遠去，念機械也是在那

裡猶豫不決，因此報名拖到最後一個號碼。一千四百多個在我們的科裡面，他分科招

生的，不是讓你隨便填哪個科，我讀機械是當然。看著按號排名出來，一看就錄取了，

因為我是最後一個報名，一看就看到最後一個是我的名字，還不錯。不過講起來初工

的時候，考進初工時是照名次排在第十二名也不錯了，畢業的時候是第一名，但是在

民國 38 年學校都被軍隊佔據，故初三前半都沒有讀書，沒有讀書怎麼會第一名？【註

10】

李：嘉義初工沒有機械科，那老師您念的是？

賴：嘉義初工有機械科，但嘉義高工沒有機械科。

李：所以，老師您後來就去台南高工念機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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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對，後來到台南念機械科，而考進台南高工很不容易。畢業也不簡單，由三班變成二

班畢業。

李：好像王懷權老師也是台南高工。

賴：那是我已經畢業了以後他再進去的，他念了台南高工沒有錯。南工當時是跟台南師專、

台南一中可以說是齊軀並進的。

李：那念機械後來念數學這個轉變很大。

賴：我要講一個我在高工的時候做水管的設計，要怎麼設計阻力比較小，還有樑的支柱力

量怎麼分力，那個都是數學，應用力學、材料力學、熱力學都是力 

學，我們高一的時候就把所有代數、解析幾何跟三角都教完了，高二的時候教簡單的微積

分，積分、微分是在力學、物理裡面最簡單，其他專業科目就是應用力學那個很累，

材料力學：他的支柱，甚麼地方要找出支柱點（重點在哪裡）。假如不來讀師大的話，

我應該也是很好的一個工程師，我相信我是會當很好的工程師。以前就四個大學：台

大、台灣師範學院、台中農學院、台南工學院，一大三個院，台大與農、工學院念書

很貴，沒有免費的。但師院吃飯免費、穿衣服也免費，所以就去考師範大學，六千多

個人取兩百個人，一次取兩百個人，一班不超過二十個人，十個系的話就差不多兩百

個人。甲組題目考二十題，一題五分，我做了十五題，做了就對、沒有做的或時間不

夠那就算了，七十五分是自己考試的成績，每個人自己都知道自己考幾分，大概什麼

不對也知道。念數學的人我時常講，你自己在寫什麼東西自己都不知道，那念什麼數

學，對不對應該自己知道。什麼叫做證明？這次在數學會，我提了一個意見，大家對

證明都很怕，但其實證明就是一個合理的說明。我有句口頭禪，好幾個場合都說過－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上天發給我們的牌，給你們是這樣

子的牌，那也沒有什麼好挑選跟好埋怨的。沒有辦法，你只能把這副牌要怎麼樣打，

才能夠把他打得漂亮，那個是最要緊的。就是像設計一樣，你倒也不是要設計得每一

個都是很漂亮，最重要的還是在有限的資源之下，來做最有效的效果出來，那個就是

最佳化重要的意義。等一下我再來說明為什麼從一個…我的調和分析是以前就很有名

註 10：軍隊沒佔嘉女中，我們借嘉女的教室上一部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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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段時間讓大家…楊淑時你認識嗎？

李：我想先問老師一個應該是到 1968 年以後的事情，之前老師從這邊碩士班畢業，很多

人都去美國，老師為什麼選擇留日？

賴：我老實講只有讀三年的日語，國小三年，那個時候的國小老師相當好。

李：所以在你國小三年級時，台灣就光復了？

賴：那個時候（快要光復之前，兩顆原子彈沒有放下來之前），日本還沒有說要投降，大

概每天 ( 我家住在機場旁邊 )，那裡一天到晚都在躲空襲，躲開美軍飛機轟炸，就是

說那個地方他看沒有住宅就不會丟炸彈或是打機關槍，有這個原因我剛剛沒有說明，

四年級的下半年沒有讀，去上課馬上就空襲，我們學校是柳林國小【註 11】，走路我

們都是赤腳去讀書，一年難得過年或什麼時候穿一次鞋子。

李：我前幾年才去拜訪過老師的故鄉及柳林國小，去輔導一個實習老師，現在那個國小很

漂亮。

賴：這樣子阿！很不錯。我們那一班後來又讀五年級、六年級，五年級你知道剛好光復，

不是終戰就光復了，正式來接收就是五年級的時候，結束還要更慢，那是簽訂而已，

五年級跟六年級之後就去考初工。初二的時候就都沒有讀書 

了，學校就被軍隊進駐了，他們住在那個裡面，我們讀書在嘉義女中，嘉義女中沒有駐軍，

其他每個學校都有，那是在民國 38 年，政府從大陸撤退到台灣那一年。

李：老師選擇留學日本是因為小時候念過日語？

賴：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請日本教師來，第一他跟我們最近，而且他們的素質也是很強的，

日本的數學來講，或者是理科方面，以前日本有七個帝國大學，再加上三個現代的大

學，東京有一個教育大學還有一個東京工業大學，跟廣島大學，三個，加起來十個大

學，我們講一流都是那十個大學。再來其他的分國立的大學，一個縣有一個國立大

學，那是中心大學，其他還有幾個大學這樣子，像 Niigata University、Kanazawa 

University、Hirosaki University【註 12】也是很一樣。

李：他們私立大學比如像早稻田大學也是發展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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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早稻田大學算是好野(有錢)人在讀書，你有錢就可以進去，如果是帝大有錢也進不了。

李：日本的教育狀況好像也是國立大學發展得比較好，美國不太一樣，跟台灣反而比較接

近。老師你去留學日本，你覺得日本的教育制度跟台灣的教育制度…賴：日本的教育

制度，中小學以下的我們不談，我講大學。大學的話他分一、二年級是教養部，三、

四年級算是大學部，教養部就是前面的初等微積分，那些預先要教的科目，那後面是

比較專長的，研究院的話就不一樣，他們叫研究院的話，重點在除了研讀論文外，文

章上課大概是時間比較少，大概討論方式比較多，他們比較重討論，討論第一個要能

夠了解，才能夠講得出來，當然預先教授要先講大綱，所以我剛剛講三個理念－理念

跟觀念，第三個「概念」，我教書的話我就很注重我要教給學生什麼，我這門課是什

麼東西，所以你一學期課教多少、一點點，不要說是…老實講，有人高等微積分一個

學期教個兩、三章的… Apostol 依書本教三章高等微積分就交差結束了，那個實在也

不太好。如能讓學生知悉這門課，主要概念可以涵蓋在你的 overview 說明中，應該

比較好。有的學校複變數函數論要開、實變數函數論要開，有的通通都開，學生的話

都不太選，他們只選比較可以輕鬆過的。像我在中原大學教學十年期間，我就感覺到，

主要是看學生自己。有一年我教了一門必修課，當時是周秋芬當我的助教，周秋芬【註

13】現在在交大，那天我有碰到她。

李：她已經送應徵函到中研院。

賴：她大學哪裡畢業我不知道？

李：她大學唸淡江。

賴：不錯！淡江就像Ｗ aseda（早稻田大學）這樣子。

李：我一直覺得…剛剛我講的就是，一樣在日本也是國立大學學術地位比較高，在台灣也

是一樣。好像日本大學他們學術比較獨立一點，不受政府的干預。我自己在台灣是覺

得教育部對我們干預太多，老師有沒有這種感覺，或者在這方面是不是日本的教育制

註11：水上鄉的柳林村與柳鄉村，日據時代合稱「柳子林」。賴老師唸的國小，就是現在位於柳林村的柳林國小。

註12：Niigata University：新瀉大學、 Kanazawa University：金澤大學、Hirosaki University：弘前大學。

註 13：賴老師在中原大學教書第一年，周秋芬是賴老師的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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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跟我們做個比較。

賴：你講到教育制度的話我覺得，在美國是因為教授的權力很大，在日本也是，你要收學

生的話，假如你認為這學生 OK 那就 OK 了，老師認為學生不 OK，老師不會放人，這是

我自己的經驗。我去日本你寫的日期似乎有點出入，我在 1966 年 10 月就去，民國 55

年，去的時候都不知道，就參加數學分析講座的討論課。

李：拿到學位時是 1973。

賴：對，這個學位拿的，我認為不錯啊，三年有三篇新的文章出來；不過當時老師說還沒

有到時候，因為你是外國人，今天如果隨隨便便讓你回去，若沒有得到什麼的話他們

不會放，他們總是學位抓得很緊。

李：所以老師你的指導教授是…

賴：深宮政范。

李：是不是也曾在清華任教？

賴：是，人是很仁慈，很好的人。

李：所以老師你去日本東北帝大，那時候也是因為他來台灣你跟他接觸過？

賴：對，要不然他們怎麼收？因為有這一層關係，他自然就收了，他也知道我的情形是怎

麼樣子，所以我去了三年，有一篇論文已經被接受了，是微分方程方面，做 PDE 的論

文【註 14】，但他看了也有點不以為然。他說你這個 Banach algebra、analysis 不

好好做，你怎麼搞到PDE去，他說你想要做PDE的話(他沒有像我講話這樣子大聲啦)，

他意思就是說你要做這方面，他可以負責介紹我去東京大學，跟 Yosida K.，他負責。

但是過去要重頭開始，重頭開始我說我是外國人，我也不想留在日本，也不可能留在

日本，我的情形不行，唸完要回來，所以，不能換老師重頭開始。

李：老師是公費留學嗎？

賴：對，公費三年。後來他看到我這情形，三篇都是在 Japan Academy，那個是日本

的學術院，我的學生劉正棠，他說我以前的文章都是 proceedings 的，他就把它

放在那個不是期刊，我說這麼自私，我後來罵他一次，你也沒有問老師，就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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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proceedings， 那 proceedings 都 不 是 期 刊， 他 proceedings of the Japan 

Academy，那日本宮廷裡面最高的學術，他把我看扁了，老師也很不高興，你這個學

生怎麼這樣子不懂事。看那個是有三四篇應該可以，就是 multiplier 的論文還沒有

完成，這個再回來一年，再過去一年、兩年，再兩三年，包括回來的一年總共七年。

李：老師最有名的 AP(G)-algebras，那篇也是在那一段時間做出來的？

賴：對，那個以前有一個想法，常常在想，有時候在想的時候都睡不著，好累。

李：那篇後來好像樊畿老師也非常稱讚。

賴：那篇我自己現在看我以前怎麼這麼聰明我都不知道。「求知若渴，虛心若愚」　　　

胡承方送我一個章，刻在小石頭上，是「大智若愚」字很特別。

胡：老師那是澎湖的一個名師刻的。

賴：它上頭刻「大智若愚」，這個也不錯，我就想到「求知若渴，虛心若愚」也差不多意

思相同，就是研究要虛心一點。

胡：老師你這一段 multiplier、調和分析做得非常好，怎麼會做到 optimization ？

賴 : 剛剛我在講的，楊淑時今年，現在她在 Northeastern Univ.，在 Massachusetts 那

個地方北部，拿到 distinguished or excellent teacher，那個就是特別教學獎，

她是告訴老師說英文不是她的母語，但是在那裡竟然可以拿到，她很高興，希望老師

也能夠分享她的榮譽。她是東海轉學進來，她男朋友也跟著轉到物理系來，她男朋友

是吳應成。結果就是當助教兩年畢不了業，要三年，她讀了三年，三年有兩篇論文，

一篇在美國，J. Math. Anal. Appl.，另一篇在澳洲，叫做 J. Aust. Math. Soc., 

Series B。【註 15】

李：我感到很羞愧。我們班到後來，成績在前面的除了任眉眉以外其他都是轉系生。

註 14：此篇論文，刊登於 Transaction  Amer. Math. Soc. 170(1972) pp.428-436.

註 15：J. of Math.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Vol.95, 1983, pp 223-234.

 J. Aust. Math. Soc., Ser. B, Vol.24, 1982, pp13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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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任眉眉現在成大很有成就。當時我認識她，怎麼不認識你？

李：任眉眉後來留下來念碩士班，我後來碩士班去台大念。

賴：那可能是。

林：你是跟楊淑時同班嗎？

李：就是我們班後來真的，學術上較有成就就是楊淑時、任眉眉、張仁澤，還有王懷權的

學生張德健，就是幾個轉學進來的，張仁澤也是物理系轉進來的，那我們這些從大一

進來的…

賴：你知道張仁澤。

李：張仁澤是老師去物理系騙來的。

賴：（笑）也是可以說是騙來的。其實他成績很好，他是擔心數學很想念、物理也很想念，

我就說你要自己衡量一下。但是他有一個擔心，他選數學比較重，他是轉過來要三年

級了，他一、二年級都有修過數學系的課，在物理系從微積分、高微都是我教的，所

以我說你成績這麼好，要轉的話沒問題，我那個時候是不是當系主任我不知道。

李：那個時候是當系主任。

賴：我說沒有問題，這個就由我負責，就是說他可以同時修有擋修的必修科目，只要這樣

就可以了。

李：老師你去騙那個來，我們班被當掉的同學唉唉叫，一個張仁澤進來，他修代數，我那

個時候三年級，就過了，有一些被當掉的跟他一起修，張仁澤一個人分數高高在上，

我們班那些分數都加不上去（後來又當了一堆）。

賴：他很不錯，畢業時聽說也很好，不過我沒有接到他的訊息。

李：楊淑時後來就跟老師一起做 optimization。

賴：對！她說「我想請老師指導我的論文。」進來就講，但是後來她當助教有一些事

情比較忙，有的時候沒有講的很多，她是說是不是可以換換跑道，換跑道我說只

要在泛函分析底下來做什麼東西都可以，泛函分析那麼廣，來做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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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想做 optimization。後來找一本書 D. G. Luenberger 的書，那是很有名的

optimization，初步那個叫…

李：Optimization by Vector Space Methods.

賴：對，那個書不錯，從第一章到第六章，是泛函分析，第七章開始才有 optimization，

這樣子過來。我們做數學的，其實我有的時候對自己也很悲哀，覺得說我們在學校裡

面教書，數學的補助費用都是比較少，即使理學院，以前都是這樣的，現在是有變了

沒有我不知道，大概我可以看到假如物理、化學、數學的話，數學因為不用實驗儀器

的設備，所以他在設備的錢就會比較少，在國科會來說你申請國科會的研究計劃，有

五、六十萬就不錯了，假如是說物理、化學的儀器，有的一台是上百萬。

李：生物他一滴毒蛇液，或要買一條毒蛇就很貴了。

賴：所以這個地方有一個比較性質，但是我要講的是，我們也沒有什麼好驕傲的，我只能

夠用我們自己學術上的成就來跟他比較，像李新民老師，我是說他在學術上有地位外，

而且在數學教育方面要特別有貢獻，在我們台灣的整個高等教育，有今天的高等教育

就是從清華的第一屆開始逐漸成長。不過整個數學教育是師大在做的，但後來就慢慢

的有一部分移到台大去完成，他說教育也不是只有師大才可以做的。

李：我是覺得，師大、台大他們投入數學教育到最後也都是在中學或小學這個階段，高等

數學教育，從李新民以後一直都沒有，只有李新民一個在好好做。

賴：他是對台灣的高等教育貢獻最大的，最大是在哪裡？就是清華數研所的成長，就是清

華之光，也是有清華才有現在，後來有淡江好多來修，還有其他的地方的教授也有很

多都是從這裡出去的。那我是說開始我第一篇論文，就碩士論文在周鴻經的紀念刊出

來的，我跟李新民跟劉慰儂三個人聯名，在 1967 年發表，從那個地方到我拿學位的

時候，1973 年，我有八篇、九篇的論文了，之後一直到，楊淑時那個時候才從泛函分

析轉到最佳化這個領域，也就是從調和分析領域轉到，剛剛我講的 Luenberger 那本

書，她的提議很好，給我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我是沒問題，我看了就可以，那

個時候有一個叫 Tanaka Kensuke。

李：Tanaka Kensuke( 田中謙輔 ) 老師。【註 16】



38

清華大學數學系
50週年紀念文集

賴：他對我的影響很大，我請來好幾次，加在一起差不多有兩年的時期，一年半應該有。

他跟我都作 game theory，game theory 就是在 metric space 有 set　function，

兩個人聯合，two person zero sum game with stop set，stop set 就是擋住。我

就說 set function 怎麼做 optimization ？這個地方就從，Morris 的一篇論文裡面

開始，Morris 論文也是有這個東西，我們講這個東西就是學術上面，數學我們做這

個，其實我還知道他可以擋電壓，討論要多厚的牆壁，或多寬的牆壁才可以使它不會

跑掉。

李：Tanaka是一個很有趣的人，那時候，我在博士班，老師娶媳婦是不是？在水上鄉請客，

他也有去？有啦，他去吃了豬腦，還有人騙他是豆腐，他後來知道是豬腦差點吐出來。

林：他那個時候在我研究室對面，就沈昭亮那一間。

李：那時候老師在水上鄉好像是娶媳婦，他到台灣，我們一起坐車下去，他在吃的時候不

曉得是張企？跟他講這是很好吃的豆腐，他吃了兩口以後才有人告訴他說是豬腦，他

差一點吐出來。

賴：現在說的是另外生活的點滴。我就說為什麼楊淑時在這個領域裡面，就是做 set 

function 領域的 optimization，這有兩篇論文，Master 有兩篇論文已經不錯了，

她到美國去時拿了這兩篇論文給指導教授看，教授說她差不多可以畢業了，不過真的

她也很快就畢業沒有錯！現在我是不知道她做過哪些東西，但是教學方面她表現的不

錯，今年拿到特優的教學獎，對於外國人拿到美國的特優教學獎是非常不容易的。

李：她那時候跟老師相處的還好，可是跟我們班上同學相處的不是很好。

賴：這樣子喔。不過她很肯想，跟她講的話她就想，沒有寫好，開始寫論文就不會寫了，

我說我以前碩士論文被李新民老師罵，這個寫文法也不對，我跟她講說我是考十六

分，不過人當然不能夠停在那裡。我剛剛講就是說我們沒有什麼好可以驕傲的，不像

工學院、化工系，他們外面的計畫滿多的，就是人家比較容易會器重，應用方面的話。

但是有一次開會的時候，陳文村他的研究計畫很多，他也做得不錯，但是沒有論文，

我們就是說到底你們錢分這麼多，這麼多錢到底是生產幾篇論文，因為你總是要看論

文，不是說光看應用、實用的話還不夠，一問臉就不好，就問他說那數學的話來講，

數學論文一篇就是一篇，到底有多少篇，我現在就講我們自己清華有研究所開始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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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因為我是第一屆，到今天有多少我自己來講，我一百三十四篇論文，平均一年多

少？現在五十年，差不多一年兩篇到三篇，那是不是看最近十年來，不要說十年，五

年內有幾篇論文，我有二十二篇，這個我想主任應該看到，國科會都不給我計畫（大

家都比我還好嗎？），國科會不給我，不給，我也沒辦法。

李：因為有幾個大咖在那邊。

賴：我現在再講些，跟清華有關係的，我在清華的話什麼都有，意思就是說，老師跟學生

的關係大家很密切，這是第一個，這個是清華的最大特色，師生之間，我想以前跟現

在已經有點變樣、不大相同，以前的話真的是師生之間相當接近，在你們之前還是如

此；現在的學生我就不知道，其實我也不認識。

李：我大學部唸這裡。那時候陳文村是單身，還有鄭國揚也是 ( 單身？ )，那時候都在數

學系他們住在乙所，就是單身老師宿舍那裡，那我們當學生的三更半夜都可以去找他，

老師跟學生打成一片，常去找他喝酒啊！打牌也可以，那時候胡門昌跟王九逵也是住

在那裡，胡門昌那時候也是單身，王九逵也是，那時還沒娶柯慧美，我們那時候也是

三更半夜可以去問問題。

林：就在數學館隔壁那個…

李：現在的物理館那裡。那時候真的是學生老師打成一片，學生全體住校，老師也是都住

校，真的學生跟老師的感情很好很好。

賴：而且教的時候我們有一個慣例，微積分、高等微積分，甚至在上去是實變數函數論或

複變數函數論，同一班都是同一老師帶？那個許瑞麟他們這屆，許瑞麟跟褚孫錦跟林

吉田，都是他們同班的，褚孫錦現在在中正大學。在他們的前面幾屆也是一樣有一位

方述成，方述成也是我的得意的門生，但是他是大學部的。

李：我大一進來，徐道寧老師退休了，徐復老師也退休了，我四年之內賴老師都沒有在大

學部開課。

註 16：Tanaka Kensuke( 田中謙輔 )，是日本新瀉大學的教授，加入我們研究群討論及研究，有關最佳化論及對

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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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徐復不是退休，他是去美國。

賴：我就不能去，既然在這個地方，就好好待著。

李：記得微積分把我哥哥在物理系當了三次。

賴：真的這樣？我不記得了。

李：我念了四年老師你都沒有在數學系大學部開課。

賴：沒有啦！不及格的很少。我剛剛講的就是說，我們教學跟學習都一樣，理念就是

motivation 跟有一個目標去進行，你就可追求到。但你做那個東西有什麼人觀點怎麼

樣，你不去考慮那一點。人家說你這個沒有什麼，你研究這個東西幹什麼，或者是你

這個東西，是不是？你是在做 fuzzy system 嗎？我跟你講你不要去生氣，可不理他。

胡：不是，我不是做 fuzzy system 老師你記錯了，方述成老師才是。

賴：那就是一個故事，講課我們講這個東西，理念是 motivation，motivation 一定要有，

沒有的話大概念書念不下去，但是你要做的東西，人家觀感怎麼樣子，觀點、看法就

隨便做都很有成就，或者是弄了半天才有一點成就，那就不一樣了。假如這個都是可

以克服下去的話，一堅持下去再來呢？概念，為什麼講這概念呢？我上課一個科目從

頭到尾前面幾個小時就講完了，有一個概念，我這個課要講什麼東西，像你叫我講分

析講什麼，我就開始點集拓樸、metric space、norm space、banach、algebra…反

正都沒有教師這個樣子，這裡面沒有提到的，我要提到我在南非，去南非的，應該提

一下，你們有沒有提？

李：接下來就是希望老師談一談，你在高中教過，你在國內公立大學、私立大學也教過，

你到國外南非開普頓大學 (University of Cape Town)，就說愛荷華大學，還有日本

新瀉大學、北海道大學，你都去任教過，在這些不同的環境之下，請老師跟我們談一

下您的教學經驗。

賴：我教書，我們大概很多是環境的關係，不過假如在南非，我在南非教的時候，都是用

自己的講義，所有教授都自己寫講義講自己要教的。

李：老師那時候留下來的實變講義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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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其實現在我教也是一樣，你看我在中原有多少本講義，大家都不知道那個寶，其實那

個是我的精粹，規劃出來的，你那麼多教不完，你知道嗎？那麼多教不完，什麼東西，

譬如說講複變數函數論你要教什麼，複變數最重要就是柯西定理、柯西積分公式，還

有再來就是你應用方面的話，留數計算；實變呢？實變也是一樣只要積分，幾個小時

可以講完，內容的話再回頭來講，那時詳細的情形，怎麼樣子，這就是說…

李：老師常常提螺旋式教學法。

賴：對。今天教過了，第二次的話，螺旋式你轉一圈的話，他劃一個一點點的，切線是同

樣一個切線，這個教學法最重要、最好的一個方法，我一個我說是這樣，你看每堂，

這一堂上課，下一堂我也會在利用十分鐘把上一堂講的東西再講一遍，在講一遍十分

鐘講完了，當然不是全都講完，只是概念這樣子，很快的就是一本書，不是一本書，

一個科目這個概念是什麼東西，最重要的就是說你不要把該教的不教把他遺漏掉，或

者該減的科目，比如我們講數學系複變數函數論，能夠不修，就這樣過去，人家工學

院的學生複變數函數論比我們數學系還強，我們這裡有開，我想這裡不可能沒有開，

因為國立大學。還有你剛剛講的私立大學跟國立大學，你講私立大學，在國立大學就

是同樣一個人，評價都不一樣，你知道我意思嗎？我原來是清華大學的教授，我去那

裡去到義守也是清華大學的教授，但是那個地方已經變成義守大學了，義守大學的教

授跟清華大學的教授當然不一樣，後來就到中原，義守之前是在東海，東海就是因為

剛剛都沒有時間講，現在先講到中原去，中原去就是因為李老師是，因為他是我的學

生，算是老二，老大在這裡。就是說老師是不是來這裡，一下子開始的時候你看我，

就半年再過去就是這樣子，那邊那個傅勝利是說「你退休可以延到七十歲。」我都說

不出來，我說我原來家在清華這裡，為什麼你這個教授退休了，還住在這個地方？有

沒有人會這樣講，那講了俏皮話，就說誰叫你不早生？另外一個呢？我在這裡的話就

是因為什麼事情在這裡？假如我們當時沒有這樣子，清華很特別，就是有一些補貼，

太太、孩子都有補貼，補貼起來跟薪水一樣，開始有慢慢後來就沒有了，他原來是有

企業在，你在這裡建宿舍就一直住到你…比如說我到中原之後幾年？我在 2006 清華

大學理學院找已退休的老師聘為終身榮譽講座教授，使我在數學系的禮遇與現任教授

一樣，有需開課就依規定給予鐘點費。我今天跟你講是我本來要跟陳主任講我本來辦

公室不是很小嗎？年紀比較大、年齡長，東西就塞的一大堆，那邊還有，一下子叫我

搬走，中原比較沒有人情味，不在的時候就把我的東西都清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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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們學校真的是亂七八糟。

賴：真的是題外話的事情，我們就不在這邊討論。今天講的就是清華有研究所，對我們全

國的數學界的影響，的確是這個影響可能不是數字可以算出來，大的話有百分之六十

以上，全國各大學數學系都有清華校友在任教，即使是在私立學校也是一樣。那我剛

剛講私立學校我要申請什麼獎金，他就說，都好像是說都不能申請。

李：很麻煩啦。有一件事再請教老師一下，胡承方、林老師，還有老師現在桃李滿天下，

影響這麼多學生往數學這條路走，可是老師的子女好像只有泳玲，好像多少跟數學有

點邊。老師對子女的教育看法是怎麼樣？

賴：我的小孩子他們也是，前面三個，前面三個的話都是拿到博士沒有錯，但是因為看到

老爹投入數學時，就廢寢忘食，也是很辛苦。不過他們的成就還不錯，像老大的話，

他是說：不到福特去、不到波音公司去。他在航太機械、流體力學方面有一些學問，

他畢業的時候，就有六萬多塊錢年薪，應該是算不錯的，我在愛荷華的時候才五萬多

塊錢年薪，對不對？教授我算是比較前面的。

李：他們在台灣受教育的時候老師都沒有影響到他們學習的方向？

賴：沒有，我跟小孩說我以前上學前，會先去田裡幫忙，像農民這樣子，現在妳們既然輕

鬆就是讀書而已，沒有什麼事情，他會跟你說「阿爸，你爸爸不是教授。」（事實上

我爸爸是農夫，沒有讀過書），我小孩子就說「我爸爸是大學教授，怎麼能夠一樣

呢？」。所以他就自己開電腦公司，開始五年。

李：老師現在幾個孫子？

賴：十個。老二是在中興大學，他也是特別的，他很好，他現在很不錯，算是他們學校裡

面不錯的一個特聘教授。老三就是泳玲，嘉大資工所系也是在他的手裡創始起來。

李：其他三個我都認識，只有老大我比較不熟。

賴：老大在美國。

李：那個我比較少看到，其他三個我都…老么是…

賴：賴盈志他讀水利的，成大水利系畢業，現在在做儀器公司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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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有一次我在我家後門洗車子，他剛好開車子從那邊經過，他就停下來「李老師，車不

要這樣一直洗，洗到車殼都洗薄了。」

賴：他是讀水利的，現在做儀器公司，自己開業，沒日沒夜的上班很辛苦，賺錢是有，但

是用錢也是用我的（他們不知道說老爹省著用），我是覺得他們需要什麼幫助，我盡

量幫忙，讓他們發展也比較容易。我們數學系所五十年來對整個學術界，就我本人來

講的話，有剛剛講過的那些情形，還有其他像方述成，你的老師，他是美國工程院的

院士，算是世界相當有名的，你找到這個老師也不錯，他還高興得很說「老師你介紹

胡承方跟許瑞麟來給我」他很高興，成績好的他都要，只要老師介紹的他都收，我介

紹的他都收，不過這是真的在這兩個，許瑞麟你知道嗎？許瑞麟跟她兩個都是很優秀。

李：那最後一個問題，清華數學系已經五十年了，老師師從第一屆研究生，在這裡一直到

教授，也當過這裡的系主任、所長，老師對這裡清華數學系未來五十年的發展有沒有

建議或者期待？

賴：數學系，你說建議主要是老師們自己，主要是說因為清華進來的學生，第一屆到第五

屆幾乎差不多，很多都是第一志願進來的，慢慢就是比較不是第一志願進來的，是第

一志願進來的也好，不是第一志願進來的也好，進來就是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寶貝，

我們寶貝的話我們只有保護跟教育，怎麼樣保護跟怎麼教育呢？這個就是我們假如是

老師們，能夠大家彼此之間有一點比較有溝通，比較常在一起的機會的話，一定是比

現在再好，以前我們都是這個樣子，以前那個時候，我們有一個圍棋盤放在休息室裡

面，他不是叫人上課的時候都去下圍棋，而是有空的時候下圍棋一下，就是說消遣、

有藉那個機會彼此間可以溝通一下，因為教學每一個人的教法也不一定相同，那有的

教得比較新鮮一點，或者是說有效果一點，實驗出來知道他這樣做不錯，那這樣子也

可以互相交流。不是說哪一個跟哪一個在競爭什麼，我們大概沒有這個樣子，像我們

做論文沒有說我要跟哪個人在競爭什麼？沒有，就是出來就出來，就是該要做的，要

不然怎麼辦，對不對？就是能夠在系裡面，假如融合度夠。不過陳主任應該可以看的

出來以前跟現在是不是也有變，我是覺得是變很多，未來的話，第一個，別說什麼早

期國科會的因為剛開始沒有人，我畢業的時候申請國科會的計畫，我一個人申請，大

概三到四年，有的人不申請 ( 他覺得申請那個麻煩 )。數學可以到別的系的機會也是

有，像你也是，由應數跑到企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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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工管。

賴：不過沒有差別，那個都沒有關係，最重要的是我的看法，如果我們有比較更加強為人

和睦，就是很重要，處理事情對事來講要正確、嚴厲，對就對、不對就不對沒有錯，

對人的話就不要計較太多，能夠的話就多幫忙，能夠做到這樣子的話，我們系也會更

好。當然現在也許有，因為我只是一進來也是只有辦公室，其他人聊天的的機會也沒

有，也沒有人會找我聊天，因為有新的，舊的也有，像張企、鄭穗生、陳樹杰，在我

的隔壁隔壁而已，那個到常常看到大家都有很…

李：蕭弘人那個時候他是最常下圍棋的。

賴：蕭弘人，對。圍棋我不會下，打橋牌我會，有時候就是玩玩橋牌，但是上班的時間大

概沒有，沒有要玩橋牌都是說甚麼時候約好大家去玩橋牌。

李：有一次我記得我大一的時候好像老師跟鄭國揚搭檔打橋牌，老師好像叫錯了一副牌，

鄭國揚氣得要命。

林：我問老師最後一個題目，這不在這裡面，什麼原動力使老師在八十歲還在做研究？

賴：這個假如是說我應該是說不要做也可以，但是這個也是清華的光環所致，你知不知道？

我去南非，不是我的光榮，能夠去南非當講座的話，那是因為我在清華他們才請我的，

你知不知道？我到外面去國際上面在走，演講、什麼東西，我都說我是清華的。你現

在看到的文章就這麼幾篇，我前面都是清華的文章，那我就說是講清華的教授跟講中

原的教授不同（人們對你的尊敬）。我也是從 2006 年二月清華聘我為終生榮譽講座，

但是那個只有理學院長跟學校有這樣想而已、這樣認得而已，我們系裡面的也不認為

我是跟他們一樣的，都不這樣想，這個事實上一個很大的差別，我大概你也知道，上

次我碳粉沒有，叫助理換碳粉，他向我要錢，沒有就不行，我說我在辦公室裡面用，

他說不行，不行的話我就是說你當系主任的話，你也不知道這裡的情形，那怎麼樣才

行？對不對？那個聘書甚麼東西我都拿給他看。我不是要跟他吵，後來就是說，那好

那就換了看多少錢，那個收據再拿去中原報。這個小事情、小東西都要計較那個，無

聊。

李：我常常覺得我們國內，真的對學術界的尊重真的是很差勁，我剛剛說到李新民老師，

李新民老師去世的時候，那一天我特別注意聯合報紙看見，但是同一天那個跳樓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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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張國榮，聯合報是一版、兩版、三版都是張國榮，同一天李新民老師去世，刊這樣

一點點、一小塊。

胡：因為認識張國榮的比認識李新民老師的還要多。

李：陳省身也是，前一天也是剛好是那個香港的藝人黃霑去世，聯合報一版、兩版，陳省

身老師去世的新聞，也是一小塊，所以我們台灣對學術界的尊重真的是很差。

賴：記者可能比較缺少那種訓練。

李：像陳省身或李新民對數學貢獻這麼大，報紙至少在副刊，或是有關於學術的這種文藝

版，至少也寫個專論，都沒有，完全沒有。可是那個張國榮一版、 

兩版、三版都是他，真的很傷感。

賴：看了我也覺得心理面很…

林：這個是事實…

李：我們這些研究，得到社會的尊重是怎麼樣？就是這樣。

賴：這個要社會上有這種，就是尊重這個學者、尊重教授，在南非的話是對教授很尊重，

完全不一樣，聽到你是教授，一般人都很尊重。

胡：日本也是，日本對教授也很尊重。

賴：對，日本是比較尊重的。

李：李新民尊重到最後就是這樣子而已。這個中央大學校長，在台灣數學界從事數學工作

的，幾乎直接間接都受李新民影響的，都有李新民的影響，可是李新民去世只有這樣

子。

林：你還有看到，我沒有看到。

賴：我那天有去悼念，就車子開過去追悼，沒去看報紙，那是我沒在處理。

李：陳省身也是這樣子，樊畿連這樣也沒有。

林：樊畿連大陸很多人都不知道樊 ，那麼出名的一個數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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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他們沒有通知我是不對的，在追悼會的時候，應該通知我。

林：北大那個時候我有去，台灣大概只有我去。

賴：我是聽他們說過世，過世他什麼時候有什麼事情沒有預先通知的話，你臨時要去的話

很難，樊 是影響我很大的一個老師，我小學時後一位宮本小學老師，一個女的，那

個女老師也是一樣的，對我各方面，他們比較注重，我很聽話，而且上課一堂沒有上

的會心慌、會怕，我養成那個習慣上課都不缺席。到大學的時候我就是說最那個的就

是…學術上面來講，是樊畿影響我很大，讀書的方法跟環境的影響對我很大的就是，

我要講當然是東北大學，因為我在那裡前後六、七年，三年沒有拿到，七年才拿到，

有八個講座教授都來跟我恭喜，他們是說為什麼把我的壓到那個樣子，我的老師說這

個外國人要特別愛護他，愛護它就是看怎麼樣把我照顧好，不要是說隨隨便便就給

他學位，那個也不是隨隨便便，但是不一樣，壓力越大，讀書比較有…剛剛我講 set 

function 的研究工作，對核能不能外洩跟高壓電不能飛過去那個擋板，甚麼時候算的

最省、壓力多大，那都跟那有關 stop set two persons zero-sum game，stop set

都跟那有關係，其實我們做的時候我都不知道那個到底要幹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是說現在當老師，現在在教，最近游詔雅，也是我教她做 two persons zero-sums 

game 的這個東西。樊畿的工作是 manimax theorem，那 minimax theorem，X 跟 Y 他

是任何的 set 可能不是 topological space，但是隨便的 set 那麼當然函數跟 space

要有一些條件，那我現在是說我的結果跟游詔雅的結果就 X 跟 Y 是任意的隨機空間，

有機率的，那個賽局就是 two persons zero-sums game，就是跟政府鼓勵民間或者

鼓勵公司來對某一個工業產品的優待，優待怎麼優待，那一年看一個公司，譬如要抽

稅多少錢，如果你對政府所優待有規定，做哪個方面的話可以減稅幾個百分比的，目

前我知道我們國內最少是十五個百分比的，但不能超過百分之三十，收入裡面，用到

這部分就是，這部分減稅百分之十五到三十，這個東西在我們數學的人來講的話可能

都是不很知道，我是因為有這個機會做這個東西，然後就看最近的法律、工業製造的

information，那個東西對業界的鼓勵作用很大。

李：這裡有一個問題，剛沒有問到。老師在清華大學已經住了幾年？

賴：我在清華大學，我開始學生的時候就住在這裡面，但是宿舍，當講師的時候第一年是

租住在振興里那邊（新竹國小附近），租了一年，剛好家裡搬過來（以前都住在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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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一年後，才搬進了西院講師宿舍，去日本回來，我第一次拿中山學術獎之前升副

教授，那時是民國五十八年搬到東院 36 號，民國五十八年升副教授，民國五十九年

的時候，第一次榮得中山學術獎…

李：1970，因為你 1970 的時候，第一次榮獲中山學術獎。

賴：是【註 17】。那是 1970 第一次榮得的學術獎，後來在 1983 再榮得第二次中山學術獎。

在此二次中山獎中間，在 1974 也榮得徐氏科學獎 ( 徐氏文教基金會 )。在 1984 獲得

行政院新聞局的金鼎獎。那是經五∼六年完成的數學大辭典（台灣數學界數學各領域

集有六十多位委員專家聯合完成的一部數學大辭典，主編是賴漢卿，另外有統計主編

黃登源 ( 台師大教授 )，總編輯陳國成（中興大學環工系教授），共三人同時得金鼎

獎）。在 1985 得到教育部學術獎，我覺得那是清華數學系的光榮。教育部學術獎當

時（第 30 屆以前）有三民主義、文、法、理、工、農、醫、教育、商等九科。1985

只有三科得獎人中，其於從缺。在三科得獎人中，我是第一屆畢業生第一個拿到國家

學術獎【註 18】，那一年剛好是理科跟工科，還有一個農科。這個理、工都是我們清

華教授所得，理科是我，工科是陳力俊是我們現在的校長，我是這裡清華的畢業生當

然是清華，可見 1970 當時清華師資的水準與榮譽在台灣的地位。所以我剛剛在講，

國科會有的計畫裡面，看到你私立學校的 ( 經費 ) 先給你斬一半。以前我在義守大學

當教務長的時候，那個時候的自然處處長，就知道我以前也是清華，現在到私立學校

去的話好像就是說，私立學校的人都不能去當什麼諮議委員、審議委員什麼都沒有，

我講了之後就開始有人聘我為諮議委員、審議委員，以前都是國立的。

註 17：是，我們數學系得獎的人較少，我算是由清華光環得過多次之學術科學獎，有

1) 1970：中山 (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 學術 ( 著作 ) 獎。

2) 1974：徐氏 ( 徐氏文教基金會 ) 科學獎－理科 ( 有 2 人，另一為台大 or 中興未詳 )。

3) 1983：( 第二次 ) 得中山學術 ( 著作 ) 獎－理科。

4) 1984：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 ( 主編數學大辭典，幼獅書局 )。

5) 1985：教育部學術獎－理科。( 值得一提的是清華該年度得理科 ( 賴漢卿 ) 及工科 ( 陳力俊 ))

6) 1987：清大傑出教學獎。

註18：教育部設置學術獎，分別為三民主義科、文科、法科、理科、工科、農科、醫科、教育科、商科。（有則領，

無則從缺，各科至多一人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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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後來升副教授之後就住東院？

賴：對。首先搬到 36 號，住了 1 ∼ 2 年，那個時候恰有是一個宿舍 49 號空出來，我是因

36 號太靠光復路較吵，所以經學校同意再搬到現在的 49 號，一住就到現在，有 40 幾

年了。

林：東院好像變化不大，但是我覺得清華校園變化很大。

林：東院好像變化不大，但是我覺得清華校園變化很大。

賴：東院變化不大，它有很多地方沒有建，再建了就不好。對，現在學校逐漸擴大，由文

學館那邊過去到台積館，這邊在最近增建有台達館、旺宏館 ( 新圖書館就在此 )，佔

地都不少。

李：老師你覺得清華這麼多年來的變化，你之前有沒有甚麼美好的回憶，還有現在看起來

有沒有覺得很不滿意或是怎麼樣？或者很滿意這清華的變化？

賴：沒有什麼特別的不滿意，我倒不覺得是怎麼樣子，變化很大沒有錯，因為他房子多了，

還有那個…不過老實講後面本來都是墳墓，現在變成草坪，這個也是需要人工跟政策

要去做的，還不錯，不過還沒有完全，還有一點就是說從台積館上面那個地方，有經

濟所、經濟系在那邊的七樓，我有一天去那裡，見一位老師賴建誠，他是說那個墳墓

看出去的話，其實那一塊假如全部都是綠野的話多好，但這不是學校不做，我想學校

要跟那邊的所有人去溝通，就是讓他們能早搬走這個問題，終究我想還是整塊會歸納

起來，歸納進來的話學校會變更大。名聲來講的話，我在國外也是常常跑，那我都會

說人家有的聯絡的時候都是聯絡清華，其實因為要錢都是從中原那邊要錢，所以中原

跟清華我都是有的時候兩邊都有掛。值得一提的是我在 2006 年學校理學院聘我為終

身榮譽獎座教授。在 2007 年我在我門數學系籌辦一個國際性之學術會議 Nonlinear 

Analysis and Convex Analysis( 這個會議每兩年舉行一次，由日本新瀉大學開始，

每兩年一次在東京工大、韓國釜山大學、松江市（島根）、弘前（青森）…泰國…，

到台灣清大為第7屆)，有23個國家的學者、專家前來參加，當時清大校長是陳文村，

理學院院長是張石麟，分別都有補助，國科會國合處補助這個大型國際會議 70 萬，

共有 130 萬左右之盛會。這在我們數學系，就是學校大概算是最大的一次國際會議，

是個值得慶幸的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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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是想說老師對清華數學系應該是有相當的感情，那這些話對老師來講有沒有什麼想

法？

賴：我想法當然就是要怎麼樣子，我剛剛講過了很多我們同事假如溝通有多一點相處的機

會，自然…人說「見面三分禮」大家都也會老，今天你這樣子，你過了幾年之後他也

會變這樣子或者怎麼樣子都有。那麼這個其實對學術上面來講的話，多溝通的話，彼

此之間互相鼓勵作用是滿大的，假如說太孤獨的話會覺得怪怪的，有時做數學作昏了

頭也不好。這個你看法是怎麼樣？有沒有什麼好建議？

李：我覺得我一輩子當中其實是我在這裡唸書唸大學部四年是我最愉快的日子，當然不是

很用功，玩得很多。

賴：不過清華玩是玩，大家到後來都很不錯。

李：後來當然回來唸博士班，唸博士班的時候其實已經，那時候我已經結婚了，所以沒得

玩，老師又是有嚴格的要求，所以也不能玩。有很多情形，我倒是很喜歡在這裡唸書，

在 64 年到 68 年之間，那時候清華的環境，真的師生打成一片，我記得大二張百青教

我們高等微積分，我們找老師去爬山，張百青戴一頂斗笠，插一把木劍，我們要去獅

頭山，旁邊剛好有人在賣木劍，老師買了一把，他那時候年輕、不用拐杖，就背在腰

上、後來又背在背上。

賴：以前也許是因為學生比較少，我剛剛不是講研究生的時候只有三十五個人，其他教職

員全校共有一百八十一個人左右，後來大學部成立之後師生稍微增加一點。老師的話

本來就不夠，所以就請鄰近的國家特別就是日本，他跟我們最近，而且假如是英文可

以溝通的話就沒問題，開始的時候就有日本老師，他也不太會講英文，講不好不是說

完全不會，像佐藤德一，Tanaka Kensuke 就不錯，有我在的話我都可以彼此之間多

一點互動，都還不錯，我剛剛講他對我很大的影響就是，他來的這個期間跟我合作很

多，我們合作大概都是兩個人而已，最多有的時候三個人，不會超過三個人，不像有

的系裡面一篇文章掛很多人，你看所以文章你攤開從頭到尾大概兩個人或者三個人這

樣子而已。他影響力的話，是很讓我覺得他們的讀書、做事的精神，他不是來這裡是

賺費用而已，他是很有心，到現在他的學生 Tanaka Tamaki，你認識他了嘛。那天我

在跟王偉中聊，我說假如願意的話，可以的話我就是推薦 Niigata University 來跟

這裡合作，他是沒問題，把一些計畫，要我寫計畫麻煩，他說有很多現在可以，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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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是全球關係室的主任。

李：他台大？

胡：老師說的是另外一個人，國際長，不是王懷權的

兒子。

賴：那個是王偉中，他是仲，是不一樣。他是機械的，

後來要，機械跟我有關聯。

李：有點同樣的背景。

賴：不過他世界這樣跑，對人接觸的情形，讓我感覺

很親切，我跟他原來不認識，王偉中。

林：還有什麼問題要請老師談一談？還是老師還有什

麼話想要說？

賴：最重要的我是覺得，我在清華這麼多年來受它的

影響跟維護、幫忙很大，感覺就像到私立學校的

話，好像是被人家丟出去的樣子，感覺也是很不

以為然，當然都沒有不可能永遠都像這樣，但是

賴漢卿教授與訪談小組合影，左起：林來居，賴漢卿，

胡承方，李金城，陳國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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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華的校友如果回來查資料、或者是說拜訪老師們，大家都是假如能夠做的話多給

一點禮遇，這樣子而已，我希望是這。像陳嘉文他說他是校友，他的車子也開不進來

啊！我是說以前可能都有一個規定，照規定來，你假如是校友進來，跟人家講，假如

有特別的校友的，你進來要找誰，我們到數學系來，我們校友到數學系來，假如校友

的話我有什麼像這次來，你有開車嗎？開車進來的話，就是系裡面給他票，我是說那

個是小事情但是感覺不同，我以前講過學校不是幾十塊錢，廣結善緣，跟校友能夠團

結的，有那個吸引力的話對我們學校有加分，不會扣分。像我說去中原，那個鍾財王，

他說「數學系他有你跟沒有你，有你是正，沒有你是負的」大家都不會覺得是怎麼樣

子，我說沒有關係你那有很多規定。

李：還是很多人有私心，說實在就很多人有私心，就這樣子。

賴：在中原我也是講我的學經歷程，在那說過一遍，副教務長請我去。

李：教學工作坊。

賴：你有去，過來那說也說不完，大家聽得津津有味，我是說我很孤單，像今天訪談大家

很愉快，我想你們來訪談不會說是說很緊張，我也是很緊張，你們的話就輕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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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提源教授專訪

受訪人：威斯康辛大學博士 黃提源教

授 ( 數 66G)，以下簡稱黃。

訪談人：陳華教授，以下簡稱陳。倪瓊

湘女士，以下簡稱倪。吳孟青

同學，以下簡稱吳。

記錄者：吳孟青、劉艾靈、鍾嘉雯

訪談時間：2011 年 8 月 24 日於新竹市

清華大學圖書館

陳：今天我們非常高興邀請到我們學校統計學研

究所的資深教授黃提源教授來接受訪談，黃

教授在校園內與校園外都有非常豐富而珍貴

的經歷。首先，請黃教授談一談，早年您在

學成之後是怎樣的機緣，選擇了來到清華？

歸國服務，推廣統計

黃：好的，謝謝。我是清華數學研究所第三屆畢

業，其實只有二屆半啦，因為清華數學研究

所是從春季班開始，所以我是清華六六級的

老校友。畢業之後，李新民老師寫信催我說

回來回來，我想你們也知道，當時實在講，

回來的不多啦！不過那個時候剛好有三件事

情，讓我決定要回來，第一個是我家裡的事

情；第二個是台灣在國際間的處境，因為當

年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派季

辛 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 到 中 國

大陸密訪，接下來台灣退出聯合國，然後美

軍都退出台灣，這個是一個回來的原因，好

像也滿愛國的啦，愛家愛國。而且因為我是

清華畢業的，也算是愛校啦。另外有一個比

較重要的原因，因為我當年是師大數學系畢

業的，當時的統計可以說是非常不被重視，

我那個時候在師大有選修統計學類的課，瞭



54

清華大學數學系
50週年紀念文集

解統計，也知道它非常重要。我

們一般所謂科學，就是自然現象

裡面確定的東西，那個是一般人

所講的科學，但事實上另外有一

種科學，是研究不確定現象的科

學，這個是滿重要的，我那個時

候的動機是認為這個應該帶回台

灣，帶回自己的故鄉來推廣。

我在民國六十一年（1972）就

回來，算是很早回來的，回來的

時候，因為美軍退出台灣，所以

學校租北院（美軍空出的房子）

給我們住。當時剛好我太太懷老

二，房子太大，一擦窗戶就胎位

不正，因此那個時候很辛苦，我

什麼都要做，家事、買菜都是我

在做，忙得我瘦六公斤。但是我

女兒也相當不錯，那一年發生的

事情好像都不錯。只有我比較差

啦，瘦六公斤。

我回來就待在數學系，後來應用

數學研究所成立，再接下來民國

七十七年（1988）統計研究所成

立，這三個系所我都待過。當然

因為我學統計的，所以最後是在

統計研究所，一直到民國九十四

年（2005）退休，因我下半年出

生，可延長一個學期退休。

這段時間裡面，很重要的就是第

黃提源教授記事

1939 8 月 4 日出生。

1963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學士。

1963-1964 台北縣三重初級中學數學教師。

1966 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研究所碩士。

1966-1967 國防預備軍官、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講師。

1967-1968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講師。

1972
美 國 威 斯 康 辛 大 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校區）統計學博士。

1972-1978 國立清華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副教授。

1974-1975 國立清華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副教授兼代所長。

1976-1977 考試院甲等考試典試委員。

1978-1979 國立清華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1979-1980
英國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學院名譽研究

員。

1980-2011
行政院內政部、交通部及環保署等部會委外計畫評審委

員。

1982-1985 國立清華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1982-1983 中華民國數學學會理事長。

1982-2013 中國統計學社理事、監事。

1982
國際數學學會理事會波蘭華沙大會中華民國代表團團

長。

1982 中國統計學社統計教育榮譽獎。

1982-1988 教育部修訂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委員。

1984-1988 行政院主計處普查會顧問。

1986
國 際 統 計 學 會（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Institute）會士。

1986 教育部大學自然及應用科學教學資料獎。

1986-1990 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創會會長。

1987-1989 教育部高中入學考試專案研究小組委員。

1988-2005 國立清華大學統計學研究所教授。

1988-2005 考試院高普考、特種考等典試委員。

1989-1990 日本文部省統計數理研究所外來研究員。

1993 國立清華大學第一屆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1997 中國統計學社首位終身成就獎

1997-2001 環保署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委員。

1999-2005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環境保護監察

小組委員兼召集人。

2000-2007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追蹤小組委員。

2005-2007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監察人。

2005-2008 環保署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委員。

2005 國立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2005- 真理大學特聘教授。

2007 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庭蘇建和案專家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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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太多東西可以提，我那一年教了兩門課，一門是因為當時數學老師對統計不重

視，所以就派我去核工系教微積分，那個是最不重要的，第二個就是不重要的統計學

選修，但是非常湊巧地，我教的第一屆學生太厲害，就有兩個不到五十歲拿到院士（梁

賡義、蔡瑞胸），還有一個是在十年前當過國泰金控的總經理（黃調貴），這都是非

常棒的。當然我不是強調說老師教得很好，我是強調說那個時候的學生真的很棒！我

在這邊特別提一下這樣。

另外，我們統計數學界有一本電話簿，我大致查一下，在台灣教統計學的教授大概有

一半是我的學生，或者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有好幾代這樣，這個是我覺得很

驕傲的事情。統計可以用到保險、精算等等，我們的這些學生都非常出色。

擔任應用數學研究所所長

另外一件可以提的是，我在民國七十四年（1985）之前就當過三次的所長，第一次是

民國六十三年到六十四年（1974-1975），這一年算是代理的所長，因為當年我們應

用數學研究所算起來只有兩個教授，孫方鐸教授和我，另外一個是當時的校長徐賢修

教授。徐賢修校長和孫方鐸教授以前是老清華數學系的同學。

當年孫方鐸教授強調說，我們所裡面要有一部影印機，做研究要有影印機，但是當時

一部影印機就等於研究所一年全部的經費，徐校長就不肯買，我猜應該是這樣。孫教

授說：「你幫我買，我就不當所長，以後就不花你的錢了。」大概是這個意思（笑）。

因為所裡只有兩個教授，所以回國第三年我就當了所長。

然後那時候剛好聘到李家同，李家同是我聘的，當然找的人是沈君山沈教授，因為他

當時是理學院院長，另外還聘了施思明、陳文村、鄭國揚及許世雄，這四位都是我寫

簽呈聘的。李家同回來之後所裡就有人了，我就說：「那李教授你來當所長吧！」他

就當所長。他當所長之後我就可以出國，因為李家同教授那個時候爭取成立了「計算

機管理決策研究所」，計管所嘛，他自己說管廁（策）所。所以他就分出去了，民國

六十八年（1979）分出去之後我就第二次回來當所長。因為那個時候應數所有三組，

一組是統計組，一組是計算機組，一組是應用力學組，就是孫方鐸教授那一組，我當

所長我就多聘印萬里、趙蓮菊及周若珍三位。當了一年所長，就卸任去英國倫敦大學

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研究一年，回來再當第三任所長。

有一件事情，我在這邊對李家同教授比較不……我是感覺他這樣做是不對的，你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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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黃榮秋教授嗎？當時他來申請，我與孫教授沒有聘他，他就不能到清華來，雖然

他是清華的校友。當時他要去東吳大學數學系，李家同一來，他還沒有去東吳報到，

又把他聘回來了。當然我不批評黃榮秋，只是說我第一任下來之後，李教授來了就把

他聘回來。這是當時黃榮秋教授任教清華的一些歷程，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在核工系教微積分

另外有一件事情要提，我教過核工系的微積分，後來我反核，所以核工系的這些我教

過的同學也對我很不諒解，但事實上他們以後怎麼樣我就都不太清楚。不過我當時應

該也教得不錯啦！我教的微積分應該相當不錯，只是說以後我反核嘛，所以有點阻擋

他們的前途，有些教授、學生很不諒解。

其實當年核工系，就有很多轉行的，像經濟系干學平教授是我教核工系微積分那一年

的學生；我教過陳文村的微積分，他現在當校長了！所以我有多老，你就知道。他學

得也不錯，到 Berkeley 念資工。事實上還有滿多轉行的，其中有兩個親戚，也都轉

行了，我那個遠親他念電機方面，現在在美國國防部負責滿重要的軍事機密，所以他

要出國都有人跟，因為他掌握很多秘密。所以也不見得是要念核工啦，但是當時的核

工系，因為是一個新的系，而且當時宣傳得很不錯，所以好學生第一志願都是核工系，

學生都不錯，轉行也都有不錯的機會。

統計所的成長

陳：請黃教授再跟我們談一下，在教學研究中，統計學怎麼樣跟實際應用結合呢？

黃：好的。我是學統計，我剛剛提過啦，剛才我提過在師大選修統計學這門課，上課的那

本書我都留著，我在裡面寫了「二十一世紀，是統計的世紀」這幾個字。因為我認為

說，不確定的、random 的東西是不容易控制，因為不容易控制你若要去做決策、做結

論，這是很難的，所以這一門的科學非常應該去發展。

我回來以後，台灣慢慢成立很多統計所，幾乎一半以上的大學都有，交大也有、中央

也有，好像想不到哪一個沒有的，只有台大。但是台大沒有的原因是什麼？他們要發

展理論統計，所以他們統計是放在數學系，我們有幾個清華畢業生現在都在台大數學

系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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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高中數學的機率與統計

談到專業的部分，我回清華最主要是要教統計，做統計的理論研究。因為我一直強調

統計的重要性，所以我積極在推廣高中的統計教學。我回來那一年剛好教育部修改高

中數學的標準，當時是我們清華的幾個同事李新民老師、徐道寧老師他們兩個去包一

個「東華本」來給我們寫，高中三年的數學課本，我們兩位老師就分派給我們寫。我

寫的是統計部分，那個時候沒有統計啦，就寫了機率部分，包括排列組合和機率。

後來我又寫一本《機率入門》的書，這本書最主要目的是給高中老師，因為機率和統

計都是選修，當時的高中老師可以說修過機率課程的人不到百分之十，所以很多老師

都不會教，我就寫一本《機率入門》給中學老師自修，好讓他們能夠勝任機率課程的

教學。因為在我回來之前，高中數學的課程標準就已經訂得很難，其他像什麼幾何那

些課程我是不太知道啦，機率是訂得滿難的，所以當時數學系畢業的數學老師都不太

瞭解機率這門學問，我才會寫《機率入門》這本書。

像這種經驗，後來我認為還是沒有辦法達到目的，所以我就建議沈君山院長，去向教

育部說我們清華要來開一個暑期進修班，當然這個不能說完全是我的 idea，我是建議

數學系辦暑期進修班來重新訓練中學老師。當然我相信不只是機率，其他的幾何、代

數啊那些，我相信老師可能也不見得知道，但是機率是選修課，鐵定是不知道的比較

多。我是非常努力去推動高中數學這方面，當然最主要還是機率啦。因為機率是統計

的基礎，統計要做決策、做結論的話都要用到機率。譬如說我們做一個民意調查，它

的誤差可能是百分之三，那剩下來是百分之九十七，統計就是這個之間的問題，所以

需要有機率。

我回來的時候，前十年就做這兩件事情，後十年開始要修改高中數學課程標準，我是

其中一員，當然我是極力建議把統計也放進去，後來課程標準訂定的委員也同意把它

放進去。所以後來高中數學的課本，《基礎數學（第四冊）》那一冊是我寫的，裡面

就是排列組合、機率統計，剛好一本，我回國的第一步，最基礎的工作就是這個東西。

推動工業統計的教學

接下來是有關工業統計方面，我回來就推動工業統計，換句話說，就是如何使統計

用到工業上面去。其實 Wisconsin 大學就工業統計來說，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地好，

因為我們的教授 George Box，他是英國人，在英國科學院、美國科學院當院士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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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地好，而且他有一些 idea，替美國做很多事情。其實這個也是有起源的啦，民

國四十七年（1958）蘇聯第一枚人造衛星打上去，美國的 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就馬上成立一個大學數學課程委員會，檢討美國科技落後的原因，經過

三年的研究，NSF 委員會的這些委員強力推薦在大學的工學院裡面，要有統計課。

這是美國的部分，台灣一些留美的學者回來，像徐校長是從美國回來的，還有刁錦寰

老師，是 Wisconsin 的教授，還有一個周元燊，他是學機率的，還有一個學機械的吳

賢銘，他們四個就聯合起來，向國科會申請一個計畫，在工學院裡面來推動工業統計

的教學。他們最後就申請一個計畫讓我做，因為他們都是大人物，這個計畫是什麼呢？

就是工業統計教育需求的調查研究，這是一個國科會的兩年計畫，由我來執行。我在

這兩年裡面，就辦一些專家學者座談會，不一定是統計的啦，那個時候真正學統計的、

學工業統計的並不多，我找一些相關的機械化工的教授來做座談，企業界也來座談，

最後做一個全面性問卷調查。

我這個計畫得到三個結論，第一個結論就是工業統計能夠提高工業生產力，同時也能

夠提升工業產品的品質，因為座談會裡面也有統計專家，還有一些企業界的人，這是

大家的一個結論。第二個就是說你要在工學院裡面教工業統計的話，要培養師資啊！

要培養優良的師資，並且編纂合適的教材給這些工學院的同學學習。

第三個，當時我們是強力地建議教育部在工學院裡面將統計學列為必修，當然第三個

沒有被接受。事實上，就我的瞭解，當時工學院的老師，尤其那些老老師，不太懂統

計，前面這兩個可以說是其他國家有先例嘛，沒有什麼好爭辯的，對不對，但你現在

要強迫工學院學生都要必修統計學，當然反對啊，教育部也不敢做出決定，所以這個

沒有真正落實。這是我回來的第二件事情，把我所學的推廣到工業界，就是從教育開

始，而且是工業統計教育。

學統計的發展性與重要性

我們現在清華啦、交大啦，大部分統計所畢業的學生，在金融海嘯之前，一個學生可

以找到兩個工作。現在的話，應該是一個工作沒問題，等於說，他有受過工業統計教

育，出去真的有幫助，而且早年他們的學長真的是表現良好，在就業方面都沒有什麼

問題。

這個算是我的老師輩給我的一個功課啦，因為我在台灣嘛，所以叫我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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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有做啦，三個比較重要的是，第一個是中鋼邀請我去開五天的課，就是說整

整一個星期就教工業統計，我當過中鋼的顧問，其實就是因為工業統計的關係，這是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主動出擊的，工研院電子所曾經邀請我去講三個月的工業統計，當然我

相信他們應該都學得不錯，我的證據是什麼呢？因為當年的主辦人，現在是新竹科學

園區同業工會的秘書長張致遠，他跟我講的，二十年前他還是小蘿蔔頭，他說你教的

這一班，現在都是大老闆，譬如說台積電的副董事長曾繁城，還有其他滿多都是，以

前都上過我的課。我是把它聯結起來，也把自己講得好一點啦，我想這跟學生能夠到

科學園區上班，有很重要的關鍵，因為他們經過我的課之後，瞭解統計真的是可以提

升工業產品的良率與品質，我是這樣解釋，對不對我不知道，當然就是講我自己的好

話啦。

還有一個也是在工研院，量測中心他們要訓練去檢驗、檢查實驗室到底標準不標準，

因為如果實驗室不標準的話，你做出來的結果就不可靠，你怎麼樣來驗證，確定這個

實驗室是標準的。他叫我去上課，當他們講師，我當然也是說讓他們知道統計的重要

性啦，這個是有關推動工業統計的教育。

統計的農業應用

接下來第三部分是說，推廣統計方法可以應用到什麼，剛剛講的是比較籠統，工業產

品方面，可以提升它的生產力、可以提升它的品質，事實上統計可以用到很多很多方

面，其實最早的統計是用在農業。

我在台灣做了兩件有關農業的方面，第一件事是我盡心盡力去做的，當時的政府一直

在壓榨農民稻穀的價格，用很便宜的價格買，但是這樣不對呀！應該找一個人、找個

學者專家去調查，台灣水稻平均的產量，然後跟它平均的支出的預測，這是我國科會

的一個計劃，這個影響很大，因為至少有一點點理論根據說，這個價格不能隨便亂訂。

第二個也可以說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研究計畫，當時農林廳一個副研究員黃益田來找

我，他說現在稻熱病很厲害，農民都怕稻熱病發生就來不及了，所以在還沒有發生前

就一直灑農藥。你就想想看，最後會怎麼樣，第一個，成本增加，因為灑農藥要錢的耶；

第二個，污染到水稻的土壤。所以他們想找一個人來做稻熱病發生的預測，預測稻熱

病發生的時間，如果你知道什麼時候發生的話，農學院有病蟲害學系，根據病蟲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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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在還沒有發生之前五天噴農藥的話，就可以殺掉它，病就不會發生。

這個計畫我幾乎做了十年，以前新竹有農林改良場，後來黃益田就到這邊來當研究員，

一直在做這個研究。這個有點像天氣預測，諸如預測什麼時候下雨，當時做了效果很

好，預測的準確率有百分之八十，這個是我做的第二個比較有意義的。剩下那些都是，

怎麼講，騙國科會的錢的（笑），比較理論的，不是實際的東西，那個不談。後來黃

益田他就利用這一篇，當然還有其他幾篇，去申請日本的東京大學農學博士，這篇論

文可以說是份量滿重的。這是我在農業界提供的專業服務啦。

協助政府機構的統計工作

我回來之後，在政府機構像主計處啦、考試院什麼甲種特考、高普考的典試委員啦，

還有出題什麼的，哇！差不多二十年以上的統計題目是我出的，這個是考試院的部

分。行政院主計處主計長韋端（現改名為韋伯韜，清大數學系畢業。任職主計長期間

1996.06.10-2000.05.20）是清華畢業生，是我的學生。我對他們一些普查、抽樣調

查的一些技術上的改進，可以說幫忙很多啦。但最後結果是，他們不要我去了，他們

說我的意見太多（笑）。

我上次提名一個清華的傑出校友（編按：劉國傳，1977 級應數所），他是退輔會的副

主任委員，退輔會都是軍界的人，學統計的可以去當退輔會的副主任委員，表示他真

的很厲害，也就是說利用他統計的專業來處理一些事情是不錯的。

剛才提到，教育部的一些所謂標準本，等於說第一次民國六十一年那一年開始到八十

幾年都是我寫的，後來才開放讓民間出版商也可以編寫教科書。以前是教育部編標準

本，一定要用教育部那一本，現在學生念的大概是各個書局編的，我相信陳華老師說

不定是念到我編的，有沒有那麼年輕？

陳：我沒有那麼年輕啦！

黃：倪小姐可能你讀過？

倪：沒有，我沒那麼年輕。（笑）

黃：大概是現在五十歲以前的人念過，說不定還不只，像我的小孩，我的小孩現在四十歲，

以前實驗中學老師就跟我孩子講說：「你怎麼不會？這你老爸編的你還不會。」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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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

擔任蘇建和案專家證人

我現在講一些在司法院的經歷，我曾經當過司法院的專家證人，就像李昌鈺那樣。蘇

建和的那個案子，裡面有牽涉到一些人，因為那個時候法院在判斷蘇建和這個兇殺案

到底有幾個人執行？到底有幾個兇手？他是用統計方法推算，然後斷定說有四個，就

剛好這四個。那些義務辯護律師就來找我問：「這樣寫對不對？」

之後他們就向法院提出申請，由我來做判斷。我的判斷結果當然不是，他們的統計都

是不對。很多統計都是亂搞，統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固定母體，如果你固定的母

體不對的話，你推論出來的結論，就非常不可信，既使按照很正規的統計，也都有百

分之三的誤差，比方說民意調查都會有百分之三的誤差。他們完全沒有理論，而且裡

面的基本假設都不對，就說是這四個人殺的，根本就是不對。所以司法院後來就不採

用這部份來斷他們的命。

陳：您說這個是那一年的案子？

黃：這個應該是四年前，後來不是被釋放出來嗎？之後又被打回，要求重審，但是人現在

還在外面，還沒有結案。

對教育政策及政府的建議

對政府的統計事務我有兩個建議。第一個建議，廢除大學統計系的學士班，其實台灣

早年是錯的。像我們這種年紀，早年有會計統計系，事實上這兩個是不能合在一起，

因為會計是要很確定的，統計是不確定的東西，應該不能放在一起。其實當初大部

份教的是一些敘述統計，因為所謂推論統計，應該是民國十九年（1930）或者民國

二十九年（1940）之後，才能把統計用來做結論。念統計應該是沒有學士班，因為什

麼都不知道，就要去做判斷，這是不對的，就像美國法律系沒有學士班，美國的醫學

院也沒有學士班。比如說你是學電機的，我有一個學電機的學生，他學了電機之後，

再來研究所學統計，然後再回去電機領域，這樣統計才有用。你大學學士班可以去學

各種不同的專業，你學醫也可以來學統計啊！我曾建議政府把統計系的學士班廢掉，

但後來教育部不敢做，廢掉的話這些老師就失業了，因為早年那些老師都是大學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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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的課他怎麼教得來？其實他們都誤會了，研究所的時候你就教大學部的課，大

學部的程度就可以，因為沒有大學部嘛！不過後來台灣就大量成立統計研究所，不再

設統計系。

另外一個建議是，要成立中央統計局，而且要給它一個超然獨立的地位，不能說我

當總統，你公佈出來的數據我不喜歡，就把你的職位撤掉，不可以這個樣子。民國

六十一年我在美國快畢業，我聽他們講，民國六十年（1971）尼克森他要競選連任，

但是美國的統計局就公佈說勞工失業率多少，那數據很難看，他也沒辦法把那個統計

局局長換掉，因為他們美國的統計局局長是國會通過的任命案，誰都動不了。他一定

要超然獨立，不會受某些影響。最近不是有政府機構的組織改造，但政府也不敢這樣

做，因為這樣的話他們就不能上下其手啊！這就是為什麼我在主計處那些學生他們說：

「老師，你不要來了。」比如說我是局長，你們做數據給我說失業率百分之六，局長

就對新聞記者講，失業率百分之四點五，明明就寫百分之六，講出去百分之四點五，

當年主計處有些是這個樣子，不過我已經很久沒有去那裡，不知道現在是怎麼樣。這

個影響很大，所以我是建議政府一定要成立中央統計局。

陳：剛剛黃教授非常詳盡幫我們介紹，黃教授在清華做的統計學研究與教學，我們學校的

統計學研究所做的這些，其實影響很大。在教育方面，對中學的、大學的教育，在實

業界方面，從工業到農業，還有剛剛黃教授也提到的一些公共政策等等，都跟在清華

做的統計學是相關連的。

黃：我再補充一下，後來北美華人就請我去美中聯合學術年會（1988.06.03-1988.06.05），

去介紹有關台灣的產品品質的一些問題，告訴他們台灣現在的品質管制的狀況。在美

國的那些華人，也非常關心台灣的工業，要工業起飛，一定要工業生產力、工業產品

的品質要提高，到底有沒有做到，當時在美華人也是非常關心，才要我去報告。

從事反核活動

陳：前面有提到說，回清華時到北院宿舍，當時的北院宿舍周遭，北邊有一個李長榮化工

廠，西邊有一個新竹化工廠，這其實是造成了當時居民很大的一些困擾。接下來我們

請黃教授來談談早年這些校園周遭環境，也包含我們新竹市的生活環境等等。黃教授

當時很投入參與李長榮化工事件，我們知道黃教授也是後來的新竹公害防治協會的創

辦人，黃教授也提到說很早就認識到核能安全，並且從事一些反核的運動，我們請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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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來介紹一下這方面。

黃：好。我想先從時間的順序來談，事實上，我回國那個時候對環境保護生態保育懂得不

多，沒有很了解，但之後為什麼會了解呢？因為民國六十八年李家同回來當所長，後

來我就到英國去進修。剛好那時候英國鐵娘子柴契爾夫人擔任首相，她一上台就說要

蓋 12 座核能發電廠，結果百萬人在倫敦抬棺大遊行抗議，當時我也很納悶，我所知

道的核能發電是很好的，怎麼你們這些人在反對，我非常 shock。

以前我在清華非常羨慕核工系的學生、原科所的學生，他們有很多計畫可以拿助理的

錢，我們數學系的都沒什麼研究經費可以拿。我那個時候就去看很多書，發覺核能危

害很大，所以進修一年回國後，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台灣最大的隱藏性危機—核能電

廠〉，投稿到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我不想寄自立晚報，因為它當時被歸納為黨外的報

紙。寄去之後就拖了一年多、兩年多，寄了中國時報就不能投聯合報，我到現在還留

著當時他們寄給我的信，這篇文章他們找一些理由不登，我逼得沒辦法，就寄給自立

晚報，結果登了半版！

那個時候就開始在反核，當時核工的教授看到我就頭很大，都不打招呼了。

後來核四廠停工，其實也是我運用我的人脈去質詢俞國華，我高中同學的大舅子是當

時高雄市立委王清連，我就說服他去質詢俞國華。質詢稿是靠我在倫敦那一年研究的

筆記，寫了一百多頁的稿子。王清連立委就找了劉松藩、王金平他們，找了五十五個

國民黨立委來聯署質詢俞國華，俞國華也非常明確地說，核四會在國人疑慮尚存之前

停工，隔了兩個月核四就停工（時為民國七十四年）。

李長榮化工事件

回國之後我就關心李長榮化工，因為我住在北院。因為住的很近，真的是魚腥味很重，

金陽和教授出來要帶防毒面具。我認為毛高文校長，應該出面去解決，但他沒有，然

後劉兆玄當校長，他們只是都用道德勸說任富勇市長，希望市長能夠出面處理。後來

剛好輪到我當北院院長，這個責任脫離不了，我要想方法去處理，我也是隔得滿久才

出面，並不是馬上出面。像毛校長、劉校長，都是大人物啊，應該是可以處理的很好，

但我發現沒有。劉兆玄好像只是去市政府發脾氣的樣子，他很生氣，他有個兒子，因

為汙染的氣體，有點氣喘。他也沒有辦法處理，所以就該我了。

如果我真的去弄的話，我是一出面就很不客氣，那我怎麼做？當時我就發動聯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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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清大、交大與新竹教大，當時他們好像只是師專，大部份都是清交的教授聯署，總

共聯署了三百五十五位，上書俞國華，跟俞國華說我們李長榮和新竹化工污染的狀況，

當然這個稿子不是我寫的，我提供資料給文筆很好的孫方鐸教授寫。送上去後，俞院

長也是愛理不理的，他說會叫地方政府處理，都講這種無關痛癢的話。當然這個我都

知道，我最終的目的就是希望水源里的居民能夠出面，比較激烈的出面來反對，教授

連署是讓他們安心，讓他們知道：你看看這些教授都出來了！因此，他們就出來了，

當時我的用意就是希望發動全民來反對，這個是一個做法。另外一個做法就是成立新

竹市公害防治協會，目的是希望全民來反對李長榮化工污染的問題。後來有人把李長

榮的大門用水泥填起來，把它封住。不知道為什麼，有人說是我做的，但我是真的不

知道。

陳：對！封住，用卡車卸下大石頭。

黃：大石頭還有水泥黏在一起。絕對不是我，應該是他們水源里的居民，所謂一些大老他

們發動的，他一定要用水泥車運水泥，把它堵起來。工廠就不能生產，只留一條路讓

他們走，後來就因為這個樣子，李長榮屈服了，就停工、停產。

之前是希望他們改變，我們用學者的身份一直逼，應該去好好弄一整套的防治污染設

備，他也弄了，後來弄了不用，因為用設備要錢，化學品要錢、電要錢、一些管理人

員要錢，所以他們不用，有害氣體就常常跑出來，尤其是晚上，白天還不太敢，晚上

就大放特放。照理講，我們這些清大、交大這些老師是合理的希望他能改善，因為他

一直強調他們是經濟部登記的合法工廠，為什麼他們不能生產，我們認為排放這些廢

氣，傷害到環境、居民，所以應該是犯法、違規。所以大家理性的談，工廠把防治污

染設備弄好，就可以在那邊繼續生產。新竹化工也是差不多我們這一批人弄的。

科學園區環境保護監督小組

科學園區完全是我弄的，為什麼說是完全是我弄的，當年所謂反對李長榮有功，科學

園區管理局要找我去成立一個環境保護小組，要利用我的大名。我說：「很好啊，我

也會來參加。」後來我一看，這種小組只是要我來簽字，這個我不幹。我當時就跟他

講：「我們應該成立一個環境保護監督小組。」王弓局長不肯，他說：「我們這麼大

的工廠，怎麼還讓你們幾個來管。」當時因為他反對，我就去找國科會的主委黃鎮台，

他也是以前我們清大的化學系教授。我跟黃鎮台應該算是熟的，我就跟他講應該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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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怎麼做，他很贊同我的想法，就把王弓找去，我也去，我就 present 給他聽，王弓

也在聽。主委就問王弓說：「這樣做不是很好嗎？怎麼你反對？」王弓還是反對，反

對歸反對，因為科學園區隸屬國科會，主委說他來處理。

過了沒有多久，王弓就下台了，我提議的這個小組就成立了，從民國八十九年（2000）

開始一直到現在都還存在，使得新竹地區的污染可以說減到最少，最近這十年來應該

算是不錯。不像以前，以前也是追著打的，以前晚上我都是被旺宏附近的居民叫我去

聞旺宏一廠的臭味，我那個時候算是很出名，但是也很辛苦，不去也不好意思，後來

我就去幫他們發聲。所以我會成立園區的環境保護監督小組，最大的功勞是黃鎮台主

委，非常非常開明，如果換別人，我覺得不見得，居然讓王弓下台了。

環保小組應該算是完全由我獨立完成的，一直到四、五年前，我才不做召集人，我就

拜託楊末雄教授做召集人，楊教授做二年（2005、2006），又換我做一年，才換了

交大的白曛綾教授，她做了兩年（2008、2009），我說無三不成禮，就接了第三年

（2010），今年（2011）現在換一位元培的吳南明教授。他們都是環工的，像楊末雄

教授也是環工的，只有我什麼都不是，但是我都在做這種事情，這個大概是有關環境

污染方面。

關注人權與社會問題

我講一些比較精彩的，一直都沒有人知道，我做的兩件對所有的老師都有幫助的事。

當年我去英國，那個時候三個孩子還小，這三個孩子就順便帶到英國去，讓他們有一

年的國外生活。我老大是在美國生的，一歲半就回來，剩下兩個都是在台灣生的，我

想把他們都帶去英國，但是國科會不允許，他說按照規定不能攜眷。很多事情就是真

的很湊巧，多湊巧呢？當時的國科會主委是張明哲，以前我們老校長，那個主任秘書

是張明哲在清華當校長時的人事主任，這是一個巧合；另外一個巧合是當時剛好是民

國六十九年（1980），我在民國六十八年秋天去英國，民國六十九年三月是美麗島的

大審判，吵得一塌糊塗，什麼中華民國的人權怎麼樣怎麼樣。我就寫一封信給人事主

任尹秉權，他大概被我嚇一跳，我說：「如果你這個規則不改變的話，我可能會告訴

國際特赦組織，我會在英國召開記者會，說你扣押我的太太與孩子。」（笑）

之後主任就寫信通知我，說：「可以啦，全部都取消了。」我念給你們聽：「國科

會派出之進修人員，在進修期間，其眷屬不得以任何理由出國之規定於六十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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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刪除。」（笑）他叫我趕快辦，把孩子太太帶出去。這個功勞很大，後來留學

生要出國都可以帶太太，以前是不行的，像我出國留學的時候，我不能帶太太，張德

新他是因為不能帶太太，所以一年就回來了，他就沒有繼續念，他是因為這樣，延遲

了好久才拿到 PhD。很多事情是不對的，這個功勞最大，後來就都可以攜帶眷屬。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爭取人權。你知不知道我被打的事情？（陳華：知道，新聞

有報。）對，這個新聞報得很大。那時候剛好我二堂姊在娶媳婦，我去讓她請客，當

天晚上我就回三重老家，打算第二天再回新竹。當時客運排了好多人，排了一、兩個

鐘頭，我都還沒有排到，我就跟警察講：「你站在那邊沒用啦！裡面都在插隊，你要

進到裡面管，不然後面怎麼排得到前面。」那個警察很兇，他說：「你有意見就到我

辦公室來！」那是公路局的北站，在火車站旁邊，他叫我到副站長室，我想說：「我

還怕你嗎？」我就進去了，進去後他就打我，我擋下來，擋下來他更氣，他就說我在

製造暴亂。他先安我一個罪名，然後說：「你到部隊來講。」剛好副站長室旁邊有警

察的小隊，我想說：「我還怕你嗎？」我進去後，兩個警察衝過來就打我腹部。

我這個人的個性是，你要是欺負我，我絕對會反擊。所以我就找沈君山院長，那時候

他是理學院的院長，毛高文當校長，我請他們去處理。後來警政署就主動出面告這兩

個警察打我，我反而當證人，結果這兩個警察一個判七個月、一個判九個月，緩刑三

年。當年我告訴沈院長的時候，他馬上把紀政立委找來看我的傷勢，紀政說：「我下

禮拜立法院有質詢。」她去質詢內政部長林洋港，林洋港說：「中華民國警察不會打

人。」但是這個判決就確定警察打人了！這就是爭取人權。

還有，有關社會問題，當然不只是我，還有很多人參與，我們出版《新竹風》，這個

刊物最主要目的就是關心所有社會問題。那時候的名譽發行人是李遠哲，發行人是一

個牙醫陳天鵬，總編輯就是你們歷史所的傅大為，社長是我，其實就是我和傅老師兩

個人做一些行政工作。《新竹風》有很多文章，不過最後還是收起來了，因為沒有錢

發行，而且當時寫的文章沒有人看，賣不出去，所以一年就沒有了。

我也關心社會事件，我在報紙上發表過七篇文章包括〈消費者加油〉、〈有錢罪惡

嗎〉，這是在民眾日報，在自立的，〈對台灣土地的一些看法〉、〈為生命珍惜寶貴

的一票〉，這是談火災的事情，還有〈台灣人加油〉，這是發表在自由時報，〈台灣

人醒醒吧〉，是在自立。剩下沒有發表的，〈白小燕慘案的省思〉，這個人家都不會

登的，〈一攤血事件的省思〉，總共有七篇。只是讓你們知道說我關心的很多，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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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沒有在做學術研究（笑），都是在搞這些東西。

剛剛談到的核能，我當年寫過三十篇文章。我不是學核工的，我是學數學、統計的，

當然我在倫敦一年，有下功夫念這方面的東西，我最主要是靠張教授，他不敢出名，

都我出名了。好像寫的都發生了，尤其日本最近 311 大地震。事實上有時候真的是靠

我學統計的直覺推論，因為統計就是做推論，雖然沒有做實驗、沒有真正發生，好像

都滿準的，後來日本 311 的核能事件，好像真的是我寫的那些東西不幸而言中，好像

滿準的。我就是寫說不能為了省錢而選擇用核能發電，去冒核污這個風險。

新竹公害防治協會

陳：是。新竹公害防治協會的開拓您也可以談一下嗎？這也是新竹第一個成立的這方面的

組織。

黃：當時一個是連署、一個是成立新竹公害防治協會，希望透過這兩個動作來引起市民的

注意、反對。當時辦了很多活動，大家最主要是用那個氣勢來壓制李長榮，李遠哲也

是會員啊！沒有說很特殊啦，就是辦了很多活動，雖然當時成立的時候是針對李長榮，

後來很多大大小小的、甚至科學園區的一些污染，我們都有出面。

剛才我提到的環境保護監督小組，那是內部監督，因為那是我們這些小組的委員是國

科會聘的，不是管理局聘的，因為若是管理局聘的，那就監督不了他們了。新竹公害

防治協會是人民團體，關心環保、生態、焚化爐、台十五線，還有新竹香山溼地的問

題，什麼都管就對了。我是創會會長。所以很奇怪，我的學生都非常出色，但是我好

像都沒有在教他們（笑），我都在做這些事情，但是我的研究還不錯！

統計學術也不差

回國四十年，我十分積極在推廣統計應用及關心台灣的環境、社會及政治等，好像

似乎我都不在做統計學術研究，其實不然。回國至今總共發表二十八篇學術論文，有

十二篇在國外 SCI 期刊發表，其中一篇在世界最有名的 Annals of Statistics 發表，

另十六篇為提高國內期刊水準在國內發表。

由下列三件事可知，我所發表論文的品質應該不錯：一、民國七十四年美國統計學

會（A.S.A.）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劉本傑教授擬推薦為 Fellow，我婉拒；二、民國

七十五年（1986）獲選（投票決定）為國際統計學會（I.S.I.）會士，為國內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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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國八十八年（1999）獲頒中國統計學社首位「終身成就獎」。

回憶清華校園與校長

陳：前面黃教授已經提到在清華做的統計對公共政策與實業界的影響。那麼回到校園，我

們知道黃教授在清華的時間也是很長，是不是可以回顧一下校風轉變、歷任校長的風

格等等。

黃：我來念的時候只有兩個研究所，大概不到四十個學生，空空曠曠的，也沒有幾個建築

物，重點是在原子爐，原科所當然是建在那邊，還有數學所，在以前的老化學館（現

在的育成中心），我記得是二層樓而已，等於說沒有什麼很被重視，也沒有什麼辦公

室，什麼都沒有。

後來慢慢建了很多房子，現在沒有什麼地可蓋了，我想這沒有什麼好談的，因為所是

慢慢成立。就校長的話，我當三次所長，經歷過徐賢修校長、張明哲校長，及毛高文

校長。至於劉兆玄、沈君山都是和我同輩的，或者像陳文村，是我的學生輩，剩下我

都不太熟，他們到底在整個學校的發展上做了什麼事，我好像不是很關心，我好像比

較關心外面。他們大概採用的就是自由學風，好像很多校長都沒有管到所系裡面來，

就是讓所系自己去發展。這個部份我並不太熟。

我可以講一件事情，我不是在梅校長時考進來的，梅校長是民國五十一年（1962）

過世，我是民國五十二年（1963）來考的，所以我來考的時候他已經過世了。我民

國五十三年（1964）才來清華念研究所，因為我念師大要一年實習才算畢業，所以

delay 到民國五十三年。我完全沒有受到梅校長的陶教，也沒有見過他本人，因為他

已經過世了，但是我所遇到的同學都對他非常尊敬。關於梅校長有一件事情讓我印象

深刻，我的同學對我說：「唉呀！好可惜喔！」我問：「可惜什麼啊？」他說：「梅

校長都會借錢給學生。」（笑）那時候的餐廳是在現在的小吃部，我們當時菜是自己

買，飯隨便你吃，我飯吃得很多，所以人家都叫我「黃三斗」，就是一餐吃三碗飯，

反正就吃得下，又不要錢！當時學生是滿窮的，所以才會有人說：「好可惜喔，你沒

有借到錢。」最後他給我補了一句話，他說：「好像可以不要還。」（笑）我就不知

道哪一個沒還，這個是我比較知道的。

接下來是陳可忠校長，我不太熟。徐賢修是我回國的時候，我跟徐賢修比較熟，因為

我當所長，要開行政會議，就比較多機會接觸，所以我領教過他的強勢作風，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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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應該不至於像他那樣強勢。像我剛剛提到孫方鐸教授，當然是因為錢的關係，他

也不會說因為孫教授是同學，態度就比較不那麼強勢，後來孫教授是吵得滿厲害，所

以他答應買影印機了，不過孫教授脾氣也是不太好的。當時孫教授一直吵說做研究就

是要影印機，他一直不肯，吵了滿久他才答應。另外有一件事，某一個系，新聘一位

副教授，後來送到校的行政會議，結果徐校長說：「不行不行，這個只能當講師。」

硬是把他改過來（笑），我想其他校長應該不會這個樣子，他就比較不會真的很尊重

所系的決定。我只是遇到這樣的狀況，其他的我就比較不清楚，後來這位新聘的講師

表現非常好，現在還住在清華園。

清華的師生互動與趣聞

陳：您是不是也可以談一下師生互動、生活趣聞？

黃：這好像沒有什麼很特殊的啦。比較特殊的就是當年有老師的梅竹賽，梅竹賽的話，清

華、交大兩校都還會吵架（笑）。從這邊大概可以看出激烈的程度，因為我是踢足球

的，交大有一個老師就是自己射到自己的門，幫清大得分（笑）。

這個不算清華的趣聞，當然我們也不要講說是誰；同一個人，投籃也投到自己的籃框，

又幫清大得分，很好笑！

另外，師生互動方面，比較可以講的是暑期班，為甚麼呢？以前有一些我的中學同學、

大學同學都變成學生（笑），應該還算很好，雖然這些以前的中學同學成績都比我好，

而且我還第二次才考上師大，他們都第一次就考上，後來都變成我的學生啦，互動很

好啦（笑）。

清華的學生一般是比較不會問老師問題啦。因為我的女兒胎位不正，後來我太太就沒

有去找工作，專心的照顧三個孩子，有空請學生吃飯，所以跟學生非常和諧。

數學系所的分支、建築物與師資

陳：倪小姐在理學院工作過很多年，有沒有什麼問題要請教黃教授？

倪：兩個問題想請黃教授幫我們介紹，第一個問題是建築物：早期數學館這一區是ㄇ字型

（現在是資電館），一側是數學系，另一側是應數所，橫面則是計管所。應數所的後

面是教授宿舍的甲、乙、丙、丁所，請問對不對（即現在的物理館）？後來蓋好了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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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三館，然後整個數學遷過去，這塊就做我們人社院的分部，是不是這樣？第二個問

題是：在毛校長的時候，推動數學跟應數合併，當時是劉兆玄先生當院長，他兩年任

內沒有合併成功，他就高升到國科會當副主委去了，後來不知道哪一年還是合併了，

合併了之後怎麼又出現了統計所，可不可以約略介紹一下？

黃：應數所是我回來，經過一年成立的，為甚麼成立應數所？因為徐校長是學應數的，他

在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學應用力學。數學研究所本來就分兩組，一組是

純數組，一組是應數組，應數所成立時我們的規劃是分成三組，哪一組先分出來呢？

李家同那一組計算機組先分出來（1978），統計組又分出來（1988），就只剩下應用

力學組，所以當時就跟數學所合在一起（1996），已經逼得不得已啦！就是只剩下那

一組。

另外，我現在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因為〈大學法〉的關係，〈大學法〉是建議不要有所，

盡量設系，原因在哪裡呢？因為系可以收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像美國就是這樣，

像我剛說不可以有統計系，其實美國是有統計系，但是他統計系只有碩士班、博士班，

沒有大學部，就是整合起來，所以現在沒有應數所、也沒有數學所，是這樣來的。那

為什麼我們有所？因為我們是獨立所，按照〈大學法〉，我們是獨立所，那獨立所比

較不容易達到的原因是教員要達到某個標準，才能夠獨立所，如果說應數所應用力學

組只有三、五個老師，這就不能獨立所，因為獨立所一定要超過多少人才可以獨立所，

而且我們統計沒有系，像早年有系的，像政大的會計統計系後來分成兩個系，現在那

個統計系他們就沒有統計研究所，他們就在統計系裡有碩士班，所以那好像自然的。

建築物的話，我們那時候是有兩棟，一棟是數學所、一棟是應數所。李家同教授的計

算機研究所出去了（編按：1988 年更名資訊科學研究所，1995 年又併入資訊科學系，

1997 年從理學院改隸電機資訊學院），出去的話就是另外的建築物，我們統計所就有

新的建築物，換句話說，應數所本來建築物這一棟是三樓，到底是什麼時候廢掉，或

者是什麼時候給你們人社院，我就搞不清楚了。（倪瓊湘：好像是你們搬走以後。）

應該就是給你們了吧，不然也是空的啊。（倪瓊湘：應數的後面是不是就是教授的宿

舍？）不是後面，旁邊！我住在那邊住了兩個月，再搬到北院。

陳：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要請教黃教授？

吳孟青：黃教授，您是徐道寧老師的學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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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是，我也可以再補充一下，當年我在唸書的時候，可以說是沒有統計學教授。剛好我

研一的時候美國的國務院傅爾布萊特（Fulbright）基金會派一個華人教授（曹家葵

博士）到清華數學所開機率的課，那時候我才專攻這個東西；研二的時候是剛好有一

個國科會派出去的學者，他一定要回來服務三年，叫譚外元教授，譚教授後來教我們

數理統計，順便指導我的碩士論文，不是徐老師，但修過徐老師的拓樸學。

倪：黃老師您上次說您是賴漢卿老師的學生？

黃：不是，他是我的學長，師大的學長，他好像高我四屆或五屆，他是第一屆清華數學研

究所，他是春季班的。

核能知識的學習

吳：黃老師，您剛提到您在倫敦的時候讀了很多核能方面的東西，那時候您是依靠自學的

方式，或是有其他管道獲得這些資訊，有沒有跟哪些人接觸？

黃：我想最主要的就是看電視、報紙、雜誌（笑），然後再買專書來看，我還買了一本詳

細介紹核能電廠怎麼發電的書。那時候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核電，因為當時非常轟動

啦！後來結果十二座都沒有蓋，那時候英國真的是百萬人抬棺大遊行，我親眼看到，

他們比較凶悍啦！我們回來也有辦過，只是沒有抬棺就是了，反核四大遊行我們辦了

好幾次。所以，我一直強調說，我沒有念什麼統計（笑）。

陳：我們今天非常感謝黃教授接受校史的訪問，希望黃教授有機會還是常常回來跟我們分

享清華校史。

註：本文經黃提源教授與清華大學圖書館特藏組授權，轉載自「清華大學數位校史館口述歷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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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懷權教授專訪

受訪人：清華大學數學系 王懷權(數

66G) 教授，以下簡稱王。

訪談人：清華大學數學系 陳國璋教

授。

長庚大學 林惠莉教授，以

下簡稱林。

訪談時間：2013 年 1 月 24 日

林：今天非常高興能請到王懷權教授來接受數學

系的訪談。我們知道王教授您是本校數學研

究所碩士班第三屆的學長，之後赴美求學，

1971 年回到本系任教，在清華大學服務三十

多年。首先我們想要先請王教授談一下年少

時艱苦的求學經過，因為這和現在的學生有

很大的不同，希望能給他們的人生觀帶來一

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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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謝謝。我進小學那一年，剛好是台灣光復。鄉下師資不好，那些老師本來都是用日本

話在教書的，他們國語都不行，後來他們聽說講國語很簡單，只要加一個字「子」就

可以了。有一次我們有同學去偷摘芒果，我們教務主任不會講「芒果」，他就說你們

不要站在椅子上拿著棍子打芒子，芒子是閩南話。比較還可以過得去的小孩才去念書，

其他的小孩都在幫忙做家事，有一些同學是撿牛糞，牛糞把它晒乾來賣，所以那時候

念書的人很少。

記得五年級的時候老師不上課而是講西遊記，我們國語不行、算術也不行，我們到台

南市去考初中沒有一個人考上。我們最後都考上善化初中，善化離台南市遠，比較沒

有人想考。善化初中師資不好，真正好的老師都去台南一中和二中。那時候為了到善

化上課，騎腳踏車要一個半小時，路是石頭路，所以非常地艱苦。

我高中考上台南高工，台南高工是一個很好的高職學校，我那時候想考大學，但是我

們用的書都是高職國文、高職英文、高職數學、高職物理，那些書材料都很少。我高

三畢業考大學，那一年有一個規定：「如果我幫你分發軍校的話，你同意不同意？」

我那年是淡江的成績，但是就被分到了兵工學院，我沒有去念，而到高雄台灣鋼廠做

一年事。台灣鋼廠在成功二路，是三班制的，最辛苦的是大夜班，就是午夜十二點上

班到次日八點，下班後睡不著，做事情也沒有甚麼力氣。後來我就重考，考上現在的

海洋大學，那時候叫「海事專科學校」，學校在基隆市，我是駕駛科，出來要當船長

那種，所以它環境就已經讓你覺得你在海上：冬天的時候洗冷水澡，整個晚上狂風一

直吹。我父親的朋友告訴我爸爸說「如果你兒子念這個學校出來，沒有人會把女兒嫁

給他」，後來我就重考了，那一年還不錯，因為我那一年在海專成績是第一名，我也

重考上了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後來就念台師大。在師大過得滿愉快的：參加排球系

隊，那四年又有念到了書。

報紙說徐道寧老師今天回國，第二天有近世代數課，很多同學認為她剛回國不會馬上

來上課，而沒有去上課，我就去上課，真的徐道寧老師有來上課。近世代數非常難，

我們寢室住八個人，我每天早上四點半，偷偷地走出寢室去教室念近世代數，結果我

的成績 96 分，第二名是 60 分，徐老師從此就記得王懷權代數很不錯。大學畢業後我

就到嘉義中學教書，我當導師那一班次序經常第一名，後來有 26位同學考上醫學系。

李新民老師常說：名與利要選名，一年後我想再念書，我就參加清華大學研究所的入

學考試。我們那一屆有 87 人來考，取 11 位。那時候放榜是用收音機廣播，我被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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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上清華念書。清華研究所兩年後，我在清華當助教代替當兵。一年後李新民老師

推薦我去中央研究院數學所當助理研究員，同時要回來清華當兼任講師。1964 年 7 月

考進來是碩士班第三屆，第三屆有 11 位，有一位中間跑去美國念書。我們的老師有

兩位：李新民老師和徐道寧老師，其他老師是用庚子賠款請了日本、西德、美國的教

授來教我們。李新民老師對台灣數學的貢獻很大，後來我當中華民國數學會理事長的

時候，就頒給李老師第一屆中華民國數學會的學會獎。我們剛開始的時候是在舊核工

館上課，後來我們蓋自己的數學館，位於現在的電資館，後來又再蓋數學館--綜三館。

我當系主任的時候，成立數學圖書館。

清華的回憶很多。我們在現在的小吃部吃飯，記得幾乎每一餐都是一條大魚，，我印

象中那個魚都吃不完，很大很大。餐廳有一個表，沒吃就打叉，到時候錢就退還給你。

體育主任張齡佳跟清華籃球校隊隊員每一早餐加一個蛋和一個牛奶，籃球隊員吃得比

較好。

我 1966 年畢業後就在清華當一年助教，我帶徐道寧老師的近世代數。近世代數是開

給清華數學第一屆同學，清華數學第一屆大部分都可以上台大，裡面有很多出名的人

物，像梁兆柱是大專甲組第四名考進來的，董慶圓是第一屆大專聯考的槍手，他替人

家考的都是系狀元，他原是台大物理系學生，後來因為槍手到清華數學第一屆來，中

央研究院院士和哈佛大學比爾蓋茲講座教授孔祥重和國際著名數學家李天岩都是清華

數學第一屆的，孔祥重是越野賽跑第一名，他體力很好。有一天，一位同學來問我問

題，一個很難的問題，那一天晚上我沒睡覺，終於把它解出來了，解出來後他們就比

較服氣，說這個傢伙不是來混的。我也帶清華數學第二屆高等代數的助教，我也當過

核工系第一屆微積分的助教，核工系第一屆會念書，像現在的許明德，就是那一屆，

許明德是我們清華大學的財務長，那一屆還有兩個人在美國，一個是左派的領袖，一

個是右派的領袖。我畢業後第二年李新民老師就推薦我去中央研究院當助理研究員，

回來開大二的高等代數，大二那一班是清華數學第三屆，那時候班上有三位成績特別

好，一個叫林逢慶，後來在台大資工系任教；還有許世壁跟賴恆隆，他們都回到我們

數學系來任教。

清華最早實施導師制，我們是一班四到五位導師，一位導師大約有十個導生。我以前

當系主任的時候，紅帖白帖都要系主任自己出錢，後來我們想到導師費扣一半到系上

來當私房錢。我在國內國外都有碰到一些學生，他們曾經假裝是我的導生來我家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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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在這期間有沒有發生一些輕鬆有趣的事情？

王：我們的所長、院長和校長都喜歡打橋牌。我們所長李新民老師是湖南人，湖南人就是

橋牌他輸的話不准你走，有一次我們到他家去打橋牌，他的冰箱的東西隨便你吃，但

是就是不准你走，除非他贏。有一次他一直輸，所以我們把他冰箱的東西都吃完了，

結果離開的時候是凌晨兩點。我講一下跟沈君山院長打橋牌，沈院長是橋牌國手，但

他喜歡耍詐，我是系主任常跟他在一起，我知道他在幹什麼。譬如說有一次他手上兩

張 spades( 黑桃 )，他叫 one spade，交大十張 spades 叫不出來，這樣就贏很多；有

一次他叫 one no (trump)，我叫 two no，one no-two no 就是說你如果 minimum 你

就停在 two no，你 maximum 就上 three no，結果他 minimum 卻上 three no，因為聽

到公開室說清華輸一個國際序分 IMP，那怎麼打呀那死牌呀，結果他打大概剩下三五

張，他就睡著了，然後他的下家是陳龍英，他有 king 小，很無聊拿著一個 king，沈

院長突然間醒來把一個 ace 丟下去，居然還有人把 king 拿下去給他吃，然後沈院長

說不能拿回去，結果清華贏，所以他喜歡耍詐，不過當然他是國手，打得非常好。徐

賢修校長，後來他的兒子徐遐生也來當清華校長，我們到徐賢修校長家去打橋牌，我

們三個人去，他就跟一個人配，再換一個人配、再換一個人配，他喜歡這樣，而且他

叫牌都是很有智慧的：比如說他現在的牌非常不好，他可以衝到四或五，他的理論是

我們牌非常不好，他們就有可能小滿貫（small slam）跟大滿貫 (grand slam)，他

們如果拿到滿貫分數我們這樣打就划得來。

那時候老師也很喜歡運動，李新民老師也常帶我們去運動。有一次越野賽跑，大家說

李新民教授（左）獲頒第一屆中華民國

數學會的學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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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名都是工友，事實上第三名是我們的系主任徐復，他穿了一個短褲，臉很黑，好

像老粗這樣，他們說前五名都是工友。拔河比賽的時候，我們很團結，我們是學術單

位第一，全部第二，總務處那些外工班的拔草的力量很大，我們跟別人拔河都可以拔

過來，碰到他們就是好像固定在那邊，所以我們那一年拔河是全校第二。有一次我們

系學會辦排球比賽，大學部的四班組成四組、研究所還有教師組成二組，那一屆的代

聯會主席，他們班有兩個排球校隊，他就做了一個很漂亮的錦盃，他覺得沒有人會贏

他們，那一屆結果是老師第一名。我們教師組楊國勝是淡江校隊，林哲雄跟我是師大

系隊，所以我們也不是那麼好欺負的，到現在碰到在中央大學教書的代聯會主席，他

還在講獎盃的事情。運動會的時候很多老師都出動，帶隊至少要幾個人站在班的前面

帶隊，我們還會當終點裁判。

林：再請您談一下多年所研究的領域。

王：我的碩士指導教授是王九逵，他在台大教書，所以我那個時候要去台大上課，他教

我抽象調和分析，抽象調和分析就是 locally compact abelian groups 上面的積

分論。我跟王九逵老師學了一些抽象調和分析的基本概念。後來我到美國念書的時

候，我的博士指導教授是 Richard R. Goldberg，第一本 Fourier transform 的書

就是他寫出來的，他也教我很多抽象調和分析的概念。抽象調和你一定要對拓樸和代

數有所了解，因為 locally compact 是拓樸，而且 abelian 是代數，以前大家都以

為我要學代數。我 1971 剛回國教書時用書是 H. J. Reiter. L^{1}-algebras and 

Segal algebras，那個時候來上課的有第四屆升研一的于瑞和與魏慶榮，還有第五屆

大四的鄭清水。不好的命運降臨到第四屆：最會念書的三位同學方薇、于瑞和與魏慶

榮。方薇大三時在路上走的時候，一個腳踏車輕輕地擦到她，她就坐下去，送到醫院

去，他們班上大家都去跟她做 CPR，還是沒有救回來。我一直想栽培于瑞和成為一個

分析學家，他到 Chicago University 去念書，Chicago　University 資格考很難，

但于瑞和考過了。著名的 Calderón-Zygmund Lemma 那個 Calderón 是 Zygmund 的學

生，Zygmund 幾個學生都是大師：如 Marcinkiewicz、Calderón、Stein 和 Cohen。

Zygmund 是波蘭人，他有一次在波蘭的時候，他的建構了 non-linear interpolation

的學生 Marcinkiewicz 說「老師你來看我，我不方便去看你。」結果他去監牢裡面看

Marcinkiewicz，Marcinkiewicz給Zygmund那篇non-linear interpolation的論文。

Marcinkiewicz 那個 non-linear interpolation theorem 到現在還是分析中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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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定理，另外 Calderón-Zygmund Lemma 也是分析中非常重要的定理。Calderón

是阿根廷人，他找了很多阿根廷的學生到美國，現在也很出名。Stein 是張德健的指

導教授，是美國分析的教父。Cohen 是一個天才，他在 Stanford University 教書的

時候，他去問那些邏輯的教授，他說「你們邏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他們就說

Gödel 證過 continuum hypothesis 和 the axiom of choice 與 Zermelo–Fraenkel 

axioms 是相容的，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continuum hypothesis 和 the axiom of 

choice 與 Zermelo–Fraenkel axioms 是否獨立？ ，後來 Cohen 證明 continuum 

hypothesis 和 the axiom of choice 與 Zermelo–Fraenkel axioms 獨立。因此

Cohen 在 1966 年得 Fields Medal。我很高興 Calderón 已經決定要收于瑞和了。那

時候剛好在我在 Princeton University 進修，我正高興 Calderón 收于瑞和為學生，

又聽到他得了血癌，心裡很難過。後來進修完，我就路過 Chicago 請他吃飯。他妹妹

曾去抽骨髓給他，但是他跟我說有 negative 的反應，我們吃飯的時候，大熱天穿一

個大衣，因為他不能感冒，後來沒有多久就往生了。後來把他的數學書都捐給我們清

華數學系圖書館。講到魏慶榮我心裡就很不安。我教抽象調和分析那年，鄭清水做出

Reiter 書上一個 conjecture，也發表了。于瑞和只有念一年就去美國，魏慶榮來找

我當他的指導教授。我那已經有三個學生陳茂生、李育嘉和曾慶男，所以就跟他說「你

找別人，我已經有三位學生。」他當場大怒，魏慶榮和鄭清水在清華數學是最好的學

生，不是說他不好不收他，後來他碩士畢業以後就去台大當講師，他本來是不想出國，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周元燊院士，覺得很可惜，周院士將哥倫比亞大學申請獎學金的

表格幫他填好了拿到台大去，請魏慶榮簽名，所以魏慶榮沒有申請第二個學校。魏慶

榮念完博士後到馬利蘭大學教書，我們很多人在馬利蘭大學教過書像劉太平院士和張

德健。魏慶榮說 :「我要當到正教授才回台灣，人家才不會覺得我是沒有地方去才回

台灣。」結果他當正教授後馬上回來台灣。在 1989 年，魏慶榮就是國際數理統計會

的會士；美國科學訊息研究所 (ISI) 在公元 2001 年公布，高度被引用的數學、物理

和化學研究者在台灣有三位；第二次公布在台灣有六位，台灣數學領域只有魏慶榮二

次都有列名；魏慶榮也是最重要雜誌的編輯，他的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他那時候成

就已經這麼高了，不知道為什麼，他還跟兩個院士說他的碩士論文是跟我做的，他的

碩士論文是跟我做的沒錯。後來魏慶榮不幸因腦癌往生，在追悼會上有一個院士還說

他的碩士是跟王懷權做的，他那麼有成就為什麼還計較一個碩士論文，我估計是像魏

慶榮覺得我這麼優秀的人，還有人會拒絕指導論文，他心裡覺得很不滿。事實上，這



79

件事情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很不安，但這件事情並沒有影響我們之間的友誼。

我離開抽象調和分析時，寫了一本書 Homogeneous Banach Algebras，在美國 Marcel 

Dekker 出版。李家同所長也有一本書在美國出版，李所長就在清華雙周刊上介紹我

的書跟他的書，所以清華很多人都知道我的這本書。我的這本書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和

美國各大學圖書館都有。地球是 Rn，locally compact abelian group 在空中，跑

得快，但較沒有根。事實上我師父 Richard R. Goldberg 懂抽象調和分析也懂 Rn，

世界上最懂 Rn 當然是 Stein，我們早期用那本 Royden 的實變書事實上不很好，因為

他沒有那麼 Rn，後來 Zygmund 的實變書出來大家都用，現在 Stein 又有一本實變書

出來， locally compact abelian group 跑得快，像雲一樣，但是較沒有根。有一

個大力士，沒有人打得過他，因為他在地上地會給他能量；有一個天使跟他打，打一

下就飛上天空，大力士就跟著他飛到天空，時間一久他的能量就沒有來源了，最後就

給那個天使打死，這是說我們做數學不能離開 Rn。離開抽象調和分析後，我接著要

做古典調和分析 classical harmonic analysis，古典調和分析就是 Rn 上的積分理

論。古典調和分析有三本好書：我師父的 Fourier Transform，Y. Katznelson 的 An 

Introduction to Harmonic Analysis 和 E. M. Stein 的 Introduction to Fourier 

Analysis on Euclidean Spaces。我用這三本書訓練出很多好學生如：陳璋泡、李育

嘉、王丕承、陳茂生、丁美齡和張德健。

我於 1977-78 到 Princeton　University 要去跟 E. M. Stein 學 Rn，結果他教很多

線性 PDE，Princeton　University 很多古典調和分析家都在做線性 PDE，PDE 分三

種：橢圓方程、拋物方程和雙曲方程，拋物方程和雙曲方程是有時間的，有物理的直

覺。橢圓方程用很深的分析，我那時就決定以後要做橢圓方程。

法國有兩微分方程大家：阿利安火箭的負責人 J. L. Lions 和 H. Brezis，H. 

Brezis 是 J. L. Lions 的學生，J. L. Lions 的兒子，也是 Fields Medal 得主 P. L. 

Lions 是 H. Brezis 的學生。J. L. Lions 和 H. Brezis 分別來台灣演講，演講中談

到 Banach manifold 上的 Lagrange multiplier 和 implicit function theorem，

這種 Banach manifold 上的微積分我都不知道，我決定要去法國學非線性分析跟微分

方程。我在1983-84到巴黎跟H. Brezis學非線性分析跟微分方程。巴黎地鐵很方便，

我在巴黎到處聽課和印書與印論文。Rabinowitz 的 degree theory 是法文的，我全

部把它翻譯成英文。把巴黎得到的資料整理成講義，教了 20 年，後來我要退休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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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就出版非線性分析書 Nonlinear 

Analysis。後來我邀請倪維明到清

華 大 學 上 一 個 半 月 的 semilinear 

elliptic equations 課， 對 台 灣 微

分方程的發展，有巨大的影響。倪維

明將在清華大學的講義，出版成書

semilinear elliptic equations，

是微分方程經典之作。我在 1988-

89 去 Minnesota University 進 修，

跟 倪 維 明 學 semilinear elliptic 

equations。

微 分 方 程 我 做 unbounded domains 

上 s u b c r i t i c a l  s e m i l i n e a r 

elliptic equations 解 的 存 在 與 正

則 性， 因 為 unbounded domains 上

沒 有 compactness， 所 以 我 帶 領 了

我 們 研 究 群 PS group， 做 了 21 年

unbounded domains 上 研 究， 建

構 PS theory， 得 某 些 unbounded 

domains 上 subcritical semilinear 

elliptic equations 解的存在性，例

如 Esteban-Lions domain 是 一 退 化

flask，Esteban-Lions 證明 Esteban-

Lions domain 沒有非零解，我們進一

步證明「flask 的球半徑大到一個程度

就有基態解，flask 的球半徑小到一個

程度就沒有基態解」。

後來我指導的博士生：朱啟平、曾旭

堯、許清山、陳冠如、吳宗芳和林

倪維明教授（上圖右二，下圖後排左一）與

國內學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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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莉都是做微分方程。碩士班如李明融、連文璟、陳國璋、蔡亞倫、楊其儒也都是

做微分方程。PDE 年會，劉太平說國內我教的微分方程學生最多。陳國璋研究很傑

出，我現在變成以學生為榮。我們的許多結果發表為 Palais-Smale Approaches to 

Semilinear Elliptic Equations in Unbounded Domains，Electron. J. Diff. 

Eqns.， Monograph 06, (2004 年 )。

林：那我們知道您曾擔任中華民國數學會理事長，在任內所推動發展的事務可以跟我們談

一談嗎？

王：我在任內做了比較重要的是三件事情：第一是中國數學雜誌，中國數學雜誌一直由台

大主辦，我們在國科會開會，將中國數學雜誌交由中華民國數學會主辦。我們將中國

數學雜誌改名為台灣數學雜誌，經過蕭勝彥、吳培元和許世壁三位主編的努力，最後

台灣數學雜誌成為 SCI 雜誌。第二件事情呢？很多學會都有獎項，我們中華民國數

學會沒設任何獎項，我開始設：中華民國數學會學會獎、學術獎、青年數學家獎，還

有一些學生的獎。且將第一屆中華民國數學會學會獎頒給李新民教授，後來我跟許世

壁教授也都獲頒中華民國數學會學會獎，陳國璋今年也獲頒中華民國數學會學術獎，

張介玉也獲頒中華民國數學會青年數學家獎。第三個就是主辦台菲研討會。M. P. 

NAVARRO 任菲律賓數學會理事長時，我剛好任中華民國數學會理事長，我們倆約好辦

台菲分析研討會，第一屆在菲律賓辦，第二屆到新竹來辦，這樣輪流下去，兩年一次，

到現在已經辦 9 次。

林：那王教授除了研究方面很傑出，此外還獲得清華大學傑出教學教師，還有教育部的教

學特優教師，那可以請您談一下在清華教書的經驗，以及和學生相處的過程，這可以

提供給其他後輩老師做參考。

王：碩士跟博士的指導我沒有甚麼好煩惱的，因為我們的主題就 unbounded domain 上方

程的解，這題材非常難，我知道我們要往哪裡走，所以題目方面沒有問題。早期大學

生考試，十題有九題課外的，蠻有挑戰性的。我記得有一年物理系大一的學生，有一

個是大專聯考第八名進來的，其他的成績都可以上台大，我教他們微積分，我想這一

班成績這麼好，第一次月考我是不是可以考深一點，所以我就出較難的題目，結果最

好那位考 40 幾分，其他的都在 20 分以下。我發現數學不只要聰明，要有成熟性，後

來我開根號乘以 10 給他們過。我大兒子現在在台大教書，他說他國中的時候，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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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我教書的時候，右手寫黑板，但是我眼睛是看著學生。我上課的時候把重要的

定理，像隱函數定理和微積分基本定理，要學生像小學生一樣跟我念定理三次，大家

一起念、或著個別起來念，我覺得這樣不錯。要講多變數的時候就需要向量，他們就

傻住了，我就叫他們跟我念三次「我愛向量」，他們起先有點不好意思，後來習慣了，

所以我在上課常常有人在跟我念。到最近的十年，很多學生根本就在上網，我認為現

在的學生要用另外的角度來帶他們。我常聽說「我出 20 題，考 10 題，學生還是考不

好。」我這個方法比他好：我每教完一章就考平時考，考完以後我就將習題和解答上

網，譬如說我教了七章然後期中考，我說我期中考的題目都從平時的題目出題，沒有

一題例外。平時考我考那些都重要概念，他背起來也好。期末考也是這樣出題。所以

我一直覺得考試出題，第一是輔助教學，第二是時間函數，你今天不能對學生 10 題

考 9 題課外的，那已經是另外一個時代了，我聽到我們系上有一些老師「現在系上學

生程度有多低，我考那麼簡單他都不會。」他們很多人，尤其外系的如經濟系的，經

濟系的是文組的數學，那我們的老師去教的時候也是用相同的方法去教是不行的。

王懷權老師與訪談人林慧莉（右一）、陳國璋

（左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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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於 1962 年成立數學研

究所碩士班，1963 年 3 月新生開始

入學，此次新生分兩屆畢業。我於

1964 年 7 月入學，1966 年畢業，是

清華大學數學研究所碩士班的第三

屆。本屆共有 11 位同學：包含王懷

權、高正雄、張令雄、張德新、陳

昭正、陳殿文、黃提源、楊兆昆、

楊國勝、葉福和謝志雄。那個年代，

錄取名單是透過收音機廣播公佈的。

我們的任課老師，除了清華大學數

學系所永遠的李新民老師和徐道寧

老師之外，學校還用庚子賠款，聘

請了來自日本、西德和美國的短期

客座教授，除此之外，學校還聘請

了華裔學人樊畿、楊忠道、葉玄、

王憲忠和蘇競存等短期的客座教授。

1972 年夏天，李新民老師到美國去

做研究，但是不到一年就回來了，

因為他要接中央大學的校長。

數學研究所上課地點一開始是

位於現在工程一館的核工館。清華

大學於 1964 年開始招收數學系大學

部的學生，1971 年我從美國返回清

清華數學 50 年

撰文：王懷權 ( 數 66G) 教授



84

清華大學數學系
50週年紀念文集

華大學數學系任教時，上課地點搬到現在的電資館 ( 見上圖 )。之後，

清華大學數學系館又搬到現在的綜三館。樊畿教授多次到清華大學數

學研究所講學，上圖是樊畿教授到清華大學數學研究所演講後與系上

同仁合影留念。

念研究所時，我們都會在現在的小吃部吃飯。最特別的是，如果

你有哪一餐不吃，就在名單上打個叉，學校之後就會退錢給你。另外，

學校的籃球校隊同學，有學校多加給的牛奶和雞蛋，令人十分羨慕。

1966-67 年我在清華大學數學系當一年助教，代替服兵役。我主

要是擔任徐道寧老師授課數學系第一屆同學近世代數的助教和徐道寧

老師授課核工系第一屆同學微積分的助教。數學系第一屆同學高手甚

多，有些同學目空一切。有一次，他們派一位同學來問我一個難題，

我知道我一定要解出來，不然他們會不服氣，那一天晚上不睡覺，終

於解出難題，以後同學對我就比較親切，且有笑容。第一屆同學孔祥

重在學校是長跑高手，後來成就甚高，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與哈佛

大學比爾蓋茲講座教授。核工系第一屆同學除了會念書外，也很會搞

政治，有一時期，美國留學生中左派和右派的領導人都是該班同學。

第一屆同學中，許明德教授是現任清華大學財務長。

1967-68 年我到中央研究院擔任助理研究員，李新民老師要我回

樊畿教授（左六）與系上同

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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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數學系兼任大二高等代數，當時任課班上有林逢慶教授、許世壁教授和賴恆隆教

授。許世壁教授和賴恆隆教授後來都回母系任教，而林逢慶教授則到台灣大學資工系任教。

1968-71 年我赴美國求學，1971 年回母系任教。1971 年我開調和分析課程，數學系第

四屆高手魏慶榮和于瑞和與第五屆高手鄭清水都來選我的課，並且做出論文。鄭清水後來

擔任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的教授；魏慶榮後來擔任中央研究院統計

所所長；于瑞和後來到 University of Chicago 念博士，考過資格考，數學大師 Alberto 

Pedro Calderón 決定要當于瑞和的指導教授，然而，于瑞和卻突然罹患血癌，那一年，我

剛好在 Princeton University 進修，特地從 Princeton 到 Chicago 去看他，請他吃飯，

當時是大熱天，但于瑞和卻穿著大衣，怕得感冒。過沒多久，于瑞和就往生了，于瑞和往

生後將他的數學圖書捐贈給清華大學數學系。

李新民老師和徐道寧老師編寫東華本高中數學，我也參與編輯。有一次出國開會回來，

機場的檢查人員，看了我護照名字，問我是否為高中數學編輯教授，我說是，他沒有檢查

行李，就讓我過去了。

大學部招生以後實行導師制，每一位專任教師都要領導幾個導生，導師請導生吃飯是

最常見的師生相聚，導師費不夠，請導生吃飯我都自己再貼錢。多年後，在國內外都會有

系友來告訴我，他們曾經假裝是我的導生，到我家去吃飯。

回母系任教期間，常常到李新民老師與徐賢修校長家打橋牌。徐校長打橋牌很大膽，

與李新民老師打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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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不好時他會叫很高，徐校長的理論是我們損失一些分沒關係，對方應該有大 slam。跟李

新民老師打橋牌時，老師輸了就不讓我們走，有一次把他家冰箱裡的東西全部吃光，離開

他家時，已經凌晨兩點了。梅竹橋牌賽，我常和沈君山院長搭配，沈院長叫牌喜歡詐三家，

我會判斷他是否在使詐。有一次，他身上只有兩張 spads，開叫 one spad，交大有 10 張

spads，被他叫 one spad，反而叫不出 spad 來。沈院長打牌也喜歡詐，有一次最後一副

牌，聽到公開室說清華輸1 imp，沈院長就將2 no 的牌叫到3 no，然後打牌中睡了數分鐘，

醒來時突然打出 ace，下家有 king 和另外一張小牌，居然拿 king 給他吃，結果清華勝，

我覺得沈院長像諸葛孔明一樣聰明。

清華大學數學系教師專業又敬業，培養出孔祥重教授、蔡瑞胸教授和梁賡義教授三位

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大學數學系教師也喜歡運動，有一次清華大學越野賽跑，大家說前

五名都是工友，然而事實上，本系徐復教授也跑進前五名，但因為他皮膚黑，身穿舊短褲，

而被誤認為是工友。

有一次清華大學拔河比賽，本系是學術單位第一名，全校第二名，只輸給外工班組成

的總務處，老師比賽時，學生在旁加油。

有一次數學系舉辦排球比賽，主辦的系學會代表做了一個特別漂亮的冠軍盃，他們班

上有幾位排球校隊隊員，他們認為冠軍盃一定是他們的，沒想到那一屆冠軍是教師組，已

經過了十幾年，他們還會提起。

清華大學運動會，本系教師全部出動，在班級前面帶隊繞操場行走，並擔任徑賽終點

裁判。

拔河 打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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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數學系的中學暑期進修班，收中學教師，共念四年。教暑期進修班就等於整

年都要教課，其實蠻累的，但是這些中學教師都很懂事，所以也過得很愉快，前總務長翁

正明教授就是清華大學數學系中學暑期進修班的第一屆學員。

我於 1964 年 7 月進入清華大學研究所碩士班，到現在為止，除了在美國念書的三年

之外，都與清華數學在一起呼吸，時間長達 43 年。最後祝清華數學健康快樂、事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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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世壁教授

鄭國順教授

 林文偉教授       專訪

陳：今天在清華大學數學系成立的五十

周年慶祝系列活動中，我們很榮幸

也很高興能夠訪問到對於台灣數學

界貢獻卓著的三位學術界前輩，也

是我們的恩師：鄭國順教授、許世

壁教授以及林文偉教授。他們三位

都與清華大學有著非常深厚的淵源。

很榮幸的由我 ( 中央大學數學系 )

及王辰樹教授 ( 成功大學數學系 )

共同訪問他們。首先，請三位老師

口述一下多年來與清華大學的淵源，

也能在歷史上留下一些回憶與記錄。

許：我是清華大學數學系 1970 級畢業，

後來去美國愛荷華大學唸 Ph.D.。拿

到博士學位之後，我就去申請清華

大學應用數學所的教職，也許當時

愛荷華大學是個小學校吧，所以申

請就沒有通過。後來因為我的恩人 -

鄭國順教授 - 的關係，交大才聘了

我。我在交大任教共六年時間，最

後一年由於某些因素與郭南宏校長

受訪人：清清華大學數學系 許世壁教授，以下簡稱許。

中正大學數學系 鄭國順教授，以下簡稱鄭。

交通大學應數系 林文偉教授，以下簡稱林。

訪談人：中央大學數學系 陳建隆教授，以下簡稱陳。

成功大學數學系 王辰樹副教授，以下簡稱王。

訪談時間：2013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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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不佳，因此想要離開交大。當時我打電話給清華大學的黃提源教授 ( 清華大學

應用數學研究所所長 )，問他有沒有辦法在兩個禮拜之內給我一張聘書。正好當時清

華大學統計所一直想要獨立出去，但是校方回應他們說要先把應數的人聘好才能獨立

出去。所以就是那個機會，我就來清華大學的應數所。這真的是一個機緣，因為以前

在交大從來沒有想到會來清大，當時在交大也很愉快啊！

陳：你是一九八幾年到清大的呢？

許：我是一九八五年到清大。我在交大六年，一九七九到交大。

陳：接下來請鄭老師談談與清華大學的淵源。

鄭：其實我不是清大畢業，也不是數學系畢業。我是台灣大學物理系畢業，然後到美國拿

到物理博士，回來台灣之後就申請清華物理系。最後清華物理系和應數所合聘我，因

為我是做理論物理方面，比較偏向數學方面的應用。但是當時跟應數所的關係沒有弄

得很清楚，因為我是十二月份博士論文就已經口試完了，恰好也有申請交通大學。我

是申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其實它是比較偏電機方面，所以當時想那邊大概也沒有

什麼機會。可是那時有一個在 Stony Brook 大學，常陪我下棋的朋友叫謝正雄，他是

早我一年回來，在交大電子物理系任教，他知道我申請電子物理系的希望不大，所以

他就拿著我的申請資料到交通大學應數系，那時候交大應數系的系主任是一個做理論

固態物理方面，叫吳啟宗教授，他看了我的資料之後非常高興，因為他那時候規劃了

一門課叫做張量分析 (tensor analysis)，但系裡面找不到適合的老師開設，原本是

三、四年級的課，而且是必修的。當時他看我的論文，內容裡頭有很多的上下標符號，

他就認為那一定是跟 tensor 有關的，所以他就打電話問我，要不要來交大應數系教

授 Tensor Analysis 的課程，最後因緣際會就到了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去了以後開

始教理論力學、Tensor analysis，也有教微積分和高等微積分。那時候叫做交通大

學工學院應用數學系，所以學數學的人不太願意去交通大學工學院，當時聘老師不是

很容易，所以我到那裡三年之後就接了系主任，才會巧遇他 ( 許世壁老師 ) 要申請教

職。但是他要回來遇到了麻煩，因為他在美國有不良紀錄，所以需要有保證人，所以

我就替他作保，他就回來了。回來以後我們在交大的日子其實也過得不錯啦！後來我

也漸漸轉到數學方面的研究，剛開始是許世壁帶領我去研究 ODE，之後劉太平院士回

來就開始做 PDE。當許世壁到清華一年後，我也是因為類似的事情，所以就到清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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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華的時間其實只有三年，其中有一年還去了美國，所以實際上在清大的時間是

兩年。後來就到了南部的中正大學，但是清大這裡當時也收了一些學生，因此也常常

回來，因為清大這裡的師生比較多，所以相處的時間雖然短，但是感情還是很深厚的，

一直到現在還是跟這裡的同事都相處得很好，大致上就這樣。

許：我補充一下，我當年請鄭國順來清大應數所是有一個小故事，那時候沈君山是理學院

院長，所以當時鄭國順就跟沈君山下了一盤棋，結果鄭國順輸了，然後就過來清華了。

陳：我們現在請林文偉老師講一下與清大的淵源。

林：好，我簡單講，我是 1976 年進入清華大學數學所就讀，那時我是政大應數系畢業，

原本是唸純數學，我還記得碩士論文題目是有關 Flatness 及 Algebraic vector 

bundle，是代數幾何方面。後來考上公費留學德國，當時公費有五年。那時我本來想

要跟Professor Hizebruch學，但他說如果要唸代數幾何的話可能要花費十年的時間，

於是我就去跟辦理公費的主任作說明，他當時建議我轉唸有關電腦方面的，以後找工

作也會比較方便，所以那時候我才開始去學數值分析。後來我在德國唸了六年，1986

年回到台灣，那時也是申請交大跟清華這兩所學校的教職，交大第二天草聘就給我了，

但清華需要三個月的安全調查，因為我也是有不良記錄，後來是我的恩師，他力保我

且一直勸我耐心的等，還有當時的主任周若珍也有幫助我，反正最後我選擇了清華，

也退了交大的草聘，所以就這樣因緣際會地回到清華應數所。當時確實是有黑函，因

為我當所長的時候，許老師曾經拿黑函給我看過。我在這邊服務了二十二年，後來因

為某種原因我就去了交大，目前是在交大服務。

許：我剛從交大過來清華應數所的時候，當時的應數所是不太一樣的。那個時候分統計組

和力學組。力學組就教一些流體力學方面的知識，我自己對流體也不太懂，所以我就

把它廢除，轉變成以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數值分析等為主，而這些方面比較不

像工學院的應用數學所。

林：我補充一下，在 1976 到 78 年期間，那時候在台灣研究偏微分方程的人真的不多，一

直到鄭老師和許老師他們回來。那時候王懷權也是做 C-star algebra，也沒有做有關

PDE 方面的，所以我們那時候幾乎都是以純數學為主。

許：以前那個年代的數學都是以幾何、拓樸、或是代數為主流，我想是因為那些做幾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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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來就對微分方程是比較看輕的，覺得沒有甚麼價值。後來是因為丘成桐做了一些

運用偏微分方程來解決幾何方面的問題，然後才開始看重偏微分方程。可以說跟以前

是完全不一樣，我記得那個時候清華的偏微分方程，都是請中研院的李志豪和周謀鴻

來這裡兼課。

陳：三位老師剛才都談到那時候的學術環境，我們進一步想請三位老師談談當時的年代，

你們站在學術發展的關鍵點上，對於學術的理想和抱負與實現的過程，來和我們談一

談，讓我們後輩更能體會當時的一個歷史經驗。

許：其實我在 1979 年回到交大，那時候在台灣的生活真的是很窮困。之前我也在數學年

會談及那時交大是在新校區，也就是光復校區，我跟鄭國順常常騎腳踏車到那裡，一

路都是石頭鋪成，所以我們幾乎每個月都要換一次車內胎。那時的環境是蠻艱辛的，

尤其是在交大，我記得那時候在交大並不是一人一間辦公室。

鄭：我去的時候還是四個人分配一間辦公室。

許：記得那時候我問鄭國順能不能自己買一台冷氣機裝在辦公室用學校的電，因為當時鄭

國順是系主任兼所長，於是他就答應了，所以那個年代做研究是蠻辛苦的。記得我在

1979 年到交大，一直到 1986 年期間我都沒有機會可以出國，因為那個時候國家是比

較窮困的，沒有經費讓我們出國開會，不過那個時候我在交大辦活動，譬如請李天岩

來演講，講有關 homotopy method 等方面，非常的轟動，而參加的人也非常踴躍。所

以那個時候我一直想推動發展應用數學和數值分析，我這輩子做 Applied Math 最大

的遺憾就是從來沒有寫過一篇關於數值分析的文章，現在仔細回想起來，這也許跟個

性有關，我的個性原本就不適合去做一些要運用電腦模擬，數值分析這一類的研究。

所以那個年代也不能說自己是站在學術發展的關鍵點上，而我們也不是很清楚學術研

究的理想和抱負，只知道我們剛從美國回來，有許多的未解決的數學問題，就盡可能

的把它們完成。

陳：現在回顧那個年代的人事物，一直影響到我們後輩這一代，所以可以請三位老師再多

談一些那時候關鍵點的實現和理想。

鄭：那時候其實我們也很困惑，我們也不知道甚麼叫做關鍵點，不過在我們之前，實際上

純數學是有人在研究，但是不多，應用數學的話是幾乎沒有，所以應用數學的研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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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是從我們那時候，尤其是在交大那時候才開始發展，但問題是那個時候，整個國家

甚至學校都還沒有支持研究的概念。記得那個時候，每一篇論文都是必須自己打字，

所以我就從美國帶回來一台打字機，運用一指神功來打論文。可是遇到數學符號就很

麻煩了，打字機上必須要更換 IBM特製球的裝置，但我不會換，所以只好自己用手寫，

不過當時也是可以被接受，所以那時候很刻苦的。後來有了國科會的設立，而學校也

獲得國科會的支持，慢慢地有興趣的人集中起來，當時交大也集中了不少人，包括許

世壁和我，還有林松山、林紹雄，以及蕭正堂等等，逐漸形成氣候。我們成立了碩士

班，剛開始前幾屆的學生程度，普遍來說不是很好，所以指導起來比較辛苦，但因為

那時候在台灣讀研究所不是那麼普遍，因此他們都能順利畢業，往後也都還可以找到

不錯的工作。其實台灣數學教育在培育人才方面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大概經過幾

年之後，碩士班的學生程度開始提升，優秀的學生都進來就讀，我們指導起來也就比

較輕鬆愉快，那時候大家就憑著一股興趣一直往前衝，再加上一直不斷有優秀的人才

回國推動學術發展，像劉太平、倪維明等等，我們甚至要求他們要留下一些寶貴資料

供日後參考，例如倪維明就留下一本講義，劉太平回來時也留下了一些數學的 open 

problems，那時候因為劉太平在中研院，我們每個禮拜還要撥一天時間去找他。那時

轉車到台北相當不便，在中研院待一天下來，回到新竹都已經很晚了，一個禮拜去一

次，整個暑假很多人都去，我們這裡也有很多人去，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才漸漸形

成氣候。

許：那個時候我和鄭國順合作寫了幾篇關於生物數學的文章，鄭國順也從我這裡得到了一

個很好的問題，也就是證明極限環的唯一性，我們至少合作了兩三篇，其中有一兩篇

被引用的次數還挺多的。不過因為鄭國順是學物理的，我就發覺和鄭國順一起合作時，

你千萬不要跟他 compete，他動作很快，早上六點鐘他就起來開始做研究，那時候在

聽劉太平的演講時，鄭國順的動作最快，他對 shock wave 的東西很有感覺，他可以

想像得出波的形式，我們學數學的根本還搞不清楚波在哪裡，記得當時劉太平給了幾

個 open problems，我記得是關於 conservation laws、flux rate  不是 convex 

的相關問題，他一下子就做出來了，所以鄭國順可以說是我人生中非常敬佩的一位學

者。

鄭：學物理的好處就是比較有直覺，因為很多問題都是從物理來的或者是跟物理有關的。

我還沒有做數學分析之前，會先由物理的角度出發，再接著做數學分析，所以會比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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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做數學分析還來得快些，差別就在這裡。

陳：接下來可不可以請林文偉老師談一談在清華應數所時的工作情況。

林：由於當年還沒有 E-mail、Skype，或是 MSN，所以一切都必須以信件來聯絡。我們當

初作研究，純粹就是一個興趣而已，我那時候也做了將近一年有關微分方程的研究，

關於鄭老師的 conservation law 也做了一學期，在裡面學到了不少知識和技巧，當

時一起做研究的夥伴還有陳建隆主任、王辰樹教授、王振男主任，以及林太家教授等

等，記得那時候王辰樹教授、王振男主任和我是一起睡在研究室裡，我們在大研究室

裡睡了一年，陳建隆主任那時候是鄭老師的博士生，我們每天晚上都熬夜做研究到兩

三點，所以後來王振男、林太家、陳建隆、王辰樹都非常的有成就。因此那時候做研

究就是一個興趣，沒有其他想法也沒有壓力，在自然而然的情況之下，還是能夠寫得

出一些論文。當時我剛開始在清華發展，許老師給我很多的鼓勵，甚至升等的時候也

對我非常的照顧，還有當時申請一些學者來訪之類的事，許老師都相當的幫忙，雖然

他只比我大幾歲，但那時候對我的指導與照料非常的多，我由衷的感謝他。

許：那個時候因為還沒有理論中心，所以我們要請其他學者來訪問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當

時我們只能向數學推動中心申請經費，或請中研院數學所幫忙。

陳：許老師他們雖然在清華應數所的時間不是很長，但對於後輩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尤

其在人才的培育上面，坦白說我們都是效法老師們的做法和理念。可不可以請你們談

一談對於台灣學術界的期許和展望、人才的培養，以及學術界未來可能的走向。

許：現在的師資比以前好很多，目前整個大環境的條件很好，譬如說有理論科學中心，我

們想要學習什麼樣的領域，或想要走在世界的前端，就可以請頂尖的學者來訪問，所

以現在的學習速度是比以前快得多。以前我們都要自己唸書，當年我們可以遇到的就

是劉太平和倪維明，也就是他們將 hyperbolic systems 跟 elliptic PDE 的研究引領

到台灣。現在不一樣了，頻繁的國際交流可以很快速的學想要的東西，所以現在年輕

的一代所做的研究，普遍來說比我們優秀。我們當年是抱著篳路藍縷、開墾山林的心

態做研究，而現在有許多的獎勵措施來鼓勵後進，儘管現在的學生似乎程度上是有下

降的趨勢，不過整體而言我還是覺得一代會比一代好。

鄭：我是覺得我們那時候各種物質條件，還有學術環境當然是沒有現在這麼好，但是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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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對數學有興趣的學生之所以願意來考數學系或來讀研究所，包括那時候交大和清華

也都收到一些很好的學生，是要拜台大之賜，因為當時台大收的學生比較少。現在有

些數學系的老師，除了自己的研究做得很好之外，也會將一些注意力放到如何去招收

對數學有興趣或有能力的學生，其實這不需要多。比如說清華數學系一年之中只要有

四到五個優秀的學生就夠了，沒有必要太多，但這是需要花一點專注力去發掘，尤其

是系主任必須想一些辦法，及早去接觸這一類的學生，然後吸引他們到數學系來就讀。

早期的物質生活比較困苦，所以各行業之間物質的報償並沒有這麼明顯，所以對數學

有興趣的學生可能就會來唸數學，但現在不一樣，他們很早就接觸到很多訊息，所以

他們懂得選擇未來報償比較好的科系就讀，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是有適時的引導，他

們可能就會有所轉變，若是沒有這種牽引力的話，他們可能就會朝向另一個方向了。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每一位老師，包括系主任，都要盡可能的去關注，並且設想出

適合的方法，尤其是在國立大學，老師並沒有招收學生的義務，這與國外不同，國外

的教授會對學生作持續的觀察，他們是比較主動的。

陳：除了我之外，在場還有一位系主任，就是清華數學系的陳國璋，我們得要牢記鄭老師

的寶貴建議。可不可以請林文偉老師也談一談呢。

林：現在台灣年輕人去國外留學回來的博士，在找工作的問題上，我覺得太重視 SCI 篇數

以及論文的量，這絕對會扼殺年輕人的潛力，因為最終還得視他們的研究計劃與內涵

而定，當然要判斷潛力其實不是這麼容易。現在國科會有一個職位叫做助理研究員，

月薪大概六萬多元，主要工作是做研究，並不需要教書，而這種制度在德國已經實施

將近有三十五年了，暫時申請不到教職的博士，通通留在學校裡做研究，主要目標就

是要努力拚出好的文章，比如說任期一次是四年，兩任期就是八年，如果在八年間寫

出了一篇或幾篇非常好的研究論文，就能夠藉此升等或得到專任職。國科會實行這個

制度好像才三年時間，我覺得可以充分利用這個制度，尤其你們兩位主任有義務幫助

具潛力的年輕人，協助他們申請，到我們清大、交大、中央，甚至台大做研究，我聽

說有許多優秀的人，因為無法找到大學教職，最後去了高中教書，其實三十多年前左

右，在德國有很多的博士甚至都去小學教書。

許：國科會有一任三年的助理研究員，也是可以升等，還有副研究員、正研究員，由國家

撥經費支薪，這也不錯的。



96

清華大學數學系
50週年紀念文集

林：我覺得充分利用這種制度是非常好的，但是台灣確實起步太晚，如果大家一直在乎

SCI 文章的篇數，就如集郵一般，非要有十幾篇的量才找得到教職的話，將來惡性循

環會很麻煩的。比如我以前有一位碩士生叫做李勇達，其實他的文章量並不多，但是

質蠻好的，而且他非常認真，最後輔仁大學給了他機會，不過那時他也接近四十歲了。

另外，還有一位黃印良博士也是，到了將近四十歲才進入台南大學任教。

陳：我想剛才各位都有提到國科會，國科會目前數學學門的召集人是賴明治，也是清華應

數所畢業的。

王：對的，是許世壁老師的學生。

陳：現在就請三位老師回想一下當年教過的學生，當時與學生相處的情況，以及你們對於

他們目前學術工作的一些看法和感想。

許：我在清華應數所教過很多學生，但是印象比較深刻的，比如有一位叫吳麗櫻，她跟我

一樣研究生物數學，非常的努力認真，還有一個叫做紀家瑋，他非常的聰明，我還記

得當時他生病，非常擔心無法做問題，不過後來還是順利畢業了，他給我印象就是非

常的有自信。另外一個就是賴明治，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當年他在清大應數所當學

生的時候，我正和劉太平在做有關 conservation law 的一些 nozzle flow 的問題，

但是需要運用計算才能知道 steady state 是 stable 還是 unstable，因為我不會算，

所以就叫他幫我算，我還建議他去找成大航太所的林三益學習一些計算方法，正因為

他經歷這些過程，後來他去美國紐約大學庫朗數學學院念書的時候就做流體力學這方

面的研究，所以那個年代的學生給我的感覺是很有自信。當然我們在應數所教書的時

候，王辰樹是最可愛的，以前有個節目叫做「點燈」，有一位新聞記者要訪問他，記

得當時我講了一段非常得體的話，我說每次看到王辰樹都沒有看到他的枴杖，後來「點

燈」的女主持人開場白就講了這句「看不見的拐杖」，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的學生是

非常有趣的。

陳 : 我補充一下，因為他們說我是大師兄，王辰樹當時是碩士生，那時候野百合運動要求

老國代要退休，台灣才會有更進一步的民主。王辰樹就號召我們幾個人全部去中正紀

念堂靜坐抗議，所以那時我們有一個禮拜都沒有上課，辰樹綁一個黃布條排在第一個，

我們好幾個人一起躺在那裡，我們那時候都非常欣賞辰樹的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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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事實上當時在清大應數所，三位老師除了建立非常良好的學術環境之外，也讓我們開

始瞭解到甚麼是自由思想。那個時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當時剛好是許老師當所長，

然後所上有一些教授就和他反映，為何學生都在參與這些活動，記得當時許老師就在

辦公室前面的走廊大聲的說：「我就是要支持這種活動。」；另外，我還印象深刻的

就是，林文偉老師是在 1991年的八月才升為正教授，但是在 1990年他還是副教授時，

卻完全不顧升等的壓力，完全支持我們的活動，情操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動。

陳 : 我們請鄭老師也回憶一下，當年教過學生的感想，以及在那個年代所經歷過的情形。

鄭 : 我在交大是比較久，在交大十二年，但是因為碩士班是許世壁到交大以後才成立的，

之後也才有博士班，所以我在交大博班的學生並不多。後來我到清華三年，實際上是

兩年，因為中間有一年在美國訪問，當時我在清華收的學生還不少，碩班的學生就有

六個。

許：林太家、王振男、羅廷剛，唸碩班時是你的學生，羅廷剛唸博士班時是我的學生。

鄭：那時候學生程度都很好，丟文章給他們就會看，看完了來報告，給他們一些問題回去

都會算，所以像是林太家和王振男，他們在碩班跟我真的做大概是一年，後來都表現

不錯，也都發表論文，所以在清華帶學生雖然多，但是不會很辛苦，看著他們的努力，

我自己也是很愉快。後來到了中正大學，因為接了行政工作就比較忙碌，所以帶的學

生就比較少，做研究的時間也被迫切割了。以前我在交大或是清華的時候，平常週末

有時會帶家人出去走走，做數學就有這個好處，他們走他們的，我的腦筋還是一直在

想問題、在算問題，所以有時候去玩一趟回來，他們很高興，我也很高興，因為問題

已經都解決了。可是接了行政工作之後就不能這樣子了，時間一旦被切割後就難以拼

湊起來，所以相對的也比較少做學術研究了。

陳：我補充一下，那時候我是鄭老師的學生，而他也是中正的校長。每次搭火車去找他討

論，就看到他桌上右邊擺的是公文，左邊擺的好像是他寫的筆記，所以就表示他工作

跟研究是同時在進行。現在我跟陳國璋也當了行政主管，我們的確是感同身受。

陳：我們也請林文偉老師談一談那時候的學生，你的學生是學計算領域預中最多的。

林：當初在台灣做科學計算的並不算多，二十年來我指導的博士生好像有七八個是在公立

大學，譬如說王辰樹在成大、黃聰明、范洪源、謝世峰在師大數學系，還有郭岳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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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雄大學，彭振昌是在嘉義大學及張書銘在交通大學，在國立大學有八位，而在私

立大學就很多了，應該有十六、七位以上。我常常掛在嘴邊，有點半開玩笑的強調，

每一秒鐘都要做研究，我是用這種方式來鼓勵大家，而大家也都是非常的認真。現在

的學生戰鬥力是比較低，找工作的壓力是比較大，當年「看不見的拐杖」上了華視，

點閱率是很高的、收視率也是非常的好，所以王辰樹進了成大，當然中間還有許多的

插曲，總之這些都是當年的一些趣談。

陳：我要再補充一下，林文偉老師那時常常跑來我們學生的研究室，還會和王振男以及林

太家他們一起打棒球，所以當時不論是讀書或生活上，大家的關係是很緊密的。

林：我們時常運動完之後，晚上唸書唸到半夜一兩點。

陳：有時候更是熬夜到隔天早上先去天橋附近吃完早餐，再回到宿舍睡覺。所以當時在清

華，那個年代的風氣，的確感染了很多包括我們在內的學生。現在想請三位老師再來

談一談，對清華大學數學系學生的一些期許。

許：其實現在的大環境已經不太一樣了，就算是唸數學系也不見得以後一定要做數學。首

先必須要了解，自己到底適不適合做數學，還有適合做甚麼事，因為人一定要做自己

喜歡做的事，才能樂在其中。再者，要做自己有能力做的事，有能力做才會喜歡，所

以我想這兩個條件都非常的重要，各行各業都可以去做。前幾天遇到一位我們的系友，

他是以前在清華唸碩士班，目前在華爾街工作，相當有成就，所以不見得一定要拿

Ph.D.。路是人開出來的，如果做任何事都很積極的話，自然而然就會有貴人來相助，

就會有機會。最近我的一個導生被退學，我就安慰他說這不要緊，這並不是世界末日，

也許是個很好的機會，可以讓自己好好的重新思考未來的出路。

鄭：的確，一個結束是另外一個開始。現在讀數學系的人數不少，實際上數學的專業工作

職缺也沒這麼多。然而，在數學系所受的數學訓練，也許在往後的進修或其他工作上，

會有很大的助益，所以不一定非要在數學領域裡找工作。因此當我到了中正大學，我

就開始規劃減少數學系的必修課程，並且增設一些關於工學院或管理學院的學程，而

校方及系上也都會協助學生了解各領域所修習的課程。我回來的時候，交大應用數學

系才成立第三年，後來我在科學園區遇到很多應數系的學生，他們在園區裡面大概都

做到中級以上的幹部，所以路是自己去找的，不見得讀數學就一定要走數學。當然，

如果真的對數學有興趣的話，那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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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剛剛鄭老師有提到，現在數學系裡有規劃一些學程，我想有很多學校，包括中央大學，

目前我們也有一些數學與資工的雙主修、財務數學學程，以及統計學程。我們也請林

文偉老師談一談。

林：我也支持鄭老師和陳主任所說的，我期許學生不要眼高手低，一定要動手做，譬如說

做數值分析，就應該把電腦打開，自己動手寫程式，而不是每天在紙上談兵。

王：我補個話，前陣子我們跟林老師有一個聚會，林老師的那句名言 --「每一秒鐘都要做

研究」-- 是我們學生之間相互勉勵的話。王偉仲就是深深地把這句話聽進耳裡，把

這句話放在他的電腦螢幕上，即使他睡覺的時候，因為電腦還在跑，螢幕保護程式就

一直出現「每一秒鐘都要做研究」，所以他除了真正貫徹林老師的意志之外，就連睡

覺他也在做研究。

陳：這個我可以證明，因為有一次跟偉仲在日本參加一個會，他也是讚許林老師的精神。

我出奇不意地想要問鄭老師一個問題，上禮拜我在台大校園遇到林太家，他要我請問

一下鄭老師，因為你原本是做物理的，因緣際會又在數學方面發展長才，在學術界重

要的關鍵點上又擔任過中華民國數學會的理事長，之前很多計劃的推動也都在你的手

下完成，而我們現在都說跨學門很重要，但目前我們很難做這些事，即使是物理跟數

學合起來，在理論中心也不是容易達成的事，所以我們想要了解，以你的經驗，跨學

門應該要如何規劃與執行。

鄭：其實跨學門要制度化並不容易，一般來說都是恰巧因緣際會而產生的，比如說有兩個

人，一個在數學界，另一個在物理界，他們同時對一個問題發生興趣，而且彼此能夠

溝通談得來，這樣的跨學門便順理成章的可以實行。一般制度化的成功機會其實不高，

主要原因是由於物理所關注的問題，跟數學所關注的並不一致，所以兩者間的交流其

實是不容易的。很多數學的發展初期都是來自於物理的需求，但是物理的需求達到一

個程度之後，就不會對關於數學分析或結構方面感興趣，而轉回物理的本義了。但數

學不一樣，常常物理方面的問題還未解決，我們就先做徹底結構性的分析與發展，而

這些發展或許會對往後的物理方面有所影響，但也就從此分道揚鑣了。我所謂的因緣

際會是指，當年我回來申請物理系，但沒有學校要聘我，所以我才到交大應數系。後

來許世壁到交大，也帶了一些問題回來，我們就一起合作。我們做物理的，對於數學

方面都是用到哪裡就學到哪裡，但往往都沒有學習透徹，我學 ODE，但是並沒有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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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透徹，我會用power series去解問題，但是比較深的定理，在我們物理上並沒有用，

所以就不會學。其實物理上用得到的一些數學，我們都會接觸，但是我們只學到夠用

就好，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把它學透徹，很多的細節都要從解決問題當中，一面做一

面學。

許：有時候還是一面教一面學。

陳：我記得那時候常常聽到，要學習什麼東西，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相關的教科書教一遍。

王：許老師也有和生物或物理領域的人合作過，是不是也請許老師談一談跨學門的問題。

許：我是有些跨領域合作的經驗，之前我有跟清大物理系林秀豪教授合作過一些工作，也

才開始真正了解物理學家所要的數學是什麼。其實物理學家有能力做 modeling，但

我覺得數學的好處就是我們所了解的結構比較紮實，所以我們有很多想法是他們沒有

的，我們有很多定理是他們不知道的。學物理的人看到一個問題，他們的直覺能夠知

道一個解大致的樣子，所以我和學物理的人合作得很愉快。不過，我並沒有機會和台

灣的生物學家合作，因為他們的數學太差了，大部份都是和美國的生物學家一起合作，

原因是，第一，他們的數學能力不錯，也有能力做modeling；第二，他們很感恩數學，

這是很重要的；第三，他們的computation做得很好，因此，我和他們合作都相當愉快。

比如說最近幾年，我們所合作的文章上，Introduction 和 discussion 都是他們生物

學家寫的，基本上，好的生物學家也是一個作家，非常善於引經據典，而我們數學家

所做出的數學結果，他們就有辦法做出很好的 b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陳：我們也請到林老師談一談計算方面的跨領域合作。

林：我的跨領域合作經驗也是相當愉快的。因為我做的東西是比較屬於下游，比較具體的，

比如說有關矩陣方程的問題，早期也有和電機系或核工系的老師們合作過，但是當時

因為問題都是比較具體的，所以跨領域的感受還並不強烈。一直到我們跟波音有一些

合作工作，那才是真正的跨領域，因為我們找到了波音 777 客機下降時晃動的問題，

他們很高興我們發現問題是出在副油箱，確實用數學的方法去找出設計上的問題。最

近我覺得跨領域反而跨回數學界，也就是所謂的計算幾何，那蠻有趣的，就是將微分

幾何如何推廣到能夠計算得漂亮，能夠在三度空間中展現，其中也和影像辨識、動畫，

醫學等等領域有關，當然最終還是要回到所謂的微分幾何層面。我個人覺得和電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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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的人比較好溝通。

陳：在日本數學界，很重視 modeling 的能力，他們是從學生時代

就開始學 modeling，而我們的學生卻是直接由具體的方程式開

始，這是最大差別。

陳：最後想請三位老師談一談家庭生活，以及家庭對你們當時學術

研究的影響。

鄭：數學的研究是長時間的累積，我那時候的習慣是很早起，然後

就到學校去，所以帶小孩、以及家裡的工作都是太太在做。因

為我很早起床，所以晚上我需要早一點睡，所以有一陣子晚上

八點多就想去睡覺，我太太都快受不了，不過該調整的還是要

調整，有了家庭和小孩，時間上就一定要分一些出去，這是沒

辦法的，總是得要取得家人的諒解。比如說做實驗就必須要長

時間待在實驗室，我們做數學還好，大部份就直接裝在腦筋裡

面，還不至於整個周末都要待在實驗室裡，棄家庭於不顧。

陳：我們請許老師來談一談。

鄭國順教授伉儷 ( 左一左二 )、

許世壁教授 ( 左三 )、林文偉教

授 ( 右一 ) 與訪談人陳建隆教授

( 右二 )、王辰樹教授 ( 前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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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其實我在美國當研究生，我幾乎每天過的生活就是，早上去上班，然後下午四五點回

家，晚上晚飯後大概七點左右去學校唸書，唸到十一、二點。我在美國工作三年也是

過這種日子，回台灣的前三年大致也是這樣的作息，所以我太太常常帶著小孩在外面

流浪，後來她跟我攤牌，如果我再這樣她就要和我離婚，我當下就安慰她說以後會常

在家裡，不過身在家中心還在辦公室，所以現在回想起來，我是相當對不起我太太的。

但是，我坦白告訴我太太，其實我有一個女朋友，這個女朋友就叫數學，所以每當我

說要去找小老婆，她也會很放心的。現在小孩子都長大了，反而多的是時間，但是已

經沒有體力了。

陳：我們也請林文偉老師來跟我們談一談家庭生活。

林：這些甘苦談大概都是一樣，我想對於數學的愛好是要投入非常多的時間，尤其剛剛鄭

老師講的不能間斷，二十多年我都在新竹，但我的家是在台北，所以我有時候禮拜一

或禮拜天晚上來新竹、禮拜五回去，當然我的時間就比較充裕，不用管這個，我老婆

也會自我解嘲，說不知道該如何煮飯給我吃，講了二十多年了。不過這樣我的時間上

非常有彈性，所以晚上我們會弄得很晚，周末回去也是一樣要陪她坐著看電視，但是

練就一身功夫，她講什麼，但是我的眼睛還是要看著那個定理，有辦法把她唬過就好

了，我是有這個本領的，到現在還沒有被她發現，也許有些做學術的老婆就看得出來，

至少周末我是陪著她，目前我的生活狀態還是如此。

陳：今天很高興在五十周年系慶活動以及應數所的四十周年，讓我們回憶當時老師的感想

與影響，我們也在這裡預祝清華數學五十周年的系慶圓滿成功，往後有更好的發展，

在三位老師影響之下能夠人才輩出，再次謝謝三位老師接受我們的訪問，感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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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雄教授專訪

受訪人：清華大學數學系 林文雄教授，

以下簡稱林。

訪談人：清華大學數學系 陳國璋教授，

以下簡稱陳。

 清華大學數學系 顏東勇教授，

以下簡稱顏。

訪談時間：2013 年 4 月 24 日

陳：今天非常高興我們能夠訪問系上資深老師林

文雄教授，那我想我就從林文雄教授來到

清華開始說起，是不是能談一下您來到清

華的經過？

林：我本來是在政大，事實上一開始是在輔仁，

我拿 degree 回來在輔仁兩年，然後到政大

去，到政大去剛好…這個東西我覺得該講一

講，我覺得，I’m very grateful to him 

my whole life，你有沒有聽過林早陽？

顏：聽過誰？

林：林早陽。

顏：林早陽？我沒聽過。

林：那天那個徐老師提過他嘛，第一屆台大數學

系碩士。

陳：嗯…碩士班。

林：Anyway，那一年我回來在政大，1977 年找

seminar，他也在讀代數拓樸，他是那個

Massey 的學生。

顏：Massey 喔…

林：Massey 就是那個耶魯大學。Anyway，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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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那時候在政大剛好在做一個題目，就是我後來做出來的那個題目，就是那個 Segal 

Conjecture。

顏：Segal Conjecture…。

林：後來剛好有一個機會，就是我跟林早陽找我去 seminar，然後我想就隨便申請國科會，

我想試看看，那剛好就是他幫忙我。剛好那次國科會就出國，因為那是最重要的因素

之一，所以那次去就剛好做出來了，然後做出來以後…回來以後就問 Mahowald，要不

要幫我介紹到中央研究院來，他剛好那一年到普林斯頓去訪問，Mahowald 就是我的老

闆啦！剛好項武忠就在普林斯頓嘛，項武忠他就幫我講，他後來有找沈君山這樣子，

就這樣子，所以沈君山就叫我來呂輝雄那個系演講，然後我就這樣過來。Anyway，我

在政大五年，來清華主要的 background 就是這樣子。換句話說，我來清華就是因為

剛才講的那些事情，那些 involve 的人就是這樣出來，尤其是林早陽，有貴人幫忙。

所以我覺得他…雖然也是有很多他不好聽的話，尤其是他的一些事情，不過我不想講

那些事情就對了。Anyway，我覺得我很感激他，有很多他的幫忙，然後項武忠幫忙我

能夠有這種機會過來，那時候你要 shift 到一個有研究的學校還不容易耶，剛好有這

種機會就過來，這是我的經歷，這個我想你們應該也不知道。

陳：那當然我特別想問的一點，就是目前你是台灣唯一的被 ICM 國際數學家大會邀請演講

的學者，我想關於這件事情，我們都很想聽一聽當時是甚麼原因，做的是…？

林：其實我剛剛說過我做的是 Segal Conjecture，那時候我來清華大概一年多，我來清華

是 1980，那 1981 的時候，突然我就接到一封信，那封信我大概丟掉了，不知道塞到

哪去，搞不好真的丟掉。是從波蘭，那時候是波蘭舉行 ICM，那我就嚇了一跳，那個

時候波蘭本來在 1982 要舉行，但是因為華勒沙的問題，反正波蘭變得很亂，就延期

到 1983，也就是那年丘成桐還有很多人去，丘成桐的拿菲爾茲獎座也是在那裡領的，

所以我猜想就是因為我做出 Segal Conjecture 的關係，所以就那封信叫我去，反正

就是邀請函叫我去演講這樣子。

顏：這件事我聽過，我可不可以補充一下，就是說我記得我在美國的時候，我碰到一

些也是同行的人，代數拓撲，我是聽 Ravenel 講過，他們講說當時你解這個 Segal 

Conjecture 的第一個 case，是 module case cohomology 。然後當時，因為那一年

的 ICM 是 Adams 一個主要的 organizer，Frank Adams，然後聽 Ravenel 他們在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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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s 相當欣賞你第一個 case 做出來的工作，所以那時候 Adams 極力堅持說一定要

邀請你去做一個 45 分鐘的報告，我聽到的是這樣，就是一些比較專業的學者在講。

林：那個 Ravenel 是他的師公啊，他是一個傳播者，而且做得很好，傳播者就是說他

promote 這個在拓樸這個 field 相當用力、用心。

顏：不過我現在想要問老師一個更專業的問題，你當時做這個 Conjecture 的時候，你

是不是基本上受到 Frank Adams 和 Mark Mahowald 兩位學者的影響？因為我的

understanding 是你應該是 1976 年…還是 72 年的 PHD ？

林：我 73 年。

顏：73 年，那我印象當中 Adams 是差不多 1970 年代的時候在 Chicago 講他的 lecture 

note，就是 stable homotopic theory 的 lecture note，那是很有名的 lecture 

note，當時你剛好是研究生，那你當時就坐在課堂聽他的 lecture，所以我在想說，

當時你可以做出這個 conjecture，因為是 Segal Conjecture 的第一個 special 

case，是不是就是 Adams、Mahowald 給一個輪廓，這可能可以這樣做，但是就偏偏沒

有人做的出來，那是不是他們兩個學者對你的影響相當大？

林：那當然，這不是，我當時那個是很早的事情啦，我去上課是 1971，然後他事實上，這

緣由是跟 Segal Conjecture 毫無關係啦，就原先 Mahowald 有一個猜想。對對對，

就是說 Ext group，他就發現從那個這樣 processing finite，然後他大概 1970 左

右去英國講給 Adams 聽，然後 Adams 就把它 summarize，非常很有用。Adams 很會

summarize 一些東西，他就把它整理出來成一個他的 outline of Ext group，因為

他 Ext group 很厲害，他發明的嘛，所以他就寫在一個 conference 裡面做出一個

note，一個 paper，那個 paper 就是寫叫做“what we don't know about RP ∞ (LMS 

Lecture Note Series 11, 1972)。那是 1972，但事實上出現的時候，以前那時候就

是 publish，比方出現那個書出來，你大概要四年以後拿到。我在政大好難得可以拿

到那本書啊，政大沒什麼書啊，我都坐指南客運到中央研究院去看書，Anyway 我們就

不談那些事情，我看到那本書我就叫政大那邊去買，然後我看到，就是那個時候我就

從那邊去讀去想，因為我在西北大學基本上就是說唸的，不是唸的就是說，學到的就

是說用比較新比較多方法就像 Ext group 這些計算，所以我對那個地方很有趣我就去

解，然後剛好就我那年去國科會就78到 79年，就是那年的聖誕節我剛好可以解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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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way，事實上我解出來那個 proof 他們都不欣賞，我到現在還放在我的抽屜，沒有

人懂那個 proof，Anyway，他們太長了、太難了，後來他們就發明一些方法。

顏：後來就是 Mahowald、Adams…

林：四個人，事實上主要是 Mahowald。

林：主要是 Mahowald 和 Davis。

顏：喔！ Davis，Donald Davis。

林：他們兩個想出來比較漂亮的方法，然後他就投到 Cambridge Philosophical Society

去發表。

顏：那個。

林：那 Adams 他要參一腳啊，我猜想，Anyway，這個 Conjecture 事實上當初是 Adams 跟

我剛剛有說過一開始的 Mahowald，Adams 把它整理出來，所以變得很漂亮，大家都

看得懂，而且馬上可以看的出來，很漂亮。所以就是說 Adams 跟 Mahowald 把這個

Conjecture present 弄出來很漂亮，然後 Mahowald 當初根本不知道甚麼是 Segal 

Conjecture，後來有 connection，有 connection 就有跟 Segal Conjecture 第一個

Case 有關係，但事實上這個是比較 homotopic 方面的。

顏：Cohomotopic。

林：Cohomotopic，然後比較 homotopic 的這種理論，所以我認為這個是…當然就是說，

因為 Mahowald 是我的老師，我學他的東西比較多、比較深，我認為 Mahowald 他這

個 Conjecture 是非常非常 deep 的一個 obversation，非常 deep。雖然他跟 Segal 

Conjecture 沒有關係，所以剛好也是被我碰上 Segal Conjecture 的第一個 case，就

這樣子。

陳：那我想，是不是能談一下你當時被邀請演講的情況還有你當時心情。

林：當時我心情就是說…講這個心情喔，我那時候看到那個邀請函，我也是覺得怕怕的，

那我太太跟我說：「你一定要去啊，你怎麼這種東西不去？」就這樣，我後來就去。

剛好那年去，因為 1983，當然是很高興。剛好因為那一年我同時也申請國科會…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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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大概是留職留薪，然後也是…我看是不是國科會我也忘掉了，應該是國科會，

但同時也去 institute，所以那一年去波蘭的時候，我事實上是同時去。就是說去波

蘭那演講是九月、八月舉行的，然後就是說我爭取到 institute，就是說 IAS，你知

道嘛，就是到那個地方去訪問一年，所以我記得很清楚，當然是 exciting，然後我們

那年很多人去，就像淡江那個胡甚麼…胡德軍，他那時候很年輕，都一樣，所以他也

是很…。Anyway，然後重點我印象中只是對波蘭的華沙的印象比較深刻，其他的我大

概忘了，那一年去的受邀人很多，我記得華人有…那時候被邀請的還有丘成桐，還有

一個是鄭紹遠，鄭紹遠你知道嗎？他這次要來演講，還有誰我想想，就是這樣子吧，

項武忠也去了，項武忠他是一小時的演講。當然還有 Adams，我記得 Adams 他那時候

在那個地方就自己另開一個課，那時候對 Segal Conjecture 很有熱忱，就另開一個

課在一個地方。好！我們就organize一個seminar專門講Segal Conjecture這樣子，

因為我那時候一開始等於是 open the door，因為一開始第一個 case 可以解出來，

人家陸陸續續後面就可以解出來了嘛。

顏：所以這個問題也是我當時一直很好奇的，讀過一篇 paper，就是說像你 general case

還沒解出來，為甚麼後來你沒有繼續做，就好像…

林：喔！那個東西比較專門喔。

顏：就好像後面那個 Gunnar Carlsson，他把整個 general…

林：對對對，那個時候他已經解出 Z2 ⊕ ... ⊕ Z2。

顏：但是在他最後 ending 之前，事實上有很多 paper，一連串…

林：有有有，Roman 也有啦，

顏：最後的 ending 就是 Gunnar Carlsson，那 Gunnar Carlsson 最後發表在 Annals，他

因為那個去史丹佛…

林：那個還早的。

顏：他因為那個去史丹佛找到一個，對，大家都知道這個事。那大家很好奇…

林：事實上，不是史丹佛，他是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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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那大家很好奇你做完第一個 case 以後，後來就完全沒做了。

林：對啊，但是我剛才說過了，那個東西一開始我學 Mahowald 這套東西，那個東西

跟 Segal 沒有甚麼關係，基本上還是 homotopy theory，所以還是在 homotopy 

theory，有沒有聽懂？ general theory 事實上是 equivariant，叫做 equivariant 

homotopic theory。

顏：Equivariant stable homotopy theory。

林：那一次，這件事有點…我想可以講一講，就是說，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去西北的

時候常常碰到那個 Peter May，Peter May 那時候 promote 那個叫做 equivariant 

homotopic theory，知道嗎？

顏：知道。

林：所以，我大概知道一些，他那個…

顏：相互獨立的一套。

林：Carlsson 他就是說，你這些 elementary 的東西做出來的時候， Peter May 他那套

東西…就是說 Carlsson 把他用了。

顏：就是有點 Induction。

林：對對對，所以然後就 Peter May 就有一點不爽，好像說他偷他的東西。但是這個

事實上沒有證實，不過丘成桐也知道，前兩年還在宴會的時候講說這個 Peter May

一生中就對這件事情非常心裡不高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那個 general case 

eventually…另外還有一個 involve 的人就是 Adams 的學生，印度人啦，也是 ZP，

但是他做一下子就沒有了，不知道跑哪裡去了，但是在 Chicago，所以這個一開始…

主要比較大的突破就是 Carlsson 的時候，Carlsson 他那時候 1981 做出來，他就

寄給我，他說他可以做出 direct sum，而且很漂亮，做得很漂亮，一連串的啦。因

為他那個 Paper 很重要，為甚麼重要？因為他那個 Paper 裡面有東西可以導致解出

Sullivan Conjecture 的關係，就因為他有個技巧，這個技巧當然 Carlsson 也是用

Mahowald 的一些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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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那個 Sullivan Conjecture 不是用那個 massey accommodation…

林：NO NO NO，不是。

顏：我的 understanding 是用 massey accom. unstable axiomatic 系統 massey accom-

modation。

林：對對對對。不是那個…是 Peterson，Massey Peterson。

顏：Massey Peterson。

林：但是這裡面有個技巧很有趣的就是…講給你聽…就是 projective space 你倒過來

看的時候剛好是 injective 在 homogeneous sense 是 injective，所以非常漂亮，

Carlsson 自己當然不知道，他的技巧只是非常複雜，但是技巧很漂亮，為了要做出

Z2 ⊕ ... ⊕ Z2，真的技巧很漂亮，漂亮的東西是 base on Mahowald 原先在做出很有

趣的那個 hih1 的 paper 裡面的一些技巧，所以那篇真的是非常閃耀，就是說…Peter 

May 說 your paper 很亮像鑽石那麼亮，裡面包含很漂亮的東西，然後 Carlsson 把

它用了，用了以後他 Present 出一些後來 Haynes Miller 看出是 Projective space

倒過來是 injective，因為 injective 也有…你知道 Sullivan Conjecture 是要

真正的 unstable homotopic，我說我是 stable 那比較簡單啦，come from 我那個

elementary presentation of Segal Conjecture，所以 Haynes Miller 做出成功，

就是因為看出來那個東西。所以我覺得 Carlsson 那個時候就是做這個地方，後來他

做出來，那一部份就比較難了，就比較專門的 equivariant homotopic theory，一

方面講這個，一方面我所了解，也是講讓你知道一下大概。也許你也知道很多啦，但

是我只是在補充一些，搞不好有些你知道，有些你不知道。

陳：那是不是請林老師談你後來一直到現在的主要的工作。

林：基本上，我跟你講就是說…我那一個 trace，就是一個軌跡，就是說一直想做那個

Kervaire invariant Conjecture，所以原則上我認為我做的一些東西很有趣。就是

說…那個誰…那個…Ioan…

顏：Ioan James。

林：James，Ioan James，他有一本書，裡面有一些有關 Stiefel manif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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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就是有關 Stiefel manifolds neutral 的問題…

林：Neutrality，還有一些跟 Kervaire invariant 有點關係。

顏：因為他給了一個 equivalent statement…

林：statement…對對對。然後這個我就部分做了一些…當初我念研究所的時候，我就做

那個 Stiefel manifolds 很有趣，因為那從 Topology 來看很有趣，所以我就去做

了一些 Neutrality 的問題，我發覺我所學的東西，我可以解決它的一些…等於是

conjecture 一樣，所以我大概做了 2、3 篇，3、4 篇是在 Topology 發表的，我覺得

那個地方做得還不錯，後來發現還有一個就是…你剛剛問的是甚麼？我做的其他比

較…

陳：後來的研究。

林：後來的…對，就是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是…

顏：像 Algebra…

林：NO NO NO，不是，那個是同時，那個是另外一個方向。我要講的是…Whitehead            

是最強的嘛。

顏：Whitehead product…

林：Whitehead periodic by two 是不是可以除以二，後來我做了好幾篇，就是說我從

可以做出 Whitehead…就是那個最難的就是，那個是不是 projective，我做出一些

case，做三篇啦，那個東西我做三篇，最後做出來了，最後做出來是用那個 Brown-

Gitler spectrum。

顏：Brown-Gitler

林：Brown-Gitler spectrum，所以我學了 Brown-Gitler spectrum 做了一些東西。你剛

剛講的那個是同時進行的，Algebraic Kahn-Priddy Theorem就是我事實上我的技巧，

我用計算做那個 conjecture，同時做出來，但是不大一樣，但是我那個是對 Lambda 

algebra一個 observation，我認為那個地方，那個陳泰蔚能夠做出那個論文也是被…

顏：第五個 l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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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第五個 line，也是因為我這些技巧做出來，要不然這很難計算，所以我那個 Algebra 

Kahn-Priddy theorem是很有趣的，本身就是Ext group計算比較難，原先你知道嗎？

那個 Algebra Kahn-Priddy theorem，那一年我在西北做那兩篇啦。

顏：那你剛剛提到的 Kervaire invariant，事實上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林老師，就是

說你跟你的指導教授 Mark Mahowald，你們這個 group 經常說可不可以 invariant 

should be true，所以 Mahowald 有一句名言叫做 ” Kervaire invariant is true 

but every proof was wrong.”還挺有名的，你們一直相信 Kervaire invariant 是

對的，那在差不多 1999 年、2000 年左右，就是那三個人 Michael Hill, Michael 

Hopkins, Doug Ravenel，他們證明 i 大於 7 以後這個 conjecture 是錯的。

林：不對，是 2009、2008 啦，不是 1999。

顏：但是到現在，你跟你的指導教授還相信 i 等於 6 還是對的，感覺上啦，你們一直還是

朝這個方向證，是這樣嗎。

林：對對對對對。

顏：因為如果我沒記錯，前一陣子你覺得說證對的這個方向好像有點 progress，是不

是這樣的意思？那我聽到一個消息是那時候 Ravenel 他們請那個加拿大  Victor 

Snaith，因為 Victor Snaith 在這個 conjecture 也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後他在猜是

說應該 i 等於 6 也是錯的，但你跟你教授這邊是覺得應該是對的，那你們又說你們有

點 progress，現在到底真的是怎麼樣？

林：我跟你講齁，這是一個我最近幾年做出來 stuck 的某個地方，stuck 的某個地方…一

個解，by the way，很有趣，我上次跟 Mahowald 通信是聖誕節，我每次跟他通信都

是祝你跟你太太生日快樂，今天突然接到一封信，anyway 我兩年前 (1, 2 年前 ) 我

就跟他講我 stuck 到一個問題，是一個矛盾，這裡面有一個關鍵的地方就是說…這個

5 當然沒問題，6 就是說有一個 proof breaking 的問題。我又剛好講到跟 Mahowald

今天又在通信，差不多兩年多前寒假，就是一月的時候，去西北跟他討論我 present

的東西，我認為某一個 (proof breaking)，那 work 很重要，如果那個證明 0 就可以

證實 Theta 6 存在，但是事實上我這個 present 出來是跟這沒有關係，要做出一個方

向，譬如說我這個 proportion A convergent，然後我就回去看另外一個 release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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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個 case，前一個 case 我們可以在他的計算範圍之內，大概 40、60 stand，40、

50 stand 這樣子。然後我就講給他聽，就是說我兩個 case 我自己沒有辦法解決，為

甚麼我這 argument 證明同時 0，同時不是零，我都自己找不出矛盾。OK，我就講給

他聽，他也講不出來，他也看不出來，anyway，那我就回來已經兩年多，然後我一

直 keep saying，後來我覺得去西北好幾次討論那個東西沒有甚麼意義，因為死結在

那個地方，那我真的是卡在這個死結，我現在某個地方卡在這個地方，這樣子。當然

Mahowald 他不講是怎麼樣，他沒有甚麼其他的證明，他的口氣是認為，他們三個做

出來就是做出來了，因為他事實上證的東西我想 Mahowald 他也看不懂啦。

顏：那個是相當…

林：我猜想他應該是看不懂啦。

顏：那個是 Michael 他們有一套專門的技巧，我記得那個是相當有技巧性。

林：那個應該看不懂。我猜想啦，我不知道。但是兩年前那個時候暑假來演講，他說你知

不知道 Michael Hopkins 做出來了，我說我知道，anyway，我是說 psychologically

我沒有辦法接受，mathematically 我可以接受。

顏：指導教授你們這邊一直相信這個 conjecture 是對的…

林：NO NO NO…psychologically 我沒有辦法了解，然後我沒有辦法接受，但是 6 的 case

我認為因為我剛好卡在那個地方，有個矛盾沒有辦法。所以你講的沒有錯，我只是說

I still believe 他還是對的，只是說證不出來。

顏：因為我聽說，歐美很多像 Snaith 他們這一套人，他們一直相信 i 等於 6 是錯的，所

以他們一直跟 Ravenel 他們講說應該你們可以在 extensive 你們 paper，但他們的

difficulty 就是 periodic 剛好 280，所以這個就是 7…

林：但我覺得還是有一些人不相信，聽懂嗎？就是我們是 2009 去越南開會，我帶兩個研

究生去，就是去越南開第三屆東亞代數拓撲會議，然後剛好那個 Bruner 也去了，

Bruner 你知道嗎？聽他說，他沒有真正看到在 Adams spectral sequence 那個東西

會打到…你要告訴我說你這個打到誰，我才相信。

顏：對，他們沒辦法解釋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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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我問 Michael Hill 本人，他說沒有辦法解決。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有些東西是

topology…我現在一直沒有跟 Michael Hopkins 聯絡，但是他應該有辦法，如果他對

的話，他應該 differential 很高啊，他可能想不出來，很難啦。

顏：Haynes Miller 和史丹佛那個，就是他們確實有問 Ravenel 他們說那你們覺得 Adams 

differential…

林：你是說誰？你是說 Cohen 喔？

顏：對，之類的。他們就確實有問 Ravenel 那你們的 Adams spectral sequence…

林：是打給誰？打到誰？

顏：他說他沒辦法回答，那個可能更難。

林：有可能是。就是novikov，in some sense他那個是novikov，也不是他那個另外一套…

顏：對，之類的，相當難的。

林：很難，相當難的。我有看他paper，我看他幾頁我就沒有看了，我還放在我的桌面上面…

他公布在一個地方嘛。

顏：他有 99 頁。

林：好像 150 幾頁。

顏：變到 160 了。Adams 要他解釋清楚，不然好像 referee 看不太懂的樣子。

林：對，我想應該看不太懂，很難啦 。

顏：還沒 appear。

林：還沒 appear…

顏：都已經幾年了。

林：對啊，那個太難了。我的意思就是說，要讓看的人怎麼看得懂啊？對不對？，所

以這很難。因為譬如說我們現在不講那個，剛剛講 Cohen 你知不知道？ Immersion 

Conjecture，後來有人指出不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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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Ralph Cohen…

林：Ralph Cohen…他只是錯誤，但是也指不出來，他老闆也看不出來是錯啊。

顏：那不是 Peterson conform 的嗎？ 

林：不是 Peterson，是他老闆啦，他老闆比較厲害。

顏：你是說 Edgar Brown ？

林：Edgar Brown，他們倆個是長期合作嘛，但是還是 Brown 比較厲害啊，我感覺 Brown

比較厲害一點點，他是老闆嘛。anyway，這是題外事，重點是他太難所以沒有辦法解

釋，不過倒是我是學那個丘成桐，丘成桐也有去講一些就…

顏：所以現在 i 等於 6 嗎？

林：沒有，前一陣子卡在那個地方。那個矛盾卡在那個地方，我就先不要管他。所以這個

Michael Hill 是年輕的嘛，跟你差不多啊。

顏：他是 Michael Hopkins 的學生。

林：對。然後兩年前有一次吃飯丘成桐就說，咦他35歲，他這個東西應該可以得菲爾茲獎。

對，我大概是把你講的事情講給他聽，我說這個問題好像是 Ravenel，你告訴我的嘛，

我記得事實上是 Ravenel push，他看到一些東西，他認為我們可以去做。

顏：有機會去做。

林：有機會去做，所以他就 Push 他們去做。

顏：他們是這樣講…

林：所以剛好他帶這個學生進來嘛。

顏：那計算都是那個學生在算的。

林：事實上是這樣的，但是 Observation 我想應該是 Ravenel…

顏：那技巧是 Michael Hopkins，那真正 detail 計算是他。

林：所以真正的 promoter 是 Ravenel，所以這樣講這個學生，不能講他年輕，他很不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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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簡單就對了，至少他學了他老闆的那些計算技巧，他本來要申請西北，西北有沒有

給他我不知道，反正他現在在哪裡你知道嗎？

顏：我不知道。

林：在 Virginia

顏：在 Virginia。

林：就在那個地方，對，所以，剛剛回答你的問題，就是差不多 trace，所以我的

大道就是這樣走啦，那旁邊有甚麼問題就這樣沿途這樣做。譬如說，我剛剛說

做 projectivity of whitehead 那 個 東 西 影 響 比 較 沒 那 麼 大，by the way，

projectivity 是對的，就是 for all i 通通是對的。當然，可以除以 2 這個，如果

是 Hopkins 上對的話，那就更不可能，就是一個 sample 問題。我想 Mahowald 應該沒

有辦法懂，我大概也是受他影響，我認為我沒有辦法 understanding，但是 almost 

you can touch it, but still unattainable。比較難啦，因為那重點是說在那個

地方的計算，到目前為止我們的 knowledge 最多只有到 70 左右，再過來就太難太難

了，所以沒有辦法。當然你從這個觀點來看的話，on the other hand，他們的技巧

就是說他們的 periodicity 為甚麼不能再退一個這個 power 的 dimension，就變成

120 幾的時候，我就不知道為甚麼不行。

顏：那個地方很 crucial。

林：甚麼很 crucial ？

顏：我也不曉得。

林：一定 something is 不對的嘛。

顏：不過，好像兩年前我去美國一趟，我聽 Ravenel 他們親口講是說，如果 i 等於 6 是錯

的也有人可以證明的話，則一定也可以證明他們的 case，他是這樣講。除非是 i 等於

6 是對的，但是現在聽說 Michael Hopkins 和 Ravenel 他們兩個大師比較傾向於相信

Mahowald 講的 i 等於 6 是對的，他們現在是比較相信這樣。

林：Nobody knows. 這個就卡在那個地方啊，這個有點像這個 Poincaré conjecture，



116

清華大學數學系
50週年紀念文集

你知道嗎？

顏：有點類似。

林：Poincaré conjecture 就是要做三維，這個 Snell 突然五維以上都做出來，後來我知

道這個，項武忠來演講 1980 年，我 1980 年來的時候暑假，像那個誰也回來，那個時

候他回來當院士，然後講到了這些事情，主要就是說那個給我一個 philosophy，人最

不懂自己，你知道嗎？你知道這為甚麼，因為人是三度空間，然後五度以上是上帝的

事情，上帝可以看得清楚，幫助你看甚麼的，那人看不出四度，這最難的，有沒有聽

懂意思啊？ you set in your world, almost the four dimension, but still…

蘇東坡有一句話就是：只緣身在此山中，不知廬山真面目，有沒有聽過這個事情？他

自己看不到自己，因為你坐在一個三維空間，你看不到自己，但是你跳出到五維去，

那就是有另外一個世界，you can see more 更遠的東西。所以這個我覺得蘇東坡這

句是對的話，很厲害。所以這個有點類似，就是說他那個飛躍，ㄆ一ㄚ，飛躍過去，

當然是很了不起的結果，我認為如果是對的話，如果 Hopkins issue before 40，他

絕對是菲爾茲獎，他那個 observation 跳過去太…

顏：我覺得這個問題甚至比 Poincaré 更難，因為當時 Steven Smale 證出 n 大於 5 以上

是錯的，再來就證 4 對的，但是他留下 3，所以一般人就覺得 3 一定對，但是你現在

可不可以剛好大於 7 是錯的，小於等於 5 是對的，留下一個 6 那到底是要做對還是做

錯。

林：More exciting，他那個通通對啦。

顏：3 一定是對的嘛，因為前面 4 對了，5 錯了對不對？

林：你搞錯了，通通都是對的。

顏：I'm sorry. 對啦…

林：5 就是因為對，後來那個四維是 Friedmen 做出來的嘛，所以更能夠讓人家…

顏：我相信 3 是對的，但這個 Case 不一樣啊，到底是要？

林：對，Let’s more interesting，沒有錯，我知道為甚麼這個地方 philosophy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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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你做錯，甚麼叫做錯你知道嗎？因為 7 以上還沒有人算出來啦，你知道有個表叫

Nassau 表，他 Nassau 表做了兩百多個，現在全部 120 幾個表都通通知道，表就在那

個地方真的是打到它，It’s there.，你如果打到的話，到底打到哪個東西你抓出來，

It’s possible.，抓出來，beyond that，沒有人算出那麼遠，你根本連抓都抓不到。

顏：連電腦都不能算。

林：對啊，就是說不能用那套計算，它有另外的方法，不一樣啦，所以這個 case 是很有

趣的。你從這個觀點來看，是從 positive 的方向走，當然是往 positive 的方向看，

對不對？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證它錯的話，一定要從那個方向走過來，你不能從這個

方向走過去，從這方向走過去要證它錯，機會比較少，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是錯的話，

要從這個方向走過去比較難，應該是從他那個方向走過來。如果是對的話，我們這個

approach，從這邊這樣子是對的。

顏：所以你比較相信是對的。

林：對，變成一種信念，不是信念…叫做 believe，you believe this is true. It’s 

only believe that all. 所以我這個差不多就是這樣。還有其他的計算，就是說你

講的東西，我一生中做這個 Ext group 的計算比較，就是那些 Steenrod algebra，

是我整個 again career 的中心，當然很多也會算，像 Mahowald 也會算、everybody

也會算，不過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 observation，有些 observation 很難，別人

看了這東西，如果你能有新的技巧看的出來，你就可以…你知道 Steenrod algebra

的一些結構能做一些東西就有一些代數拓撲的 importation，很多都是這樣子，就

是說你要能做出…就有 topology，像 algebra convex theorem，或者是 convex 

theorem，你剛剛講到那 Segal Conjecture，我有想起來那個，後來 Adams 在死之前

他不是也是跟人家做嗎？跟 Haynes Miller 做了一篇，就是所謂的 abelian group，

所有的 abelian group，不是 elementary abelian group，所有 finite 的 abelian 

group，他是怎麼樣的 case…elementary abelian group 就是 vector space over 

那個東西，就是 Z2 ⊕ ... ⊕ Z2，但是他有一些 torsion 的東西，power 的，那個

就難了，聽得懂嗎？就是 Fundamental theorem of algebra 就是 Sylow group 的

direct sum 是 abelian、有限的話，他有一些 power，那些 power 是他們做的，但是

Carlsson 他是全部做完，就是不管 abelian 或不 abelian 只要是 finite，通通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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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個就很難了，後來他以為他這樣去做 Novikov conjecture，你知道 Novikov 

conjecture 嗎？

顏：我不是很清楚。

林：你不知道，不過這個可以看一些書，那個鄭志豪那時 Push 我去講理論中心演講，我

就講一下子，那個問題沒有甚麼困難，就好像講費馬定理給小學生，他也聽得懂啊，

我只是講這樣子而已，但是那個是 very attractive 的一個 problem，很漂亮，不過

這個不講，所以 Carlsson 要繼續、要研究做這個東西，做不出來啦，所以 Novikov 

conjecture 能夠解得出來也很不錯，很厲害，get involved 很多 Ext group 

theorem，那個太難了。

陳：那我接下來還想問一下林老師，你擔任系主任期間，我們爭取到現在的這個數學館，

那你能不能講一講那個你系主任期間的一些事情？

林：好啊，這個事情我講一講，我們運氣不錯啦，你知道我們以前那個舊館嗎？你大概不

知道。

陳：紅樓嗎？

林：NO，紅樓的對面，就現在的資電館，你沒有看到我們有一張舊照片嗎？我們那時候是

ㄇ字型的，然後這個是數學所，這個是理學院，這個是應數所，就ㄇ字型。我們的圖

書館在那個地方，因為圖書館是 for all 嘛，我記得那時候還沒有統計所，就是說那

個時候應數和統計好像合在一起。我們那塊地非常漂亮，然後毛高文當校長，他一直

想這塊地要 for some other purpose，不知道要給誰我忘掉了，不知道是要給化學

還是給物理，應該是化學吧，因為化學跑到那棟去了是不是？以前的化學館是甚麼你

知道嗎？那是行政大樓耶，一進校門就是行政大樓，我剛剛來清華的時候就是那樣，

1、2 層樓而已，在現在化學館的 site。甚麼總務處、…whatever 就是在那個地方。

Anyway，我們那個也是在昆明湖旁邊，那他是要我們 move，以前這個地方是南院，

北院你知道吧，這個地方是南院，我們這個地址是南院，就是一個宿舍的南院，徐老

師他更清楚。我剛好那時候接當系主任，然後他要我們那塊地，要建別的館，然後數

學館跑來這個地方，by the way，我剛剛講ㄇ字型就是說，三層樓差不多合起來 300

坪而已，差不多我們這個一層樓這樣子，all together，當然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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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那個時候跟他講，我們要求大概 800 坪還 1200 坪，我忘了， 到最後 final 給

我們 6 樓耶，7 樓是給應數所，我們那時候還有純數跟應數，平均的話至少一樓大概

250 坪左右，你有沒有算過？

顏：我們總共 2570 坪，我算過。

林：那麼多坪，你算過喔？

顏：因為那時候台大有來問過我，我有統計過。 

林：Anyway，反正很大。那當然我當系主任時不是只有我那樣，我們那時候一些委員常發

揮很大的作用，那時候常發會我記得很清楚，王懷權、呂輝雄、林哲雄、蕭弘人，然

後我們五個連同我是系主任，就常常跟毛高文這樣跑，到最後毛高文一直要想那塊地，

數學系舊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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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不曉得怎麼樣，反正我們就跟他吵到我們現在變成有這麼多地啦，他一直要建這

個，這個是誰建的你知道嗎？是彭孟緝他的兒子，彭孟緝的兒子建的，綜二館、綜三

館都一樣，長很像。

顏：同時建的？

林：不。

顏：綜二、綜三不是同時建的嗎？

林：沒有，綜二比較早一點，anyway，這是同一個人設計的就對了，完全一樣，我不曉得

他叫做彭甚麼，他要做給他做啦！事實上，我當系主任的目的就是要搬館，要 move

過來。所以就是我剛剛第一個講的，我們運氣不錯，大概我們講甚麼他就給我們甚

麼，所以我們就爭取到這些數學系的空間。雖然我沒有走過世界很多地方，不過

Princeton 是很不錯，Princeton 你沒有去過吧？ Princeton 的那個 math building

是美國國科會補助的，把他建得很大。像那個 MIT 還是西北，空間少的不得了，沒有

那麼多，他們 40 幾個教授擠在那個小地方。我敢說我們清華大學的數學系在使用空

間來說，絕對進得去全世界排名 10 名以內，已經很大了。

顏：所以教授的研究室…？

林：像我史丹佛大學數學系也是一樣。

顏：研究室都小小一間。

林：很多地方的數學系都好像童養媳，史丹佛也是在很大的 building，然後劍橋…

Oxford…

顏：是不是哈佛跟我們差不多大？

林：喔，哈佛有這麼大嗎？

顏：有，他們跟我們差不多大，其他都輸我們啦。

林：哈佛有那麼多嗎？以前丘成桐生日的時候我去過，他是理學院全部在一起所以很大啊，

整個 complex 在一起。但數學系分幾樓我忘掉了，也不小就對了，我沒有實際算。哪

個大哪個小我不知道，不過我認為我們清華數學系真的是空間很大。Berkeley 也沒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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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大吧，Berkeley 我去過，沒有那麼大，他那個 building 是在一個 concrete 的一

個 building，那個 building 也很醜。

顏：如果我沒記錯的話，西北大概也是我們研究室的一半，差不多也是我們研究室的一半。

那種特大 size 的就不用講。

林：他那個是有 institute，不一樣嘛。

顏：他們那種有特大 size 的不用講。

林：他們是不是 institute…

顏：他們在用的研究室。

林：你是說這個，我以為是說 Minnesota。Minnesota 是因為有 institute，有關係嗎？

陳：你說哪個？

林：Minnesota，applied math institute 在那個地方有關係嗎？有沒有空間比較大？

陳：沒有，不大。我指導教授來訪問清華兩次，我都沒有帶他來我研究室，因為我研究室

是他兩倍大，會不好意思。

林：沒有想過，我很少在這邊，我們那間也跟這間一樣大，那個時候是在 4 樓，你現在是

看不出來啦，沒有感覺，所以你現在看 5 樓就好，或者看 6 樓，6 樓全任重老師你知

道嗎？全任重老師那個位置就是系主任的位置，然後李大中跟另外那個是系辦公室，

然後休息室是在現在的理學院的對面。

顏：休息室不是啦，在蕭弘人…

林：喔是後來…

顏：你講的是更早。

林：更早，後來又搬。Anyway，所以有一次有一個Berkeley的一個教授來這邊訪問，他說：

哇！你的辦公室怎麼那麼大？不曉得怎麼訪問我也不知道，不是 pure mathematic， 

好像是經濟系還甚麼之類的教授，在 Berkeley 沒有這麼大，我就不敢 show 他，就是

說這個辦公室我在那邊很少用，幾乎沒有用過，因為我都到我的辦公室，這個不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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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差不多跟這個一樣大。

顏：差不多。

林：那時差不多跟這個一樣大。然後我們的辦公室那時也跟現在差不多，現在這個系辦比

較小一點。

顏：系辦，這個小一點？

林：這個小一點，4 樓那個比較大一點，那時你來已經看過了嗎？

顏：彭琇姬都還在啊。

林：對，彭琇姬都還在。

顏：我來的時候就是彭琇姬啊，那時候是校長秘書。

林：台大的那個我都沒有去過，不知道。

顏：你說他們的新館？

林：新館。

顏：你都沒去過喔？

林：我還沒去過，新館跟中央研究院的新館。

陳：不大。

林：Anyway，但是我認為中央研究院以前舊的還不錯，為甚麼搬到這個地方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沒有問。

顏：他要統一啊，中研院數學所跟台大數學系統一起來。

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以前那個李遠哲是怎麼想的，不過我聽過有一個道聽塗說的講法，

事實上中央研究院數學所是陳省身開創的，他就有一次跟李遠哲講，那個時候他還沒

有過世，好像是跟李遠哲講說：你認為那個數學所不行就把它關掉，他指示他，意思

就是說我 create 出來，如果認為不好的話，你要把他關了也可以。不過這是道聽塗

說，有聽過這麼一個風聲，我不會自己 create 出來 rumor，只有這個 rumor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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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覺得以前數學所大家都知道，還不錯嘛，而且地點也很好耶，我不曉得為甚麼

跑到這個地方來。Anyway，我的意思是 compare to 他們，清華我們數學館是很棒，

by the way，還有一件事情，我那時候當系主任，還有很多人幫忙啦，這我就要感激

李家同啦，我們這個圖書館這麼大，我們這個圖書館我想也是世界最大的，數學系圖

書館…

顏：數學系圖書館？差不多啦。很多學校都有這個 size，這個我不敢講世界最大，美國很

多學校都有這麼大。

林：Anyway 我覺得很大就是了，但是這裡面的圖書，好像除了空間以外能夠跟總圖

connect 在一起，是不是跟這個有關係我忘掉了，反正李家同那時候撥很多經費給我

們，增加圖書，那當然這裡面增加圖書，你這個空間就是要夠嘛，所以我們 keep 到

一個空間很重要，就是這個圖書館也很重要，所以我們這個圖書館我認為是很大的，

西北圖書館小小的。

顏：沒有，西北比較小而已，別的都很大。

林：真的嗎？

顏：西北我也看過啊。

林：我是說數學圖書館耶。

顏：對啊，數學圖書館。

林：明尼蘇達很大嗎？單單數學圖書館耶。

顏：Princeton 也很大啊。

林：Princeton 也很大。

顏：西北比較小啦。

林：西北比較小。

顏：所以西北比較小，因為我有看過。

林：Princeton 很大沒有錯。但是我覺得數學系圖書館空間很大很大，我 even 認為



124

清華大學數學系
50週年紀念文集

Princeton 沒那麼大，我們這邊是真的很大，就是說…

顏：都是你們前人種樹，現在後面的人在 enjoy。

林：對，不過這個經營起來也是不容易，by the way 我不曉得是不是居這個功，我印象中

就是這個徐甚麼…

顏：徐道寧？

林：不是啦，我們另外一個工友。

顏：施先生。

林：他是屬於理學院的啦

顏：你說那個徐先生喔。

林：我那個時候跟劉兆玄講說我一個工友不夠。

顏：你做系主任的時候徐先生來了嗎？他不是比較晚到嗎？

林：我說他的位置，他這個 position，他是屬於理學院的，他是理學院的編制。

顏：他是理學院一半數學系一半。但是掛在理學院底下。

林：我跟劉兆玄爭取的。

顏：那時候你跟他 bargain。

林：我跟他 bargain，我說我這麼大的館怎麼整理啊，所以他就用這種變通方法，你不能

一次有兩個工友啊，因為每個系只能一個，你不行領兩個啊，所以掛在理學院的地方，

他在理學院的地方一半一半，差不多都在這個地方嘛。我們這邊比較大，理學院只是

拿一些書信而已。你剛剛問到我這個數學系的東西，我做的一些事情我大概記得是這

樣子。那個時候劉兆玄說，他是硬把我抓過來當系主任，我說我不想當，後來我當了

2 年，我說我搬這個館差不多是做 3 年一樣，很累啊。譬如說我們以前剛開始的時候

的那個門，根本不堅固耶，後來叫他加強啊，要不然我就不簽了，就是這個樣子。

顏：這個我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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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那個不得了啊，那門根本就是不牢啊。

顏：他那個是夾板。

林：夾板門啊，後來我叫他加強。

顏：那個隨便一撞就…

林：就出去了，所以這個很重要，然後還有我們搬一些黑板過來，以前那個黑板很好耶，

我的辦公室現在還有那個黑板在，那是以前李新民做的黑板，那個是玻璃耶，hinoki

是真正的 hinoki，我 20 幾個全部把他抓過來。

顏：好像系上沒留幾個。

林：沒有幾個。但是那是古董，寫起來很好寫，我覺得以前的那個東西比較好，那後來我

記得我做這個黑板的時候，剛好就是要標啦，我那時標得很便宜，就是加拿大的檜木，

例如我們現在你的辦公室的那個地方的 corner，60 多少？

顏：606 教室。

林：606 還有同樣 506，那個黑板還在，就是說那個是 hinoki 是比較差的 hinoki，被我

標到很便宜的，是加拿大檜木，那是比較差的，但那還是 still works，那個還不錯，

anyway 我講的就是我做的這些事情啦。我的意思是我搬那個館，搬那個黑板不得了，

那天黃明傑說有軍隊來幫忙，好像是真的有軍隊來幫忙，要不然要怎麼搬啦，不得了，

整個數學館這樣，一天就把他搬完耶，會很累啊。

陳：那我想最後我來問一下這個林老師，你退休之後有甚麼計畫？

林：沒有，我沒有甚麼其他計畫，因為你研究做那麼久，你的腦筋還是在想那些東西，就

是 keep working，如果有機會就兼兼課，一直這樣子下去。我主要就是因為去年這

個時候，我突然身體有狀況，所以有一些心理調整。講給你們聽，身體還是很重要啊，

要照顧好。我真的是很拚，然後有點把身體弄差了，不過後來運氣還不錯，還活過來，

沒事。所以有時候覺得身體很重要，要照顧。

顏：現在有天天運動嗎？

林：有啊，就是走路，每天 1 小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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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就早上？

林：就早上，that's all，1 個小時，心裡面想說多多少少做

research 或繼續兼課，就是不要讓腦筋停掉啦！一方面也

有覺悟說自己身體要顧好，因為有一陣子身體這樣子，要

appreciate 上天還給你，能夠繼續這樣繼續下去，所以身體要

顧好，這是我的感觸，快一年了吧，我剛好是一年前的那個時

候去身體檢查，發生事情這樣子，所以就是說身體要顧好。你

要 appreciate 某一些上蒼還是甚麼之類的能夠讓你繼續做這個

事情，所以我從那個時候我心態有所改變，譬如說，做一些小

小的善事這個樣子，你聽懂嗎？就是說 whatever 就是一直去捐

某一個東西的基金會，有這種心態這樣子。我講一件事情大家

都同意，以前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很早了嘛，小學五年級我們

念公民啊，以前社會有四科，公民、歷史、地理、自然，叫社
林文雄教授 ( 中 ) 與訪談人顏東

勇教授 ( 左 )、陳國璋主任 ( 右 )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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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以前要從小學考初中一定要考這個社會，一個是算術，一個是國語，anyway，

我記得五年級那個公民課本裡面第一課寫說，你要做一個好國民，好國民有三個條件，

哪三個條件呢？第一個，有健康的身體，第二個，要有高尚的品德，第三個，要有高

深的學問，我那個時候覺得很奇怪，那時候很年輕、很小嘛，為甚麼健康要排在第一

呢，搞不懂，應該是學問排第一不是嗎，那個是很年輕的時候就這樣想，小學五年

級才 10 來歲嘛，現在老了才知道，健康真的是第一，NO 1，健康真的是第一。所以

那個時候講的很有道理，first of all, you have to keep yourself healthy.，

才有辦法繼續做一些東西，這是我的感觸而已，講給你聽，你們當然還很年輕啦，

還 OK，不過你慢慢接近要注意自己的身體的時候，這個東西說來就來了，很難講，所

以身體真的是很重要，你才能做其他的事，對不對？我講的有沒有道理？當然有道理

啊！不過你現在沒有辦法感覺。

顏：年輕人體會不出來。

林：我記得1955那時很年輕啊，那時就想說：哇1995，That is very far away，但現在，

1995 到現在已經過多久了，年輕的時候都會想說 50 幾歲還早咧，but，人生喔，簡單

講就是你會回顧的時候覺得…為甚麼我剛剛講那個事情，譬如說是繼續做研究或是繼

續兼課或甚麼的，就是說 Keep yourself going，你若不做這些，我想搞不好會老的

更快或甚麼之類的，我是這樣想，要有 something keep you working，但是也不要

太累，我希望我的生活、我的步調跟往常還是一樣，一直下去，這是我的感觸，但是

也不要太累。

陳：我們今天的訪談就到這邊，謝謝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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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樂趣，順勢而行
訪談人：鄭鉅翰、黃昱維

撰　稿：王萬儀

採訪那日下午，我們走進老師的研究室。研究室不亂，但桌上堆滿了書，老師只留下

小小一塊位置給自己工作。書桌正對面有塊白版，上面寫了密密麻麻的算式，還有研究生

的聯絡電話。

我們從一陣閒話開始，聊起新聞採訪、歷史和藝術。談起藝術，老師眼睛發亮，露出

大大的笑容，說起「留白」這件事。一張白色的畫紙，只有一小撮有色彩，白色的地方留

沈昭亮老師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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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無限想像……就像一個好的定理，平鋪直敘，敘述非常單純，但影響可以極深遠。老師

笑問：「為何認真的同學總要把課填滿，不留些時間給自己發呆？」我們都笑了。

這是沈昭亮老師，2011 年，他在清華數學系，堂堂邁入第 30 個年頭。

順勢

沈老師讀的是師大數學系，曾經當過國中數學老師。當年臺灣家庭的經濟情況普遍不

好，沈老師家人口多，本沒打算出國唸書，但有三個人改變了他。

師大的代數老師，告訴他如果只有在國內念研究所，他不准沈老師回來教書；清大的

王懷權老師，在年輕的沈昭亮寫信提問時，客氣的回了一封一頁多的信，告訴沈老師，要

作李群上的微分方程，一定得出國。最後一個讓沈老師決定出國的人，是他的父親；沈老

師說：「爸爸要我繼續唸書。」

申請學校和獎學金的過程並無阻礙，但難的是選擇。該念哪一所學校呢？沈老師選擇

的方法很妙，前提是：「在我喜歡的領域，有最多傑出的數學家。」於是老師翻找手邊喜

歡的書，有一本，一打開，在 reference 裡，居然就有七位自己喜歡的數學家在賓夕凡尼

亞大學，再加上陳之藩旅美小簡裡一篇描寫賓大數學系的文章，沈老師就這樣選擇了賓大。

本來，沈老師心中最想作的方向，是「李群分析」；但在一次數學系師生的聚會裡，

一位匈牙利籍的李群表象專家，斬釘截鐵的說，沈老師要作的那個領域，已經被作完了！

沈老師心想，不能坐困愁城，一定得找出下一個興趣。在研一時去旁聽的一門泛函分析的

高階課程裡，沈老師同時找到了指導教授和新的研究領域。此時，老師帶著深思的笑容，

對我們說：「人生某些時候，要『順勢』，事情自然會有發展，你沒朝向原先預定的路徑，

卻意外有了另外的目標，可能比原先設想的，還有意思，……」

為什麼會投入「泛函分析」呢？老師興致高昂，身體微微前傾，手指微微比劃著：「我

喜歡把很多領域的東西放在一起看，泛函分析，就有這樣的特點。」

「泛函分析」是一門特殊的數學領域，簡單的說，它以高等微積分與線性代數的方法

對無窮維空間進行研究。我們依照高等微積分的理論建立無窮維空間，並打造裡面的算子，

代數於是開始出現，甚至形成了「群」或「環」的代數結構，「它就是這麼豐富，所以我

一直很喜歡。」沈老師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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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決定題目的過程，那就更是奇妙了。老師回憶，指導教授對他說：「你自己去

想，找個著眼點，發展成一個方向。參考資料，這有兩篇，但，沒什麼用……看什麼書？

沒什麼書，你得自己想……」我們聽得傻眼，這不是走投無路？沈老師卻開心的說：「能

自由的思考，是我從小就最喜歡的！這樣剛好讓我有動機去想自己學了什麼？學這些有什

麼用？當然，這樣的方式必須自己具備一些 background，再從中去找工具，去想像需要什

麼，過程很有趣。」

教育是活的

沈老師在博士班，走的是這樣自由的思考路徑，現在自己面對研究生，沈老師卻另有

安排。他認為，有些研究生在大學時並未涉獵很多，所以必須先給基礎知識，增進信心；

在建立基礎的時候，一面提出問題，讓研究生去思考。「一面學，一面作；一面作，一面讀，

會比較紮實。」沈老師說得誠懇。至於給出研究題目，從沈老師的教學經驗出發，那絕對

是因人而異，絕對有「搭不搭」的問題；每一個學生，都有他適合處理的題目，作老師的人，

必須能掌握這種差異性。

面對研究生是如此，面對大學生，沈老師更是費神。

上過沈老師的數學課的人，都知道沈老師有種神功，他記得班上所有人的名字，據沈

老師透露，他的辦法是把每人的特點和名字聯結，後來忘也忘不掉。沈老師笑說：「好處

是根本不用點名，就知道誰沒來。」沈老師的「微積分」，也是很多數學系的大一生難以

忘懷的課，尤其是老師的那些有用的習題！老師聽到這裡，哈哈大笑，得意的說：「我的

習題都是設計過的！我想達成什麼目標，就往那方向設計。」許多學生也懷念作習題時，

大家聚在數學系圖書館、交誼廳討論的情景。沈老師此時微微一笑：「那才是青春活力的

展現啊！有人慌張、有人氣定神閒，可是能慢慢從慌張到氣定神閒，是最棒的。」

老師一直強調：「教育是活的！」學校的教育目標，是要學習者達到你要他達到的水

準，而非降低要求。但是，這之中，卻有好多方法可以嘗試。沈老師舉例：「譬如，某一

屆的學生，你只要給他『若……則……試證……』，他們就可以作出來；但有些班級，你

就得把這個題目，分成幾個的步驟，目的一樣可以達到……教育是活的！」

即使相信教育是活的，不同學生可以經由不同方式培養，達到預定的水準。但沈老師

心中，還是有對年輕學子想說的話。沈老師回憶他的大學時代，擁有許多和同學互相砥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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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光，非常珍貴。當年師資陣容不好，靠著自己多讀，雖然盲目，但也培養出如何面對

陌生、獨立思考的勇氣。但現在的學生，只讀上課筆記，很少自己去圖書館，對老師和課

堂充滿依賴性。沈老師大聲的說：「啊！這我還在努力，我要繼續努力，如果來修我課的人，

能有一定的比例會自己找書念，我會比較滿足。」

快樂

沈老師的數學課堂裡，

還有另一個精彩的東西，就

是他如數家珍的數學家故

事。那些故事，讓臺下的人

如醉如痴，無限神往。問起

老師怎麼知道那麼多？會不

會想開數學史？老師搖搖頭

說：「這不容易，數學史家，

不但要有自己專攻的領域，

才能確定一個觀看的位置；

還要到某個年紀，視野才

能寬廣；像 Morris Kline

（1908-1992），在他年紀

大的時候才寫數學史。所以

現在，就讓我把數學史當故

事說吧。」可是這些豐富的

故事從哪來呢？沈老師為我

們解釋這些故事的來源，包

括他自己聽不同的老師講

課；讀數學家的全集；每一

個數學家過世，他的門生會

幫他編寫生平簡介，細讀那

些簡介，有些蛛絲馬跡就在

其中；還有，讀了一本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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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學家傳記，其中跟他牽扯的事件、人物，都可以爬梳出更多的故事；當然，你去追蹤

一個寫得精彩的重要定理，一些和它有關的人物，也會在裡面。「保持好奇的心，就不匱

乏。」

那麼，這些故事有沒有反過來對老師作研究產生影響呢？沈老師想了想，肯定的說：

「有的！雖然不常，但有的。還是一句話，『順勢』，有時喜歡就會對你有幫助。」沈老

師認為，在研究中，如果你曾真的對什麼下過功夫，當下也許不會用到，但默默之中，已

有所安排，它會在某一時刻不知不覺浮現腦海。有些想法是來自一個印象或一個作品，也

許在第一次作的時候，還沒有醞釀到最好的時機，所以不成。但是給它時間，就會熟成，

像釀酒一樣。「蓄意和無心，是作學問無盡交錯的循環。」我們要在蓄意而為時非常專注，

但在無心時保持「無心」，因為「喜歡」必須維持單純，不要跟利益牽扯。

「作學問也要快樂呀！」沈老師最喜歡的數學家是尤拉。他說，尤拉很快樂，他的作

品也很快樂，即使尤拉人生坎坷，先後兩眼全盲，但是，「作品還是那麼多，還能快樂！」

老師大讚。

至於老師記憶最深的數學家小故事，老師笑言，當年他在賓大，上課是可以抽煙的，

許多數學家都抽煙，整個教室煙霧瀰漫。一個微分幾何的教授，講解三度空間曲線，精彩

絕倫。只見他左手煙斗、右手粉筆，盯著黑板，激動處，教授用雙手比畫著：「三度空間

的曲線，不是平面的圓圈而是穿插的。」結果，煙斗和粉筆錯了位，教授把粉筆塞進嘴裡，

全場大笑，教授自己渾然不覺……

結語

近兩個小時的訪談，被一通電話中斷，是師母；到了老師和師母散步的時間了。

沈老師和師母散步的身影，也是清華數學人津津樂道的風景。這個雙人散步，也持續

了近三十年，跟隨著清華校園景色的變遷。沈老師說清大的自然風光少了，人造風景多了，

但環校步道卻是很適合思考的路徑，只希望小樹慢慢長大。最後問起老師，為何會待在清

華一晃 30 年？老師又大笑起來說：「我覺得我很喜歡這個地方！化工館沒蓋的時候，從

我的研究室可以遠眺高速公路，晚上的車燈，有時像一條火龍，很美。清華的學生很純樸

可愛！清華是一個很好找樂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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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是一個很好找樂子的地方？我和伙伴相視而笑。沈老師說，要留白，要順勢，要

在蓄意和無心之間交錯循環，要快樂，這些概念，迴盪心中……帶來深深的清涼喜悅，既

輕鬆又飽滿。這個下午，沈老師給出神奇的成長禮物，種種話語，都催著我們，去找到一

個自己真心喜歡的事，用心用力，但不要強求。人生的甘芳，像釀酒，投入，然後耐心等

待熟成……

註：本文經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自《師鐸清華》乙書內容：〈追尋樂趣，順勢而行－沈昭亮老師專訪〉

（p.26-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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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第一志願考進數學系，當然號稱是因為

對數學感興趣。其實中學時代對數學的所謂興趣

多半也只是建立在鑽研和解決數學難題時所得到

的‘快感’上吧！有時能解些一般普羅大眾都解

不出的問題，得意得不的了。沒想到一進了大學，

差點就被初等微積分裡那些莫名其妙的 ε-δ 給

逼瘋了。記得那時同寢室的另三位室友都是大一

數學系的新生。那時我們多在晚間 11 點左右就熄

燈就寢。但是常常在半夜一、二點鐘時，發現大

家都被那些鬼 ε-δ 的抽象概念搞得睡不著覺。

記得我隔壁書桌的一位同學常常在打草稿寫‘遺

書’，“遺書”的內容基本上是說 ：什麼都搞不

懂，不知怎麼辦好，不想活下去了 ...。後來到了

美國以後才知道，我們都不是天字第一號的笨蛋。

好比說，在我目前任教的密西根州立大學，系裡

根本禁止在一、二年級初等微積分的課程裡灌輸

學生所謂 ε-δ 的抽象概念。其實在牛頓，萊比

尼玆 (Leibniz) 發明微積分時，‘逼近’，‘漸

近’，‘Infinitesimal’的概念並沒有非常嚴格

的‘定義’。也只有到 19 世紀的中期，數學界的

頂尖高手才開始對所有數學概念要求‘嚴格地定

義’(rigorously defined)。比如說，請告訴我

到底什麼是“1”？什麼是“2”？為什麼1+1=2？( 

For that matter，到底什麼是“+”？ ) 若在初

回首來時路

撰文：李天岩系友 ( 數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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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微積分入門那個階段就要用 ε-δ 去嚴格刻劃‘逼近’，‘漸近’，‘Infinitesimal’

的抽象概念，就好像在小學生學基本算術加乘法之前，要求他們先嚴格定義什麼是“1”，

什麼是“2”... 什麼的。果真如此，少年維特對數學的煩惱肯定提前發生了，不是嗎 ? 

中學時代對數學難題的鑽研根本上和數學概念上的所謂 intuition 沒啥關係，因此大家都

好像嚴重忽略在引入抽象概念之前，先介紹 intuitive idea 的重要性。我也是到美國以

後才知道，數學上的邏輯推理和對數學結構性的認知有相當大的差距。記得上次在南京時，

和一位南京大學數學系的年青教授午餐，這位教授那時並沒有放過‘洋’，他聽說東方學

生到美國念研究所一、二年級時成績多半傑出，可是過了選課期到研究做論文的階段就逐

漸落後老美了，不知是真是假 ? 其實這位教授所聽說的大致正確。一般較用功的東方學

生，在國內受教育時大都下很大的功夫在記憶數學上的邏輯推論 ：這一步為什麼 implies

下一步，下一步為什麼 implies 再下一步⋯⋯什麼的。然後把所有習題都拿來鑽一鑽。在

這種情況下，一般的筆試是很難考倒這些學生的。

可是美國學生所不同的是，在他們早期的數學教育裡卻已很普遍的在問 ：What it 

says? 以及 Why it works? 這些問題在考筆試時幾乎不太可能遇到。但在做研究時卻是

非常非常重要。我有一個台灣來的博士生。有一次我請他把我在專題討論班裡講過的一篇

很重要、很複雜的文章用他自己的數學語言仔細寫出來。從他後來交來的報告裡，可以看

出他的確下了很大的功夫把文章中被省略的邏輯細節嚴密的補足了。我把他的報告改了改

還給他。然後他又交了來，我又改了改再還給他。他再交來時，我請他告訴我，這篇文章

到底在幹什麼 ? 沒想到他卻一個字都答不上來。其實在一般的數學研究論文裡，我們最常

見的是作者用些莫名其妙的定義推些最一般性的定理。我們若只是非常用力的去瞭解它的

邏輯推理，而輕易忽略去搞清楚作者腦袋瓜裡到底在想些什麼，那麼我們對文章的瞭解的

確非常有限，很難由此做出傑出的工作。非常遺憾的是，極多數重要論文的作者都不會輕

易把他們腦袋瓜子裡真正的 point 用力寫出來。你必須自己去問這些問題，自己去追求它

的答案。

2012 年李天岩學長獲選為清華傑出校友與

陳力俊校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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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路過來，我常舉的一個例子是，我對一個矩陣的‘行秩’和‘列秩’為什麼會相

等的好奇。其實在任何基本“線性代數”的書裡，我們都可以找到它們為什麼相等的證明。

但是從那些邏輯推理的外表，我實在看不出它們為什麼 happen to be equal。在我真正

瞭解到它們為什麼會一樣的過程中，這個‘好奇’卻幫我瞭解了許多廣義逆矩陣的幾何意

義。又好比說，誰不會矩陣運算裡的‘高斯消去法’啊 ? 有一次我問台灣南部大學數學系

的一位教授 ( 這位教授在大學念書時，好像還贏過台灣“線性代數”比賽的‘銀牌’) 高

斯消去法的幾何意義到底是什麼 ? 他說，這年頭誰要去想這種問題？！ 語言簡單的東西，

（好比拓撲熵）懂不懂好像不那麼重要。管它懂不懂老子照樣可以擠出可以在‘SCI’雜

誌發表的文章。可是遇到較複雜的語言時，好比近代代數幾何裡的基本語言‘Scheme’，

一般人若對它整個的來龍去脈缺乏一個整體性的理解，恐怕連‘定義’都無法輕易記憶。

記得我在自修‘交換代數’時，遇到所謂的‘局部環’(local ring)，當時只是好奇，為

什麼稱它‘局部環’？從它定義 ( 只有唯一的一個 maximal ideal 的環 ) 的表面實在看

不出憑什麼稱它為‘局部環’。可是在我試圖真正去瞭解為什麼要稱它‘局部環’的過程

裡，這個‘好奇’卻幫助我了解了許多代數幾何上的概念。這一路過來，這種對數學的‘好

奇’以及對這些‘好奇’問題答案的追逐的確給我帶來對研讀數學的極大樂趣。在這裡我

想強調的是，對這些‘好奇’的 chase 毫無爭取在 SCI 的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意圖。

當初去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念研究所是一個巧合，遇到後來的指導教授 

James A. Yorke 更是一個極大的巧合。不管怎樣，記得 Yorke 教授頭一次看了我當

初在清華念書的 File 時，顯然是吃了一驚。以為我是那路殺來的“高手”，功力無比

深厚。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檔案裡所紀錄的實在是有極大的 Misleading( 這字有時是指

人‘詐欺’的禮貌性用詞 )。看哪 ! 我在念大二的“三高”時，‘高等微積分’用的

是 Apostol 的‘Mathematical Analysis’。‘高等幾何’用的是 Halmos 的‘Finite 

Dimensional Vector Spaces’。‘高等代數’用的是 N. Jacobson 的‘Lectures in 

Abstract Algebra’。微分方程用的是 Coddington 的‘Introduction to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大三念‘近世代數’時，用的是 van der Waerden 的

‘Modern Algebra’。念‘複變函數論’用的是 Ahlfors 的‘Complex Analysis’。另

外，大三還念了拓樸學、數論。大四念了泛函分析、李氏群論、實變數函數論 ( 用的是

Royden 的‘Real Analysis’)，微分幾何 ( 用的是 Hicks 的‘Notes on Differential 

Geometry’)。這些課不但都修過，而且成績都不低 ( 大四修的課都在 90 分以上 )。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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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看來，這個紀錄的確是相當傲人了，不是嗎 ? 可是今天把那些教科書拿出來翻一翻，

實在很難想像當初是怎麼混過來的。好比說，Ahlfors 那本書的水平不低。它絕不適合做

初學複變數函數論的教科書。記得我們大二在學高等微積分時，教授根本就跳過了‘線積

分’( 現在想來，大概根本的原因還在於 Apostol 那本書過於‘高深’，教授無法教完書

裡大部分的材料。) 可是Ahlfors的書基本上是假定閣下已清楚的掌握了所謂的“Countour 

Integral”( 複數面上的線積分 )。若是對 Countour integral 都不甚理解，我很難想

像當時怎麼去理解‘Cauchy Integral’、‘Laurent Expansion’... 等等基本的概念。

那時的老師們好像一般來說都覺得，能用愈深的教科書 ( 其實每本書都‘號稱’是‘self 

contained’) 學生自然就會變得較‘高檔次’吧 ! 其實抽象數學的出發點多半起始於對

實際問題所建立的數學模式。然後將解決問題的方式建立理論，再抽象化，希望能覆蓋更

一般性的同類問題。因此在學習較高深的抽象數學理論之前，多多少少要對最原始的出發

點和工具有些基本的認識。要不然，若是一開始就搞些莫名其妙的抽象定義，推些莫名其

妙的抽象定理，學生根本無法知道到底是在幹些什麼。可是為了考試過關，只好跟著背定

義，背定理，背邏輯，一團混戰。對基礎數學實質上的認識真是微乎其微。我們那時的學

習環境大致如此。所以我那時檔案裡的紀錄雖然極為 Impressive，但是如今回想起來，當

時實在是‘一竅不通’。背定理，背邏輯最多只能應付考試。畢業服完兵役以後，絕大多

數以前所學當然都忘了。老實說，在出國前，我真想放棄學數學，不幹算了。後來在美遇

到了導師 Yorke 教授。從他那裡，我才慢慢對學數學和數學研究開始有了些初步的認識。

這些認識大大助長了我以後學習數學的視野和方式。最重要的是，學習‘高檔次’的數學

理論，絕對必須從對低檔次數學的理解出發。

我自己常常覺得老天在我數學的 Career 上實在是給了我太大的幸運。記得那年在 B. 

Kellogg 教授所開‘非線性數值分析’的課堂上聽到他所講關於 M. Hirsch 用微分拓樸的

反證法證明“Brouwer 固定點”的存在定理。 其實我覺得只要把 M. Hirsch 的證明稍稍

做些變動 ( 這個變動大概不超過原來證明的 1% 吧 !)，就可以輕易的把他的反證法 (“... 

若‘固定點’不存在，則天下會大亂 ...”什麼的 ) 變成一個找這些固定點的實際方法。

後來和導師 J. Yorke 教授提起了我的看法。記得那時擺在我面前的研究課題有好幾個，

沒想到 Yorke 教授卻堅持要我全力以赴的去實踐這個算法的構想。老實說，那時我心裡最

不想做的就是這一個問題。首先，我那時根本不懂計算( 連基本的FORTRAN 語言都不會)。

另外，我們那時並沒什麼‘工作站’，‘個人電腦’... 什麼的，所有計算程式都必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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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片上 ( 一行一張卡 )，然後把它們送去計算機中心，他們用學校僅有的二台機器替你

跑程式，剩下來的就看你的運氣了，有時二十分鐘之後就有結果。有時要等二、三小時甚

至更長。還有一個不想做這個題目的理由 ：那時總以為數學研究總是要證些定理什麼的，

搞些 ε-δ 的玩意兒，我對算 Brouwer 固定點的構想即使可以順利運作，好像也無法擠

出些‘定理’來。不管怎樣，在我們那個年代，好像老師叫你做什麼，你照著做就是了。

雖然我自己心中極不熱衷這個題目，但是從裡到外都毫無排斥的意識。

在1974 年的1 月中開始著手這個問題。關於寫程式，甚至打卡都只好一面做一面學。

幾乎每天在清晨 6 點半就送卡片去計算機中心，然後是等結果，改程式，等結果，改程

式，... 常常弄到半夜 12 點多。每次等到的結果都因程式或算法的錯誤，基本上拿到的

都是一大疊的廢紙。後來，去計算機中心拿 ( 或等 ) 一疊廢紙好像已經變得習以為常了。

記得是在 3 月 15 日那天早上，我到計算機中心所拿到的結果卻只有薄薄的幾頁。起先心

中只是大為疑惑 ：今天是怎麼回事？想到打開一看，居然算出‘固定點’來了！ 100 個

dimension 的問題哪！

說實在的，我那時心中並沒有很大的成就感。這就好像老師要我去掃廁所，我終於

把廁所打掃乾淨了，如是而已。沒想到，大約在一個月以後，Yorke 教授在 AMS( 美國

數學學會 ) 的‘Notices’上看到一個將在當年 6 月 26 ∼ 28 日在南卡羅來納州的

Clemson University 舉行的一個“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ing Fixed 

Points with Applications”國際性會議的 information。完全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是，

從 1967 年開始就有一大群人在研究 Brouwer 固定點的算法。這些人多半是出自名校經濟

系、商學院、作業研究、工業工程 ... 等系所的教授，因為許多經濟學上的模式的‘均

衡點’(Equilibrium) 都可以用 Brouwer 固定點的方式來表達，因此 Brouwer 固定點

的運算變成了實際應用上的一個重要工具。這個 Conference 顯然邀請了那個門派所有

的‘大老’、‘天王’們去做報告。Yorke 教授在知道這個會的訊息之後，立刻打了個

電話給這個 Conference 的主辦人 S. Karamardian，告訴他我們有一個新的算法。當時

Karamardian 也只是半信半疑的勉強答應提供我們二張來回 Clemson 的機票。後來我和

Kellogg 教授一起去參加了那個 Conference。我們在那裡‘一鳴驚人’。後來耶魯大學

經濟系的講座教授 H. Scarf( 他是當初在 1967 年，頭一個提出 Brouwer 固定點算法的

開山祖師爺 ) 在 Conference Proceeding 的 Introduction 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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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many of us one of the great surprises of the conference at 

Clemson was the paper by Kellogg， Li and Yorke which presented the first 

computational method for finding a fixed point of a continuous mapping making 

use of the considerations of differential topology instead of our customary 

combinatorial techniqu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show how Hirsch’s 

argument can be used to define paths leading from virtually any pre-assigned 

boundary point of the simplex to a fixed point of the mapping⋯⋯”

附帶一提的是，我們算法中所引用的微分拓樸概念，後來在解非線性問題數值計算的

‘同倫算法’上起了‘革命性’的作用。前一陣子，我在美國一個期刊上讀到一篇成功企

業家在退休後所寫的感言。其中讓我一直無法忘卻的一句話是：

“⋯⋯One must prepare to be lucky!⋯⋯”

回想當初我在 struggle 固定點的運算時，實在有的是藉口可以像我曾接觸過的一些

學生似的總是在拖宕，閃躲，拒絕幹活，騙自己，⋯⋯。果真如此，這個天上掉下來的‘萬

年火龜’不是輕易擦身而過了嗎？

有一次和 Yorke 教授閒聊起關於‘智商’的事。一般來說，他並不太看重‘智商’的

高低。記得那時他說：

“⋯⋯People in U. C. Berkeley have high IQ by definition. But， you just 

can’t believe what kind of stupid problems they are looking at. We will 

choose the right problem to beat their IQ by 20 points.⋯⋯”

這些話顯然是略為邪門，但是這些年來，每次遇到該選什麼研究題目時，總是想起他

這些話。回想當初若給我一個選擇，我絕不會拼了老命去算 Brouwer 的固定點。那時心裡

真正想搞的倒是在那時偏微分方程領域裡相當時髦的 Monotone Operator。那時有許多牌

子很大的人物(像是Hartman， Stampacchia， Minty， J. L. Lions⋯⋯)都在搞那一套。

可是現在看來，那個時期在 Monotone Operator 領域的工作，簡直沒有一個里程碑性的

成果能夠保留到今天。這些年來，我個人曾直接接觸過些數學界的頂尖高手。但是若談到

對判斷題目意義的本領，我的導師 Yorke 教授在這方面的功力的確深厚，絕不輸那些‘頂

尖高手’—這也許是我自己最大的幸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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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清華畢業已將近 40 年了。有時常常想，若是重新再給我一次學習的機會，我將

怎麼做，怎麼做⋯⋯什麼的，但是

“沒有人能使

時光倒流，

草原再綠，

花卉再放。 只有在剩餘部份， 爭取力量 !”

( 錄自中學時代看過的一場由華倫比提和娜妲麗華領銜主演的電影《天涯何處無芳草》)

所以，重新再給我一次機會的事只是幻想。我希望我的經歷能在諸位長遠的數學研究，

學習，甚至教學上貢獻一點什麼。謝謝大家。

註：

※ 本文作者任教於密西根州立大學

※ 本文是由作者在 2005 年底及 2006 年底兩次於清華大學講演的講稿改寫。

※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數學傳播」31 卷 4 期 ,pp.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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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重教授專訪

受訪人：哈佛大學比爾蓋茲講座 孔祥重

( 數 68) 教授，以下簡稱孔。

訪談人：清華大學數學系 許世壁教授，

以下簡稱許。

訪談時間：2013 年 1 月 24 日

許：首先請你回憶一下當年你在清華的美好時光。

孔：美好時光—找到我老婆啊！

許：對，我知道。

孔：其實有趣的就是說當時我們是第一屆，所以只能跟研

究生玩，沒有其他人可以玩。那時大學生跟研究生

是平起平坐，我們不知天高地厚，就膽子很大，而

且志氣很高。

許：我記得你們那一屆是相當特殊，就是說那時候，你們

那屆有一些特殊人物。我是第三屆，當時比較有名

的人為董慶圓、梁兆住、趙敏，每位都很厲害。

孔：是的，每位都很厲害。

許：那時候你還不是厲害的人。

孔：因為我沒有認真念書，我在賽跑。

許：我記得那個時候你保持清華越野賽跑的紀錄一段很長

的時間，對不對 ?

孔：在暑假的時候，他們去台北補托福，我留在這邊賽跑，

跟謝老師，一個體育教授，我就跟他賽跑，他騎摩

托車，我在後頭跑，就跑到成功嶺上去接受訓練。

許：他訓練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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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對，他訓練我。

許：他是訓練你是去比賽嗎 ?

孔：是！

許：我們都不知道這樣子。

孔：不過，後來到台北去比賽，跟台北體專比，但沒得比。因此，就退下來了。

許：你有沒有感覺到，你喜歡賽跑跟以後你做研究是有關的，跟意志力有關？

孔：當然有關，這個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好的訓練。他們以前就是說讀大學的時候，要注

意體育訓練，這句話是沒錯的。

許：對，我覺得就是說我們現在年輕一輩他們大部分人，可能會常常花很多時間在臉書或

是在 MSN 上，因此，我在教書時，會發現很多學生，會到晚上三點才睡，所以根本就

沒有精神上課。

孔：我上課的時候也沒精神！我那個時候每天早上起來就賽跑，然後下午也開始跑，中午

睡覺都起不來，每次上課後來除了李老師的課，其他都沒去上，所以從來沒有懂，從

來沒有懂。

許：以後弄懂就好了。

孔：所以其實沒有太大關係，讀大學的時候，沒有太大關係。

許：就是說你讀大學的時候你成績好，跟以後是…

孔：沒有太大的關係，因為以後是一個交換，你如果只注意成績的話，你其他方面大概就

做得比較少一點，其他方面以後也可能對你很有用。

許：對。

孔：這個沒那麼簡單，對不對？可是現在就是還是你要運氣好，現在成績不好很難申請學

校，這個糟糕，我也是申請不到學校的，都是靠關係的。

許：對，我記得你以前去的學校，第一個學校是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算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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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的學校。

孔：可是這是唯一我可以去的地方。

許：不過我記得你是不是運氣也很好，運氣好去那邊以後，因為你的指導教授換到

Carnegie Mellon 去。

孔：這都是運氣，不然的話你就卡住了，不然你憑什麼翻身，你沒辦法翻身的。

許：所以你的指導老師那時候是 Traub 是不是？。

孔：他是去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人家請他要做什麼系主任，後來他不去…

許：他去做 computer science。

孔： computer science 我就跟他去了，他只待了一年，我那年就跟他認識，他就帶我去。

許：所以你在 Carnegie Mellon 念的是數學系的 PH.D ？

孔：數學系，對。

許：我們第二個想知道就是說你是一個數學 PH.D，那你為什麼到最後都是在做 computer 

science ？

孔：那比較容易，真的講，就是說真的比較容易，我那時候我記得每一個周末去我們系裡

的圖書館，我把所有 computer science paper 全部看完，所有，不管哪一行，我可

以 keep up for two years，那時候 computer science 是很小領域，所以可以做這

種事，現在看一門都看不完。

許：不過我記得你算是學數值分析的，對不對 ?

孔：剛剛開始，後來我就走開了。

許：後來就是你拿了學位以後，就直接到 computer science 去，就直接當助理研究員，

所以那時候人家已經很看重你。

孔：那無所謂，反正也沒有人。

許：那時候 Carnegie Mellon 的 computer science 是美國第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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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那無所謂，就是說運氣好，很多運氣，你要人家認識你嘛對不對 ? 沒有機會沒辦法做。

許：你的同學，李天岩有一次告訴我說，說是你很有意志力。

孔：沒有，我意志力…他才很有意志力。

許：在 computer science 有時你要試很多次，譬如數學歸納法，N 等於 1 不行，N 等於 2

不行，一直試試到 N 等於五十幾，他說你有這種能耐。

孔：李天岩只相信這個，不是這樣子的，主要是 computer science 那個時候要做創新，

computer science 講究的是創新，不是努力，努力怎麼行 ?

許：所以你能大致告訴我們一下，就是你在 computer science 上面的成就。

孔：其實沒什麼成就，真的。

許：起碼我們知道你是你是第一個利用 evaluate polynomial 的 Horn’s Method，你搞

出 VLSI(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之類的。

孔：大概說我是往我這個領域做的比較早而已，在 VLSI 還沒有理論的時候我先做點，就

這樣子。

許：所以你基本上是在 computer science 上面的研究做 VLSI…

孔：VLSI、data base 還有一些 net work、security，不過無所謂，到後來的話，當然也

講點笑話，就是這樣的，沒什麼招的。

許：不過 computer science 是跟數學不太一樣。

孔：是不一樣，這個型式不一樣，即使證明定理的方法都不一樣，computer science 是

community 的 calibration，譬如說一些東西大概是二十幾個東西，然後就…有時

候會錯，不過沒關係，有人會幫你修正，不知道數學系是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的，但

computer science 人做法不太一樣，就是很多 calibration，有好有壞，或是形式不

一樣。

許：就是 computer science 比較離散。

孔：像我現在做很多，很多都是連續的，這些東西用線性代數都是連續的，都是實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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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太簡單，說 computer science 就是離散，別的是連續，不是這樣子，像 big 

data 基本分析，machine learning 基本上都是連續的了。

許：所以你現在大部分的時間都在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嗎？

孔：不是大部分的時間，現在已經差不多一半一半了！

許：就是說 Carnegie Mellon 是全美國 computer science 最好的學校。

孔：也不能這樣講，但差不多就是 top one ！

許：我覺得你可以收到最好的學生，給你啟發。

孔：學生很重要，是互相的，老師不好學生也不會好，學生不好老師也不會好。尤其是這

年頭，東西變得那麼快，看 paper 都沒有時間了，沒有學生的話，連看 paper 都沒有

時間。

許：所以基本上來說還是要學生幫忙你一些新的知識，這跟我們數學不太一樣，我們數學

好像一直是單向在教學生，除非到一個地步他才能回報。

孔：這個跟我剛剛講的好像有點關係，數學系基本上是單打獨鬥的，computer science 單

打獨鬥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多事情要做實驗驗證。譬如說那根本不可能單打獨鬥的，

即是做理論的，也故意不要單打獨鬥，因為太慢了，做法不一樣，型式不一樣，證明

也不一樣。有些基本上是數學，事實上也完全是數學，但是這兩個形式上差好遠，完

全是不一樣的型式。

許：所以你覺得對於你在做 computer science 的過程，以前在清華接受的數學訓練有什

麼幫助？

孔：當然是沒有用，只是環境還不錯，可能那個時候跟其他的學校比可能是比較純粹一點，

大概是對自己期許比較高一點。

許：我們那個年代當然師資也並沒有那麼好，但是我是覺得像我們數學系，好像幾十年來

的教學都一直不變，所以我是覺得說以你在 Carnegie Mellon 或在哈佛你是覺得我

們數學系的教學，應該做什麼樣的改進？

孔：數學教學，其他地方應該也沒什麼變吧，我猜！數學就是這樣，有他自己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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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自己一套，有時候我在想我們數學系對台灣的貢獻是在哪裡…

孔：的確是貢獻很大。

許：我們就是訓練一些學生，他的邏輯推理的能力經過高等微積分、複變…等訓練。 

孔：這個大概也沒甚麼關係吧！不過學數學的會比較靈活。很多人邏輯都一樣的，不會因

為讀了數學系邏輯就比較好，這個很難。所謂數學的人不一樣是真的，跟學物理的人

就是不一樣，數學物理的人是兩種型式，但都很有用，所以我覺得就這種看法的話，

數學系是很重要的，因為基本上是需要這種人，所以你的貢獻是有很多是靠學生出來

的。

許：學生以後靠自己的努力。我們數學系給他一些數學的訓練。

孔：給他一些數學的素養，一些思考的方法，給他讓他覺得可以去學其他東西，不要說學

了核工就不能動了，或者是學了化學就永遠在那邊，數學學化學也有，數學學生物都

有，可是回過頭來幾乎是沒有的，然後你說是其他的行有沒有這麼成功不多，物理跟

數學是很特別的，物理人出去什麼都做，其實數學也是一樣的。

許：其實數學我當系友會總幹事已經當了快二十年了，我發現其實我們大部分數學系畢業

的學生，大概有百分之九十或九十五，甚至於九十五都是在做其他行業。

孔：這很好啊。

許：有的大部分都在做 computer science，有的去做財務的、保險的，各式各樣都有，

高中老師，各式各樣都有。

孔：這個很好啊，我覺得數學系的，我寧願一個學校多訓練數學系的，像清華把數學系增

加一倍絕對是只有賺不賠的，其他系有些太專門了，反而數學系廣泛的訓練是很好的

訓練，這點我要感謝清華，絕對是，當初沒有清華設數學系，設其他系的話…我就沒

東西念了。

許：我剛剛聽王可言演講，他給我印象是，做資訊的並不需要一步一步來，你現在時間已

經緊迫到沒有辦法先學爬再學走，好像要一下子就要跑，數學系訓練就是不一樣的，

你一定要一步一步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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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也不一定，我知道很多數學家二十五歲就做什麼好事情之類的，有些也不一定的，有

些也看你做的什麼題目。

許：所以你對我們這個清華數學系這些教學你…

孔：我其實也不知道，你怎麼教我不知道，可是我一般感覺數學系並沒有什麼不同，大概

十年、二十年，其實學校跟學校中間也不會差很多，這是我的印象。

許：全世界數學系都差不多。

孔：不像 computer science 每個系都可以搞得很不一樣，數學系是個好的地方，因為比

較有傳統，有傳統這是好處之一，有時候比較知道原則，所以也不見得真的要很不一

樣，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有價值的領域。

許：反正大學念數學系畢業以後是海闊天空。

孔：這就是很有意義，你要把做數學研究跟一般的數學系的教育，這兩件事要把分開，不

是每個人都要做數學家的，大概百分之九十九都沒有關係，不過數學就是好。

許：我記得這一點，我覺得清華數學系滿成功的地方，大部分的畢業生都在其他行業 .

孔：這樣子比較好，其實哈佛很多畢業生，除了0.1%外的學生還在本行，都是在其他領域。

許：我們上次面談我的同班同學林逢慶，他說他在當資策會執行長，你幫他很多忙。

孔：不是幫他忙，害他也不一定。

許：就是幫他規劃一些台灣有關 IT 產業方面的很多東西。

孔：對，其實我沒做什麼東西，我跟你講，台灣的IT是很難去把它改成說是走下一個產業，

我是希望他走去下一個，多做伺服器，現在有一點樣子了，多點伺服器，多做一些創

新，不是說只是跟人家，人家案子來了，案子不來就不做，這種做法是惡性循環，就

是要找一些機制讓他能夠出來，不容易，這個不容易，這個是長期抗戰，學到很重要

的，不是全靠政府，這個很難，人要有這種承擔風險的心態，數學系的人應該是承擔

風險，這個數學系，可是一個原因為什麼數學系做的比較好，膽子比較大，可能因為

他也沒有安全的飯碗，有可能，因為他沒有很穩當的飯碗，不像電機系的一出來就做

什麼樣的，排隊都排好了，所以現在出去，可能很慘，他就自己想辦法了。數學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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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能這方面倒是一個可以想想看的，看看有沒有說讓他們多面對一些新的產業的機

會，讓他們了解一下產業的變化，轟轟烈烈在變化的時候，他的訓練是比較容易達到

新的方向，他也比較願意，所以這倒是一個有點，好像看起來有點有道理的，試試看，

這個倒可以試試看。

許：我記得你前幾年不是來台大，來台灣嗎 ?

孔：我有，沒有一年，是半年。

許：所以你半年的時間是在台大教 ?

孔：我在台大教資訊系。

許：你覺得台灣的學生跟國外差在哪裡 ?

孔：差很遠啊！台灣的學生一般來講起來沒有美國學生認真。

許：你是教研究生還是大學部？

孔：我教的是雲端計算機，多半是研究生，越是研究生，越是 PH.D 越糟，大學部學生還

好，比較好的還是應屆畢業生，但是應屆畢業生也沒空來，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PH.D 是一蹋糊塗，但是一般是沒有很認真，讀書沒有很認真。

許：連台大都這樣 ?

孔：沒有很認真，一般而言最大不同就在這裡，美國的研究生是不得了的，基本上是做最

先進的東西，在那邊知道最好的東西是怎麼樣，台灣的研究生好像沒有什麼動機，這

個是差很遠，事實上是差很遠，可能是因為我的那些研究生，碰到的研究生都有事情

做，我是無所謂，別人以後都有事情等著別人做，都沒有那種雄心壯志要…很少，幾

乎是沒碰到。

許：我想你在台灣的資訊工程裡面，已經就是說規劃各式各樣的東西都。

孔：我是看到很多，這點我講我是看到很多沒錯，我大概知道很多來龍去脈 . 

許：你有沒有辦法給台灣的這些年輕人，尤其像我們學校資訊系的這些學生 .

孔：我就覺得他們都是有關我剛剛講的事情，就是承擔風險，做大是要有雄心才有希望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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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沒有希望的話，就是要有決心就是跟他們講說你賺錢，賺錢有什麼用，世界上

每個朝代都有非常有錢的人，你記得誰，沒有一個記得的，只有壞的才記得，醫生為

什麼去…很多是為了錢 . 

許：在美國也一樣它不是很多人要做醫生 .

孔：沒有，美國好的研究生哪來這樣的。

許：那是研究生，很多大學畢業生…

孔：那也不見得 , 很多美國是理想型、去做志工，做幾年以後才定下來，很多這種。

許：所以你是給我們的年輕人一個很好的建議就是要…

孔：要把自己想得比較大，醫生要幹嘛，難道就是賺幾個薪水就滿意了吧，這怎麼行嘛。

許：要有些野心。

孔：有熱情，絕對是要有熱情，沒有熱情這個是很奇怪，這個環境比以前好太多了，不是

好一點，好太多了，所有資訊都可以拿到，但是不想玩了，所以這個是一個要想想看

是什麼原因，是當然可以怪社會、怪家長、通通可以怪，都沒有意思，李安就是個很

好的例子，這個風險多大啊這個人。

許 : 當然，他當家庭主夫當了五、六年。

孔 : 對，這個人是不得了的人，這個確實是可以這樣做的，不是不能這樣做的。

許 : 就是說你一定要有些比較偉大的志向，然後要犧牲、肯撐得住。

孔 :要對自己有信心，怎麼說這麼容易就認了，像我們以前不一樣，我們以前佔很多便宜，

因為我們反正沒那麼早，反正都死路一條，拚一下，管他的，所以現在他們是比較難，

因為他有比較容易的路走，不過還是要跟他們講這個人生沒有這麼容易就讓他過了。

許 : 我不知道現在的台灣學生是不是出國也比較少了 ?

孔 : 現在比較好，最近一、兩年上來。

許 : 有上來了，是不是因為台灣變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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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 不，也不是，我覺得國防役有幫助，國防役改了有幫助，然後另外就是進公司的

incentive 下來一點，他們慢慢看懂了，台灣的那些公司其實對很多學生不見得是最

好的選擇。

許 : 我們科學園區文化是一個 , 每個人上班都要搞到晚上十點。

孔 : 這是個很糟糕的

許 : 這是個很奇怪的文化

孔 : 這是一個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這個我同意，這個很糟糕，這個抹殺年輕人，在那

邊搞了十五年以後就不行了。

許 : 難道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需每天要工作那麼久的時間 .

孔 : 這些都不是 information technology，這些是血汗工廠，這裡用的工人都是最貴的

工人。

許 : 我覺得很奇怪，就是說你要工作那麼久的時間才能創新。

孔 : 很簡單，就是老闆不願意承擔風險，老闆要有單子的時候才加班、才拚，如果是有未

來客戶在那邊等他才做，所以都是這樣子的，所以她寧願不要賺很大的錢，他不要虧，

結果就是犧牲了很多年輕的人，因為他把那些人逼得，那些年輕人是以前是的女工 .

許 : 其實跟女工差不多。

孔 : 他們是比女工慘，他們是台灣菁英分子。

許 : 對，有時候我是不太了解，台大電機系畢業也得去園區，每天禮拜一到禮拜五都要十

點鐘才下班，然後禮拜六、禮拜天也要去

孔 : 這個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因為台灣其實也是很慘的地方，去跟世界上這麼厲害的地方

比，卻是我們比人家落後，然後沒有領導能力，只好朝人家的方向，只好跑一百公尺

短跑，一挑到晚跑一百公尺短跑，沒有人跑一千公尺，一千公尺他們沒辦法跑，因為

看不準，也不願意做、也不願意承擔風險，因為這個承擔風險他們覺得風險太高了，

那個是一個很慘的事情，這件事情就是我想改的事情，想改了很久，但是它是一個歷

史包袱的問題、是你的經驗的問題、是你的學生的問題，學生也不敢想，老闆也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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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每一個都是僵在這裡，所以你們可以幫忙當然是很好

的。

許 : 我是看到台灣這些所謂的 IT 產業老板講，你們大學訓練出

來的人怎麼沒有創造力。

孔 : 他們有時候老闆是看得到是要有創造力，須做比較基礎的研

究，但是他貫徹不下來，因為他的人都沒有這種人，都沒有

研發的人。

許 : 因為他要投資研發的人，他不敢承受風險。

孔 : 他沒有去培養那方面的人，因為培養那方面的人要投資，可

能不是錢的問題，做研發的人士要最好的人，你要把最好的

人抓來做明年要的，因為這個好像比較安全，所以這個是很

多之前說的那種差距是很大的，然後講的話跟他執行的東西

是差很遠，然後政府講的話跟最後執行也差很遠，講的話跟

最後也差很遠，因為很多事要突破大概每個地方都要做一

點，大概沒有辦法是…所以我也希望你們能夠幫幫忙，盡量

讓台灣多做一點，比較長遠、比較敢試一下的，讓那些學生，

譬如說找開業 , 創業成功的人，找數學系不要只是找電機 孔祥重教授 ( 中 ) 與訪談人許世

壁 ( 左 ) 以及系主任陳國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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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數學系的去創業可能比電機西創業還有好處，因為他比較靈活，可以看到，保

險他也可以去玩，他不見得一定要定在那裡，在哈佛比如說，我們怎麼鼓勵學生？最

好的方法就是找校友來，最有用的，最好是找年紀輕的，因為可以講話，年紀大了他

覺得太遠了，沒有辦法關聯，所以找年紀輕的，讓他們多回來影響學生，讓他看到原

來是可以這樣子的，不見得要把自己看得那麼簡單，這麼不能做大事，做大事一半的

原因是要靠運氣。

許 : 當然我們現在回想，像我們年紀已經到這麼大了，我覺得現在年輕人跟以前我們是不

太一樣的，以前我們能力不知道有沒有，但是志向還是有點。

孔 :志向還是有，我覺得這是必要條件，有了這個的話，再加上運氣好，再加上有點天分，

才能夠成功。

許 : 以前我記得有一次我的指導老師拿一個台灣的一個申請表，它上面講說他是以後要當

個偉大數學家，我就說在台灣大部分的學生都是想拿到獎學金吹些牛，我的指導老師

就秀給我看 , 它是當年我寫的申請表，所以我們當年很敢寫。

孔: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多少人敢寫這種話？大概不多了，所以這要就改，這是台灣需要的，

不是需要去多教一門課，那個無所謂，重要是讓他們覺得敢，有榜樣給他們看。

許 : 我想我們大概時間就到了 . 最後，給我們清華的學弟妹講一些鼓勵的話 . 

孔 :我就希望他們是很勇敢地把自己的一生當成是很大的一生，不要浪費掉青春，做大事。

許 : 我們今天很高興你能來這邊接受我們訪問。

孔 :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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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寶忠學長專訪

受訪人：石寶忠 ( 數 68) 教授

訪談人：02 俞韋亘、楊承勳 07 許依萍、楊久毅  08 鄭韻如  09 王仁佑

紀錄整理：鄭韻如

	  
學歷

清華大學數學系

清華大學數學研究所碩士

美國波士頓東北大學精算碩士

經歷

中華民國壽險公會理事

精算學會理事

美國精算學會正會員

南山人壽保險公司精算部主管

美國精算學會駐台代表

安泰人壽總經理

ING 安泰集團台灣區總經理

ING 安泰人壽顧問等

現任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理事長

逢甲大學保險學系副教授

在清華的日子…

回憶起三十多年前在清華的日子，學長認為

進大學，就應該要好好享受大學生活，所以校內大

小比賽像是梅竹賽、校友盃，每場都不缺席；當年

學長是土風舞社的台柱，笑說成績不好的他，總是

在外面發展、南征北討的，不難想像是個校內風雲

人物。因為活躍於課外活動，大一的微積分連滾帶

爬地爬過；大二時被死當，花了兩年才唸完大二課

程，即使到現在，學長還是忘不了當時被當的難過

滋味。對「微分幾何」這門學科更是餘悸猶存，學

長至今仍慶幸當時考試前多背了一個公式，才順利

過了關！回首起大學生活，學長有感而發地說：「被

當真的不好！真的應該好好地把成績弄好」。此

外，他特別叮嚀大一以及理學院的學生：「開頭步

伐就要穩，不要成績不好，否則混合著自卑，為了

justify 自己成績不好而裝瀟灑，可能造成後來更

大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要抓對唸書、做事的節奏！

時問節奏抓對，大學生活是可以很精采的！小學老

師說的課前預習、課後複習真的是金科玉律－尤其

是唸數學系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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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上留學列車的幸運兒…

1970 年代的台灣，數學系畢業後出路很少，除了任教職外，大概就只有壽險公司需要

數學系的畢業生。為了求職的現實考量，學長接著唸了研究所；研究所畢業後，得知南山

人壽正在招考精算師，於是到南山人壽精算部報到。當時公司透過加薪鼓勵員工考精算師，

所以學長開始下班後留在辦公室唸書的日子，準備考精算師執照。學長說，他的運氣真的

很好，碰巧遇到保險事業發展基金會補助，提供名額到國外唸保險，而當時公司員工中就

只有他一個人通過四科的精算考試，所以他順利申請到獎學金，幸運地趕上出國進修的列

車。

在美國唸書的日子…

聊起在美國求學的日子，學長對當時的教授仍感激不已。學長回憶：「教授十分熱衷

教職，花了很多時問設計教材，make sure 每個學生都吸收。我們班上僅五六名學生，教

授會預告下次要上的部份，要求我們預習，有疑問的地方就問他，把時問做最好的運用。」

因為所學與工作有關，唸起 書來不覺得枯燥乏味，也很感興趣。談到在美國求學時對課

業用心付出的拼勁，學長說：「我當時去美國唸書的時候已經三十多歲了，在美國當了兩

年的 Full-time student，因為 Northeastern 的圖書館八點才開，而 MIT 的圖書館是 24

小時開放，所以每天還沒七點就背著書包到鄰近的 MIT（麻省理工學院）圖書館唸書，圖

書館的管理員還以為我是 MIT 的學生，從不查我的圖書證。」努力地付出，讓這兩年當中

的精算考試都十分順利地通過。

傳統 vs. 現在的精算考試…

學長那個年代準備精算考試很辛苦，要一面工作一面唸書；現在的精算考試比以前

競爭激烈，理論也難得多，不過可以透過參加遠距教學，做習題加上討論區的討論，考試

Pass 的機率提高許多。所以無論以前還是現在，兩相比較之下各有各的難度，現在的優點

在於有比較多元的管道和資源可以準備。

精算師 makesense 的地方…

學長說：「如何做好風險控管！替公司創造最有利潤的商品！是精算師最 makesense

的地方」。「現在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有兩個趨勢：國際會計準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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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能力。不管是財務報表還是清償能力的要求，皆是以風險控管為中心思想。如何在風

險控管和業務推展中間取得平衡，是需要多年的工作經驗。未來金融機關在經營上所需要

knowledge 比以往高。」學長也說，現在的我們非常幸運，因為可以取得的知識和工作經

驗比以前更完整豐富。

給想考精算師的學弟妹建議…

現在保險公司的制度是依考 過的科目數加薪。學長說：「精算考試也有很多實務操

作的東西比如商品的定價、核准提存、避險等等。考精算師最好是，考 ASA(Associate of 

SOA，美國壽險精算師副會員）考個三科後去做事，了解狀況，工作個三四年，若邊工作

邊唸書覺得吃力且經濟上面許可的話，就 quit job 專心唸兩三年，考個七八成，剩下的

再拼一拼就可以了。但也不一定要投資自己成為一名精算師，比如衍生性商品的操作和定

價、以及做風險控管，這些人才將來也是相當需要的。」對想考精算考試的學弟妹們，學

長也不斷強調：「若要考精算師，就 focus 在需要的數學上面，比如機率、統計、數理統

計。現在精算需要用到的數學理論相當高，甚至數學研究所念完也不見得接觸過。所以搞

清楚會用到哪些數學，把數學底子打好之後再去考精算考試就不會很吃力了。」　　學長

建議：「畢業開始工作後，不要超過六年，且在結婚生子前把精算考試考完。其一，精算

考試後半的科目偏記憶性，且商品日新月異，國際的相關法令、會計準則也非一成不變；

其二，時問一旦拉長，也許耐心沒了或信心沒了，半途而廢的機會比較高，容易 end up

在 career ASA。考 SOA(Society of Actuary，美國精算學會 )有些是需要多方面涉獵的，

有些則是屬於個人專長的部份。目前台灣相關的學系中，逢甲統計精算研究所和東吳大學

商用數學有精算基礎課程認證之 VEE 課程。」所謂的 VEE(Validation by Educational 

Experience)，是在由美國精算學會 SOA 認證的教育機構修課，學業總成績必須為 B 級以

上（至少 70 分以上），就可以向美國精算學會申請學分抵免，不用再參加該科目的精算

考試。

學長特別叮嚀：「到保險公司工作，重點是要會做事！剛進保險精算部處理的都是確

定模型，要能操作隨機模型，至少得工作八九年才有機會。建議可以先去銀行、基金公司、

債券部門或衍生性商品部門先了解、學習。目前台灣保險業有經驗來操作衍生性商品，做

避險交易的人才很少。如果能有這方面的經驗，然後考過精算師，就是個難得的金融整合

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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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岸的精算考生…

當提到大陸將來預估會有 5000 名精算師的需求時，學長從他

實際看到的情況做了分析：「大陸的學生，普遍是家裡湊足所有收

入供他求學。考精算考試的同時，亦肩負家裡的經濟負擔，而每考

過一科美國精算考試，薪水就會加成不少。由於考過與否帶給他們

的經濟差異太大，所以大陸的考生是上班到八九點休息一下，然後

繼續在公司唸書拼到天亮，拼勁是台灣學生遠遠不及的」。學長想

起某次到國際精算學會時，學會對大陸學生的滿分成績嘖嘖稱奇，

誇讚中國學生聰明。但學長同時提醒我們，只專注在唸書，通過精

算考試的大陸考生，並沒有工作經驗，而保險公司精算部門最不歡

迎這樣的員工了。

關於出國唸精算…

對精算有興趣且有意出國深造的學弟妹，學長建議：「大學畢

業後就可以直接出國唸碩士了，然後在國外考精算考試。在美國工

作也可以獲得不錯的工作經驗。」至於學成之後，要待在那邊工作

呢？「每個人的考量不同，若最終要回台灣，我會建議攻讀退休金

部門及年金部門，而不建議念退休精算以及健康險部門；若想到大

	  

照片中。左起

02 級楊承勳，02 級俞韋亘，

07 級楊久毅，石寶忠學長，

07 級許依萍，08 級鄭韻如，

09 級王仁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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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工作，如果先擁有美國和台灣的工作經驗，到大陸工作是不錯的光環。」針對選校的部

份，學長也建議了三所唸 actuarial science。不錯的學校：University of Waterloo、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台灣精算的前景…

人口老化是全球趨勢，最大的保費來源是退休金，所以最需要的是退休金商品。而

投資不分國內外、股票債券都會有其風險存在，但買退休金商品的客戶通常比較保守，所

以退休金商品要能保證風險、保本。找到商品的分配再定價，再提存責任準備金，再提存

risk based capital。「台灣現在缺的就是這部份的人才！」學長感嘆地提到。

未來保險業的人才需求…

學長認為，壽險業未來最需要的是金融整合人才。「金融整合人才是一個黃金組合，

所謂的黃金組合是：FSA (Fellow of SOA，美國壽險精算師正會員）加上數年操作衍生

性商品或避險經驗，再加上財務工程數學，但這是條十分不容易的路。黃金組合真的很值

錢。」同時，學長也叮嚀學弟妹們：「人生在職場上不一定非得要爬到最高點不可，如

果有企圖心要爬到至高點，那就努力去拼湊。人生最重要的是，認清自己的能力，選擇自

己想過的生活。想要拿高的地位拿高的薪水要付相當代價的。如果不願意過辛苦有壓力的

日子，就算只是在崗位上好好工作，然後工作之餘不忘進修充實自己，這樣也很好。強求

Career 的發展是最痛苦的！努力過就好，在一個領域上，好好學實自己，好好努力在本業

上。」

職場工作教戰守則…

對於想投入職場工作的學弟妹，學長提出他的看法：「到職場工作，找對公司是很關

鍵的人能力方面，英文非常重要，電腦的使用是基本的，其他像是 EQ、協調能力、願意承

擔責任的態度也都是在職場上必備的。實際工作經驗是最難取得的，所以在職場上有機會

學習做事情一定要好好把握。」學長解釋道：「一般公司在工作上面都會有一個 routine 

Project，也常有 extra Project 把握公司 assign 的 extra project，取得工作經驗，

千萬不要犯了時下年輕人的通病：嫌錢少、事多。剛進入職場工作越累越好，能做的事要

越多越好，但同樣的事情不要做太久（半年、一年），要辦法去做做別的事情。在工作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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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時，要自發地不斷去進修職場範圍內需要的 knowledge。不做什麼，都記得要 keep 

learning ！另外，若想知道職場要做些什麼事情，建議看看商業周刊，何飛鵬先生所寫的

專欄，就可以對職場有初步的了解。」大學畢業後，是先投入職場再唸書，亦或先書再投

入職場好，學長說：「都很好，視你想從事什麼樣的工作而定！」

怕吃苦，苦一輩子；不怕苦，苦半輩子

學長大學的時候很輕霧，而去美國唸書的那段時問真的非常努力用功。「人生要抓對

節奏年輕多努力一點，有些東西剛進職場的時候就要學，比如基礎的電腦文書處理。」當

我們問到什麼現在考精算的教育體系比之前更完備，但精算師仍供不應求呢？學長回答道：

「主要原因是家不願意吃苦一工作量大時數長，工作結束後還得要唸書準備考試，沒有

pass 的時候挫折感不所以考精算師挑戰性極高，其最大的關鍵是在於熬不熬得住！」談到

了吃不吃苦這件事，學長說：「人的一生要吃的苦是 constant，人生總要吃苦一回，總要

努力一回，現在不吃苦，總會有一天吃苦的。」訪談最後，學長希望學弟妹們要明白：「人

生生涯運氣固然重要，但是自己的努力更重要。一定要記得，願意努力到什麼程度，就過

什麼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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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逢慶教授專訪

受訪人：林逢慶(數70)教授，以下簡稱林。

訪談人：清華大學數學系 許世壁教授，以

下簡稱許。

訪談時間：2013 年 2 月 21 日

許：首先，請你說在清華的學生生活有什麼美好的

回憶可供我們參考？

林：美好的時光？我要想一想，因為我跟許世壁同

學，在清華過了一段滿緊張的時光。首先談一

下，為什麼會決定進入數學系，一個是因為數

學成績還不錯，而且是比較喜歡抽象思考的

人，處理細節不是我的專長。再加上 60 年代，

有所謂太空競賽，西方開始注意科學教育，就

這樣跑去念數學，填聯考的志願大概只有填數

學系。我們並不是開學以後才有清華的生活，

因為以前要先去成功嶺當兵，在那裡同一個學

校會放在同一個排，或是同一個連。

許：我記得我們同班。

林：對，我們同班。首先會從同一個班的人認識起。

左邊一看那個叫許世壁，是數學系的，從高雄

來，右邊那個叫楊元宗，也是數學系的，從屏

東來。我的清華生活就是從認識這兩個人開

始，我運氣不錯，這兩個變成很要好的朋友。

我覺得相對其他學校，清華是求學滿單純的環

境，大概是我一輩子待過最好的環境。有關功

課方面，當時壓力蠻大的，一般數學系老師，

都要求蠻多的。( 其他系也是差不多一樣，那

時候只有四個系 ) 這是那時候清華的一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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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再來就是清華大部分的學生，自我要求都很高，所以念書其實是蠻主動的，所以

還算應付得過去。另外有關清華的風氣，那個時候看的是老師，我們老師的素質其實

都很高，感覺上就是有那種不錯的學術氣氛，因為他們很多從國外留學回來，透過他

們我們才認識國外求學是怎麼樣。這個對我們一輩子的影響很深，因為假如沒有接觸

這樣子的老師，我們的眼光、我們的視野是出不來的。當然還有一點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說像許世壁教授 , 他是高雄市人，那個是大都會，甚至楊元宗是屏東市人，我去

他家看過，屏東市也是滿熱鬧，像我這種是農村出身的，其實懂得不多，只會念書。

到清華來對我一生影響很重大，我終於會接觸都會區的小孩，尤其是北部的：建中畢

業的、北一女畢業的、附中畢業的。從他們那邊才知道還要會聽西洋歌曲，然後最了

不起的事情就是說，居然還開舞會，把這個南部來的嚇死了，每一個都搶著說「你們

去跳，我來管唱機。」對我們這些鄉下小孩子的啟發非常重要。碰到他們要去吃飯才

知道有牛肉麵，以前我們在鄉下怎麼可以吃牛肉呢？這個對我一輩子影響很大，才開

始跨出我以前小時候生長的環境，去接觸到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來的人。另外一點我記

得很清楚，在清華很繁忙的課業之中，我們非常享受運動，因為那個時候全清華大學

部學生，差不多六百個人，那麼大的一個校園，設備又很好，經費應該很多，你要打

什麼球都有。我在清華還去練柔道，還打羽毛球、打網球、打棒球、打乒乓球，然後

一不小心還當校隊，因為才六百個人，而且有那麼多校隊，幾乎每一個人都可以加入

校隊，出去比賽一般來講是不太會贏，可是當校隊，對於培養一個人成長的人格，都

是很重要的。像我這種體格那麼爛還是清華校隊柔道隊的，到外面去跟中正理工學院

比賽，還當羽毛球隊，梅竹賽的時候，就去跟交大殺，輸了回來吃不下飯，贏了回來

以後高興得也是吃不下飯，這個都是清華給我們的，一輩子跟著我們。我在清華還有

一個蠻特殊的經驗，就是也是很不小心，都是許世壁、賴恆隆這種人，專門欺負我這

種鄉下小孩子，一般大三才會被選為系學會會長，他們看我好欺負，我大一升大二就

偷偷的去教大家把票投給我，結果大二的時候我就當系學會會長，一般是大三，大三

成熟度比較高，大四都不理學弟妹，畢竟要畢業了很忙，我莫名其妙提早一年當上系

學會會長。

許：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叫你「老總」。

林：對，因為這樣，所以我一輩子的綽號叫「老總」。另外當老總是有一個原因，因為我

也是受到這個影響了一輩子，以前都是父母親、老師照顧我們，當了系學會會長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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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們居然就會慫恿我去幹什麼、幹什麼這樣，我就會幫別人做很多事，可能我那

時候還做得滿認真的，所以他們就叫我老總。我記得我做了一件事情，可能影響到你

們後來讀數學系每一學期的註冊費就少了五百塊，因為當老總以後我在想說：「奇怪，

我剛好有朋友在讀台大數學系」，我說「你們註冊多少錢？」我一算奇怪，怎麼你們

註冊費比我們少五百塊，結果我拿收據就跟他對，發現我們清華多一樣，有一個叫實

驗設備費，每一年你進去清華，傻傻被人加收去了，五百塊那時候可以過一個月。結

果因為我是老總，我就去跟學校吵，說我們從大一到大四都不會有實驗課，我們是純

理論的、非常高尚的，而且數學系也沒有實驗室，為什麼收我們五百塊？學校就開

會，開會就兩種意見，一種是覺得我講的有道理，另外一種是認為我是問題學生，要

不要記過。在四十幾年前，學生怎麼可以跟學校吵，這個學生一定有問題的，所以要

找我去，尤其是訓導長，他說這個學生要特別給他處理一下。還好，那個時候我就養

成一種幫大家講話的習慣，後來我就贏了，就發還五百塊給所有的人，因為註冊時間

已經過了，已經開始在上學了。這就是所以我為什麼被叫老總，從大一的學生到大四

的學生，都知道我幫大家爭取五百塊，說我厲害，所以我就變老總。我當然感到很高

興，可是過了一個禮拜以後，我就很生氣，因為我問同學們「你五百塊有沒有還你爸

爸？」，沒有一個還的。大家拿那五百塊，都到新竹看電影去了、把它吃掉了，城隍

廟口那邊有什麼，都把它拿去吃掉了。我是鄉下單純的小孩子，所以我認為這是爸爸

的錢，你應該還的為什麼不還？我到今天都還記得，這個對我後面的人生，多多少少

都有影響，也就是一個關心別人，是大學裡面比較特殊的一種經驗，這一段大概是關

於大學生活。

後來當了一年兵就要出國，由於我是鄉下小孩子，從來沒有想要出國，我覺得清華數

學系畢業後，將來去高中教書還不錯，所以立志要當數學老師。可是到大四的時候覺

得很奇怪，同學們說去考托福，我就問那個是什麼，當時被嘲笑，被說你連托福都不

知道，這個是留學要用的。當兵的時候又發現很多同學，去考 GRE，又去問那是什麼，

又被嘲笑，顯然你都完全沒有準備出國留學，我說「對呀，我已經考上研究所，就念

研究所就好了吧！」後來想一想不對，看有一些同學成績也沒有比我好，他也要申請，

所以我也可以申請，怎麼辦，時間已經過了，那是需要填表，我一個表都沒有，怎麼

辦呢？只好到處去蒐集「欸！阿壁，你還有沒有剩的？」阿壁當然比較好的學校都填

了。最後好像是 University of Iowa 對不對 ? 反正我也搞不清楚，就是到處蒐集，

就是撿人家不用的，所以我的學校很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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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我記得你到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林：對，沒有錯

許：那個學校不太好。

林：因為沒有表格，所以到處去垃圾堆撿，就亂填，也不知道 South Carolina 在哪裡，

那不管怎麼樣我拿到了獎學金出國，現在就來講出國留學的事情。

許：我能不能問你一下，我們班上在清華算是比較特殊的一班，就是大家都非常瀟灑，對

不對？

林：對，在清華跟其他三個系比起來是滿特別的，我們不要講好壞，講好壞就有點傷感情。

滿特別的，台語叫做「狡怪」，是自我感覺良好，說是比較瀟灑，我是覺得比較狡怪。

另外因為你讀數學，人很純，很多想法很單純，所以這是我們班上一個特色。另外像

我這種人又不是那麼上道，別人亂搞的時候我在旁邊看、在旁邊欣賞，我就搞不起來，

所以我滿欣賞，也滿喜歡同學這樣子的，可是，我是比較嚴肅、是不一樣的。當然那

狗屁嘮叨的事就不談也罷。

許：其實當年我們從南部來，南部的學生都是比較一板一眼，反而是北部學生他們生活比

較瀟灑。其實我覺得，以我為例，念清華數學系學到的就是這些瀟灑的人生。

林：對，因為我們南部來講，除了功課以外，我剛剛已經有點到，我們接觸到跟我們不一

樣出生背景的同學，這個對我們很重要。所以一個人的成長，一個人受教育，除了老

師以外，同儕互相的教育，我覺得非常重要，講到這個，不要講瀟灑那部分，因為那

個比較難講。比如我就很喜歡跑到北部來找同學，因為一輩子只到台北過兩次，一次

是小學畢業旅行，對台北完全沒有印象，只知道有動物園好像在圓山，有博物館，沿

途可能還會去中壢黑松汽水廠那邊參觀一下，喝瓶汽水，其他通通不知道，怎麼搭公

車，一輩子沒搭過公車。所以到台北來，我們同學會帶我們去，比如說西門町，這對

我們來講也是大開眼界，除了去西門町看看，還會帶我們去重慶南路，哇！那麼多書

店，嚇死人了，這個對我們影響很大。還有他們帶我們去吃水餃，我一輩子沒有吃過

水餃，吃水餃外還可以叫一盤山東泡菜，到現在那個泡菜的味道我都還記得，誰帶我

去我也記得，叫陳章榮，這個是影響一輩子的。所以大學那個時段對一個人的影響真

的很大，因為那個時候人已經開始成熟，開始能夠吸收，這個是滿重要的。那個瀟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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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老師也有影響，其中當然徐道寧老師影響是最大。

許：她是最瀟灑的。

林：我們剛好都是他的導生，我一輩子第一次喝酒也是在她家喝，在那邊釀酒，所以是恩

師啊！

許：我知道你把很多第一次都獻給徐老師。

林：沒有，我第一次追女孩子是獻給王懷權老師，這個我一輩子都記得。

許：第一次喝酒是獻給徐老師，還有很多第一次。

林：抽菸也是，我們去爬山，不知道哪個同學給她菸，不知道為什麼給她兩根，她就拿一

根給我，我一輩子抽的第一根菸也是跟徐老師一起抽的。講到王懷權老師，他對我影

響很大。他的代數課我學的還可以，有一天他說看我臉色不好，他說：「為什麼？」，

我說我感冒，他說：「你感冒就可以不來上課。」，我說：「不來上課我下禮拜進度

趕不上」他就覺得我這個人很認真，然後他看我是鄉下小孩子，而且他其實也是台南

來的，他很了解我們可能口袋沒錢，沒辦法去看醫生，他就掏錢出來說叫我去看醫生，

我一輩子都記得。然後，因為我代數學得還不錯，他看到有一個女同學，可能他覺得

那女同學也滿可愛的，就跟我說「有一個同學她代數要加強，你的代數還不錯，我幫

你約到圖書館去，你可不可以花點時間教她一下。」我那時傻傻的，也不知道，去了

就很認真教她，不但教會了她，而且她的分數好像有點要超過我了，因為清華同學幾

乎都滿聰明的，她可能分析很好，代數比較不好。後來王老師又問我「怎麼樣？」，

我說「沒怎麼樣，我就把她教會了。」，然後他說「只有這樣子？」我說：「你不是

叫我去教她代數嗎？我就遵照老師的吩咐。」「她不是很可愛嗎？你怎麼只教她代

數？」後來我也沒有追，辜負了恩師。但是這件事情對我刺激很大，我才知道原來大

學生可以追女孩子，嚇死了，這些都是非常好的學習。清華生活大概就講到這裡。

許：現在就講我們第二個 topics，當你在美國念書時，為什麼會轉進資訊這個行業？我們

知道你喜歡代數，也知道你是學數論的博士。

林：其實也不是，我說明一下，我大學裡面什麼都 OK，成績都還過得去，代數、邏輯、拓

樸、還有幾何都 OK，但是分析就很差，跟許某人有點不一樣，我的分析大概都是很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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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及格的。所以不是只有代數比較好，可是到美國去以後，也有個老師代數非常好，

你們也知道，老師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所以後來其實我的博士論文是代數，但

是做的題目是超越數－ transcendental number，你們都知道 algebraic number，

algebraic number 就 是 滿 足 algebraic equation 的 根， 一 個 不 是 algebraic 

number 的數就叫 transcendental number。所以我學的是 transcendental number，

簡單來講 transcendental number 是非常難的數學，這也是為什麼我後來念數學博士

念得滿久的。

許 : 你是什麼時候從 South Carolina 轉到 SUNY Baffalo ？

林：我是一年以後就轉學了，因為到 South Carolina，莫名其妙選任何課都拿全班最高

分，幾乎都不用念，然後我就慘了，在那邊好像學不到東西。那當然也不能怪誰，

因為我第一年沒有什麼表格，我第二年就知道，所以後來第二年我就轉到 Buffalo，

SUNY Buffalo 是一間還 OK，中間、沒有說很差的學校。在 Buffalo 當然學術不用講

太多，大概跟大家一樣要搞博士論文，後來我專攻的是 transcendental number。

講到我數學方面的學術成就，我很少寫數學論文，因為後來我很快就轉到資訊科學

了，但我還是寫過兩篇數學論文，其中一篇是跟博士論文有關的，一篇是跟博士論

文無關的，我唯一的數學成就是那篇跟博士論文無關的，就是重新證明 1882 年的一

個定理，那個定理是跟 Hilbert Problem 有關，不知道第六個還第七個，簡單來講

就是 exponential number，e 的 α 次方，α 是代數數，不同的 α，它是不是線性

獨立於有理數，當時我在看這個在一百年以前已經被證明了，那證明是幾十頁，用

到 several complex variables，是分析的方法。這個題目本身是個代數的問題，

是不是線性獨立，是個代數的問題，我突發奇想，我說我大學的時候知道有一件事

情對我來講是非常驚訝的，有一個問題是代數的問題，叫 Fundamental Theorem of 

Arithmetics，各位都知道 n 次方的多項式方程式，有 n 個複數解。

許：是 Fundamental Theorem of Algebra。

林：對，Fundamental Theorem of Algebra 我都忘記了，可見我是數學逃兵。它是純粹

數學問題，可是它用 complex analysis 的方法去證明了，這對我來講是件很奇妙的

事情，所以我後來能夠在它被證明一百年以後，我花了三頁把它重新用純粹代數的方

法證明出來，是我一輩子在數學界裡面最爽的一件事情。我數學沒有什麼成就，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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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寫這麼兩篇論文，但是在美國的生活，除了完成學業以外，我覺得還有其他也是滿

重要的，美國是一個很自由開放的社會，從我們台灣出去的人會感受非常不一樣，當

然現在的學生出去感覺可能沒有那麼劇烈，可是我們以前是所謂的威權統治，甚至於

是一種軍國主義的教育，我們整個教育是被扭曲的，不知道甚麼叫平等自由。到美國

去發現那是一個自由社會，這個感受非常深，再來就是到美國去，很多學校都很國際

化的，所以接觸到所謂很多第三世界的學生，印度、阿拉伯、南美洲，這種比較被欺

負的國家的學生，伊朗的、尼加拉瓜的，這叫第三世界學生，才發現說他們跟我們過

去有點類似的背景，就是被高壓統治，所以我們就會交換意見，然後就會瞭解他們在

做什麼，這也是大開眼界。原來這個世界不是我以前所了解的，原來過去台灣的教育

把我的世界觀、把我的社會觀完全扭曲掉了，那個時候就開始去反省自己，我到底是

怎麼什麼樣的一個人？這跟我後來從事很多事情都是有關係的。我之所以數學念得很

久，就是因為中間去參與了很多這類東西，我到圖書館去，不是去看數學書，是去看

世界各地的革命史，去看世界各地怎麼樣推翻它的暴政，在那個年輕時候，比較狂妄，

很多幻想，但是也確實了反省自己，也培養出來一個使命感。剛好我去的那幾年就碰

到退出聯合國，我快要完成學業的時候台灣跟美國斷交，然後接下來就有很多主要的

國家都跟台灣斷交，那個時候已經有了一些世界觀、社會觀，所以想台灣要怎麼辦，

然後發現台灣的人都無所謂，所以就開始關心台灣的前途，我留學就這樣過去了，帶

著一顆關心台灣的心就回到台灣，其實在美國也找到事情，可是待不下，我還是要回

去台灣。

在回台灣之前，我博士論文差不多完成了，大概已經告一個段落了，再往前做也做不

動了，基本上老師也覺得 OK，那我就想說以後是不是一定要走數學這條路，當然走

下去也是 OK 的，那時候王懷權老師等等，都在幫我找事情，我都還記得。那我會自

我反省，可能我還是讀點別的東西看看，那我就去修到一門課，因為我一輩子沒有修

過應用數學，我們在念大學只有少數的同學去修過應用數學，那個時候的應用數學其

實只有兩三種，只有兩種，嚴格講來一個是力學、一個是統計，沒有其他的，還有少

數的同學跑到交大去學電子計算機，那是少之又少，所以大部分的同學唸的都是純數

學。所以我開始修第一門所謂應用數學的課，因為那時候已經沒有壓力了，論文也差

不多寫好了，學分早就修完了。那我就修了一門課程叫做 Theory of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就是組合最佳化理論，到現在不但書名記得，作者的名字我都記得，

叫 Lawler 是 Berkeley 的一位教授，很多我唸過的教科書，作者我根本忘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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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你們也是一樣，大學唸過的書可能大部分都忘記了，這本書的名字我永遠記得，就

是因為這本書影響我後來去念計算機，第一，本書寫非常好，第二，它講的是圖論

的東西，可是它是要解決一些 optimization 的問題，我們以前念純數學的人是不管

optimization 的，純數學的人是常常在證明存不存在，optimization 對我們來講是

化外之民，感覺有點看不起這種東西，更不要講那種數值計算的東西，我大學完全沒

有數值計算的概念，什麼東西都是絕對的。那修了這門課對我來講是種震撼，一方面

因為我們數學底子非常好，所以念起來也還滿輕鬆的，可是怎麼跟我以前念的東西不

一樣，因為它是在求這個最佳化的解，它不只是證明 optimal solution 存不存在，

而是要把 optimal solution 找出來，所以它是一個求解的過程，我要強調“過程”

這兩個字。我們以前所有的這種教書都沒有過程，而是看最後結果，我把這個過程補

起來了，說原來過程也是很重要的，因為有過程才會有效率的問題，所以我們以前念

的是沒有效率的問題，是只有真理的問題。在那個地方才知道要解決問題，其實有過

程、有效率的問題，這個對我震撼很大。再來我跟老師討論了，問這個東西是做什麼

用的，討論中他告訴我說這只是理論，雖然他有過程，可是也是理論過程，還是要交

給電腦去算，為什麼要最佳化理論，是因為太複雜了，不是用公式就可以導出來，所

以要交給電腦去計算。他說要交給電腦去算，你必須把這個過程變成一個演算法，在

演算法裡面你必須去處理資料儲存的問題。我們以前數學裡面沒有資料儲存的問題，

資料存在就存在了，可是為什麼計算機去計算的時候就有資料儲存的問題，因為你要

去抓那個資料，或是要去更改那個資料，也是有效率的問題，不但有效率問題，在

70 年代那個電腦很小，整個學校一兩萬人用那部電腦，比現在的 PC 還爛，包括它的

儲存空間比一部 PC 還小，所以每一個同學，只能去用非常少的時間，而且是限定你

1K、2K，幾 K 的記憶，所以那個時候儲存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這個是我念數學那麼

久的人，從沒有想到的，就引起我一個好奇心，這是第一個。第二，那時電腦開始被

發明以後，有一股學習電腦的風潮出來，很多台灣念數學的人，到美國跟我同個系當

同學的，說要不要來修一些電腦的，以後比較好找事，這個也影響到我了，假如我回

台灣不從事數學研究的話，說不定我可以來教教電腦之類的，也不錯，就開始去了解。

問人家說怎麼開始念，人家就告訴我去念 101，課程編號 101，那是大一同學的計算

機概論，走進那個教室是很為難的，因為很多是大學部的同學，我是一個基本上是已

經完成博士學位的，走進去，而且那個時候電腦的課程教室座滿山滿谷的學生，慢一

點進去你沒有位子，你只能坐走廊，或是靠牆罰站，我是一個老留學生就在那邊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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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學期，或是坐地上坐一學期，才知道甚麼叫做程式設計，就這樣一步步走進電腦

的世界。

後來因為我論文寫完了，也不好意思拿數學系的獎學金。我後來修了幾門電腦的課，

而且是碩士高階的課，因為我比較一下，大學部的課很難，要動手、要什麼的，研究

所那個數值分析、演算法我會，修得非常好，那就去跟計算機系主任要獎學金，他

們非常歡迎，然後就轉到電腦系去了。轉到電腦系了以後，去修了很多課，除了我剛

剛講的數值方法、數值分析、計算理論，大學部基本課通通修完，不只是必修的程式

設計，還修了程式語言的設計，怎麼樣去設計語言讓人家用，還有像計算機結構、

操作系統等等，也做了一些計畫，剛好參與了一個計劃，是做數值分析的，做的是

Tomography， 就是斷層掃描，斷層掃描其實就是一個影像的 transform 跟 inverse 

transform，那裡面的數學我覺得還好，相對於我們的數學比較簡單，但是計算的問

題是還是很複雜，原來數學是可以用到實際的問題的，是可以去救人的。我總共大概

電腦課修了 5、60 學分 , 其實應該繼續念下去，後來受不了，父母親在台灣，一直催

說叫我回來，所以就回來了，大概在美國的生活就是這樣子。

許：所以你剛回來是到成大嗎？我記得是成大數學系。

林：對，我到成大是因為，我那個時候電腦學得不少，可是完全不知道台灣有什麼電腦系，

因為我們出國以後才開始有電腦系，交大那個時候還不叫電腦系，不知道叫什麼控制

系，你要念電腦是到控制系去。第一，不知道在台灣有什麼電腦系，第二，我可以就

近照顧我父母親，所以就到成大兩年，然後就結婚。也因為結婚所以我到台大，因為

我太太他是學音樂的，學音樂很多都在台北生活，只好被她慫恿，就到台大資工系。

台大資工系在那時候人還滿少的，台大大部分都是收台大畢業生比較多，非台大校友

不是沒有，但是滿少的，所以我還算幸運，可以到台大來教書。那時候清華，李家同

他們也叫我回清華去，李新民教授是我們大學時的系主任，那時候在中央大學當校長，

他也叫我去中央大學。後來我就到台大來了，到台大來以後，就講一下我的研究，一

個是計算理論，其實我在成大就開始開計算理論，我是台灣最早開課的人，以前可能

有開過，可是它不是一個正式的課程。從計算理論就開始走向程式語言設計的研究，

程式語言設計為什麼設計成那樣子，為什麼那樣子的語言可以用，它裹面的理論就是

計算理論，是什麼可以用語言表達來計算的，當然假如是以我們數學邏輯來看的話，

追根究底可以到 partial recursive functions，我等一下會回來講這個東西。那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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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推的話，其實是可以推到軟體工程，軟體要變成有工程，或是說軟體要變成有科

學，就像我們數學一樣，你要證明它對，以前做程式設計的人，他是不管對不對，反

正去試看看、去跑看看，不對再修改。我們數學出身，最不習慣做這種事情，當然我

也熬過那段苦日子，為了一個程式可以修改好幾個禮拜，也熬過那個完全跟我們數學

生活完全不同味道的日子，在那邊 debug、在那邊修改，這個對數學家來講是非常虐

待。數學出來是對或不對，是證明而不是修改那些莫名其妙的，把零寫成 O，把 O 寫

成零，或是小數點忘記點了，但是念電腦從 70 年代到 80 年代就這樣過了，專家就

是這樣培養出來的。計算理念也可以衍伸出來，說怎樣去看一個程式是對的，因為計

算理論裡面，隱藏著程式的邏輯，你要有程式的邏輯，才能證明他是對的，所以那個

就是資訊工程的理論基礎。所以你寫程式要怎麼寫才會對，這理論是在那個地方，以

前是完全是靠經驗，這是一個分支，所以我在台灣，少數幾個做軟體工程理論的人，

有人做軟體工程，但做理論的，我可能說不定是唯一的一個。那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就是說我做電腦還是有非常濃厚的數學的味道，這變成我的長處了，我都會從理論出

發，然後從實際的東西再去檢測我們的理論，所以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 這種計算

理論從演算法出發，演算法是我必一門接觸的應用數學，所以一輩子就跟著我了，演

算法把它變成一個很正式的課程，當時在台灣也是很少人開這個課，大概除了我跟陳

文村以外就很少了，當時台大要開演算法課還要去拜託陳文村來教，因為台大沒有人

會教這課。演算法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又再延伸出去，因為後來的半導體產業的發

展，就變成不只要用 CPU 去解問題，你可以用很多 CPU 去解問題，我後來是台灣第一

個用幾十顆 CPU，那個時候叫 microprocessor，把幾十顆的微電腦把它們兜在一起然

後再解問題的，我是訓練第一批的這種，所謂平行計算的軟體工程師，別人有再教這

個，可是他有沒有再訓練這種，寫所謂平行計算程式我就不是很清楚了，這個我做了

很久。另外半導體慢慢又邁入到超型積體電路，那我就把演算法，或著平行計算的概

念又引進到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的最佳化，怎麼樣讓設計出來面積最小，或者是資料

傳送進去，能夠最短時間出來，這個我們很多的最佳化理論都可以用上去，當然後來

它又牽扯到計算理論，因為很多東西證明它是沒有辦法加速的，那個叫 NP complete

或是 P=NP，是一個重要的計算理論的問題，我把它引進到超大型積體電路問題的探

討。隨著時代前進，跟我們數學不一樣，我們數學一個分支可能要花幾百年建立，電

腦不是，電腦可能是五年、十年新的分支就出來了，然後就有所謂電腦連結網路，不

是現在我們一般的通訊網路，那個時候通信網路在美國國防部引導下還剛開始，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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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研究網路最早是由陳文村教授他們開始，我研究的是電腦網路，如何讓幾十、幾千、

幾萬個電腦在網路裡面一起去工作，一起合作去解決一個問題，這個是我當時研究的

主軸。後來通訊網路越來越發達以後，也把這些理論用到通訊網路這邊去了，所以我

在計算機科學這邊的研究，數學幫助很大，甚至我為了解決一個平行化的、最佳化的

設計，你們知道程式裡面有迴圈，怎麼把迴圈的計算分配給 N 個 processor 是最好

的，我跟我的博士班研究生研究了幾年以後，發現它是一種數學，叫做離散線性代數，

當然後來我沒有繼續做下去，否則它會變成一個叫離散線性代數的數學來幫忙，路是

可以走很遠的。當然我後來也做了系主任，在做系主任的前後，也做了一些事情，值

得在此提的，就是過去的資訊系或是計算機工程系或是計算機系的老師，其實蠻多都

是從數學系及電機系轉過去的，甚至它是成立在商學院，後變成所謂資訊管理系。早

期在 80 年代，課程是沒有規劃，老師教什麼學生就學什麼，我大概是最早的把課程

規劃出來，雖然我不敢說正統，但至少是比較科班的排列方法，後來這個就被教育部

變成了課程標準，那就全國通用。當時我也參與了的一本高中計算機教科書的寫作，

那個時候也開始做了一些大學以外的服務。另外還有一件值得提的，現在所有學校資

訊系名稱都一樣，其實以前是不一樣的，最早的計算機系大概是淡江跟交大最早，那

個時候可能叫做控制系、計算機工程系、計算機系，那當初要成立計算機系時候，到

校務會議去被否決掉，說怎麼可以用這個名稱，計算機是一個東西，我們怎麼可以有

一個系叫計算機系，或是有一個系叫汽車系，或是有一個系叫電視系，這個很低階，

就被否決掉了。那怎麼辦呢？當時中央研究院在籌備一個叫資訊科學研究所，我後來

知道了，就說那我們就叫資訊科學系，當時是在電機系提出來，因為這個是從電機分

支出來的，當然後來有台大數學系的幾位老師也合併進去了，又被否決掉，這次是在

工學院就被否決掉，說我們工學院怎麼會有一個科學系，科學系是在理學院，所以七

弄八弄才叫做資訊工程系，這資訊工程系是全世界沒有的名稱，資訊工程系直接翻譯

叫 information engineering，後來我當系主任的時候，我們的學生去申請學校，人

家都會寫信來問你這個是什麼系，這個不行啊！學生申請不到獎學金怎麼辦，後來就

跟老師商量說，其實它是 computer science，但是 computer 我們已經被否決掉，

science 也被否決掉，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資訊工程這名稱，那個時候它已經跑到全

國第二志願了，還不錯就繼續用，可是英文名稱我們改一下吧！不然當系主任每天

要去回這種信很麻煩。所以我就把它改叫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就從我腦筋裡面冒出來，它包山包海，又有工程、又有科學，台大就改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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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名稱了。後來其他系一看覺得好就跟著改，不像清華有個很怪的名稱，管策所，即

管理決策研究所，當然我講這個是因為我覺得滿有趣的，其實這也是對資訊系一個定

位，你到底是科學還是工程？他們原來是要把它變成工程，變不成又變成奇怪的東西，

然後我乾脆就給它包山包海，所以就變成資訊工程與計算機科學系，簡稱資工系，這

個也是一個典故，因為要跟各位報告才想起幾十年前的故事。

許：我能不能問一下，就是說你在台大教書教那麼久，我們都知道資訊工程系的學生都是

相當不錯，不過我記得去年還是前年孔祥重教授到台大資訊工程系訪問半年，他是覺

得台大資訊工程系的學生，當然是非常優秀，可是跟美國最大差別就是缺少野心，沒

有企圖心，每個人都只想去外面找到一個工作，然後安安穩穩的過一輩子。反而是像

哈佛或是 Carnegie Mellon 這些 computer science 的學生他們都去創業，很拚，所

以在這方面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麼樣？

林：我剛剛講過，我是台大資訊系的第三任系主任，那個時候它已經是第二志願，教那種

學生其實是人生一大樂事、很大的快樂，因為我覺得裡面大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

天才，很多後來就變成我指導學生，我發現這個比我厲害的學生就覺得非常好。當然

電機系的學生更好，電機系的學生我看一半以上是天才，非常好教，而且很認真。嚴

格講起來，跟很多系比，資訊系就課程內容是非常難念的，因為他不但要理論、要數

學、要軟體、要系統、要實做，而且他念的東西是與時並進，一本課本只要用超過三

年就很奇怪，除非原來那門教科書已被更新，否則我會說老師不負責任，一般一本教

課書我教第三年已經教不下去了，內容更新太快了，可見學生要學的東西變化又大，

學電腦跟學數學不一樣，我們數學是從最基礎慢慢學，有堆疊的作用，學完抽象代數，

才能學近世代數，這是個邏輯；計算機科學是一個比較新的科學，所以這個邏輯關係

並不是那麼清楚，所以在過去二、三十年的經驗就是，你一定要學東學西，學到一定

程度才會忽然覺得通了，在中間的時候你是一直在吸收知識，然後再聽不同的講法，

搞硬體的人的講法跟搞軟體的人的講法是不一樣的，搞理論的跟搞應用的講法是不一

樣的，所以內心是一直矛盾的，然後他要寫程式，假如我們做數學證明，會就會、不

會就不會，你不會整天在那邊證，可是搞電腦他必須坐在電腦前面一整天，當學生時

這是常常有的事，幾天不睡覺是常有的事，假如我要欺負學生的話，隨便丟一個題目

給他，他們可以倆三天不用睡覺，他的困難在這裡，題目不會很深，可是要把東西弄

出來這是很雜的，那當然在這過程當中我是一直在幫學生，把它科學化、把它系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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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方面我做的很多，所以後來培養出來的學生，尤其是後來有繼續到美國去念 Ph.D 

的不管是 qualify 也好、寫論文也好，其實都還滿順利的，因為在這邊除了我，還有

很多其他同事，可能是教他工程的事情，而我是非常注重科學，後來他去做研究就會

比較有深度。以前學生滿大部分會出國，動機很高，但是現在社會一直在改變，所以

他會受到外面影響很大，另外就是早期的學生念電腦的時候，但他高中之前是沒有摸

過電腦的，或是沒有摸過、但剛好讀到林教授寫的那本高中教課書，那只有幾個學校

在做實驗，除此以外我們都把他當作一張空白紙。現在的學生，不要說現在，十年前

我在教書時，進來的學生就不一樣了，因為開始有推甄的、保送的，有指考的，都不

一樣，尤其是像資訊系推甄進來的話，個個都有怪招的，都是什麼奧林匹克的，或是

什麼的，然後我上課的東西他都沒有興趣，可是你叫他去寫程式他比你厲害十倍，所

以是很複雜的。因為我中間有一段時期離開學校，雖然有回來兼課，可是花在學校的

時間比較少，所以這個轉變很大。等我退休下來以後再回台大只兼課的時候 ( 我教的

是研究所的，五個研究所的學生來修我的課，我是教通訊產業的發展 )，我發現跟以

前的風氣完全不一樣，以前學生包括大學生他會跟我聊天，會問問題、會跑到我辦公

室去的，現在不會，當然我就會猜測或是問他們「怎麼變成這樣子？」各種答案都有，

有的說，同學不只這個課，有來上課就不錯了，他們認為這是要自己念的，往好的方

向來想的話就是說，他們有獨立研究精神，但其實，我是來跟他分享我的經驗，我的

經驗在台灣是非常難得、非常少有的，所以我就很難過。熱忱不夠是非常明顯的，所

以這不是任何學校的問題，不是清華問題、不是台大問題，通通是這樣子，當然台大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說，台大後來一班就變成兩班了，這個就有點影響，但是影響最大

我認為是研究所，我開個課可能有點熱門，來七十個學生，嚇死我了，我以前開研究

所的課來二十個我就已經高興的不得了，現在我假如不設限的話就有七、八十個學生，

我想我有那麼熱門嗎？後來發現不是，發現現在研究生怎麼收那麼多，這個影響很大。

所以包括台大後來的研究生都收太多，不應該這樣子的，這個會影響到不只是台大，

連清華、交大都會受到影響。

許：台大基本上像吸塵器一樣，把所有好的學生都吸到台大去。

林：對，那我現在不去談這個，談台大本身的話，台大好像變成菜市場了。所以我這一學

年本來要去教，但我要休息一下，因為受不了，後來我就限制五十個，後來五十個我

受不了，我就限制四十個，是這樣開課的。而學生他們的背景也非常多元，我不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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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好壞，我沒有這個資格，但是隱隱約約發現剛剛講的是對的，就是他們沒有這個

熱忱，他們的企圖心不夠強，然後他們接觸的東西太雜了，這個有時候我不太敢怪學

生是因為，尤其是資訊、通訊現在變成這個樣子，現在在網路上可以玩的東西太多了，

我說玩並不是玩遊戲而已，玩是說社交網站，或是什麼太多了，玩影音的，太多東西

可以玩了！那你叫他們不玩這個也不行，因為他們要跟得上時代，他們畢業以後要到

社會上去工作，這個是他們的年代，我們是資訊的移民，我們以前為什麼學電腦？我

們是為工作才學的，我說我們是移民過來的，現在學生，在小學的時候已經在用電腦

了，所以他們是原住民，你一個移民跟一個原住民，就像我們以前在美國的社會，你

移民的生活型態跟原住民型態是不一樣的，native American 跟 immigrant American

是不一樣，要隔兩代、三代，看起來才會順眼，所以我只能這樣講，但熱忱不夠。當

然還有可能是受到教授的影響，我必須這樣講，因為我後來參與了五年五百億或是卓

越拔尖計畫，這個是我以前在行政院在監督的，我都很清楚，這個教授完全是論文導

向，就是教學生如何寫越多論文越好，但我們以前不是這樣子的。我可以補充一點，

我剛剛講的那些研究範圍，我也做得很愉快，其實我還有一個主軸，我不得不講到劉

世超教授，我不記得你有沒有修他的課？

許：我有修。

林：沒有被當掉，我跟廖祿培是成績比較好的，不得不跟你聲明一下。那個是邏輯二的

課，不是邏輯一，還有一個日本老師的課我們有修過兩次。不管是做平行計算，

做演算法、做網路也好，裡面有一塊我總是做得到，就是所謂基本運算，就 basic 

computation，我不怕沒有題目，或是說我去做這種題目，我不怕它不重要，因為

它是 basic computing，那是誰教我的？是劉世超教授教我的，他是中研院的研究

員，當時到清華教我們邏輯，當時他在教邏輯，我們還是應付，還算及格、不錯，

可是說真的不知道他為什麼教我們那個東西，他雖然是教邏輯可是他教到 partial 

recursive function去了，要我們做加法、乘法，用那個遞迴函數去設計加法、乘法，

把加法、乘法用遞迴函數把它寫出來，當時我們會，但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學，等到

我去學計算機科學的時候才發現說，原來他是在教我們計算理論，原來那個東西是他

老師教他的，他老師叫 Kleene，很了不起的一個邏輯學家，也是計算機理論的大師，

原來他教我們邏輯就是在教基本計算，這個是被我掌握住的。所以我以後不管是做

軟體、做硬體，我去做基本計算就好了，因為做基本計算，就像你去做 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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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一樣對不對？這個東西的重要性就不用去考慮了 . 它的應用很廣，比如說一

個 recursive function 我可以用到去做畫圖的，或去做 imaging 的，或是去做通訊

的，它 reduce 回去以後可能都是一個 tridiagonal 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s，

以前我們從高中一直念到大學，去解聯立方程式，當然我們不會去唸到 tridiagonal 

linear system，這個就是基本運算，光這個我就可以寫十篇論文。所以在學術上，

我玩得很高興，那不得不讓我回想劉世超教授。我有時候在教學生「遞迴」兩個字，

講到遞迴我馬上就括弧說是劉世超說的，然後我就會非常清楚告訴學生什麼叫「遞」，

什麼叫「迴」，它的計算邏輯、基礎的部分完全就就通了。

許：學術的東西我們問到這邊，我們現在來談一下你的反對運動生涯，我知道你以前在台

大當過教授學會的會長，那個年代剛剛好是反對運動的開始，那時是要逼退萬年國代

的年代，我們都是從美國回來，我想我們兩個人基本上都是在黑名單裡面，所以像我

本人回來也是有問題的。不過現在能不能講一下這些，當年你適逢其會，參加台灣的

反對運動。

林：所以我說今天要談的事情很複雜，大家把它當作研討會。

許：不要緊，我們多的是時間。

林：我不怕人家知道甚麼事，因為這都光明磊落，而且都完全不是為了自己，所以都可以

講。我剛剛有講過，在美國我已經開始關心台灣的前途，關心台灣的社會，關心台灣

的政治等等，其實我在美國時也參與了一些人權的工作。所以回台灣以後內心還是一

直很關心，但是我回來那一年剛好發生了美麗島事件，我七、八月回來，而美麗島事

件是在十二月。

許：我也跟你同年回來，79 年。

林：對，因為你去做 post doctor，我還知道你在猶他。美麗島事件對我有好影響、也有

壞影響，好的影響就是說台灣是要改變了，否則會跟不上潮流，但是壞的影響就是說，

我想做什麼變成完全不能做，為什麼？因為在美麗島事件以後，幾乎所有的黨外菁英

都被抓了，然後大家通通不敢做任何事情，當然我不是說我回來要做什麼事，而是說

我會去關心，多少會直接、間接參與。美麗島事件讓我覺得台灣大概有一段時間，停

留在那個階段，可能十年可能二十年，因此我就好好去做我的研究、教學跟服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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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過了十年，差不多十年的學術生涯，其實還不錯，系主任是人家推我的，那個

時候沒有投票，等一下我會講到，當初人家叫我繼續當我還不當，跟這個有關係。因

為我一直在台大資訊系草創階段把它變成一個，至少不會輸給交大、不會輸給清華的

一個系，在這個之前我不認為它是一個很完整的系，它沒有什麼學術水準的，學生是

比清華交大好，可是它沒有研究生，所以我就很專心的去從事學術研究，到了 1990

年 ( 我是 1987 年當系主任，我那一年當完以後，我不做了以後就要選了 )，我是在

當系主任的最後一年，有一次去上課，有些學生我認識，班代、學代，怎麼某某學生

不來上課，其實我不點名的，我會問學生怎麼某某學生沒來，他說「老師，他在中正

紀念堂那邊靜坐。」我問「靜什麼坐？」，因為我在課堂上幾十年的教學，我是從來

不談政治，政治歸政治，學術歸學術，這是兩回事，參與政治，參與社會運動是我個

人的事情，我沒有影響任何學生，這我是可以問心無愧的，包括大學部同學、包括碩

士班同學、包括博士班學生，跟這個完全無關，可是這同學不見了，而且好幾個，而

且是上次沒來、這次也沒來，我就關心，有的是學會代表，有的是…反正通通都不見

了，因為他們在中正紀念堂靜坐示威，這個是 1990 年的五月學運。那時我當系主任，

我要去關心，一方面是關心，一方面也是好奇，因為十年過去了，以為沒什麼事，其

實是暗潮洶湧，哪有在一個民主時代，人民不能選總統，這個現在看起來很奇怪，可

是當時不會覺得很奇怪，對不對？那我就去關心，去看看他們有沒有問題，還跟他們

講說「好啦，有空還是要回來上課，快要考試了。」因為五月多了，要考試了「假如

你回來的時候，接不上課程要來找我，我給你補課。」這樣講。然後在某一個場合，

不是在學生場合，我在旁邊一個場合，有人就認出我說「你是台大資訊系系主任。」

對當場的人是很大的鼓舞，因為資訊系系主任是有代表性的，連系主任都敢來這裡，

他們就設計我「請你上來講幾句話。」這樣，大家都坐在地上叫我站起來講話，我不

知道要講什麼，所以我第一次對著群眾講話，我說我今天是來關心學生，講很短的話

這樣子。然後我就回去了，我就知道學生都在，我等於去那邊點名「在就好了，要回

來上課。」這樣回去，一回去以後開始在想這個問題，我想「學生都站出來了，我這

老師在幹什麼？」，想只是想，只是放在腦裡面，這是第一個階段。所以我會參與社

會運動、街頭運動，第一個影響我的是學生。然後再來到那年年底了，就有台灣教授

協會成立，某某人介紹我去參加，我也搞不清楚，因為以前台灣的教授沒有什麼協會，

可能有，但是我們都不知道有這個東西，我說這個很好，我去參加看看。然後他當然

有寫台灣教授協會，不是中華民國教授協會，這個對我有點對味，味道有點對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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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就去了，本來去我是一個被人家邀請的，人家籌備什麼我搞不清楚，我只是去，

大不了給你簽名說我是會員這樣，然後又被發現了，我記得是中興大學某位資訊系的

教授「林教授你怎麼也來了？」這樣子，我說「來呀，對呀，某某人叫我來的。」然

後他發現台大資訊系主任來參加，這個太好了，他們已經內定誰去當什麼、誰去當什

麼，所以有一個科技組他有會長、副會長，副會長就黃提源，清華統計系。

許：統計所。

林：本來黃提源教授要去當科技組召集人，那不行，因為台大資訊系主任來了，就要請他

當科技組招集人，因為那個是會被抓去關的，有幾個系主任所長在那邊當擋箭牌，後

來一投票我變成科技組召集人了，我也嚇一跳，反正教授臉皮也滿厚的，人家選了就

選了，就這樣參加。可是這個對我來講又是第二個影響，我的第二影響是什麼？所以

我都非常感激，跟任何人認識、跟任何人接觸，就像我剛剛講，我到清華一輩子都記

得，我不會跳舞，北一女、建中、附中那些同學教我跳舞，我一輩子會感謝他們，我

們當理科的教授，當數學系的教授，你時間非常少，除了去開會，你當系主任，要去

開校務會議、去爭權、爭預算，否則你跟他們老死不相往來的，他們的想法跟你的想

法是平行線，沒有接觸的，你是不同的學術背景，沒有接觸的。所以久了以後我們就

被定成那樣，我們自己不知道，其實我們說起來也滿幸福的，過著幸福的日子，因為

我們就只有這一套，不會受到任何驚嚇，不會受到任何影響，過非常安穩的日子。可

是去那邊參加以後，有經濟系的、有政治系的、有社會系的、有外語系的，對不對？

然後還有音樂的，還有神學的，跟他們接觸幾個禮拜、幾個月以後，表達語言都不一

樣，我那個時候是再一次當學生，就拼命跟他們學什麼東西，我以前不會寫文章去登

報紙，看他們寫我也跟著寫。所以學了很多這種東西，以前從來不碰經濟的，他們怎

麼講起經濟來頭頭是道這樣等等，所以就因為這樣，這第二次，受不同專業教授的影

響，那就開始參與教授學會。那也因為參與教授協會，後來才參與了一連串的社會運

動，大概都是在 1991 年跟 1992 年，比較重要的大概三個，其他細節我就不講了，我

當然是無役不已，沒有一個戰場沒有我的，有時候就在前面，有時候就在後面，有一

個比較大的是叫「制憲運動」，制定憲法運動，我為什麼會參加是因為裡面有一個新

的概念叫社會權，我們有人權但我們沒有講社會權。今天的年金，軍公教年金，老人

年金，或是什麼國民年金，每天在吵，這個叫社會權的議題，我們在1991年的時候說，

我們的憲法、法律體系沒有這一塊，我們只有簡單幾句話，基本人權而已。所以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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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在制憲裡面，其他政治的議題我不一定有興趣，可是這個以前都沒有法律，所以我

們的教育的法規是支離破碎，沒有一體的結構，所以中間就互相矛盾，互相銜接不起

來，而且是非常不進步的。那為什麼會去參加，因為在台大校門口，這個變成了學生

去那邊開始是靜坐，後來變成絕食，有不同學校的，也包括台大，我是台大教授，還

有哲學系的、土木系的教授，有時候我會勸他們，可那時候剛從台大系主任退下，社

會權我就很有興趣，社會權包括什麼？社會權包括受教權，學習的權利。校長我都認

識，我就在那邊，來了就來跟我講，我會對學生比較好一點這樣，果然他們也來跟我

講，我說就讓那些學生在那邊絕食抗議，把進的門關起來了，就讓學生在那邊，我陪

他們在那邊六天多，兩個送醫院，我幾乎沒有回家，這是第一次，那也因為這樣子所

以我後來參與的所謂學運，我不只是跟教授關係很多，我跟學生的關係也很多，就是

因為參加那次，本來是學生的活動，結果我是唯一被容許進入他們圈子裡面，可以跟

他們一起討論的。有時甚至於他們吵架，因為研究生跟大學生，台大跟政大、清華跟

中央學生意見會不一樣，我在那邊維持士氣讓他們不要吵架，搞到最後說「你們再吵

我要回家不理你們了。」大家都說「好！老師，我們不吵了。」跟他們熬了六天，那

裡面絕食有一半現在當立法委員，有的當副縣長，很有趣，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獨

台會案，那獨台會案抓了四個人，其中一個叫廖偉成，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學生，

進入校園把他抓走，引起學術界，至少學術界說「你到學校來抓人，沒有告訴學校。」

這個是侵犯學校，這個又更激發了教授跟學生的憤怒。

許：記得那個時候是劉兆玄當校長。

林：他表現非常好，他去跟教育部抗議，說不可以這樣子就抓進去關了。假如有罪的話，

四個都是死刑，因為叫懲治叛亂條例，他們叫意圖叛亂，那我現在跟各位講，因為我

都參與其中，而且因為這樣子後來變成核心，去救他們，我變成核心之一。他這個不

是言論自由的原因，當時言論自由都沒有，是因為他是歷史研究所的學生，要去了解

台灣的歷史，在台灣很不方便研究，所以跑到日本去查資料，不幸去查資料找到一個

人，叫史明，是獨台會的人，這個學生只是去跟他請教一些，去跟他要一些資料。所

以這個不是言論的自由，還沒有到言論自由，台灣不可能有言論自由，那個時候，也

沒有人敢講，但是他是又要寫論文，所以這個是學習的自由而已，比言論自由還低，

就被抓去關了。那四個就犯了懲治叛亂條例，怎麼辦？那個時候我就進入核心了，怎

麼辦？還不錯啦，我有一些運動細胞，我不是書呆子，我就鼓勵大家全部到火車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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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佔領火車站，不敢說佔領啦，他們沒有辦法把我們趕走，我們在那邊不知道

挨了三天還四天。然後我們就接到消息了，因為這樣下去以後，很多學生開始罷課，

因為這個過程中，不一定要列入紀錄，像我跟一些人都被警察打，為了支持學生我們

都被警察打過，那學生就很憤怒，那我們也沒有講，只是記者看到，把它寫出來，說

我被打，資訊系全系學生罷課，我還哭喪著臉叫他們不能罷課，沒辦法，他說「老師，

這是我們的決定。」全系罷課，因為這樣開始蔓延出去，台灣第一次有罷課，而且是

蔓延出去的，那政府就受不了，當然政府也是將計就計，這要感謝李登輝，李登輝也

知道我們在幹什麼。就放消息來說明天把這四個人放走。我們那個時候在搞學運，學

運的好處就是說，我跟你講道理，但是我不讓步。這個四個人當然要放走，可是你那

個法例很爛，要把它改掉，把它廢掉，我們提出的條件是要把它廢掉，當然後來折衷，

說以後再講。所以很快的、很短的時間，有點裡應外合，懲治叛亂條例就廢掉了，就

沒有那種所謂叛國唯一死刑，這個影響很大。再來第三個比較重大的，是一百行動聯

盟，這個就到了九月十月的時候了，簡單講就是說那個活動，我是發起人之一，搞到

最後我是總幹事，我的接觸面就更廣，不是只有老師、學生、各行各業都有，當然那

個時候也會開始接觸民進黨的，民進黨也要來參與，可是我們認為這是學術界的事情，

所以我就有限制，這有很多故事，有專書。民進黨其實是被我關起來的，因為他們出

來的時候輿論控制很厲害，他們會把你講成是民進黨的，我認為民進黨只是其中一部

份而已，我們是講得很清楚的，因為我當時是總幹事，所以我會去處理這種事情，那

製造很緊張的氣氛。所以當年，1991 年十月十號，當然也是剛好我的生日，所以我的

名字叫林逢慶，我跟李登輝一樣，通通在鐵絲網裡面過的，因為閱兵，我們也反閱兵，

我們已經不是軍國主義了，不可以閱兵，假如閱兵的話我們要你好看，不想恐嚇人，

裡面很多談判，細節專書都有，就不講了。我是總幹事，又被抬走又被打，被丟到郊

外去了，自己走回來，不過經過這些事情以後，到第二年，刑法的一百條就廢掉了。

刑法的一百條就意圖叛國，很多的黑名單，你剛剛講的黑名單用這條來治你，而懲治

叛亂條例是比較低階的，它的法源是刑法的一百條，就是說你意圖叛國，什麼叫意圖

叛國？假如你有槍有刀要暗殺，這個當然要抓去關，所以說這個判無期徒刑都講得過

去，但你腦筋裡面想這個政府不行就是意圖叛國，或是你批評政府，他看你不順眼，

就是意圖叛國。所以很多過去寫文章的人就是因為發表言論，當局者不喜歡就被抓去

了，抓去關不是關一年兩年，都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這個就是意圖叛國，因為

你在美國講政府的壞話，在美國講誰的壞話很自然，因為那個是自由社會，所以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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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更會不小心去講，像我們這種都是。像我也列入黑名單，因為我在台灣同鄉會用台

語演講，控告我意圖叛國，演講怎麼可以用台語，這個後來我都查得到，諸如此類，

不過我是灰而已。

許：我以前當年是當台灣同鄉會的秘書長。 

林：那只是關心台灣，可是他可以把你解釋成意圖叛國、意圖推翻政府，挑撥人民與政府

之間的感情。

許：台灣真正民主化是哪一年開始？

林：這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許：從刑法一百條廢除以後…

林：我不敢說民主化，我只能說還沒有民主化，因為總統還沒有直選、台北市長還沒有直

選，你不能說民主化，我只能說台灣在 1992 年某月某日，我記得是五月幾號，才有

言論自由、有表達的自由，也就是說一個老師，他在課堂上不管他講什麼，他罵政府、

他跟你介紹共產主義，他都沒有罪，因為沒有一條法律說他有罪的，就是因為刑法第

一百條廢掉，從此以後台灣才開始有言論自由，從此以後就沒有黑名單了。這條廢掉

以後，所有黑名單全都放出來，所以當黑名單的人數被放出來以後，他們很感謝我，

我會跟他們說抱歉，因為人家本來要做英雄的，我是跟他們抱歉，他會說因為你去發

動一百行動聯盟 ，你去廢掉這個東西，造成社會壓力，從此以後就沒有黑名單了，

我認為這對台灣的影響應該是蠻長遠的，所以我參與這些社會運動，歸納起來就是幾

個主軸：第一個是言論自由、表達的自由，這是一個現代化國家、民主化國家的基礎，

後來參與總統直選，一百條這不用列入紀錄啦，你要錄音我也不怕，廢一百條對上的

是馬英九這個人，他是反對廢除的，還有蘇啟揚，所以只有這兩個，其他李登輝、宋

楚瑜通通都同意的，所以我一輩子都記得，再來總統直選我也參與其中，這細節就不

講了，全台灣的政治人物唯一反對總統直選的就是馬英九這個人，他今天在享受總統

直選的這個權力，他當初是反對的，他提的是叫做間接直選，他喜歡搞這種東西，搞

這種不倫不類的東西，我認為他是一個偽君子，他是反對民主的，從歷史發展中他是

反動派，但沒辦法今天他是我們的總統，但是這個是歷史我們就紀錄下來，這一定會

經過，因為歷史在進步的時候一定會有這種現象，我只能這樣講，因為我們在做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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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時候，我們要爭取人民的自由、平等這些政治權益的時候，我們看得很清楚哪

一個是反民主的，當然我爭取的時候言論自由的時候，有一個媒體很反動，這個我今

天就不講了，所以我也發動過退報運動，然後讓今天的整個報紙蓬勃發展，當然這個

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我後來檢討起來，蓬勃發展也變成了亂象，這個我們要去檢討，

當然我們是參與其中，等到我比較老的時候，我要好好地寫回憶錄，來讓老百姓從歷

史裡面獲得一些教訓，來看穿一些人的真面目。所以有幾個主軸 : 言論自由、政治要

民主、廢除國大代表，萬年國代，沒有它們的話，我們今天連立法委員都沒辦法選舉，

連直轄市市長、台北市長、高雄市長我們都沒得選舉。我們過去的世界觀被扭曲了，

我們只是要把它正常化，我認為那是正常化，所以第二個是政治民主，政治民主包括

政黨政治、包括台灣的主權問題，我還是堅決主張台灣主權要由台灣人民自己來決定，

我不能幫他決定，是他自己決定，也不能外國人來幫你決定，這是他的人權問題，這

是他的生存權問題，甚至於是他的工作權的問題，所以我們不能剝奪他，要由他自己

決定。再來就是這個社會正義，這我今天講得比較少，比如說環保運動，這我都參與

很多，這個問題會出來，所以一直到今天核四要不要蓋一直沒辦法解決，也就是說我

們的社會正義、環境的正義，現在開始在談世代的正義，這些因為我們過去都沒有建

立一套制度，所以還會繼續吵下去，所以台灣人有時候是生活蠻辛苦的。

許：反對運動已經談得差不多了，現在就來談談當年你為甚麼會從政？

林：從政是這樣子的啦，就是說第一屆的直轄市長選舉，陳水扁莫名其妙贏了，其實他不

會贏的，因為剛好三個人選，所以他贏了，贏了以後有人就建議他說要一些學者進去，

因為民進黨本來就很多草莽型的人物，罵國民黨 OK，可是你叫他真正去做甚麼，那人

數不一定很夠，另外一個他也要形象，我剛好那個時候不是民進黨員。

許：你現在是不是民進黨員？

林：現在是，但也不是，我等下會講為甚麼也不是，所以他需要一些學者去幫他忙，去建

立這個形象，看看能不能做一些給人家看。為甚麼我會參加，我本來是拒絕的，因為

我的志向跟各位一樣，就當個教授，參與社會運動我也參與，該被警察打也打過，我

就趕快回去做我的學術研究，我那時候還有好幾個博士班學生還沒畢業，但是後來人

家透過關係，因為以前從事社會運動的時候就會跟民進黨接觸，另外就是說我當時在

從事社會運動的時候，那些跟我比較多往來的教授有一部份被拉進去，去當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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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當甚麼局長這樣，他們要推薦我去。從事運動之前，我是從科技組召集人變成了副

會長，然後變成了會長，所以他們找我去，說不定也因為有代表性，然後我自己也在

想說，以前都在街上這樣子做反對運動，可是反對並沒辦法解決問題，反對只是起步，

再來的話，形成政黨政治的話，也是要協助民進黨讓人家看看能不能去信任他，覺得

他也可以做，因為在這個之前是沒有人可以相信的，因為他是很草莽的，然後再加上

媒體的扭曲等等之類的，所以覺得去幫他忙，所以才進入到市政府，那個是 1994 年

的年底的時候，那個時候其實我還沒有離開台大，是借調到市政府。那我來講這段好

不好，我的人生很扭曲，就是說社會運動不是一般教授會做的事情，再來又到地方政

府，後來又到中央政府。為甚麼不會去市政府，因為我跟市政府沒有關係，我不知道

市政府在幹麻，我們之前唯一跟市政府有接觸大概是在少數幾樣，以前出國的時候要

去區公所報到，因為我們是後備軍人。第二你只要遷移戶口，要去市政府，除此以外，

還有買房子的話要去土地登記，我不知道地方政府在幹麻，所以找我去我就覺得很奇

怪，後來是被說服去建設局。建設局是市政府裡面最複雜的局，我長話短說，把重點

講一下就好，建設局做怎麼樣的事情？現在把它叫做產業發展局，產業發展局就是建

設局，那個時候叫建設局，建設局有一些任務，簡單來講，就是士農工商，把那個「士」

改成「土」就對了，這樣就很清楚了，他管土，他的土包括水，因為土裡面有水，「農」

是農業，台北市怎麼有農業，台北市在我當建設局局長的時候還有將近兩萬個農民，

山上種綠竹筍的，你去海芋園，去竹子湖採海芋、採橘子，你到木柵不是有茶園嗎？

那邊還在種茶，那是農民，有農，他有農會，台北市有十個農會，有兩個水利會，台

大這邊很多地就是水利會的地，叫瑠公圳，北部叫七星，七星水利會，所以台北市是

有農業的，還有台北市有森林，至少陽明山一半在台北市，信義路底的那個四獸山，

我們這邊的福州山，以前是墳墓，被我清掉以後，我種了兩萬棵的樹在那邊讓你們看

起來綠油油的，每一棵樹都是我種的，還有果菜批發，你吃的魚、吃的肉，都是農產

品，這都是農業，他不是屬於生產，可是他是屬於產銷，這都是農業，這樣你們就知

道「農」。工商就不用講，工業、商業這樣子，那台北市以前也有工業，工業現在比

較少，輕工業，還有這個商，商是最多的，這樣子有個概念。多複雜呢？我去局長辦

公室的時候，他們給我留一套書，一看我以為是甚麼百科全書，一翻不得了，一百零

幾種法律，也就是他執行公務所牽涉到的有一百零幾種法律跟命令之類的東西，我就

開始翻，找同事進來問說這個從哪裡看，等我看完以後就拿個碩士、博士了，我怎麼

做局長，當局長你不用看，碰到問題的時候再去翻就好了，有甚麼問題你就問同仁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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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適用在哪一條就可以了，我們就跟你講，講不清楚你再去翻，你最好不要去翻，你

翻了以後就沒有時間上班了，多複雜啊一百零幾種，現在我講幾種所謂的政績，這個

地方是可以講政績的，如果沒有我就不敢講政績，因為這個是站在第一線，我剛剛想

講，我管過七十個以上的菜市場，真的啊，我總共有二十個超市在出租，我管過三大

批發市場，果菜一個，花卉批發，魚市場還有這個雞、鴨、豬肉、牛肉，這都是建設

局嘛，我就講幾件事情，供各位當茶餘飯後談話，第一件，工商我現在講商，那商我

就做一件事，教授去當官有一件好事，就是說他就什麼都沒有就一張白紙，什麼都可

以問，什麼都可以懷疑，就像我們做研究一樣，那就比較有進步的空間，我就去問說：

「這工商最主要是在幹麻？」，他們就跟我講說最忙的、要花費最多人力的就是營利

事業登記，簡單講就是商業登記，營利事業登記這樣，真的很多，因為在台北市有營

利事業登記的公司行號，我說有多少，有二十幾萬，因為有的登記他關店了但還在那

邊，然後我說：「好！你們給我統計」，最近這幾個月來他們來申請營利事業登記證，

平均一件要多久，這樣我才知道我的出發點才在哪裡，initial condition，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專家在這裡，他們跟我算出來是十八天，那我們有研究精神，

覺得怎麼會要十八天？但我沒有做過生意，不可以亂講話，也不可以罵人，人家說不

定真的很麻煩，我就去了解，果然很麻煩，因為你要開個店的話，要很多證明，要跑

很多地方，你的土地、房子是不是你的，若不是你的有沒有跟人家租，人家有沒有同

意你使用，再來你這個房子是可以開理髮店呢？還是可以開餐廳呢？都不一樣，不同

的地點他使用的強度是不一樣的，還有假如你開餐廳，衛生登記及不及格，假如是一

個公共的場所的話，這個變成公共空間，你有沒有逃生門？長話短說，這個十八天，

對我來講是不可理喻，我們學生考試，我們大概都希望一個禮拜後就給他，你給他拖

兩三個禮拜是很奇怪對不對？我就開始壓迫同仁，我們可不可以改、可不可以進步這

樣，假如我們能夠改成一個禮拜、七天，可不可能，那公務人員臉都發白了，臉都蒼

白，嚇死了，因為他們有的做幾十年了，怎麼可能？當然每一個都跟我說不可能，那

你跟我講為甚麼不可能？他說因為不是我們不夠快，是因為他送件進來以後，他還要

去哪裡、去拿甚麼證明，有人要謄本，有的要影印的就可以，有的要原卷、原來的那

一卷，要拿的好多，然後我們有時候還派人去檢查，派人去檢查又不是建設局管的，

只是他經過我們的窗口而已，我說：「喔！這怪不得要十八天。」可是我心裡有數，

我當時認為這個是可以改的，我說我是教授，我是站在政府外面在看待這件事情，我

才知道有改進的空間，假如我在政府裡面服務很久的話，我也想不出甚麼空間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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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些東西確實是這樣子的，你怎麼改？可是我們是有創意的人，我們有研究精

神，我們可以研究甚麼地方可以改進。後來我就研究出來了，我說：「奇怪，你們再

跟我解釋為甚麼這個要謄本，為甚麼這個影印就可以了，為甚麼這個要正本？」沒有

一個人可以回答我，然後說以前就是這樣子了，以前那長官告訴他的，我說去查有沒

有法律規定他要這樣子的，我就開始挑戰他們，我說我在美國，除了駕駛執照以外，

你還帶甚麼證照，駕照以外你還有帶第二張證照嗎？沒有吧，你要申請銀行帳戶也是

駕駛執照，你在美國生活幾年你有沒有身分證？沒有啊，我就開始說為甚麼我以前在

美國我沒有身分證，你在美國用過印章嗎？沒有嘛，我就用這個去挑戰他們，他們也

沒辦法回答，這個把它廢掉，他們說：「這不可以廢啊，以前就這樣，廢了以後怎麼

辦，假如有錯誤誰負責？」我說：「很簡單啊，通通用影本，然後他上面簽名又蓋章

可以吧，他蓋章啊，將來查到他是假的話，是他負責，當然不是你負責。」然後那公

務人員馬上說：「對對對！這樣可以。」然後就很快，第一周過了，只需七天，我內

心在想七天還是很久，所以回去又做研究了。我回去研究，我們的研究精神是這樣，

影印就可以了，為甚麼他要影印，他所有影印進來的東西通通是從政府影印的，除了

有一張是我們政府沒有，就是他跟人家租房租的那個契約，那個是他們私人的關係，

他租房子不必經過政府同意，除了報稅以外你要去證明說我這個有租給人家，租給人

家你的稅就比較重，除了租房子這個契約以外，沒有一樣不是政府的資料，所以我就

把他找來，我說：「請問一下為甚麼他要影印？」根據影印我們才能登記入檔發執照

給他，我說：「這個每一筆資料都在政府裡面，我們政府不是花了很多錢買電腦、上

網路，建了很多資料庫嗎？」我那時候開始有點把握，開始有點官架子了，從此以後

這些資料通通不用，每個人臉色發白，我說假如出問題找我，可是我們要幫老百姓去

要資料，我那個時候看他們臉色發白，我只好進一步在解釋說為甚麼要這麼講，我說

我們領的每一分錢、每一塊錢都是老百姓給的，很奇怪啊！今天老百姓來要我們辦這

個事情，是他們在幫我們跑腿耶，很怪啊，人家不是說公僕嗎，公僕就是幫主人跑腿

的啊，是我們在幫人家跑腿，為甚麼是人家在幫我們跑腿？你們講講道理，我們為甚

麼要老百姓先幫我們跑腿？沒有一個可以給我 disprove。那就這樣子，有的東西拿

不到，拿不到你就叫他們來拿，沒有就叫他們拿來，有的局就很硬，不理，沒有關係，

有的他要拿來，有的我們去拿，有的我們去跟他協調，叫他來我們這裡辦公。他說他

都沒有聽過說什麼工務局的人可以來建設局辦公，我說：「對啊！事情在這裡，這是

他們的事，不是我們的事，當然是他來這裡辦公啊，否則他在哪辦公？」他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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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管理上不方便吧？」我說：「哪裡不方便，兩邊講好就好了啊！」因為人家是從這

邊送來，那他來這邊辦公不是也很對嗎？政府裡面哪有分說這個是市政府的建設局的

地方，工務局的就不可以進來，當然可以進來啊，我都一一給他 disprove，我們會證

明我們是對的，我們是很有邏輯的，就這樣子，七天就變成三天了。再來我還是不滿

意，所以你看你是從局外到裡面去的，是一個教授的時候，你是白紙一張有很多好處，

你永遠都可以不滿意。我常常不滿意，一方面我已經快下台了，沒有時間了，二方面

我發現沒辦法再改進了，因為過去買的電腦都不相容，資料傳不過來，因為假如資料

可以傳過來的話，傳過來還要看format對不對，還要搞介面，搞不起來，我就下台了，

就停止在三天，因為我心目中是幾秒鐘的事、幾分鐘的事，當然為甚麼我講這件事情

講得比較詳細，因為這跟我後來到中央，剛好去負責全國性的資訊、通訊的政策的時

候，完全用的上，我完全用這套完全推下去。快點講一下，還有你們想像不到的，你

們這個校友是學長啦，我管過十八大行業，因為他是透過建設局來管，十八大行業你

們應該聽懂吧，當時我當建設局長的時候，台北市叫春城無處不飛花，聽得懂嗎？台

北市是個春城，一個沒有花瓣在飄，包括住宅區，我們要把他 clean up，這過程我就

不講了，後來兩千多家的電動玩具店我最後取消剩下六家，後來市長就拿這個去宣揚

他的政績，剩下六家為甚麼，那六家是在做兒童玩具之類的事情，其他為甚麼取消呢，

要嘛是在賭博，要嘛就是完全沒有執照，要嘛就是那個場所根本不對，公共安全的問

題。

許：所以那個時候你把他斷水斷電。

林：那個都是走法律邊緣，那個是我會被告的，所以這樣高凌風就把我送到監察院，要彈

劾說我亂開他罰單，要他關門，依法無據，我走法律邊緣，還好後來沒事，因為他開

那種亂七八糟的東西，也沒有執照。

許：不過老總我很欽佩你，你從政那麼久竟然都沒有事情。

林：對啊，我不欺不求啊。

許：有很多人當官就…

林：那不貪就沒事啊。

許：就是會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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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這種事情你幹不下去你就不幹，你不做也不會死啊！像我管到工業，那你們就很難想

像，台北市的工業真的是亂七八糟的，印刷廠一堆啦，在住宅區啦！在萬華、大龍峒

那邊是甚麼打鐵街，這小事啦！但台北市也有很多工業區，我把他形貌改變掉了，所

以你現在看到台北市的工業區跟傳統的工業區是不一樣的。尤其是你經過高速公路，

你去內湖一看，是誰打下這個基礎的？就是你們這個校友啊，當然後來有人拿去當他

的政績，我只能在肚子裡面笑一笑而已，他甚麼都沒有做，他做了甚麼？是我跟另外

一個都發局局長叫張景昇的，我們兩個把台北變過去的，所以變成一個現代化都市，

變成一個高科技中心。還有你記不記得以前台北市常常瓦斯爆炸，我當了建設局長以

後，沒有發生過任何一件瓦斯爆炸，沒有人會覺得很奇怪，就這樣子，可是這事關市

民安全。很簡單，以前檢查都是假的，我們當教授就都沒有假的東西，就像現在學生

寫的，我們看有沒有抄，假的畢不了業。很簡單嘛，你說你有檢查，紀錄表拿來，我

就拿著紀錄表去給你看啊，很簡單，看一看沒有啊，你說這裡安全，那這裡呢？開關

OK，你告訴我開關在哪裡，找不到開關，原來開關被柏油蓋住了，你也說 OK ？未安

全馬上要斷，總共花了六個月，要求瓦斯公司，我的人去把它找出來，總共兩千四百

多個開關找不到，很簡單嘛，你就把他找出來，找不到你就把他挖出來，通通把他修

理好，又花了六個月，就這麼簡單啊！這不需要甚麼理論啦，毋免解偏微分、常微

分，攏毋免，就這樣子而已啊，從此沒有瓦斯爆炸，因為不會發生嘛，因為以前就是

亂檢查嘛。再來，我管環境、管綠美化，我知道人口老化，再來以後會周休二日，我

把幾乎所有的台北市幾十個社區公園，大的不管，因為大的我沒有錢啦，那是其他別

人的事，社區公園包括台大旁邊的辛亥公園，你們假如有走過那個訓練中心對面的公

園，國宅裡面也有小公園，通通把它綠美化，以前可能樹太多或是樹太少，隨便下雨

就積水，現在沒有一個走不進去的，而且我保證老人走得進去，兒女也推得進去，小

孩子可以去玩都很安全，全面把台北市的所有社區公園都把它們全部改造過，花了四

年，還沒有完成，還有一部分沒辦法，因為時間只有四年。還有全面監測環境，台北

市以前隨便下個大雨就崩塌，你這幾年沒有聽過，幾乎沒有了啊！為甚麼？因為全面

監測。周休二日你到附近登山，象山、虎山、天母，甚至陽明山裡面，或是木柵、政

大後面等等，你們大概太年輕，假如你像我們這種年齡，以前去不是那樣子的，現在

去是不是很漂亮？全面整建，這是我留給市民的，給他們一個休閒的空間。再來就是

你吃的東西，你現在或許會覺得安心一點，以前是有在做農藥殘留的檢驗，我不能說

他是做假的，但他用的是生化法，生化法是很快，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就出來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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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是非常粗糙的，沒辦法給你定量，他沒辦法告訴你是哪一種農藥，我全部把它改

掉，因為原本那樣他有做等於沒有做，全部改成化學法，當然就很貴。以前流浪犬(現

在也多起來了 ) 有一段時間比較少啦，為甚麼？台北市犬開始植入晶片，這都是我全

國第一個做的，開始植入晶片，就有身分證啦，否則沒辦法管，那我們建設局一年要

殺掉很多流浪犬，所以每年普渡的時候我都要去拜拜，買給狗吃的罐頭，因為被我們

殺掉，然後要感謝牠陪伴我們人類過了美好的日子這樣子，也不得不為了這個傳染病，

讓你去升天，就是要我去道歉，每年去給他拜拜，我拜很多東西，神農氏也是我拜的，

因為台北市農產品、農糧也是我要管的，山有山神、花有花神，很有趣，花市你們逛

過吧？漂亮吧？你要感謝我，你下一次去看花市的時候，你看那花擺的地方前面一定

要有一條線，很少人超過，因為我們念過幾何，我們也會畫一條線，你給我超過兩次

我就給你開除，旁邊的那個玉市就比較難管，玉市裡面有比較多黑社會的，這都是一

些我留下來的東西啦。那當然包括那個福州山，上面以前都墓仔埔，那個時候社會局

長是陳菊，我拜託她把它移掉，當然它也要有個紀錄，然後把樹種回去，種回去的都

是清朝日據時代的樹，台大有這個資源還不錯，到台大圖書館地下室去找，日據時代

調查得清清楚楚哪座山上有甚麼樹種，通通去把它找回來，當然有的沒有，沒有的就

找到宜蘭，到桃園去找，所以地面種的其實就是日據時代、清朝時代的樹種，我種了

兩萬多棵，很多這種從政的日子的酸甜苦辣。那我稍微談一下議會，因為那個時候是

三黨不過半，我每年有六個月，分三個月、三個月的下午就是要走入議會，那是很難

過的，就像研究生要走入口試試場一樣，那種生活現在回味起來也是蠻刺激的，不過

我的同學說我好像沒有出過事，我的方法其實很簡單，我就是講道理啦，我不會跟你

生氣，我也不會跟你吵架，我就是跟你講道理，當然剛開始是很困難的，後來他們也

慢慢覺得學者也是值得尊重的，除非我們真的犯很大的錯誤，否則他基本上還是信任

我們，說我們可以去改善，或有些東西我們是誤解還怎樣，所以這是一輩子都記得的。

當然這個是地方政府所以要深入基層，確實是深入基層，我太太後來不跟我上街了，

她說我有職業病。後來我想一想，因為我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有故事講，那個故事都不

是一般人喜歡聽的，像這個師大路的哪個超商地下室就是舞廳，金山南路哪一家地下

室是喝酒的地方，通通都知道。然後我說七十個菜市場，我每年普渡的時候就一定要

去跟他們拜拜，而且他們那個時間很短，兩個禮拜大家就都拜完了，拜一拜 OK 沒關

係就回去了。有的拉住了你不得不跟他喝酒、吃飯，但是也因為這樣所以也交了很多

朋友，一些庶民朋友啦，這是我們學者比較少接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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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就直接談中央政府。

林：中央政府就有兩個階段，因為市長直選所以我才有機會去市政府，後來總統選舉，陳

水扁市長又不幸又當上總統，因為我們有共事的經驗，所以互相有信任感，第一次當

選的時候就叫我入閣了，我就沒有答應，我說我不行，我還是做教授比較好。但是後

來有業界跟他建議說我應該去，因為民進黨跟業界尤其是科技界其實蠻疏遠的，至少

民進黨要執政要有一些這種人了解一下台灣的產業，後來就被點名去資策會，在科技

大樓那個地方，那裹人比建設局還多，我記得建設局有八百多個人，業務很多但是人

不多，資策會大概一千八百多個，大部分都是碩士、博士，那個地方在做什麼？簡單

來講就是資訊、通訊基礎建設，給你們一個概念，包括你現在在享受的戶政系統、地

政系統、工商登記，這個都是資策會建立的，所以他協助了台灣做了一個資訊、通訊

的基礎建設。再來就是資訊化的推廣，你們大概從小就有印象，資訊業諸如此類的，

然後有教育訓練，我去的時候當執行長的時候，每年報名的人數大概有一萬五千個人

次，所以在台灣很多還是經過他訓練，或是說經過他訓練才有第二專長的轉變，這是

我們學校比較不能做的，當然我把他轉型，現在外面業界可以做的我們就不做了，所

以現在可能每年教育訓練的人數可能數千人而已，不會到超過一萬了。然後是關鍵技

術的研發，關鍵技術的研發就是說介於學術理論的研究跟產品開發之間的那一小段，

講一句比較學術性來講的話就是 applied research，真正在做 applied research 就

像工研院或是資策會，他就做 applied research，那他的預算還是有限，所以他只

能做 applied research 裡面的，他不能做 free research，裡面的這種關鍵技術，

也就是說你要推動這個產業，譬如說你要推動 3C，那我們要發展 3C 的產業的時候，

你有一些基本的關鍵要在最短的時間把他建立起來，因為我們的產業界投入研發不

夠多，有時候趕不及，所以把時間壓縮，然後研究出來的東西大家去 share，工研院

和資策會就做這個事。以前傳統的事關鍵技術研發，然後再來就是政策的智庫，他

是一個重要政策智庫，所以我在資策會的時候，其實也是政府的智庫，也因為這樣跟

政府的來往很多，也是因為這樣子所以後來才到行政院去了。後來很多政策是我去推

動，比如說協助產業規劃的政策，科技產業的，還有很多情報的收集，去做分析等等

這樣，還有就說數位台灣計畫，這我後面會講，還有譬如說我在資策會多增加了一個

重要的領域就是國際合作。我簡單講，就是說我 2000 年到資策會去的時候，我問很

多人，就像我在建設局問人家說為什麼要這個、為什麼要那個，我說很奇怪，我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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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號稱資訊產業或者是科技產業很發達，為甚麼基本上是沒有一個國外的公司在台灣

設研發中心呢？這樣怎麼國際化？這騙人的啊！所以台灣永遠只能做組裝、只能做代

工，台灣說有研發，但研發是要講國際水準研發，沒有嘛。沒有一家公司在這，可能

有唯一的一家，但是他很小，我記得是這個 Mazishida，Mazishida 在復興南路，為

什麼我知道，因為我當系主任的時候他來跟我要人，他要找資訊系的去做一些 image 

processing 的東西，其他幾乎沒有，你知道的那些公司通通都沒有，我覺得台灣的

科技產業發展，組裝你們不知道的微笑曲線，這邊研發跟設計很少，都是別人研發、

別人設計，你來組裝，組裝完以後代工就賣給別人，人家去推他的產品、品牌，或行

銷。你們知道為什麼叫做微笑曲線？因為這兩塊賺最多錢，台灣永遠賺血汗錢，這個

大家都知道，講了 N年，可是為甚麼推不出去，我既然是政策智庫，我不能白來一趟，

一定要把他促成，但是推銷品牌這個不是我的專長，也不是資策會專長，我只是做使

用的推廣而已，這個是其他的單位的事情。所以研發這邊我發現兩個關鍵，我先講第

一個，第二個現在影響到你們的經費，第一個是沒有國際的研發中心，我不敢講出去，

講出去很丟臉，所以我趕快做。我促成了多少家公司來台灣設研發中心，以前從來沒

有，我很快唸給你聽，sun，你們會 Java 都是來自 sun，Microsoft、IBM、HP 等等，

日本 Sony、NEC，Fujitsu、olympus，通通被我說服來台灣設研發中心，這個意義是

什麼？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意義就是台灣有了這個以後，才能去談什麼叫做產業的研

發，對不對？就像台灣打籃球一樣，假如你用全部國內的選手去打籃球永遠打起來就

不好看，為什麼？因為他們不會灌籃，後來為甚麼要請幾個黑人來，那就開始灌籃了

對不對？我們的國手看起來就很厲害的，以前不敢灌籃也跟著給他灌了，看起來又有

點像，就是這麼一回事，研發沒有那麼容易的，這第一個影響，讓我們自己敢做研發，

後來才跟這個有直接間接關係，宏達電啊，跟這個有直接關係。

許：那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林：對，很難啊！他第一個 team 是從這裡出去的啊！否則哪來的手機雛形、哪來的手機

軟體？騙人的，你們清華有在教 embedded system 能培養這樣的人才出來嗎？不可

能，只是寫論文而已，台大可能嗎？不可能，只能寫論文而已；第二個影響，台灣不

能做 OEM，OEM 是代工別人設計，你要走到有 brand 這當然很好，現在我們開始有，

但是你至少下一步做 ODM，不只是 manufacture 要做 design，現在你看到市面上很多

東西上面是台灣 design 的，只是我們沒名字，我們是無名英雄而已，你不會做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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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會 design ？現在這些公司通通來了，而且是我們的 partner，以前都是我們幫他們

做代工的，來了以後我們開始做 ODM，他來跟我們一起做設計，設計完了以後發現你

行，他就回去了，他在這裡發揮幹麻？他就交給你了，以後用 email、網路聯絡就好，

做得非常好，像 HP 後來的產品，跟 PC 有關的產品通通在台灣設計的，這以前我們當

然不能講，講了以後有的地方會不高興，而且這個很多人稱為商業機密，現在講沒有

關係啦，很多東西都是在台灣設計，所以說變成是 ODM，ODM 你賺的錢就不一樣了。

第二個，你把你的客戶綁住了，你等他設計好，他要找誰，你比較便宜、你能力比較

充足，他為甚麼要找你？你跟他設計的話，他不找你找誰啊？把他綁死了，所以你沒

發現你們這個校友還是有點陰謀，所以當年跟校長要那五百塊，也不是想起來那麼輕

鬆。我在點幾個，我們台灣做 Wi-Fi 做最多對不對，我們七成八成的設備，Wi-Fi 無

線網路幾乎現在日常生活都在用了，Wi-Fi 技術尤其是 routing 的技術，路由器技術

就是我在資策會那個時候弄出來的，所以我們技術大部分不是跟人家買的，以前這種

東西一定要跟人家買，然後你去 license，然後人家賺七塊、八塊。

許：wifi 是合勤科技。

林：他們的基礎的技術，我不知道是哪家…

許：我記得我買的是合勤科技。

林：合勤，d-link 啦，不是，合勤是另外一家，d-link 是友訊。他們的路由器，那個技

術是從資策會來的，以前我都不能講，因為以後是人家的品牌，現在講沒有關係，這

樣了解了吧？所以台灣為什麼是全世界 Wi-Fi 尤其 terminal 終端我們做最多，七、

八成都我們做的，因為我們有這個技術，所以剛剛講的那個關鍵技術研究。還有你們

現在用手機上網對不對，這在幾年前是沒有這個概念的，那麼手機上網簡單來講，第

一個喊出來的而且要把他變成產品，大量生產的，也就是敝系，清華數學系兩位畢業

生搞出來的，一個叫孔祥重、一個叫林逢慶。那時候兩個人在我辦公室討論的半個小

時說：就這麼幹。為甚麼半個小時就有結論呢？因為技術門檻不高，可是全世界沒有

人想到要把他變成人人用手機上網，所以說在我的辦公室，當時還在資策會，我們兩

個談的爽死了，我說我的政策支持你，錢我支持你，可是必要的時候你每個月要回

來，從哈佛回來，我們六個月把這個手機搞出來，叫做雙網手機。當時領先兩年，領

先其他國家兩年，所以當開始做這個雙網手機也就是可以上網的手機，台灣佔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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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品，包括很多公司，這我不能談太多。那為甚麼會有這個想法就是說，我第一個

想到就是說台灣搞了老半天，所以我開始不敢講政績，我們有什麼突破性的東西，這

個是第一個，資訊、通訊是第一個，以前就是跟著走，那這個也可以說沒有什麼了不

起，因為他沒有技術門檻，可是可以想到，也是覺得有點爽，就是說為什麼大家都沒

想到？所以我們佔了先驅。那我還有一件事，我每次在跟人家報告的時候，台灣生產

notebook、台灣生產 PC 多少萬，我會說這裡有十台 notebook，那八台以上都是台商

製造的，以前都說台灣製造，現在只能說台商製造的。我講得很大聲很爽，國際人士

馬上就對我很尊敬，以為是我的功勞，其實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對不對？然後再來

感到奇怪，當我在資策會的時候，我們手機的製造只占全世界的 6%、7%，這個差太多

了，是因為這樣，然後跟孔祥重談，剛好他那些概念跟我很像，就幹吧！所以就工研

院組一個隊，資策會組一個隊，兩個隊合作六個月把他做出來，所以當時人家看到台

灣在幹這個，很多品牌說要做的時候拿給我們這邊做，幾乎通通都給我們做，但是我

們後面的路還是走的很坎坷，現在也只不過是到 15%、17% 而已，跟 PC 發展不一樣，

這個科技就是這樣子。譬如說，以前在網路上做的任何事情是不算的，你可以否認，

現在可以變成不能否認，以前你在網路上傳公文白傳的，現在可以變成有法律依據的，

叫電子簽章法，就是網路的簽名，像這種法律我們也是幫忙研擬、幫忙推動，像這種

事情就是在資策會做的啦。那當然到政委以後，還是在中央，也不敢說政績啦，因為

在資策會也好、在行政院也好，基本上還是比較第二線，跟在建設局不太一樣的，當

政委時，我負責科技顧問組，我的工作是什麼？大概有三個，一個是政策形成，所有

全國科技政策，不管是科學還是技術的政策形成，我在中間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第

二個就預算的審查，所以國科會預算是我在審的，其他部會的預算是我們跟國科會一

起審的，總共我記得那個時候大概將近一千億，國科會大概三百多億，經濟部三百多

億，其他加起來，衛生署、環保署、農委會加起來也是差不多三百億這樣子，這個每

年要搞六個月；還督導、協調跟審核各部會，因為現在任何一個議題出來都是垮部會

的，假如不是垮部會的都 no problem，假如是垮部會的通通都是 problem，所以要

去整合他，因為這樣每天開會。我開多少會呢，平均四年下來每天四到六個會，只有

少數是行政院長主持的，行政院會、科技會報那個是他主持，其他都還是我要主持，

因為是我找部長來開會，他們不能找我，問題是出在這裡，因為我是代表院長，政務

委員是代表院長，所以部長不能找政委去開會，所以只好政委去找他們開，所以不只

開會很多，而且都是你主持，那參加的部會多少，少的話至少二到三個部會，多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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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十個到三十個部會，以前我不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他們的問題是什麼，

不過，我們在清華已經訓練的很用功，所以幾乎每一個會議之前我都是做充分準備，

不能在會議當場去，那沒有效率，都是做充分準備，我覺得這是我在清華的時候就培

養出來的工作精神，都是充分準備的，你要言之有物，而且你要比人家更有前瞻性才

行，否則就變成例行性的事情，那範圍就很多了，因為在資策會只有資訊、通訊，那

現在更擴大到半導體、光電，面板這些東西，像生物科技，像數位內容，像這個很多

新興的產業，所以範圍又更廣了，然後我剛剛說每天都在開會，會多的不得了，比較

重要的會議你們大概聽過啦，科技顧問會議啦、產業科技策略會議啦，這是我要召開

的，那督導的是國科會召開的，督導的是那個全國科技會議啦，不過那個還好四年才

開一次而已。舉個例子，我昨天晚上想一想說還記得的，第一個就是在資策會規劃、

推動，協助推動，到政務委員繼續推動，這個數位台灣計畫，2002 年到 2007 年，我

可以這樣講，結論很簡單，就是讓台灣變成亞洲最e化的國家之一，我不敢說全世界，

但是至少是亞洲，其實全世界我們也常常名列前十名。像我們的電子化政府，那幾年

中間我們有三年是第一名，後來掉到第二名我就很緊張啊，被韓國趕過去就很緊張，

我們從來沒輸過美國，這就是數位台灣計畫 , 數位台灣計畫有很多部分啦，有政府的

e化，有商業方面的這個電子化，電子化商務，有生活面的東西，像E-Learning什麼，

這個一堆啦，還有數位安全的東西啦，最後一個也是少有的計畫叫做消弭數位落差，

我在 2004 年的時候把他變成國家政策，要消弭數位落差，後來又延伸出來叫做 M 台

灣計畫，就是行動台灣計畫，那行動台灣計畫比 E-Taiwan 也就是數位台灣計畫更有

名，因為以前很多人推類似數位台灣計畫，可是推行動台灣計畫這個是很少國家這樣

推的，簡單來講就是把台灣變成一個行動通訊全台灣，行動通訊包括你的手機或者是

無線電 Wi-Fi，把整個台灣所有的縣市通通變成一個大實驗場，結合兩、三百家，以

及國外任何要參加的公司通通都可以來到台灣來做實驗，來商業化，所以他為甚麼會

變得很有名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台灣變成發展行動通訊的一個世界矚目的，人家

看的到的，而不是只做代工的一個中心，這個是最有名的叫 M 台灣計畫。在我去資策

會之前，我現在可以講，但這以前是不能講的，台灣沒有什麼安全機制，你資訊每天

用，你用 Facebook 就知道，我為什麼不用 Facebook ？絕對不安全嘛，沒有關係，台

灣資訊的安全可能有人在做，可是沒有一套機制，我從兩千年以後我把他建立起來，

現在有一套機制，不但有機制還變成政府運作裡面的一部份，變成政府裡面，去稽核

也好啦，什麼教育訓練，他變成一部份，而且有這個所謂的資訊安全中心的運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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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建立起來了，這個是比較看不到的，也因為這樣所以在大學裡面從北到南，忽然

間需要很多這一方面的人，所以我也把全國可以教資訊安全的老師通通找出來，然後

把他們 team up，然後無條件給他們錢，那個時候人家說：這樣不對啊，程序不對啊，

因為以前跟政府申請都是 compete，我說沒這回事，因為這是非常狀況，找不到人，

我就集合起來，然後找一個 leader 幫我規劃，錢就幫我分下去，到時候有人告就告

我好了。然後老師也好、學生也好，通通給我送去 Berkeley、Carnegie Mellon 這兩

家大學，因為抓住這兩家就抓住美國的安全的方面，通通去那邊寫論文，我就這樣做，

否則台灣的資訊安全堪憂，產業也起不來，因為有老師可是沒有學生，所以這個我就

可以幹，所以說這個 top-down 的東西，譬如說我也開始建立了這個要好多年以後才

會開始有影響，NHII，就是台灣有最好的健保制度，可是台灣沒有最好的健康資訊系

統，那個叫做 Nat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所以你現在到醫院

去，慢慢你發現醫院開始至少病例開始電子化，那這個已經害死那個醫生跟護士了，

他們每天變得每個都變成資訊系的學生，你沒有這樣台灣的整個醫療體系沒辦法e化。

許：我想這方面台灣做的不錯啊。那時候我去看病，他有辦法查出我所有馬偕醫院的資料。

林：沒有錯。

許：因為我上次醫生有開什麼藥他都知道。

林：你要感謝誰你知道了吧？

許：我還沒想到你。

林：跟資訊有關的這個一定是想到我啊。

許：我就想到說這個這是…

林：台灣經濟發展的命脈是貿易，各位知道吧？那跟貿易有關係總共有十六個單位，很複

雜，你們沒有在政府你根本不知道，因為有搞貿易行政的、有搞關稅的、有搞運輸

的，因為有港口、飛機場，有十六個單位給你搞東搞西，總共他的文件，貿易相關的

文件有六十四種，我現在都記得清清楚楚，因為讀數學好處就是數據，都在 memory

裡面，你怎麼搞？那現在已經 e 化了，所以我現在找那個最困難的做，各位知道吧？

最困難的，你要去找那十六個單位整合，六十四種表單你要把他變成 e 化，現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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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幾乎百分之百我們的貿易已經是無紙化了，否則的話我們本來貿易做的非常好，因

為 e 化太慢了，會被淘汰，這是關係到我們的生存耶！這個我們把它做起來了，這個

我可以肯定我們差不多做完了。還有一項，還在推叫做電子發票，現在推的我非常不

滿意，可是我不在其位了，現在我還是很火大在罵別人，因為我要他們做不是那個樣

子，我都找最難的來做，這也是清華精神，台灣每年要用多少發票，你們很難想像，

至少八十億張，要砍多少棵樹，那我也不會算啦，那以前法律規定發票是要送的啊，

你去 7-11 他就拿給你就是送的啊，可是假如你買東西以後他就要寄給你，而且要掛

號，為甚麼？法律規定要送達嘛，我跟財政部，因為這跟財政部有關係，跟經濟部有

關係，因為財政部要收稅才搞這個東西啊，然後要做這種資訊的話是經濟部啊，經濟

部當然說好。財政部說不能做，要送達。我們數學觀念又出來了，送達我們重新給他

definition，What is 送達？ Definition，right ？我們就從定義開始，什麼叫做

送達，你說那個掛號信送到，或7-11拿到了叫送達，在網路時代我可以說訊號送到吧，

訊號送到有沒有收到不知道，沒有關係，我在 2001 年奮鬥過了，我們電子簽章法上

面有簽證，有電子簽章法他不能否認的，我們這八十億張，我認為好好做的話，至少

有十億張會被消滅掉。每一張背後的成本非常高，以前要用送的話，郵差開摩托車，

汙染空氣、砍多少棵樹，而且你知道美國有發票嗎？沒有吧，最多只有 receipt，

receipt 不是發票啊，receipt 你可以拿可以不拿，你要報帳才拿，不報帳無所謂，

台灣為甚麼要拿？因為稅的關係，這是台灣獨有的，這浪費多少台灣社會成本，我算

過每年消滅十億張的話，整個成本可以省至少兩百億新台幣，因為他背後還有會計什

麼的一堆，那你現在把它電子化以後，根本就自動在會計系統裡面就做掉，還有郵差

不用去汙染空氣了，現在要開始做。我是告訴你說還有這件事情，那五年、十年後做

好了以後，你再來感謝我就可以，現在你還不能感謝，因為還沒做好。最後你們吩咐

的勉勵，這個要講感言給學弟學妹，我比較喜歡說提醒，用提醒這樣比較好。我覺得

這個現在是個多元化社會啦，剛剛談到台大學生怎麼樣、清華學生怎麼樣，因為多元

化社會，所以很難專心，但是我還是要勉勵他們，基礎訓練還是很重要的，我所謂的

基礎訓練很具體，第一個，你要有閱讀能力，這句話好像是句廢話，但我不是在講廢

話，我是在清華培養出閱讀能力。我不是說那個字我看不懂，我是說我到底在看什麼

東西？我抓住了重點嗎 ? 譬如說線性代數看完，線性代數是什麼，會不會五分鐘內

把它講清楚，我說這個叫做閱讀能力，或者是每一章重點是什麼講得出來，叫閱讀能

力，我要提醒我們學弟妹，就是說你要有這個閱讀能力，當然不是只有數學，看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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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你還是要閱讀能力，否則你看了、花了時間，你把它當小說消遣也可以，可是

你要把它當作一個學術的東西的話，你要有這個閱讀能力。再來就是那個思考能力，

這個大家比較常談到的，思考能力就是說你有時候要跳出教科書，因為教科書你陷在

那個地方，你就一直 follow，這個就是為甚麼要做習題，做習題有很重要的意義，就

是說嘗試了解一下書看懂了沒有？讓你稍微脫離一下課文，讓你去做一些思考，否則

你去看 example，你邏輯都被鎖定了，要有這個思考能力。最後還有一個表達能力，

表達能力真的很重要，因為我在外面這樣闖以後，發現學問只是有學問而已，你要會

表達，要知道怎麼跟人家溝通，意思說我們念理工的，有時候很吃虧，明明是我們很

下苦功的，最後反而是讀管理的、讀什麼的都當我們的老闆。

許：因為我們不會包裝。

林：對，我們不會表達，不會溝通，人家是有那個能力。

許：他們懂得行銷。

林：要懂行銷，但是也不要那麼花俏，只是你要表達，你要有表達能力，現在學生是不太

會，他們現在連寫東西都不會，然後只會選擇題、是非題，這樣子的話，他們慢慢的

就不會有表達能力，所以除了求知之外，我認為學習的過程也應該把它當作一個磨練

心智的手段，這個過程也很重要，而不是我唸到什麼而已，過程本身就很重要。我剛

剛講說我有些能力的培養其實跟我以前念的什麼 topology、什麼邏輯都沒有關係，

可是這個過程當中讓我的思考非常清晰，讓我做事情很有結構化，這是我一輩子的財

富，假如用的早的話，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那再來就是說，很多數學其

實是很 dried，dried 聽得懂嗎？就是很乾啦，就像我們吃東西一樣卡卡的，這是沒

辦法的，因為數學本來就很乾，我在反省這個東西，在教數學的時候，我在想怎麼幫

助學生，我認為老師也好、學生也好要多少去了解一下背後的故事是什麼，背後的

故事很重要。有一次，我感觸很深，我碰到一個大數學家 Bourbaki 裡面的要角，其

實他是個國際孤兒，叫 Grothendieck，他教過我一些這個 algebraic geometry，我

常常帶他去買菜，就跟他很熟，我就很大膽的問他一個問題說：請問一下 Professor 

Grothendieck，你為甚麼開創這個 algebraic geometry，我要了解真正科學家為什

麼開採這個東西出來，他就笑一笑說他覺得很自然啊，他就是要解 PDE 啊，所以當我

在念algebraic geometry，我不知道他跟PDE的關係是什麼，所以念起來就索然無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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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背後故事是什麼，當然在大學生、在研究所沒有辦法

說讀到你會去應用，這有時候是蠻困難的。

許：原本是要解這個聯立方程式。

林：他是跟我講是要去解聯立方程式……

許：不是 PDE。

林：不，他說他碰到的第一個是 PDE 的問題，然後再推廣出來的，

我已經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許：基本上在解 system of polynomials。

林：所以知道這背後故事以後，我們反省這是我們當年在清華數

學系念書比較欠缺的地方，就是我們是被訓練得很會證明，

很會看教科書等等，但是要我們去講故事講不出來，那個趣

味性在哪裡不知道。

許：那當年我們的老師不是那麼 motivated。

林：那是你講的，我可沒有講。當然這個是很困難，有機會的話，

像我教線性代數，我總會告訴學生一些系統的東西，因為它

林逢慶教授（左二）與訪談人許世

壁教授（左一），系主任陳國璋教

授（右二），臺大數學系王偉仲教

授（右一）於訪談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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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就是要去解那個系統啊，這跟你population的東西有關係，從eigenvalue什麼，

那個就出來了嘛，這個不能講啦 ! 因為班門弄斧，所以動機很重要，就像當年劉世超

教授教我們邏輯，這個結果他教到計算理論去了，可是我當時沒有動機，不過我還應

付得很好，還及格了，可是當年假如我知道這個是跟計算有關係的話，我覺得那也

是一種蠻好的發展。可能當時我們沒有計算機的背景或許沒辦法接受，可是也就有印

象，以後會特別留意它，說不定是很有幫助的，而不是把它當作是一堆符號而已，因

為他背後是有計算的意義在。最後一點，有點老王賣瓜啦，這個是一個 information 

age，就資訊的年代、網路的年代，那我覺得有機會不妨多了解一下或多看一下。比

如說離散數學，它比起很多數學是更簡單，了解一下離散數學啦，像是數值方法啦，

甚至演算法這些東西，對他做數學會更有動力，因為它裡面有非常多、非常好的數學，

這是我個人的經驗談。講到這裡就是結論，就是說我的人生不敢說是很多采多姿，我

不敢這樣講，因為還沒過完嘛，但是其實蠻豐富的啦，真的感謝我的朋友、我的同學、

以前很多幫助過我的人。我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才想到這些代表什麼東西，我為甚

麼這樣走來，因為我見到清華的人才想到我們校訓是什麼，我怕講了老半天 , 發現我

講的跟清華校訓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差點忘記清華校訓是什麼，後來記得叫「厚德載

物，自強不息」，我才知道說，我大學時候的老師、教授跟我講「厚德載物，自強不

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講什麼，講起來很對稱這樣，念起來蠻有學問的而已。我現

在終於懂了，「厚德載物」就是說我們自己要有一些涵養，我們自己努力成長，可是

我們要關心這個社會，要關心這個環境，載物我不知道，我的國語很糟糕，這個有道

理，以前我們不懂，以前年輕的時候是不懂的，這個是很重要，一個人有能力很好，

可是光有能力還不足啊，你要能夠「厚德載物」，因為你還是這個社會的產物，假如

能跟這個社會有很好的互動，甚至對社會有點貢獻的話，那我們的人生就好像過得更

有意義了。那「自強不息」，你看我一路走下來，我好像常在轉業一樣，還有我做研

究其實有一段時間也做得蠻多的，就是自強不息，就是永遠不滿足啊，就像我在講說

那個營利事業登記證，我真的就是自強不息，否則我就卡在那邊，從十八天就下不來，

或是到十二天就卡、到七天卡住、三天卡住，那我就是自強不息，這個精神我最後終

於體會出來，以前在做的時候，因為我們受的教育是這樣的話，也沒有那麼教條，今

天講點有點心得的話，好像跟校訓沒有太大的違背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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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宏揚學長專訪

建中→清華數學系

當我們問學長為什麼會唸數學系的時候，他說

他從小學、初中到高中數學一直都表現很好，在高

中時代考八十分對他而言是家常便飯，而且當初大

學聯考的數學考了 104 分 ( 總分 120)，所以唸數學

系可以說是無庸置疑、理所當然的。可是到了大學，

第一學期的集合論一考 30 分，接二連三下來的成績

也都不盡理想，當時的他實在是深受打擊，也漸漸

發現數學對他而言其實只是一個工具而不是興趣。

直到大三時，學長找到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電腦

（當時是叫做電子計算機）。學長說：「喜歡真的

很重要！當時我修了一門課，叫做電子計算機，因

為喜歡所以分數最高，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這門課修

了 95 分！」又說：「那時候的電腦是 IBM1130（比

DOS 還早），是用打卡的，白天給老師作研究用，

晚上才開放給學生做功課用，那時我都自願幫同學

做作業，這樣才有機會上機操作。」所以，晚上學

長就在電腦室看電腦列印的狀況，然後看機器運作

（當時的機器運作是需要好幾個小時的）。學長說

他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在他畢業出社會時，機器是 2K 

memory 的（現在都用 GB 計算了），而且一台 2K 

memory 的電腦要價五萬四千塊台幣（當時一楝房子

是四十萬）!

學歷

1971 國立清華數學系畢業

1993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家管理班結業

2005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所畢業

經歷

中華民國軟體協會理事長

亞太軟體協會副理事長

資通電腦公司總經理等

現任

資通電腦公司董事長

清華數學系系友會會長

	  

受訪人：余宏揚會長 ( 數 71)。

訪談人：03 謝孟樺 06 蔡昱原、梁昱

雄 07 張妙如 08 鄭韻如。

紀錄整理：鄭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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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工作

因為經濟因素，學長畢業後並沒有繼續唸研究所，而是直接到職場工作。由於對電腦

有著濃厚興趣，也很喜歡寫程式，所以他第一份工作就找電腦相關工作。第一份工作給他

的感覺還不錯，一方面是寫程式很愉快，一方面是工作三、五年後，帶領三五個工作夥伴，

老闆也很看重他，當時的他真的過得很開心。

學長告訴我們：「找工作的時候，第一個需要考慮的是興趣，沒有興趣真的會很痛苦；

第二個是理想，能從興趣到理想是最好的；第三個才是錢。錢很重要，但絕對不是最重要

的，沒有錢萬萬不能，但有錢不是萬能。否則，假若要開業的話，路邊攤賺的錢是可以比

坐辦公桌還好的。」但他的意思不是非得要坐辦公桌不可，而是要看自己的興趣，「一定

要喜歡這個行業才有用。」學長強調著。

創業

為什麼會想創業，是計畫亦或是意外？學長說，創業並不是他的本意，是因為當時公

司的股東不合要把公司賣掉，所以他才決定自己出來創業！「我的創業是偶然，而不是經

過深思熟慮的」，學長說。在創業路上，學長一直秉持著一個態度－「誠信」，也不斷告

訴他的員工：「誠信很重要！」學長說，到社會歷練後，發現古代孔老夫子教的做事準則

其實是很重要的。看我們眼神帶些困惑，他接著舉例說：「我們講吃、喝、嫖、賭，最可

怕的是賭，吃能吃多少？一餐吃個幾萬、喝能喝多少？一瓶洋酒一百萬；又比如，德、智、

體、群，也就是品德、才能、身體、合群，按著順序排下來，品德就比才能來得重要。」

又說：「我把誠信定義為公平對待同業，不能中傷同業、不能欺騙客戶。因此只要欺騙一次，

信譽就毀了，每個行業的圈子是很小的，在什麼行業就應該要守該行業的規。騙能騙一次

兩次，但絕對騙不了第三次。」

創業的過程中，挫折總是會有。學長說，若要說念了清華數學給他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那就非 " 挫折 " 莫屬了。學長告訴我們：「人，越早有挫折越好！台灣的學生一直被教育

成要把別人踩在底下才能嶄露頭角。但當到了研究所或到社會上工作時，並不是這樣的，

而是要合作，絕對沒有一個人可以完全靠自己成功的。所以在越年輕時受到的慘痛教訓，

可以讓自己未來更具有抗壓性。」1980 年創立資通電腦公司，是什麼原因讓公司一直到

1999 年方上櫃呢？學長說：「因為台灣的軟體比硬體弱很多，硬體很容易上市上櫃，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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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容易，當時是到 1999 年，政府覺得硬體毛利已經差不多了，需要投資軟體，所以鼓

勵國內排名前面的軟體公司上市上櫃。能上櫃上市真的是不錯可以增加公司的知名度，對

籌措資金和推廣有很多的幫助，如果沒有這些資金，公司也沒辦法在大陸的上海、蘇州、

廣州成立分支機構。」學長也談到公司從成立到目前 26 年，徵選員工只考兩個考試，一

個是邏輯測驗、一個是 IQ Test，若邏輯測驗不過，通常都不被錄用，但這並不是代表能

力不好，而是不適合做這樣的職業。

台灣 vs. 印度 對資訊科技人才的訓練

印度的軟體工業為什麼會超越台灣呢？學長說，印度有十億人口，卻有一成的人口

是以英文為主要語言。因為英文，所以印度和美國接上線。在美國，大家認為最聰明的人

就是 IC，也就是 India 和 Chinese。學長提到：「當一個民族從過去到現在還能存活下

來，一定有它成功的地方，而五千年來一直到現在都還存在的民族，印度和中國就是最具

代表性的。印度是因為英文，他們的英文甚至可以被訓練到熟悉每一州的腔調，所以脫穎

而出接美國生意，比如做 call center。現在台灣並沒有辦法取代印度這方面的位置」，

但學長同時也表示台灣還是有自己的優勢！他回憶道：「在我那個年代，90% 理工科的學

生都出國深造，而且大部份都去了美國，當他們學成之後在當地就業，很自然的和台灣

連接，使得台灣的硬體較其他國家更具優勢。」學長認為：「台灣有機會利用目前的優

勢做另一類的軟體：一種是台灣的硬體很強，所以可以在上面作嵌入式軟體（embedded 

software），比如訊連科技做影音軟體、趨勢科技作防毒軟體，但做這種很小的軟體對

微軟是又愛又恨，要在不引起微軟的注意之下做龍頭；另一種是應用軟體，比如幫台灣

的製造業設計軟體，提高製程的效率等等」，他同時也表示：「台灣只有一種產業，叫作

製造業，台灣的製造業是全球一流的，可以做到只要下了單，接下來的工作比如運到哪

邊，匯率、利率、存貨風險，台灣公司都會負責扛！一流的應用才有一流的軟體。資通電

腦就是做這方面的，所以這方面我就跟著台商走出去。若說台積電是航空母艦，那資通電

腦就做一艘補給艦。」一同採訪的昱雄提出一個問題：「交大資工所因應現在資訊人才短

缺的情況而增加招生名額，因為工作、趨勢而唸資工的人不在少數，導致有些考上研究

所的學生根本不會寫程式，或者在研究所 training 兩年後對程式還是不熟，想請問學長

對這方面的看法是？」學長回答說：「不寫程式可以走另外一條路－顧問。但顧問要對

於行業夠了解，也就是 domain know-how。我常說，天秤的兩端一邊是 technical know-

how，一邊是 domain know-how，這兩個要平衡，但不可能每個人都兩邊平衡，有的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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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know-how 比較強，有的人是 domainknow-how 比較強，坦白說，學習技術比較

單純，讀 domain know-how 辛苦很多，在資工領域我建議至少要對一兩種技術特別熟。」

學長也順道提到顧問這個行業：「很多成功的顧問都是該行業出身，然後再進修。比如要

對紡織業了解最好是紡織系，對石化了解最好是化工系，對光電了解最好是材料系。」

對教育的期待

談起了教育，學長用他豐富的社會經歷，來看教育這百年大業。有感慨有心痛，但仍

樂觀保持希望，對教育提出他的看法和期待。

學長鼓勵我們，能上清華已經不錯，是種肯定。但學校的教育絕對不要一剛開始就

打擊學生的信心，讓學生誤以為自己不是讀書的料！他同時也表示：「我認為現在學校最

應該要做的，是輔導學生讓他們有更大的憂患意識，所謂的憂患意識是，台灣跟大陸之問

的競爭力。在以前，我的那個年代是『孩子趕快吃飯，中國印度的孩子都沒有飯吃』，現

在變成是『孩子你快點讀書，再不好好讀書，你的飯碗會被中國印度搶走』。現在美國排

名前三名的學校，台灣學生已經沒有機會，都被大陸學生搶走了。政府應該要想辦法讓台

灣的學生因為有憂患意識而更拼命，提升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台灣是島國，沒有本錢獨立

於國際之外，跟國際競爭是必需的。」學長舉了他在大陸看到的例子，他說：「以我們公

司大陸的員工為例，他們一窮二白，只能靠努力，大陸很多事情在台灣看來是匪夷所思，

比如要求員工穿西裝打領帶，員工眼淚就掉下來了，因為沒有錢買衣服。他們非常節儉拼

命、非常想出人頭地，就如同台灣三四十年前，我們這一代一樣。」學長說，他們這一代

並不見得真的是特別好，有某部份是運氣。因為大陸和他們相對的那一代正逢文革內耗。

像現在他到大陸不管是和政府官員或民問企業接觸時，接觸的人大多比他年輕十歲以上。

「台灣真的不能不面對問題，但若就此說要學習大陸的制度也不見得對，要給他們時問，

一樣都是華人，他們沒有比我們笨，但是現在他們比我們努力。我反對學校不再繼續教

中國文化，一直把中國文化拋棄掉，我們必須要去了解我們的敵人阿！不應該用排斥的角

度。」說到這，學長的情緒帶點激動！可以感覺到他對台灣教育的憂心，對現下台灣的

孩子將來面對來自對岸壓力的擔心。學長提到學校教育和企業的關係，他說：「學校跟

企業的需要還是脫節的。舉例來說，我們現在還需要 COBOL(Common Business oriented 

Language ，通用商業導向語言）人才，但在學校大概沒有教 COBOL 的老師了，學生也不

會去學 COBOL，但實際上是需要 COBOL 的。」所謂的 COBOL 是一種結構化的高階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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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其特性就是穩定，非常適合作為開發商業邏輯及處理大量資料之用。為什麼還會需

要 COBOL 的人才呢？學長解釋：「因為商業的應用，大部分是需要穩定的科技，而不是

最尖端的科技，最尖端的科技不是最穩定的科技，比如台灣發射的人造衛星使用的 CPU 是

80186,（當時的 CPU 已進步到 486、586，而相對比較穩定的 CPU 是 80186)，看看社會上

其他的應用，比如金融以及晶圓製造，這種東西比較不能出差錯，極需要穩定的系統來維

持的。」

管理之路—

從數學系、創業，一直到現在，雖已是上市公司的老闆了，學長仍不忘在繁忙的工作

之餘回到學校進修、充實自己；工作和學習相輔相成之下，造就他今天成功的事業。公司

創立後需要用到管理的知識，但由於是數學系，剛開始對管理其實不甚了解，所以他一邊

自己摸索，一邊爭取機會重回學校唸書的機會：1993 年在國立政治大學企業家管理班結業

（當時並沒有 MBA 或 EMBA 課程），更在去年（2005）發表論文獲得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

業管理所的碩士學位。學長說：「到經營管理班可以學很多東西，『學然後知不足』，清

華數學的初期教育對我而言是個一輩子忘不了的慘痛回憶，但從政大到台大對我而言是個

enjoy。現在我的書櫃大部分都是管理行銷策略的書，雖然我喜歡寫程式，但是現在坐這

個位置就要做這個位置該做的事情，若還想著寫程式或研究其他細節的事情就不對了。而

且管理就和數學理論一樣，隨時會有新的理論。沒有去學過管理理論基礎，會嘗試很多錯

誤、會很辛苦。讀書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也可以認識不少管理大師。我現在唸書唸得很

開心；當有需要、有興趣的時候，唸書是可以很快樂的。」

對於有意想往管理方面發展的學弟妹有什麼建議呢？學長回答道：「我把人生分成三

大區塊，分別是管理、銷售、技術。要看你是偏向這三大區塊的哪一個區塊！」停頓了一

下，他接著耐心解釋道：「最初期是技術，不懂技術如何銷售？銷售是很重要的，沒有銷

售就沒有經濟。要先有技術，對基層人員來說，技術所佔的比例比較高，除非是含著金湯

匙長大，一開始就是管理，否則都是要先有技術，然後學會行銷•再談管理。對我現在的

職位而言，管理第一其次行銷，最後才是技術。」在他公司內有時會有員工想去唸 EMBA，

學長總是告訴他們，除非在公司是協理級以上的，他才會推薦做這樣的進修規劃，「一般

員工去唸沒有用你不會感受到，要碰到狀況實際運用到才能有體會。MBA 課程最好是工作

兩三年再去唸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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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

當初是劉炯朗校長、許世壁院長找學長回學校的，而歷任校長中和他較有接觸的是劉

炯朗校長，也因此他和學校重新接了軌。學長說：「超過五十歲賺的錢不是為自己，希望

自己真的能有機會能回饋給社會。」學長告訴我們，他在學生時代的日子並不是很寬裕，

有時候甚至一整天，就只是到餐廳去喝稀飯（早餐有饅頭豆漿，就只有稀飯免費）。因為

經歷過那樣的辛苦，而他現在有能力了，所以每年固定捐還願獎學金，回饋學校，希望幫

助學弟妹，讓學弟妹能更專心地努力在課業上。

給學弟妹的建議

學長想給學弟妹的第一個建議是：「真的要很認真！尤其在現在這個時代！」他說，

在他的那個時代大陸和印度都還沒有崛起，而且百廢待舉，所以機會很多。現在機會較少

了，但因為網路的興起而帶來很多創新的機會，學長舉例說：「大家都用過 MSN，MSN 在

美國矽谷有一個網站，類似人工智慧的科技，你可以和它交談，而它也會有回應」，學長

稱它叫 RobotMSN。

學長也鼓勵大家：「現在台灣比大陸的學生有個好處是創意比較有，創意是富裕以後

才會有，以前不富裕，能求生活就很好了求什麼創意？乖乖做就可以很不錯。在創意的時

代，台灣有機會，創意是叫 nice to have，以前是中規中矩，叫 must to have。」

最後，學長也建議大家：「畢業後有機會，我鼓勵大家出國深造！出國不在於可以學

到多少東西，一個是英文（語言能力），一個是和國外、國際人士接觸，了解不同國家的

文化和思維模式。我現在對於美國人接觸較多，所以對他們的思維模式蠻熟的，對歐洲的

就不是很熟、甚至大陸的思維模式也不熟。」至於男生出國會有服兵役的問題，學長也說：

「現在兵期剩下一年，不要服國防役，當完兵後有機會就出國深造，到國外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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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賡義教授專訪

受訪人：陽明大學 梁賡義 ( 數 73) 校

長，以下簡稱梁。

訪談人：清華大學數學系 陳國璋教授，

以下簡稱陳。

清華大學統計所 鄭又仁助理

教授，以下簡稱鄭。

訪談時間：2013 年 2 月 21 日

鄭：今天很高興，我們來到陽明大學，訪問我們數學系的

傑出系友—73 級的梁賡義梁老師。首先很高興梁老

師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訪談，因為這是有關數學

系 50 周年的慶祝的活動。在這個活動裡面，我們想

要邀請幾位我們數學系裡面的傑出系友，跟他們做

一些訪談，讓我們後輩的一些學弟學妹們，對老師

當時的求學過程有一個大概的了解。所以我們一開

始想要先了解一下有關梁老師你的求學經歷。

梁：我很高興、榮幸能夠有機會接受採訪。剛剛說傑出實

在是不敢當，可能跟幾位比起來稍微年長一點。剛

剛提到第一個，我在清華的求學歷程就是四年時間。

簡單說我其實從小就很喜歡數學，小學碰到一位老

師，來挑戰我們的心算，我發現我這一方面還可以，

所以從小就很喜歡。回想起來小學、初中、高中都

碰到一些很好的數學老師，一直讓我的興趣能夠維

持。所以我在考大學那時候填志願，父親意思是要

我們往工程方面，他以前是電信這個領域，但是我

就是篩了幾個數學系的，我記得清華好像是第七還

第八志願，結果我想是緣分，就進了清華數學系。

那四年過程時間很快，回想很多值得回憶的地方。

我這四年都覺得玩得很愉快，參加很多的社團，包

括球類。我記得以前還是足球校隊，到三年級四年

級是隊長，這方面投入很多，也參加了登山，四年

級還到了某個山脈去。我我提這些就是因為現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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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陽明當校長，也很關心大學同學們的成長，我覺得這一些對我們人的成長很重要，

能夠藉由社團活動學習跟不同的人相處，把事情組織起來，才能更有效的去發揮。

至於在數學這方面，我必須說，那時候不是念得很好，花比較多時間在很多其他的活

動，還有我們班上有八個人喜歡打橋牌，我記得暑假結束前我們就一起先回學校，併

兩張桌子常常打到通霄，下午打籃球、晚上打橋牌這樣子。可是我必須說，雖然我書

沒有念得很好，可是我後來出國去念研究所，發現大學的底子還蠻紮實。我覺得這個

必須歸功於老師很認真的教學，那幾門課程比如說高等微積分、二年級還有高等代數，

我覺得幾位老師教得非常紮實，我的底子還是用到了，因為統計還是用很多的數學，

回想起來很感謝以前學校老師對我們這方面的的栽培。但我還要提一個，在陽明大學

三年前就任的就職典禮，我曾經對我的以前導師－徐道寧老師表示感謝，那時候還請

她來參加我們那個…等於就是她是我們的導師。我三年級的時候得急性肝炎，必須要

回家休息，住了一段時間，結果徐老師跟她的公子，就是徐宜明（我們以前是一起打

球的好朋友），到台北來看我，她知道我繼續留在家裡休養的話，就要當兵去了，所

以她就要我還是回 ( 學校 ) 去。她也考慮到飲食的問題，她說我可以住她家裡面，她

那時候住南苑，現在南苑都拆掉了。然後有一位，我們現在叫幫傭阿姨，幫她做飯，

可以一起吃。那時候我沒有住過去，可是我每天中餐晚餐都在那邊吃飯，那對我來講

是很大很大的照顧。有時候也在想，如果沒有她這個照顧，我想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的

路。現在回想起來，後來走到公共衛生這個領域，生物統計算是公共衛生領域，其實

強調就是要對社會關懷，我想也是因為那時候老師對同學的關懷，對我們來講是很大

的一個啟發。所以大概說來，我現在想到這些求學的經驗，四年來講對我以現在校友

來說 , 對學校有滿深刻的認同。可能是每個人不同的經歷，可是我現在回想起來還是

非常認為身為清華校友是一個榮譽、是一個驕傲。

鄭：那接下來我還想問梁老師，因為梁老師是在我們數學系就學，在數學系，就算是我在

數學系當學生那時候，有關統計的師資還算是比較少，所以我也滿好奇什麼東西讓老

師原本在數學系，接下來卻出國念生物統計？

梁：我們那個時候是多少年前了？今年我們畢業剛滿四十年，我提這個是因為那時候的環

境不像現在，經濟沒有那麼好，就是一般選擇並不多，但那時候出國風氣還是很盛行。

那時候念數學慢慢感覺到對數學雖然有興趣，可是總覺得要繼續深造的話，可能數學

對我來講還是滿吃力、滿抽象這樣子，雖然有興趣。所以在那個時候，一些同學也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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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走比較多的兩種選擇，一個電腦、一個是統計。那我其實四年級開始，真的師資就

是…我們四年級的時候黃提源老師剛好從美國念完 PhD 回來，他應該是台灣出去念到

統計博士，回來算是最前面的、最早的幾位。所以那時候我就修了統計、修了電腦，

可是感覺對電腦沒有太多的感受，那修統計到底還是用到數學比較多，所以也想到這

可能是一條路，所以一年下來，你就修一門數理統計。我想現在很難，現在回頭來看，

對統計的領域知道還是有限。然後就當兵去了，當完兵回來以後，也是因為徐道寧老

師的介紹，就到東吳數學系當助教兩年，那時候就有比較多時間能夠對統計比較深的

了解，除了當助教之外，就是當統計、機率課的助教，另外也自己看書。我記得看一

本書，到現在我覺得還是不錯的一本書，我就自己看，然後我每一個習題都去做，那

時候當助教就開始比較認真的真的去投入在學習研究上面。所以那時候開始，我主要

的興趣在那邊培養起來。那個時候的系主任鄧靜華應該是台灣的數學屆最老資格的一

位，他是留法的、微分幾何的、拿了一個碩士回台灣。他對台灣數學發展，其實很大

的貢獻，東吳之前像淡江的數學系，我想他可以說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那個時候

說，從現在開始，不像以前助教可以升講師、升教授，一定要念一個博士才行，所以

那時候也因此引發了出國念書的動機，那申請的話就是主要是以申請統計為主，簡單

說來是這樣子。

鄭： 那 我 們 在 念， 像 我 是 做 生 物 統 計， 一 提 到 梁 老 師， 大 家 第 一 個 想 法 就 是

GEE(Generalized Estimating questions)，所以我們很好奇梁老師當初怎麼會想要

做這個問題，然後當然我們也可以了解當年在研究這個過程中，一定會遇到甚麼挫折，

所以當你遇到挫折的時候，你是怎樣去度過挫折？

梁：這個說來應該是這樣講，我是 1982 年拿到博士學位，在華盛頓大學的生物統計系，

然後就 Johns Hopkins 做助理教授，我想講這個背景：那兩年，1981、82 年那個時

候 Hopkins 生物統計系可以說走下坡，都沒有新血進來。只有一位，那一位也要離

開了，所以那時候那個系主任申請到一個 grant?　　　叫 Charles A. Rohde，他

就可以延攬年輕的老師，所以那兩年有五位被延攬進去，包括跟我同時進去叫 Scott 

Zeger，他是 Princeton 畢業的。其實剛開始我們都在公共衛生學院裡面，公共衛生

學院那時候有，我們應該沒記錯十個系，有一個系是婦幼衛生，有位老師現在已經

過世了，他做的研究是 diary study，diary 就是記日記，他是要媽媽每天記日記：

我今天是不是很 stressful，我的小孩子有沒有生病，看看母親的 stress 跟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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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有沒有關係。這個情形就是說從迴歸分析角度看一個量的

東西，所謂的 outcome variables，就小孩子有病會是沒有病，就

是 Yes or NO。那傳統的分析都是有所謂的連續性，你的身高、你

的血壓都是連續性的，那這個就也是一個離散性的 1 跟 0 這樣子，

這不只如此，那同時是因為每一個小朋友，他量的值可以很多次，

所以是所謂的一個，英文叫 longitudinal data，那時候這方面文

獻實在很少，做這方面統計方法並不多，分析這種 longitudinal 

data。所以他就去找我們的系主任，這位 Charles A. Rohde，那

系主任就 pass 給我們的兩位同事，他們自己先發展。結果他們碰

到一些在數理統計上的瓶頸，他們找我，所以我才接任，才一起進

去。然後開始發現這個領域其實有很多可以發展的，另外其中有一

位，叫 Steven Self，他在 1984 年離開回到西雅圖去，就剩下我跟

Scott Zeger，是一個我們 1982 年同時進到 Hopkins，所以變成我

們兩個一起合作。那時候是碰到一些瓶頸，就是說我們發展出一些

陳國璋教授（右）、鄭又仁

助理教授（左）與數學系傑

出系友梁賡義校長（中）相

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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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出來，可是方法統計上要用的話，你不只要提供從迴歸係數角度的估計量 , 還要

給所謂的 confidence interval，那算這個、導這個其實會比較複雜，那時候是用相

對比較新的觀念叫 GEE，E 就是 estimating equation 的觀念那這方面導這些性質並

不是那麼容易。所以我記得在那時候，還去找了工學院裡的 mathematical science 

department，有一位很有名的數理統計學家，就跟他請教，結果他也沒有能夠回答、

解決，後來我們就自己再去弄。我想有些壓力也是好的，就是在這種環境下，你也去

跟別人請教過了，那可能表示還是要靠自己，那我們就花了一些功夫，只要肯努力真

的去投入的話，我們還是把那個問題解決了，然後滿順利地寄到英國有一個主要期刊

叫 Biometrika? 他是英國最早的期刊之一，1902 年開始，在那邊發表，所以也就算

是滿順利，滿快就得到肯定。

鄭：那接下來也是我很好奇的一個問題，就是說像剛才梁老師有講過，你們是丟到

Biometrika 那個期刊，那個期刊基本上在統計來講也是算一個比較理論的期刊。我

們要怎麼樣把理論的方法帶入生物醫學裡面？畢竟老師你們想要把這個方法應用在實

際醫學上的資料，那時候你們有沒有遇到一些瓶頸，就是說，畢竟醫生有時候對這麼

理論的統計不是那麼了解。

梁：我們只不過把我們統計的研究理論，比較能夠用在實際面上的話，其實有兩個層次：

一個是我們不能期望那些使用者，譬如他可能是醫師，也可能是公共衛生的研究員，

會對這個有足夠的了解，可是在美國，一個大型的研究裡面，他一般做臨床的研究或

者說公共衛生的研究，譬如說“流行病學去了解疾病的危險因子是什麼？”這些研究

的話，他們都會有生物統計的學者在裡面，變成整個一個團隊的一部份。所以那群人

的話，他本身應該有生統的背景，他應該有這個認知，所以他們可以去把它引進去，

然後說服他們的研究員說，這個是需要的這樣子。其實這個當然是挑戰 , 如何用他們

聽得懂的語言告訴他們如何研究，這個其實是對生物統計訓練是很大的一個挑戰，不

過我想這個是在美國的情況，還滿普遍的，所以一般其實還好，我想我們自己…我剛

剛提到說我們應該算是運氣滿好的，就是說我們在滿短的，一般統計的方法發展出來

的話，因為統計是一個工具，你要能夠去用的話常常要有滿長的時間，先被這個統計

領域的人接受，然後才可以去幫忙推廣。那時候這個領域，這個所謂 longitudinal 

data，很多的研究都使用這種方法去回答一些科學上的問題，可是當然就是需要確定

一個統計的方法是不是存在，是不是能夠因而生存，所以我們剛好也是從那個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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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展一些方法，在很短的時間就被統計界接受。我們是 1986 年發表的，不像一

般都要十年或更長的時間，很快的我們在 1990 年的時候，生物統計主要的一個年會，

剛好就在巴爾第摩舉行，我們就被邀請給一天的課程，回想起來那時候，我以前博士

班的指導教授也來聽，所以也是想說運氣很好，能夠很快被認可。我提到教授，意

思是說，在美國不會說因為我是你指導教授就不來聽，他們這種好學、學習新知的這

種態度都會一直持續。因為我那個指導教授應該在美國生物統計學界，可以說是泰斗

了，學生在講的東西，他一樣來聽，坐在那邊一整天來聽。所以我們算是比較快可以

受到肯定。然後我想，另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那個統計一些發展，有位叫 Scott 

Zeger，他是很聰明的一位猶太的學者，他知道我們做的東西應該可以用得上，他就

爭取一筆經費找我們系的一個學生，他會寫軟體 SAS，，SAS 這個軟體非統計的使用

者很多，幫忙用這個軟體寫出來，然後陸陸續續有人要我們提供，我們就免費提供這

個軟體讓大家去使用，所以這樣的話從實用面來講，你沒有軟體你怎麼去用？我們因

為也設計這個，然後大家相傳之下，所以就很快被使用。後來這套軟體，SAS 公司也

把我們這個也放進去了，我想我必須說我們同事有這個遠見，扮演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鄭：那還有就是梁老師你大概也回台灣兩三年了。從你回台灣之後，你覺得目前在台灣的

學生，在台灣假如繼續往上求學的話，他應該要怎樣找到他之後想走的路 ? 譬如說像

老師你可能是因為之前有去，像在東吳當過類似 TA 的工作，然後從那裡你可以了解

到可能自己對統計有興趣。你對於目前台灣年輕的，像大學生，你可不可以給他們一

些建議，讓他們比較容易找到未來的出路？還有你覺得台灣的學生跟國外的學生有什

麼不一樣 ? 您回來這兩三年來看 ?

梁：我想你剛剛問的是說，對我們年輕的同學，有甚麼建議他尋找出路？我想你問的應該

不只侷限在統計、在數學還是說一般的情形。還是是侷限在數學這個領域？我想我的

答案應該是滿普遍的，不會侷限在這個。我其實覺得你剛剛在問題裡面，也就或多或

少回答了。怎麼找出路其實先找自己興趣比較重要，你如果做的事情沒有興趣，只是

為了好的出路、好找工作，我想提早工作也不見得愉快，也不會因此做的東西對社會

有什麼貢獻，所以我覺得最重要一點是找出自己的興趣。當然如何去找出這個興趣，

本身就是一門學問了，我是覺得一般現在各種領域越來越廣，很難知道說這個領域跟

別人沒有關係，很多都息息相關的，所以一定要能夠去想，雖然你念的是，譬如說數

學，你念的是物理、你念的是醫學，應該不要只在自己專業上，他要能夠讓你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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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更廣。不同領域多接觸，這樣比較容易去慢慢找出自己的興趣，而且找出興趣之

後，也能夠比較多元去看事情我們用數學、用統計的話，能夠在其他的領域，包括醫

學方面有點知識的話，對於你跟醫學研究一起合作，我想對你也有幫助，你不會跟人

家談起來完全是個門外漢所以其實很簡單就是要找興趣要怎麼培養興趣？只要不要把

自己封閉，在不同的機會，課餘能夠多涉獵一下其他的領域，現在網路很方便，可以

多上網看看一些報紙、看一些文章，或是電視上的報導能夠多了解一點，這樣比較容

易找出自己的興趣出來。

那你剛剛提到國內、外的差別，其實我不只這兩年，我從畢業以後到 Hopkins，幾乎

每一年都回來，暑假的時候回來，中間也有回來半年。在 1987 年在中研院生醫所成

立的時候也回來半年，1993 年台大公共衛生學院成立的時候我回來一年，協助他們生

統籌備的程序，然後 2003 年我在國家衛生學院擔任三年的副院長，所以對於台灣，

跟別人比起來相對沒有那麼陌生。所以你如果問我們的年輕人的差別，或者應該這麼

講，因為我小孩剛好在美國長大，看到他們在美國成長，從小學到大學他們受的訓

練，跟我們有甚麼樣的差別？我覺得一個我看的主要差別，就是從小受訓練他們的過

程中，國外他們不會被強迫接受，就是教學上是比較單向的。他們會常常被鼓勵你要

去挑戰，不要隨便接受，你要去問。另外一個就是說，他會看到每個人的興趣不一樣，

你可能這個領域沒有那麼好，英文這方面可能比較弱，可是你數學很好，他會把你拉

到另外一班比較更具有挑戰性的。我覺得年輕人需要被挑戰，不要覺得無趣，所以這

個我覺得美國在這方面環境培養，比較能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夠去挑戰這些權威，

那在這種情況下比較更容易有創意出來，我想這是國內、外一個差別。另外一個他們

從小訓練，就是培養表達能力，常常會有些機會要去表現，這個我想是他們比較占便

宜的地方，相對而言我們這方面也比較需要去再努力的。我這樣並不表示我們台灣培

養出來的絕對不是這樣子，我想我們台灣培養出來很多孩子非常之認真、非常之努力，

這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長處、一個資產。

鄭：我想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梁老師你這幾年陸陸續續都有回來台灣，那你覺得說在目

前台灣的統計學界，你對他未來有沒有甚麼期許？或有沒有甚麼感觸可以讓再怎麼發

展會更好？

梁：我必須先說這兩年半下來，我在統計花的力氣很少。因為工作的關係，行政在一個

大學裡面，可以說千頭萬緒，有大學教育、研究所教育都不一樣。那台灣這些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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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億的這些評鑑很多事情。所以我必須說對統計這方面，我接觸比較少，就是說陽

明沒有生物統計系，是在公共衛生系。在醫學院裡面，公共衛生研究所下面有一個生

統組，老師並不多。那我也跟他們一起從全校的角度規劃生統課程，希望能夠教得比

較上軌道。所以你嚴格問我，我能想到一點就是，我們在台灣，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

跟國外比起來，我們這個生物統計可以發展的地方，我現在能想的一點就是，我們台

灣一個很豐富的資源就是健保的資料，現在全世界有全民健保的並不是很多，那台灣

不只是有，而且在一開始很早就把那個資料能夠用國家衛生院那邊協助去管理，能夠

開放給大家使用，這個本身盡是一個很豐富的資料，它可以協助，譬如說醫院他做一

些評估說：我的政策上是不是應該做一些改變？對這個政府也是很重要，我可以舉個

例子：在國衛院的時候，看到那時候藥政處長有興趣，就是因為我們說西藥發展都是

根據某一個 component 對某一個疾病，希望能夠有效，可是你可以想像上年紀之後常

常吃好幾種藥，那結果可能這個藥之間會交互作用，或者說同時吃兩個藥的話，可能

對原來的問題，其中有一個要對第一種疾病有幫助，可是第二個藥可能會怎麼樣，產

生一種副作用，或者藥效就失去了。所以他們也很希望我們健保是不是要去了解到問

題是多嚴重，台灣的情形。那時後我記得生統組就跟他們一起合作，能夠用健保資料

去幫忙回答這方面的問題。所以這塊其實是台灣很特別的一個資料庫，那這幾年來衛

生署也是想說…可是健保有一個侷限，就是說他沒有死亡檔，還有你的行為，譬如說

你抽菸的行為，你的所謂的社會經濟地位都沒有，他們現在想嘗試把它們建立起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獨特、非常豐富的一個資料庫。那如何讓他能夠做更好的使用，

讓他能夠有效的使用，能夠真的去避開裡面可能是有一些錯誤的，因為各位可能聽到

說，有些醫生他報的時候，可能報的不是真實的，但他能夠去要求那個給付，所以裡

面有一些可能是錯誤的偏誤，那這些統計就是所謂的 measurement error 這個領域。

其實我相信統計方法方面也可以投入，如何能夠發展一些方法，能夠去充分使用跟盡

量避開他的一些偏誤，能夠協助政府的單位能夠做最好政策的一些建言，所以我想說

這可能是一塊，可能別的地方都不會有或者是值得發展的地方。

鄭：我們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梁老師你有沒有甚麼建議給我們學弟學妹們，還有現

在在念書的大學生，對他們有沒有甚麼建言？ 

梁：這個是很廣的，我就從陽明大學的角度來看好了！因為有時候太廣又變得有點稍微空

洞。我對陽明大學的，我先講大學部好了，因為我覺得…我剛剛有提到我這兩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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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學教育跟研究所教育，我都花心思下去，可是這兩者是很不一樣的，要培養的人

是扮演不同的角色。我先講大學教育好了：我對陽明大學的大學部同學的期許是，我

跟他們說我希望他們能夠扮演一個一流的領導人才，譬如說領導，不要認為就是當官，

不是這個意思。領導就是說因為我覺得我們陽明的同學都滿資優的，我的期許是希望

他們能夠在大學期間有足夠的視野，不只是在專業上考到一個證照考，能夠從事他自

己臨床的工作。他應該是從社會一份子的角度看，他應該在他學過程中間有能夠經由

通識的課程，還有經過專業的課程，他的視野能夠更廣、他心胸能廣，能夠有同理心，

能夠像你周遭，不管是有多少人，因為你的事也能夠帶動他們一起去做有意義的事情，

能夠對做更多的貢獻給社會，這是我對我們現在大學同學簡單的一些期許。那也最主

要是對陽明同學，因為我們這邊大學部只有八個系，有六個系需要考證照，很多將來

是可能要從事著專業，譬如說是物理治療、牙醫、護理、醫學這方面，這是我對他們

的一些期許。那研究生又不太一樣了，研究生培養出來是比較專業的一些訓練，希望

說將來能夠投入在研究這方面。那我對他們的期許就是說，過去好像大家都有比較狹

隘的觀念，就是念完一個碩士、博士，將來就是要從事研究工作，其實這只是其中一

個選擇而已台灣現在面臨一個現象，最近很常提到學界跟產業界之間應該有更多的一

些結合？那這裡面有兩個層次，就是說我們做的研究是不是對產業界是配合的，而是

他們希望能夠得到的東西，第二個他們可能需要一些是中上層的管理人才，那我覺得

我們應該有些同學願意走那個領域，能夠去學習、在學校過程中怎麼做一個管理人。

譬如可能要去外面再念一個 MBA 學位，從這方面角度看，不管對產業、對社會有更多

的貢獻，換句話說我希望他看的視野要夠廣，不要是很狹隘的再看一件事情，念研究

所只為了將來需要做研究而已，大概簡單說我目前想到的，是這樣子。

陳：梁老師在美國服務這麼久，也在台灣很多年，你覺得台灣的整個統計學界的有甚麼應

該要改進的？應該要發展的方向？

梁：如果說台灣統計界可以更發展、改進的話，因為我這兩年是接觸比較少，那以前是接

觸比較多。我們培養出來的人，是比較做理論的，所以對做資料分析，還是願意跟其

他科學家去合作？這方面反而沒有那麼強調，所以訓練比較不太夠；也可能從狹隘的

來看，這個比較沒有那麼重要。因為這樣子的情況不會發表在統計期刊上。其實在我

們統計基本上是一個工具跟科學家合作能夠因為我們的專長，協助這個領域能夠提

升，臨床也好、技術或公共衛生，其實這是我們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那這一方面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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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們持續下來還是相對而言比較弱一點。

陳：有關這方面的話美國是發展比較成熟，他們跟業界結合就比較完善？

梁：業界的情形的話，現在我們講美國生物統計系好了，每一個學校可能不太一樣，譬如

舉例來講：在密西根大學的話，生物統計因為他們周遭有很多藥廠，所以他們這方面

有很多合作，在台灣我們稱為建教合作，培養學生能夠到那邊去，Johns Hopkins 這

方面相對而言比較少，不是沒有，比較多的還是在 Johns Hopkins 本身的醫學院、醫

院、公共衛生本身就有比較多的需求，Hopkins 向美國國家的國家衛生研究院申請的

計畫，可以在美國說是最高，表示他們做很多很多的研究，都需要生物統計人參與，

這方面我想學生在生物統計訓練中都會去強調，所以這方面訓練都不缺，能夠訓練出

怎麼跟科學家的合作。事實上美國的國家衛生研究院，他們有一個 grant 是專門去訓

練他們看到某些領域，他們比較缺少這方面的人才，他們就會錄用。你可以去申請，

我記得 1993 年我申請到一個計劃就是跟 NIH 的計畫，就是培養他們在精神疾病這方

面，這方面的統計的訓練人才還不多，包括統計學方法的發展，還有怎麼跟精神疾病

研究者的互動，了解他們本身的題材，譬如說癌症的就很不一樣，所以我們那時候申

請了計畫去培養這方面的人才。所以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知道在美國他們能夠了解

生物統計扮演什麼角色，他們會用各種方式、各種資源一起去培養這方面的人才，所

以就這一塊而言，我想他們還是走的比較前面。

陳：那我們的國家衛生院是不是就是要扮演這樣的角色？

梁：沒有那麼大，因為跟美國我們相對小太多了！他這一年只有二十幾億台幣的經費，相

對而言少很多。所以剛剛說培養這個譬學校的人才這方面，就沒有經費很少。我知道

有一個經費是，鼓勵一些醫學畢業的，願意去投入在科學研究裡面的，可是相對經費

少很多。

陳：我剛剛還想到，不曉得學長有沒有一些以前在清華求學期間的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

們分享。

梁：以前念書有趣的事情，我想有趣的定義都不太一樣，我大概剛提到一下，實在不敢說

有趣，就是自己的回憶。同學之間都處得很好，像我們最近在開始想說今年我們畢業

40 年，看是不是可以號召國內、外的同學一起回來，一起參加校慶可以聚會。也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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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想起來，真的大學是很多值得回憶的事情，不過我現在在陽明也是鼓勵陽明同

學，陽明的特色就是課很重，我也跟他們講我鼓勵他們在這四年好好去，也不要只是

在念書，能夠享受人生、多交朋友，因為這裡面你回想起來都是值得回憶的地方。其

實很多，我自己的情形，我剛剛講大概我個人而言，就是光是那年暑假回學校，我記

得那個時候還沒有開學，下午打球、晚上去打橋牌、吃宵夜，對我們來講真的很值得

回憶的。剛好有可以打橋牌、一起打球的朋友，這已經是非常少，也很難得的一個組

合。我記得那時候有辦，我們數學系高兩屆辦一個拱豬比賽，不知現在還沒有。（陳：

都還有，我那個時候也有辦過。）其實我們就在室外排很多桌、牌要去換，所以每個

人要換位置，頭獎是一個蹄膀，我還記得誰得第一名以後，同學馬上抱著蹄膀，馬上

就衝回去寢室，因為他怕大家把攔住，把蹄膀給搶走了，其實都小事情，可是到現在

都還記得，表示印象還滿深刻。

陳：我大三的時候還比過拱豬大賽。

鄭：所以梁老師那時候是住哪個齋？

梁：我們大一到大三都住新齋，那時候是跟物理系住在一起，大四的時候因為就不夠了，

因為大四開始的時候增加了三個系，原來我們只有四個系：核工、物理、化學、數學，

四年級增加三個系，名字都滿怪的，一個是動機，動力機械，一個工業工程，簡稱工

工，還有一個是材料科學。所以可能要讓大一的有地方住，那個時候正在建誠齋，還

沒建好，所以我們那一班上學期就分到台電宿舍，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就以前因為

核工系就培養台電的員工，這方面的訓練，所以一個宿舍是給台電員工，上學期他們

不在，所以我就住，住了一個學期，然後對面就是單身的講師宿舍，四年級下學期就

搬到誠齋，那時候就只有我們一班、兩班的人，一整棟樓，因為還是沒有住滿，所以

只有我們一班。你剛說有趣的事情，我現在想到一個我們宿舍在台電宿舍，四年級只

有一門課是必修，就是微分幾何，那個老師是歐陽，他是我們第一屆畢業的，那個時

候教我們微分幾何，他喜歡踢足球，所以我們那時候有什麼比賽，都會找他一起去踢，

有位同學從來沒有上課，有一天他想去找老師問一些問題，他就跑到台電宿舍說「我

想找歐陽老師。」，那個老師說「我就是。」他聽了趕快掉頭就跑掉，因為表示說他

根本沒有上課，他也不敢問他問題，所以我們以前，現在可能不適合講，那個時候上

課的風氣，並沒有很盛，可是我必須說那個時候即使如此，在那個環境之下大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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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上的課，尤其大一、大二，二年級我們以前是三高一微，不知道現在是不是這

個樣子，高等微積分、高等代數、高等幾何，還有一個微分方程。

陳：我們現在不把他叫高等，就只有高等微積分還是叫高等。

梁：然後三年級有近世代數、拓樸學，還有複變，那時候我覺得課都念的很…雖然成績不

好，可是我覺得老師都教的很紮實、很認真教。所以我是覺得還是…現在我們陽明醫

學系同學有一個共筆，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

陳：就是共同筆記。

梁：對，那個常常都很少同學來上。

陳：醫學院好像都有這樣子。

梁：那我們以前沒有這種，大家就是沒有上就沒有上，然後自己要去補，可是四年完還是

覺得有很多非常好的回憶，那時候清華跟現在不一樣，譬如說科系比較少，所以建築

物也並不多，現在回去總覺得有一些壓迫感，以前空間很大，大一大家都會去梅園逛

逛，那時候就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跟懷念整個校園，還有整個自由的校風，這點我是

覺得…高中我念成功中學是管得很嚴，這個是很大的一個改變，一直非常深刻的印象。

陳：我再問一個比較個人想問的問題，就是說我自己就是有大概教了五六年的通識課，在

教通識課的期間都是以人社、科管，非理工科系的優先，也就是說不斷的在摸索如何

跟其他領域的人，用他們能夠理解的語言去講述數學。梁校長您在數學系的背景出身

到這邊來，我想陽明也沒有數學系，那我想以前數學的訓練，加上後來統計的訓練，

再來陽明以醫學為主，如果說完全學醫的那些人，數學的訓練背景對他們這樣背景的

人有什麼幫助？ 

梁：我們現在數學訓練，說陽明現在是一個醫學為主的大學，當然很多老師跟學生他們的

訓練、背景是跟我們不一樣。其實應該不只是數學，生物統計也用很多數學、可是因

為生物統計是公共衛生的一部份，所以這跟醫學或生物醫學是結合了，所以我並不是

完全指從一開始，一直到現在都是念數學，並不是這樣子完全不同的路，中間是有一

個過渡的地方。不過還是一樣，因為我跟同學講起來，我每個月都有個校長有約，歡

迎同學到我們家吃飯聊天，他們當然知道我是念數學都很驚訝，怎麼會是這樣子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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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陽明的校長，應該是臨床的。我在想數學的話，數學到底扮演甚麼角色 ? 在日常

生活，對醫學而言的話，數學很強調的訓練應該是邏輯跟分析這方面的能力，能夠比

較清楚的呈現，你的想法、理念。你不能只告訴他說「我是校長，所以你要接受。」

你要能夠跟人家去溝通，而且是有邏輯的，經由清楚的分析去說服別人，所以我覺得

數學這方面是比較…當然我剛剛還有講到統計、公共衛生的背景，我能夠用一些他們

的語言，能夠去跟他們溝通。事實上，你講的是其中一塊，或者可以把它做一些衍生

好了，我在陽明注意到，我花很多時間在大學教育上面，這邊八個系，基礎的課程都

是自己在規劃，你可以想像因為我們沒有理學院，數學、物理、化學都沒有所謂專門

老師在教，物理還好，化學有生物化學研究所，他們裡面有很多老師的背景，甚至博

士可能是化學的；那物理的話我們有生醫光電方面，還有一些老師，就是生物資訊他

們的 PHD 可能是物理的，可是數學幾乎是絕無僅有，沒有說真正的數學 PHD 所以那時

候我們打聽了幾位數學教得很好的，一個是中央大學數學系于振華老師，他來兼任，

擔任我們醫學系的課，我去旁聽他都講得很好，那還有一位前年請的一位是你們的學

姐，低我三屆朱啟平，也是偶然機會知道我跟她交談才知道她對教育很有理念，她在

東吳也教通識這方面，我想這方面她應該也瞭解很多，你可以跟她請教。她來教進階

微積分，這裡面我有很多感觸，兩個層次：一個是當一開始我推數學，因為有一些系

他們數學是不需要必修的，當然用溝通的方式跟他們講這個重要，還有包括醫學系裡

面有些人，包括老師說我們將來要當醫生，為什麼需要學數學？當然我是有備而來，

我想過這些有幾個原因，為什麼數學？不只數學，物理這些的重要性，因為我覺得第

一個它是培養我剛剛提過你的分析、邏輯的能力，其實這個是非常…不是唯一的方式，

可是縱使非常強而有力的一種方式，培養你這方便的能力；第二個我也希望陸陸續續

看到陽明更多同學將來願意從事研究的工作，過去一開始是公費，所以說你畢業有後

有六年要去下鄉服務，可是現在已經慢慢取消了，我希望更多同學願意去從事這方面

的研究的工作。那數學好對他們其實有幫助，舉例來講醫學工程這個領域，在宜蘭霍

普金斯的大學部醫工系，他們的學生需要修六的學期的數學課，這一些人出來是非常

受歡迎的，他們生物懂、醫學有一個程度，然後對工程也懂，然後數學很好，所以我

覺得這是第二個原因；第三個就是說現在知識爆發之下，你不可能說甚麼都全部學完，

一定要有個能力，重要的是培養獲取新知的能力，畢業以後即使自己不管從事什麼的

工作，你作診所你還是需要一些新的醫學知識、技術，你要去看期刊，數學、物理好

對於獲取新知是有幫助的，所以對我來講這是很重要的，我也需要花一些功夫，包括



218

清華大學數學系
50週年紀念文集

跟那些老師溝通，不過我覺得他們都能夠接受現在很多系也開始變成是，本來選修，

現在變成必修數學的課。另外我剛剛講說那兩門課，數學的一個微積分的課，另外就

進階微積分，我是非常高興知道他們醫學系學生，每門課都有作教學評量，結果聽說

以前的時候因為老師都沒有真的花功夫去請人，以前都評的非常非常糟，結果去年的

時候好像是，他們一年大概很多門課，就是那兩門課一個是排第一，一個是排第三，

這表示什麼？對我來講是非常有意義，就表示說這些同學他將來不會念數學，我不會

跟他講「校長去念數學，你們去念。」不是這個，可是這些同學其實可能有興趣，現

在年輕人要給他們更多的機會，願意去學更多的東西，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對我來講

很重要，從教學角度，只要你好好教，即使我現在念別的東西，這不是專業的，你好

好教，同學會感激所以其實這個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一些訊息，你剛剛問了一個簡單

的數學，不過我想這邊跟你分享一下這兩年來我的一些心得，就說這個數學其實在醫

學裡面可以扮演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陳：講到這個，主要是因為我會有一個熱誠一直去教通識課，如果我個人，一方面我覺得

說社會上充滿了非常迷茫濫情的現象，我覺得我尤其要去思考，如何去跟人社那種背

景的人溝通，跟他們講怎麼樣邏輯分析，用一些比較生活化的議題來講。但是醫學背

景的學生是我從來沒碰過的，所以我們剛剛才請教梁校長跟他們的溝通。

梁：課程我們有，我剛剛提到朱啟平老師她是在，不過她對象是在東吳教，她教的對象有

可能不太一樣，不過我聽她講，她真的很有心，我想跟你一樣很有心，她是用她說是

高中的乙組程度的數學，她就可以講日常生活的，可能有些跟醫學有關或者其他的，

她就把數學帶進來，其實重要的是讓大家不要討厭數學。包括美國在內很多人說最討

厭數學，當作是一個時尚，表示自己很不一樣、很特別，美國有這種現象，其實不需

要，這個一方面表示因為我們可能沒有人真的願意投入，讓跟社會能夠接觸、能夠去

結合，讓他們去培養他們的興趣，至少說沒有把他們興趣抹煞掉，這個不容易是因為

從現在台灣的大學裡面，這種沒有什麼 credit，不會對升等有什麼幫助，可是我覺得

應該是我們使命之一，就是教育的傳承，這件事其實非常重要，所以我很高興知道你

有這個心，不過我也建議你可以跟那位朱啟平學姊多指教。

陳：她是我學姐，因為碩士班她也是王懷權老師的學生。

梁：所以你們有相識，可以跟他聊聊，她是很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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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我們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訪談我們的學長－梁賡義老師，那我們之後也會把訪

談的結果，做成文字紀錄檔，且可能也會有影音檔。

陳：到時候會留存在數學系，我們剪接好也會提供給校史館，如果校史館要收藏的話我們

也可以提供收藏，不收藏的話也會在我們數學系收藏。非常感謝梁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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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瑞胸教授專訪

受訪人：芝加哥大學商學院 蔡瑞胸

( 數 74) 講座教授，以下簡

稱蔡。

訪談人：清華大學數學系 陳國璋教

授，以下簡稱陳。

清華大學統計所 徐南蓉教

授，以下簡稱徐。

訪談時間：2013 年 3 月 22 日

徐：大家好，以下將進行的數學系傑出校友蔡瑞胸院士的

專訪，我是統計所徐南蓉，非常榮幸有機會和數學

系陳國璋主任一起進行這次的專訪活動。首先請蔡

院士和大家打個招呼。

蔡：大家好，我叫蔡瑞胸。

徐：我想在進行專訪之前，先簡單介紹蔡瑞胸院士的一些

簡歷。蔡教授在 1974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數學系，之

後在 Wisconsin, Madison 取得統計的博士學位後，

就到卡內基美隆大學任教。在 1990 年受芝加哥大學

商學院的延攬，一直從事研究工作至今，目前是商

學院的講座教授。蔡院士曾獲得的學術榮譽非常多，

包含獲選美國統計學會 (ASA) 的會士、數理統計學

會 (IMS) 的會士，及許多統計獎項，並在 2002 年獲

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蔡教授雖然長年於國外工作，

但他相當關心國內學術界特別是統計界的發展，所

以他經常回到國內來，帶動相關領域的討論與發展。

我想首先請蔡院士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的求學過程和

研究歷程，對您比較特別的事件及影響，或是您印

象特別深刻的一些事。

蔡：我的研究和求學的過程，現在想起來我是比較幸運的

一個人，為甚麼要說比較幸運呢？我從小在鄉下長

大，一般都要幫忙工作，那時我們回家當然也要幫

忙做一些工作，但因為我們家兄弟比較多，我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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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在幾個兄弟裡面長得比較瘦，所以我父母認為我大概沒辦法工作，於是叫我念書，

所以說我比較幸運一點。另有一個好處就是說，每一個人的原生家庭的影響是很重要

的，從小我父母不太管我們，我們可以做想做的事情，所以說這是比較幸運的。我的

求學過程、我做事的這些過程，都可以做我想做的事，從這方向來看，我是比較幸運，

大概這個對我的影響比較深刻一點。

徐：聽起來你的學習是很自由發展的，那是甚麼樣的機緣讓您進到數學的領域 ?

蔡：對，我聯考的時候會填清華數學系，也是覺得數學比較簡單，因為從小念書，數學不

用做實驗，對不對？做數學比較簡單，所以當初會填數學系是這樣，就覺得自己有興

趣，因為我一直覺得要做自己喜歡做的東西，所以就選數學系。但清華事實上對我影

響很大，因為以前在鄉下長大比較單純，到清華以後接觸到的同學就比較廣泛一點，

在校園裡一起生活、一起做事情，所看到的、所接觸到的就比以前多了。清華那時候

不大，我記得一個年級只有一百八十幾個大學部的學生，只有四個系，一班只有 40、

45 個人，所以就可以互相生活在一起。因為大家都住在宿舍裡面，同寢室的是同班同

學，生活完全在一起，念書、做任何事情都在一起，我相信這對我一生的影響是很大

的，包含對事情的看法，解決問題、還有人之間相處的關係。所以清華對我的影響蠻

深的。

徐：後來您出國念統計，能不能談一下這個從數學到統計的過程。

蔡：我們當初念數學系的時候是念純數學，到後來可以發展的大概有三個應用領域，可以

念統計、力學、電子計算機。當時黃提源老師剛好從美國回來，所以他開統計課，我

就修了一些統計課。為何當時沒有念計算機？事實上講起來，有點像笑話，因為那時

清華剛開始沒有請到計算機的老師，都是請外來的老師來教計算機的課，既然是從外

面請來的老師，上課都是排在禮拜六，但因為禮拜六要約會不能修課，所以選擇念統

計就比較自然了，就這樣誤打誤撞地念了統計。因為黃提源老師教統計，黃提源老師

是 Wisconsin 畢業的，所以就想 Wisconsin 應該不錯，當然那邊老師是非常不錯，且

那邊有幾位老師做時間序列方面的研究，所以自然而然就選擇到時間序列組。這個求

學發展的過程一方面是自己有興趣，一方面是剛好有環境配合，所以這樣才會決定念

統計。

徐：黃提源老師常提到您是他最得意的學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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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謝謝，謝謝。黃提源老師事實上是蠻 honest，因為我同班同學好幾個朋友都很好，他

說你們以前有一個同班同學叫蔡劍峰，我是蔡瑞胸，我們兩個都姓蔡，他說蔡劍峰畢

業以後，念了碩士以後就去做事，他說如果蔡劍峰繼續念博士的話，他的成就一定比

你 ( 蔡瑞胸 ) 高，我完全相信，以前蔡劍峰是我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他是非常傑出，

但是因為後來畢業後就到中華電信研究所做事，之後就沒有再繼續念書了。

徐：請您談一下您目前的工作。

蔡：在美國教書事實上是很單純的，我們的工作大概分成三方面，第一個就是教書，第二

方面就是做研究，第三方面就是做一些簡單的 service，service 包含對學校或者是

對整個 profession 的 service。我們學校是 quarter semester，所以教書大概從每

年的三月底到六月中，其他的時間都是在做研究。

徐：所以是一個 quarter 把全部的課程教完 ? 

蔡：全部的課都排在一起，很密集的上課，上完了以後就可以做自己的研究，這是我們那

邊比較有彈性的作法。目前在統計研究方面，有很多問題可以做，尤其像現在是一個

大量資料的時代，因為到處資料都非常多，必須要用統計的方法來分析這些資料，以

擷取訊息 (information)。以前我做的是時間序列，現在想做時間序列應用在財務方

面，因為財務的資料也是非常廣泛、非常豐富，要如何做分析？尤其在多變量的問題

上，當你考慮的變數非常多，有時變數甚至比數據樣本還要多時，這時又要如何做分

析？這是一個目前比較有挑戰性的研究問題，我希望能夠在這方面做一些研究，目前

做的大部分都是在單變量方面的研究，多變量方面比較少，希望能夠應用到大資料的

問題，目前的研究工作大致是這樣。

徐：大資料的問題，也是現在統計發展的趨勢。

蔡：差不多，只不過我是在商學院，所以我所接觸到的問題大部分和經濟與財務有關。像

一般 machine learning、data mining 不見得侷限在財務或經濟的資料。

徐：了解。我想大家都公認您是一位成功的學者，但我想您一路走來不一定都是那麼順遂，

或許從失敗中學到的經驗，反而較從成功中學的更多。請您也分享一下曾經遇到較大

的挫折或困境，您又是如何走過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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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一個人所遇到的挫折或困境是絕對會有的，但是怎麼樣去克服，或是說你覺得這個壓

力有多大，每個人的感受不太一樣。我是覺得做研究的話不要怕失敗，你要是被挫折

打敗的話，那你就比較難再爬起來。像我自己的話，挫折絕對非常多，因為從小開始，

我剛剛提到我小時候事實上身體不太好，念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生了病，生了病以

後就大概半年沒有上學。接下來要升四年級的時候，一到學校就要考試，那時候國語

和數學，就考兩科，我的印象非常清楚，我國語考了 36 分，數學考 17 分，所以那時

候我們老師就和我父母談：要不要我三年級再念一次，再升四年級。因為我考試成績

不好，但是我那位老師認為我應該還可以，反正學習應該可以慢慢的跟上，我那時候

就想我只考 17 分，其他人都考得比較好，那我必須要很努力，相信自己一定也可以

做到。有挫折感是絕對會的，但相信自己不要怕失敗，你只要慢慢來絕對可以趕上你

的同學，這對我講是一個比較有啟發性的經驗。因為小時候就有這個經驗，有挫折感

以後就說不要怕失敗，你要相信自己慢慢就可以趕上，所以我相信那個經驗給我的啟

示是比較大一點。

徐：所以要相信自己。

蔡：對。

徐：請您談一下，對你影響較大的人。

蔡：對我影響比較大的人，事實上講起來跟我一輩子的發展是有關係的，我剛剛提到因為

小時候在鄉下長大，有幾件事情對我影響比較大一點，我也提到我們家兄弟有好幾個，

所以每年要繳學費的時候，我爸爸都要去籌錢繳學費。我記得印象很深刻的一次，因

為我爸爸是務農的，那農產品要賣的時候，就有人到我們那邊去收購這些農產品，因

為繳學費有一個時間限制，在某個期限之內就一定要把這些產品賣掉，有一些商人就

利用我爸爸在時間上的這個限制，把價錢壓低，因為你必須繳學費。他們在議價的時

候（因為年紀小在旁邊聽），商人彼此交談間說現在這個價錢不賣我沒關係，我們等

幾天，等他小孩子要繳學費的時候，他就會把這個價錢降下來。這個對我的影響很大，

我那時候就想，因為父母所做的產品，並不是品質不好賣不出去，是因為子女要繳學

費，讓他沒有辦法，才把這個價錢降下來。那時候就想我以後一定不會讓我的小孩體

驗到這樣的一個經驗，那個年代要往上發展大概只有念書，所以我就想我要好好念書，

這對我是一個重要的影響。這些商人我當然不認得，不過他們對我是有影響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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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影響我的人是我的初中老師，因為我們住鄉下，以前認為教書是一個鐵飯碗，所以

我初中畢業以後就想去考師專，然後考台中一中，兩個都錄取以後，我父母是希望我

念師專，可以比較省錢，以後也有固定的工作。那時候我初中的老師叫陳松男，他特

別跑到我家跟我父母說你這個小孩子大概還可以念書，他應該去念高中以後可以念大

學，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最後才決定去念台中一中。所以我對陳松男老師非常

感激，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是改變我人生的一個點，如果我去念師專，就不會再繼續

念大學做研究，我相信他對我的影響是比較大的。上了大學以後，剛剛講到黃提源老

師教統計對我也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影響了我一生做研究的方向。大學階段對我影響

比較大的，真的講起來是我太太對我的影響最大。不管從我們認識開始到結婚，到後

來有小孩，我太太把家裡的事情做得非常好，讓我沒有後顧之憂，我覺得我太太對我

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她很會為人著想，如果沒有我太太的話，我相信我做研究不會有

這麼的順利。到後來念研究所以後，像我遇到的指導教授，或者是我在 Wisconsin 遇

到的一些老師，對我影響很深，直到現在我們還繼續合作做研究。以上這些經驗對我

解決問題與看法都有很深刻的影響，所以這些人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即使到現在已

三、四十年，在做研究上，我還是依循著他們給我的建議，我相信這些人對我的影響

是非常深刻的。

徐：接著我想問一個跟統計專業有關的問題，您原本的專業是在統計上，但是因為在商學

院任教的關係，所以慢慢地您的研究問題變得越來越豐富，包含財務問題、市場行銷、

及其他計量方面的問題。您昨天的演講中也有提到在商學院的環境，提供了一個很好

的跨領域合作的平台，台灣跨領域合作沒有像國外的風氣那麼普遍，可否針對這個跨

領域合作的部分，談一下您的心得。 

蔡：跨領域的發展，事實上，是非常重要沒有錯，但這必須要有環境上的配合。每個人一

定都會受到環境的影響，台灣就是規定比較死板一點，對於創造跨領域的環境比較欠

缺一點。譬如我們大學部有很多必修課，像我們以前念數學有很多必修課，所以大部

分時間都花在必修課上，而且我們當初念清華只有四個系，我們沒有其他系的課可以

修，所以我認為自己的一個缺陷，就是懂得並不廣，我們所受的教育，因為環境、各

方面的影響，我學了很多數學，修很多數學課，但是沒有經濟方面的課，計算機方面

的課也不多，所以我們對各方面的接觸就相對少一點。到了芝加哥商學院以後，因為

我們不分系，同事有各方面的背景，有做財務的、做市場行銷、行為科學和研究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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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又分的很廣，有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等各方面，剛開始跟他們談話時

會覺得自己好像甚麼都不懂，我們只是會算會做一些統計的問題，但受數學的影響我

們只是說把證明做出來，然後希望有一個漂亮的解決問題方法。但在經濟或是財務領

域，他們對理論證明這個面向比較不是那麼重視，他們重視直覺，一個題目做出來有

沒有意義？從經濟的觀點這樣做對不對？所以有時候他們想的並不是像我們統計上常

提到的必須要有大樣本理論，必須要有 most powerful test，他們不太重視這些。

他們也會做統計假設檢定，但是更會考量合不合你的直觀 (common sense)? 跟實務

配不配合 ? 我覺得這樣的觀點好像也蠻不錯的，我們也應該跟他們多學學。所以我

說這個環境對我們的影響，我們經常想到的就是你要多聽聽、多看看，然後多跟人家

討論。剛剛講過不要害怕失敗，事實上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要怕問錯問題，一定要

發問，多跟人家討論。像現在各種跨領域合作，剛開始的時候，你沒辦法了解很多他

們專業上的知識，所以不要怕問錯問題，你問一次錯了以後，自己回去再看看，知道

自己錯在哪裡，下一次再問就有進步，長期下來跨領域就比較容易了。另一方面要養

成團隊精神，像我們剛剛講的資料探勘 (data mining)，計算方面非常重要，怎麼樣

去處理大量資料，快速計算，這方面有很多東西要做。一個人沒有辦法甚麼都懂，因

為時間是有限的，必須跟同事合作，所以要養成一個團隊的精神，不要斤斤計較。我

們經常聽到有人說你發表一篇論文，作者排名是第一或第二，我覺得這些都不是重要

的問題，只要大家合作愉快就好，因為如果合作的不愉快，你就很難跨出去，只要合

作愉快，你就比較容易擴充你自己的領域。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多聽多看，然後共同討

論，學習一個跟大家團隊的精神，跟大家一起合作，不要斤斤計較，在這種環境之下，

你就會比較容易培養跨領域的研究。對學生來講，一直講我們教育方面規定要鬆綁，

不過我覺得台灣推動得很慢，像現在有兩百多所大學，我記得有一次參加開會，經建

會主任委員管中閔先生說，台灣事實上有兩百五十所大學，但好像只有教育部大學，

因為教育出來的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我覺得他講的有道理，因為大家都一樣，同一

個籮筐就比較少能創造和處理這種跨領域的問題。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應該是可以改

變，就是不要把所有事情都規定的死死的，要有彈性一點，比較容易培養這些合作的

能力。

徐：另一個是跟人才培育比較相關的議題，是國內目前念博士班的學生大幅度的減    少，

當然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就業市場的關係。我們觀察自己的博士生，感覺他們學習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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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是不夠強的，大家對這個問題都感到蠻憂心的，現在國內也有許多相關的討論，因

為研究畢竟是推動國家向前走的一個很大的動力。針對人才培育，也就是我們希望能

有更多的博士生來念統計或是念數學，在這方面是否發表一下您的看法。

蔡：台灣的市場事實上是很小的，所以我並不認為很多人來念數學、念統計的博士，是一

個好的政策。我們所必須要著重的是「素質」，而不是「數量」。在統計領域，講起

來真正要普及的是碩士班的教育，因為他們出社會後直接可以應用。台灣目前工業的

發展大部分還是代工方面比較多一點，研發方面比較缺乏，因此對於博士的需求就比

較少，這種情況很難一下子就改變。因為我們這個市場小，很多的博士生很難一下子

就找到工作，所以我並不贊成每個學校都博士班，然後教育出很多博士生。我覺得應

該著重在教育品質上，畢業的博士都能夠非常優秀、非常好，這樣就可以了。至於碩

士方面倒是可以大量推廣，這是我的觀點。因為我們的市場不大，台灣以前盲從的擴

充大學，並沒有考慮到大學生畢業以後要做甚麼事情，像現在大家都知道台灣大學太

多了。博士班也會有類似的問題，如果每個學校都是盲從的增加博士學程，沒有考慮

到學生將來的出路，這個發展不太健全。我覺得除非我們能夠開創市場，比如說教育

出來的學生可以到亞洲其他地方教書或是其他研究機構做事，如此你一定要有好的素

質才能和別人競爭。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集中在如何提升博士生的素質比較重要，至

於人數我覺得並不是一個那麼重要的問題，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徐：以我們系上為例，很多碩士畢業生都進到了產業界，某種程度都發揮了他們的影響力，

我們最優秀的碩士生並不想繼續念博士，因此現在比較困難的是優秀博士生的來源。

我們希望學生比較菁英化，但在執行上實際是蠻困難的。

蔡：這個問題，學生都是非常聰明的，他們願不願意念博士？自己大概會算算看。那麼辛

苦念了博士以後，對他將來就業會不會有幫助，如果對他的就業沒有幫助，自然沒有

想念博士的誘因，所以這個問題有點像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要怎麼樣吸引好的

學生來念博士，這個問題大概不是簡單幾句話就可以解決，我們要創一個好的誘因，

讓學生願意花這麼多辛苦去念博士，畢業後有一個好的研究環境，這樣他們就會來。

我也不覺每一個會念書的學生都要來念博士，因為會念書的學生跟會做研究的學生還

是不太一樣，所以有時候還是需要引誘學生來念書，讓學生了解念博士對他們將來一

輩子有所幫助，他們才會想念。若沒有很好的就業環境、沒有好的研究環境，自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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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吸引到好的學生，所以怎麼樣創造環境我覺得還是比較重要一點，有好的環境，學

生自然而然就會來。

徐：您昨天有提到 50 歲生日的時候，您的兒女開玩笑地說這時候應該是您的高峰了。其

實當然不盡然是這樣，人的智慧是一直隨年齡增長的。回顧您的前半生，甚麼是您自

己最自豪的成就？

蔡：不敢講說有甚麼成就。我們做研究的人很高興地就是你做的研究有人在用，像現在

e-mail 各方面都很方便，有時候接到你完全不認識的人寄來的 email，感覺到自己做

的研究對他們有幫助，這種感覺當然是蠻高興的，因為你花的心血有人關注，有人繼

續做後續的研究，在這一方面自己會覺得比較安慰一點，表示你沒有完全浪費時間。

所以覺得自己的小成就和最大的安慰，大概就是做出來的研究成果有人用。

徐：我很好奇您自己最喜歡哪個成果？

蔡：事實上也不是說特別哪一方面、有哪一篇文章或者是哪個主題，因為這些東西大概上

網查一下，就可以查得出來。我是覺得每一篇自己做出來的文章，就像父母對小孩子

一樣，每一篇文章就好像是自己的小孩，你很難講最喜歡哪一個。文章被人引用有一

個 index，讓你了解有多少人關注，有些文章是一發表馬上就受到關注，但也有些文

章事實上是花了一段時間以後才會有人注意，所以關注程度跟時間也有關係。越多人

引用你的論文，就會有更多人認識你，這只是一個時間性的問題，所以我是覺得一定

要對你自己所做的東西有興趣、有嗜好，既然有興趣，做出來的東西你自己就會喜歡，

不會計較哪一篇比較好、哪一篇比較差。不過每一個人的研究成果的品質都會隨著時

間改變，有時好一點，有時差一點，沒有人每一篇文章都是非常高品質的，且研究成

果的品質跟實質的影響，事實上也不完全成正比。

徐：展望未來，甚麼是您目前或將來希望達成的目標？此問題不侷限在學術上，任何方面

都可以。

蔡：當然人總是要有個夢，一定要追夢，如果沒有夢想的話，活著就沒有多大的意思。我

剛剛講過一定不要怕失敗，要樂觀一點，要有一個目標去追求，雖然我小孩開玩笑地

說 : “From now on, you are going down hill.”，當然他只是告訴我五十歲等於

是一個新的里程碑，現在的目標和以前的目標當然是不一樣的。以前剛開始想做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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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現在想做的又不太一樣，現在漸漸接近退休的年齡，所以現在比較想做自己覺得

比較有意義的問題，選題目大概會比較挑剔、仔細一點，不是說隨便的題目你都想做，

一方面是年紀增長對自己的認識比較深一點，更了解甚麼樣的題目可以做，甚麼樣的

題目比較困難。並不是比較困難就不要去做，因為每個人隨時都在學習，隨時都可以

有新的想法。我剛才提過像現在大部分我都在做高維度 (high-dimensional) 的問

題，不管我退不退休，我還是會做這方面的問題，退休對我而言只是不用教書而已，

但研究是可以做一輩子的，所以還是想在計量財務、經濟或是統計方法上繼續做研究。

我也認識幾個朋友他們退休以後就完全做另外一件事情，這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說在

統計時間序列上有名的一個日本人，他已經過世了，因為他有工程背景，他退休以後

他就開始用他研究的方法，教別人怎麼樣打高爾夫球。

徐：他應該有收集數據做統計分析…

蔡：他完全就是在做分析，教人家怎麼樣打高爾夫球。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

當你累積了經驗以後，到你退休時，可以做一些你以前沒有時間做的事。所以目前講

起來我是希望不管有沒有從教書退休，還是可以繼續做研究，在研究上希望能夠做自

己有興趣的題目，並不一定是我現在學的東西，說不定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也有可能。

我也經常講一定要培養一個嗜好，因為你遇到挫折感的時候，你就向嗜好靠攏，像我

喜歡種花、種草，如果我做研究做到一半覺得不太滿意時，我就種種花、澆澆花，讓

自己放鬆，當然有一些人去打高爾夫球或做些其他的事，但是我大部分時間喜歡種花

種草。每個人自己培養的興趣和環境不同，我退休以後，說不定會去買塊農地開始種

花，也並不是不可能。

徐：您是否曾經嘗試以計量分析的方法，用來改善園藝？

蔡：現在還沒有，我本來想我們學的實驗設計，說不定可以拿來運用，不過目前還沒有這

麼做，因為要大規模種植才有辦法。我住在芝加哥，事實上我喜歡種蘭花，我種了很

多蘭花，但因為芝加哥冬天下雪很冷，所以不能種在外面，我又沒有溫室，所以大部

分的蘭花冬天都種在家裡面，夏天再把它移到後院，而且花要有陽光，所以窗戶旁都

掛滿了蘭花，在這種情況之下很難做實驗設計，因為溫度、陽光各方面都沒辦法控制，

所以目前為止還沒有將統計方法用到種花方面。

徐：以後也許會用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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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以後希望有機會，退休後說不定我可以做。

徐：有考慮退休後回到台灣來嗎？

蔡：我現在每年回台灣很多次，經常在台灣跑，所以退休以後會在哪裡定居這個問題很難

講，說不定到這裡一段時間、到那裡一段時間，如果身體好的話，應該可以到各處走

一走，並不一定限制在哪個地方。當然台灣是成長的地方，覺得很熟悉很舒服，我常

常回來，回到台灣和在美國沒有多大的差別，只有時差要稍微調整一下，因為生活環

境幾乎完全一樣，吃的東西差別也不大，所以並沒有特別覺得不一樣。

徐：會考慮回到台灣在學校任教嗎？

蔡：因為退休了就是退休了，我想大概不會在特定的一個學校任教。

徐：自由度可以高一點。

蔡：我倒是希望以我的專長做些事，一個學校有需要幫忙的地方，我說不定到這個學校去

幫忙一個學期或者是一年，然後換另一個地方。但如果在一個固定的學校或固定的單

位是不太可能的，因為退休就是退休，這是我的想法。

陳：我想問一個問題。我覺得寫一本書不難，但寫一本好書還蠻難的。您的著作 “Analysis 

of Financial Time Series” 在 2003 年被 Wiley 選入 best book of the year。

請分享一下您對寫書的心得。

蔡：寫書是這個樣子，要看你寫甚麼樣的書，我當初寫書是根據我教書的經驗，我在芝加

哥教書，必須要準備非常周全的隨堂筆記，因為是教 MBA 的學生，對 MBA 學生而言，

他們對證明完全沒有興趣，你跟他們講證明的話，一個個數學方程式對他們來講沒有

甚麼意義，但你若能舉幾個實際的例子讓他們了解，再跟他們講概念，他們就會有興

趣。當他們發現你講的這個主題有用、對他們有幫助，他們就肯花時間去念、去研究，

然後再去了解背後的數學理論。因為他們時間都很少，他們還有很多科目要學，所以

不會像我們只是念一門課，老師怎麼講我們就怎麼念，他們不是這樣的，他們要先知

道怎麼用，覺得有用以後再去學，這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我寫書的時候，不要一

剛開始就證明，證明讀者不見得喜歡，也不見得了解。一方面書有證明內容才完整，

這對我們做研究的人來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另一種可能是讓人家先了解學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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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以後有甚麼用，再去了解他背後的理論，所以我當初寫這本書就是用這種觀念來寫，

先告訴大家這個方法有甚麼用，你學這個題目、這個模型、這個技巧，到底可以用在

哪裡，會用了之後，最後再告訴他們原理是甚麼。當初就是用這種想法寫這一本書。

所以讀者主要是針對一般學生，跟做研究的參考書是不一樣的，所以寫書要看你的對

象是誰，我當初就是用這種簡單的想法寫這一本書。

徐：這本書現在是許多課程採用的財務時間序列的教科書。

陳：您的書這麼的受歡迎，就是相當不容易的。

蔡：找幾個簡單的例子，就可以讓別人更容易了解想傳達的概念，這事實上跟我在

Wisconsin 念書的時候，老師們的想法對我的影響有關，一個新的想法你如果跟他們

說我可以非常漂亮的證明出來這個結果，他們會說這個很好，但是並不會引起他們的

興趣。你如果舉一些實際的例子，告訴他們你這個新的想法可以解決一些新的問題，

這樣他們才會比較有興趣。就是因為經歷過這樣的訓練，所以我經常在想，想說服別

人用你的方法、就是想辦法找一些實際的例子，告訴人家方法是有用的。像我做研究

有時候也是碰碰運氣，自己沒事時就試試這個、試試那個，當你發現一些結果後，一

定有理由才會讓你這個方法有用，所以先發現方法有用以後再去找理由，這是我一般

找題目的一個方法。我也是以這種態度去寫書，並不是依據定理、定義和證明，我那

本書事實上是沒有任何證明的，只是包含一些簡單的例子和說明。因為我覺得實際告

訴讀者方法有甚麼用，這樣才會引起興趣，如果沒有興趣就很難得到學生的認同，你

必須先培養他們的興趣，他們才肯花時間，我是以這種觀念來寫書。

徐：您最近又出了另一本書 “An Introduction to Analysis of Financial Data with 

R”.

蔡：有關這本書，像我之前提到那個全球暖化資料的例子就是取材自這本書。雖然我的前

一本書是以實際例子來說明方法，但對於一些學生來說，我還是覺得比較難一點，尤

其像我的一些其他領域的同事 ( 不一定是 Chicago 的同事 ) 經常問我：「你真的用

這本書去教 MBA 學生 ?」，他們有點懷疑 MBA 學生不太可能念這個，他們覺得書還是

比較深、還是太難了一點。所以我就想再寫一本比較簡單一點的書，能夠幫忙一些人。

寫書事實上要花很多時間，寫書也不可能賺錢，但我從寫書的過程，也學到了很多經

驗。因為寫書必須要兼顧到每一個細節，平常做研究論文時頁數總是有限的，沒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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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兼顧所有細節，但寫書時，任何一個細節都必須要考慮到，尤其是別人用了你的書

以後，我到現在還是經常收到有關書內容的問題，有時候有空我會自己回答，沒空時

我就交給我的助理回覆。經常有人會問書上的這個例子為甚麼會這個樣子，有些題目

我覺得很有意思，我會自己回答，有些我覺得沒有多大的意義就交給我的學生去回答，

還有一些我就不理他們，這都有可能，因為每個人的時間總是有限的。

徐：所以寫書也得到回饋，有很多的收穫。

蔡：沒錯。寫書，你對每一個寫下的句子都要負責任，所以你要仔細確認所有的內容都是

正確的。總不能寫了書以後，讓人家發現你的錯誤一大堆，當然錯誤可能還是會有的，

不可能完全沒有錯誤，但是至少要將錯誤量減到最低。你寫一句話就要負起責任，要

完全了解它。像我的書中有很多實例，每一個例子事實上我都是分析了好幾遍，才能

夠真正的把它寫下來。抓資料是很簡單的工作，但是你要把它寫下來，仔細分析給人

家看，這樣分析是不是合理的，要想的很清楚。

徐：從這些細節就可看出來老師您真的是非常的嚴謹。

徐：最後想請教您砥礪自己的座右銘。

蔡：你就是要相信有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穫，而且你要相信自己，常常告訴自己說“You 

can do it.”，不要怕失敗。所以我的座右銘事實上很簡單，就是沒有不勞而獲，有

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穫，然後要相信你自己，相信自己可以做任何你想去做的事情。

我覺得上了大學以後每一個人的才智都差不多，當然有很多人是非常聰明沒有錯，不

過一般講起來可以念到大學，尤其是可以念到博士的話，那個 IQ 都是差不多的，只

不過你要樂觀一點，不要怕失敗，一定要努力，因為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東西，所以

你一定要花時間去耕耘，就會有收穫。

徐：要相信自己，只要夠努力就會得到你所追求的。真的是很棒、很踏實的座右銘。這次

的專訪是配合數學系建系 50 周年的活動，請給數學系及統計所一些建議。

蔡：我昨天演講時稍微提了一些在這個大環境之下應有的態度，比如說你應該要有好奇心，

你要培養創造力，不要只限制在老師或課本所教你的東西。我覺得我能夠給大家的建

議就是要多看、多聽、多問，這三點非常重要。所謂「看」就是要多涉略，多看才能

夠學習。自己的想法總是有限的，所以要多聽聽別人的意見，要多討論。以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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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本科的東西學了很多，像數學系的學生在數學方面高等

微積分、高等代數、高等幾何等學了很多東西，但是到了某個

程度真正要用，一般人都不會再繼續去做純數學的研究，既使

真的做純數學的研究也是在一個非常特定的主題之下。我是覺

得學生不論是統計所也好、數學系也好，應該要多學一些其他

方面的知識，比如說經濟方面，既使是歷史也不錯，你看一看

歷史，或是對建築有興趣的人可以看一看建築方面的書，任何

知識都好，讓自己懂得比較廣一點，不要太專。當然做學術研

究是要專沒錯，但是你要「專」之前應該要有「廣」的基礎。

我能給他們的建議就是要多看、多聽，然後要有一些好奇心，

嘗試新的東西，這樣的學習態度對他們的將來有幫助。

徐：這是非常實用的建議。除了先前的提問，請蔡教授自由分享您

的想法。

蔡：我經常在想像清華大學部，現在有七千多人左右，算是個不大

不小的學校，我們現在慶祝數學系五十周年，五十年後清華會 蔡瑞胸教授與訪談人徐南蓉

( 左 )、陳國璋 ( 右 )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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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甚麼樣子？

徐：不容易想像。

蔡：因為大環境的關係，很難想像。所以有時候我是覺得人應該要有一些夢想，作夢的時

候可以想想五十年以後清華會是甚麼樣子，雖然這不是任何一個人可以控制的東西，

但至少可以想像清華對你的影響是甚麼，你對清華將來會有什麼樣的幫助，有什麼期

許。因為對自己的母校是有感情的，對你的影響還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可以想想這

個問題：五十年後的清華會是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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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的在黑板上書寫公式，輕鬆的與大家談論數學，

眼前的這位教授與我所認識的許多老師並沒有什麼不同。

但當他道出當年在清華的點點滴滴，以及勉勵所有學弟妹

的話語後，我開始對這位教授感到好奇。一場主題為「反

璞歸真」的演講領著我們走過了教授幾十年的足跡，並讓

我們體會了學長對學弟妹們的期許以及關懷。基於想更深

入了解這位教授，系刊訪談小組便規劃了此次訪談，專訪

這位來自 79 級的學長 --- 張德健教授。

奮鬥的故鄉 ~ 新竹清華園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個非常主動、非常認真的學生

張德健教授為清華大學數學系 79 級的學長。學長因

為從小數學不錯，在高中時也發現自己熱愛數學，因此上

大學時只選擇了數學系以及物理系兩種志願。學長回憶他

在清華的日子時提到，那時候的數學系，同學們經常參加

課外的活動，例如與物理系一起踢足球，或者是跟其他學

校聯誼等等。當時還蠻流行所謂的溪阿縱走—從溪頭走到

阿里山的健行，常常會有許多學校一起辦類似的聯誼活

動，讓大家能多認識其他學校或是其他系所的學生。

當年的清華數學，人人都很用功，不僅學生們很努

力，教授們認真的程度也不輸給學生，即使到了晚上仍然

燈火通明，許多老師都還在研究室裡做研究，這樣的景況

讓學長印象特別深刻。那時的數學系系館在現在資電大樓

張德健教授專訪

受訪人：張德健 ( 數 79、81G) 教授

訪談人：10 級譚士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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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老師們的辦公室跟教室、圖書館都很近。只要課業上有問題或者是單純想找老師

聊聊天，即便是假日或是寒暑假都可以很方便的找到老師。因此學長把握住這些資源，常

常利用自己有空的時間去找老師討論問題，讀一些文章，把自己學的觀念講給老師聽。當

時教授微分方程的李大中老師曾說：「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個非常主動、非常認真的學

生。」

在學長大四時，正逢王懷權教授從 Princeton 進修完回到清華。當時學長修習了王懷

權教授的《調和分析》。王老師把學長帶入了一個新的數學領域，這個領域幾乎把所有的

分析學問都結合在一起，自此使學長產生日後到 Princeton 跟當代調和分析的大師 E.M. 

Stein 繼續學習的決心。於是，學長訂下了目標，也考上了清華數學研究所，一方面跟著

王老師繼續學習，二方面尋求到 Princeton 留學的機會。不盲目躁進，也沒有好高騖遠，

學長認真扎實的打好自己的基本功，一步一步的完成自己所訂下的目標。

數學之都 ~Princeton

－－當時 Princeton 有許多當今的大師以及 Fields Medal 的得主。像 Wiles 也在那邊，

雖然那時還沒有解出費瑪最後定理；John Nash 也在那裡，再加上旁邊的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d Study，整個 Princeton 臥虎藏龍的人真的是非常多。

數學界常有人說「學武功，上少林；學數學，去 Princeton。」在當時那個年代，全

台灣還沒有數學系所的博士班，所以出國風氣鼎盛。學長於清華數學研究所畢業後，拿到

Princeton 的全額獎學金便出國留學。在剛到之初，學長受到在那邊訪問完的賴恆隆老師

許多幫忙，也受到當時 Princeton 數學系系主任項武忠老師及項太太的許多照顧；那時林

文雄老師也在 Princeton Institute 進修，常常請留學的許多同學吃飯，學長跟程守慶教

授在同一間研究室一起學習。

學長提到：「當時 Princeton 有許多當今的大師以及 Fields Medal 的得主，像

Charles Fefferman 與 William Thurston。而 Andrew Wiles 那時是我們的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y，雖然那時還沒有解出費瑪最後定理，但他已經是名滿天下；再加上旁邊

的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d Study；有趣的是，John Nash 也在那裡，當時誰也想

不到他會在 1994 年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整個 Princeton 臥虎藏龍的人真的是非常多。」

使得 Princeton 人才濟濟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想去 Princeton 學習的人大多是知道自己想讀

數學，很少有被父母逼去、或只是想要先去讀看看再做打算的這類學生。那時學長的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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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後來出了不少有名的人物：像是拿到 MacArthur Fellowship 的姚鴻澤院士，以及解

決 Kepler Conjecture 的 Thomas Hales 等人。因為在那樣的環境下大家都會彼此激勵、

競爭，所有人都會非常努力的學習，去激發出自己無限的創意進行研究。

Princeton 沒有規定必須修多少課程才能畢業，修課都是學生自發性去選擇的，要拿

到 Princeton 的博士學位只有兩個要求：通過博士資格考以及繳交論文。並所以同學們間

常常會模擬資格考的情況來互相演練，也有很多同學組 student seminar 去討論一些想研

究的問題，在那邊整體讀書或研究的環境都是最棒的。而教授授課的課程名稱雖然每一年

都一樣，但內容是不一樣的。授課的老師會把他當下做的研究內容擺到課堂上教，所以學

到的東西都是最新的。學長提到：「我修了 Stein 教授三年的《歐氏空間上的調和分析》，

以及 Fornaess 教授四年的《多元複變函數》，學到的都是當時老師們正在 update 的研

究。」除了可以接觸到最新的問題，Princeton 數學系還有另一個特色：每天下午固定舉

辦的茶會。系上會要求大家出席這個下午茶會。在茶會時間裡，可以看到數學系所有的同

學以及老師們，有些同學就邊喝茶、吃餅乾，邊玩 puzzle 或是西洋棋；有些同學會藉這

個機會跟老師們討論數學問題等等。因為舉辦茶會的房間旁邊就有黑板，所以邊喝茶邊討

論數學的情景也處處可見。學長說：「第一次去茶會時，整個房間裡只有三個華人同學，

當時因為跟大家都不大熟，所以幾乎都站著不講話。而第一個主動跟我聊天的教授就是

JohnNash。他可能是看到華人同學比較好奇，所以就自己跑來找我們聊天了。」

Princeton 被譽為美國四大美麗的學校之一，附近很多優美的環境。學長平日除了讀

書上課外，有時也會跟朋友去附近遊玩、採蘋果、抓螃蟹等等，舒緩壓力以及調劑身心。

在 Princeton 拿到博士學位後，學長與他的指導教授 Stein 一起到 Berkeley 的 MSRI 進

修、研究。然後到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任教，那時劉太平院士、魏

慶榮教授 ( 後返回中研院統計所 )、現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的勵建書教授，以及現任中正

大學校長吳志揚校長都在那裡任教，非常之熱鬧。之後，學長在 1998 年轉任 Georgetown 

University 教授。

重劍無鋒，大巧不工 ~ 學習的態度

－－只要基礎練的夠扎實，內力修的夠渾厚，那就像神鵰俠侶裡，楊過拿著玄鐵重劍般：

重劍無鋒、大巧不工，讓你能夠有本事應付各種突發情況

學長認為大學生還是要多花時間在課業上，畢竟這是作為一個學生應有的本分。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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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將來不是要走數學這條路」當作藉口而不唸書，畢竟很

少人在進大學前就已經確定自己要讀什麼系所、將來要走什麼

路。但是年輕人的可塑性很強，進來大學後再找尋自己的方向

也不遲。不過也不要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課本上，必須要有適

當的活動去平衡自己的壓力。就像金庸先生的大作《天龍八部》

中，蕭遠山跟慕容博兩個人因為只顧著修習少林七十二絕技，

而沒有以禪學適當的調和，導致多年後身體跑出許多病徵來；

或者像 John Nash 一樣太過沉浸於學問上，沒有其他的心思去

做別的事，長久下來累積了過多的壓力，之後精神異常。學長

強調，在讀書時要像天龍八部裡無名老僧般選擇適合自己的課

外活動去參與，適當的調劑自己的身心，才能讓學業以及健康

各自平衡的發展。

學習數學從來就不是一條輕鬆的道路，想像力很重要。想

像力是越年輕越好，所以學長建議我們要多做問題、思考、歸

納，與同學討論，把自己的基本功打好，那將來的發展會無可

限量。只要基礎練的夠扎實，內力修的夠渾厚，那就像金庸先

生的另一部大作《神鵰俠侶》裡，楊過拿著玄鐵重劍重新出發

般。當楊過拿著這把「重劍無鋒、大巧不工」的大鐵條苦練的

時候，他發現玄鐵重劍本身既不輕便、也無鋒刃，威力強不強

	   	  

左圖：Princeton 數學系的

系館 Fine Hall

右圖：照片左起 :

05 級呂心宇，10 級譚士浩，

張德健學長，09 級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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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全取決於使用者自身的內力，由此領悟到過去所學的全真劍法也好、玉女劍法也好，只

不過是花拳繡腿的工夫而已。要能服務人群，面對各種人生的挑戰，不是靠外在花俏的招

式，而是靠自己平日修練的功夫。所以下的功夫越大越扎實，越能讓你能夠有本事應付各

種突發情況，將來越有機會開創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學長特別提到：「相信大家都讀過

王守仁所寫的《教條示龍場諸生》，其中講到：『以立志為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

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願以此與大家共勉。」

學長提到，他常聽人說：「我是學代數的，所以分析隨便讀一下就好；或者說我是學

幾何的，所以才不管機率課教什麼！」但他認為，其實現在的數學，基本上界線沒有畫分

那麼清楚。近年來所解決的大問題，都用到數學上各個領域的技巧。我們聽丘成桐院士或

蕭蔭堂院士今年暑假在理論中心的演講，便可以看見他們所研究的項目，既包含幾何，又

包含分析，更包含代數、群論、拓樸，甚至物理。所以不要先入為主，把自己限制在一個

小圈圈，對其他學科存有成見。我想這也是楊過打開獨孤前輩所留下的第四個劍盒：木劍

劍盒，其中所寫的幾句話：『不滯於物，草木竹石均可為劍。自此精修，漸進於無劍勝有

劍之境。』之意境了！這也正是胡適先生所講：『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

的道理。

薪火相傳 ~ 給學弟妹的期許

－－我們要對自己有自信心、對別人有感恩的心、對社會有關懷的心

學長暢談了他對學弟妹的期許和叮嚀：「既然來到這個環境、這個系所，就好好把課

修好。如果進來後發現這不是你想要的系所，那大可利用轉系或是轉學考去找尋自己真正

喜歡的領域。就算要轉系或是轉學，那也要好好把該念的課程念好，否則我們憑什麼要轉

系或是轉學呢。而如果選擇留下，就要好好認真去面對學習，對每一科目都全力以赴。比

方說普通物理是很重要的一門科目，它可以幫我們訓練建構模型的能力，世界上有很多行

業都需要這種能力。數學系的許多科目除了它專業的知識外，更會在無形中幫你訓練自己

的邏輯推斷以及思考的功力。儘管現在看起來是醫科、電機掛帥，數學系好像分數都是很

低，但不要覺得自己比別人矮一截，我們要對自己有自信心、對別人有感恩的心、對社會

有關懷的心。使得清華數學系所培養出來學生卻是最受人肯定的，對社會有正面且深遠的

貢獻，這不也正符合我們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教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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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正系友專訪

受訪人：NASA 科學家 嚴正先生，以下簡稱嚴。

訪談人：清華大學數學系 陳國璋教授，以下簡

稱陳或 KC。

清華大學數學系 蔡東和教授，以下簡

稱蔡。

訪談時間：2013 年 3 月 19 日

蔡：我先問一個問題你可否大致講一下，

你從進入清華到現在這段時間大概

的經歷。

嚴：我是清華 82 級的，後來畢業當完兵

以 後， 就 去 University of Iowa

深造。在 Iowa 的時候我起初還是念

數學系，但是後來轉到應用數學系，

念了一個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機械工程系 ) Master 的學位，之

後我在 private company 做了差不

多四年的工作！然後到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upercomputer 

Center 服務。我記得在那邊碰到你

還有 Ben【註 1】，還有一些同學—

李冬鳴【註 2】那時候也在那裡就讀。

蔡：我記得李冬鳴學長，但是他後來好

像就沒有繼續念數學系了。

嚴：對。那時候王懷權老師訪問過 U. 

of Minnesota，還有一位賴漢卿

註 1：Ben 是蔡東和老師在 U. of Minnesota 的指導教授。

註 2：李冬鳴是嚴正的大學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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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也曾經訪問過。我在 Minnesota 前後待了差不多四年、五年，然後在 1998 年

到加州理工學院的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JPL）工作。因為我的學問背景

是 simulation 還有 robot design 這類東西，所以我就開始做 Mars 的 robotics，

也就是 Mars 上的小車子 (rover)。到今年為止大概在 JPL 待了 15、16 年，也很幸

運地參與了 Mars 的探險開路。以前我們叫作 Mars Exploration Rover，兩台小的

rover 登陸到火星上，一台到現在還在跑，都十幾年了，另一台就是現在的好奇號—

Curiosity。Curiosity 在去年八月的時候 landed，我們今天才做了記錄，到現在剛

好是 219 天。

蔡：請問一下你們的團隊有幾人？就是負責 Mars … 

嚴：Mars driving。其實 Mars program，也就是 Mars Exploration Rover，那是一個很

大的 project，前前後後大概有上千人做。但是實際操控車子的工作則是由我們的團

隊負責，比如說把車子從 point A 開到 point B 等等。車上有一個大的手臂，上面有

很多儀器，可以從事各種實驗。例如前一陣子，在火星上有鑽一個洞，然後發現火星

以前是溫暖的，並不像現在這麼熱，上面有水，適合人飲用及生存，那是我們團隊的

成果，我們團隊大概有 15 個人專門負責這一方面的工作。

蔡：我記得你上次好像說過說你是團隊中唯一的一個華人。

嚴：對啦！這個東西怎麼講，可以算是新聞炒作啦！其實有不少華人在 JPL 裡面工作，但

是真正從事像 robotics 這方面的人並不多。因為南加州有一個社團叫做南加州科公

會，大部分在 JPL 裡面工作的華人都會加入這個社團。我上次在科公會有碰過他們，

開會時通常都會有二桌到三桌的人，林林總總加起來，我想在 JPL 工作的華人大概有

一百個人左右。整個 JPL 很大，差不多有五千個員工。

陳：我本來想從你在清華當學生的時候開始問起，因為你剛剛很快就跳到了畢業之後的工

作經歷，能不能說一些你在學生時代的事情。

嚴：沒問題！我在清華有非常多采多姿的生活，有問必答。

蔡：我先問一個問題，你覺得你在清華最懷念的事情是什麼？

嚴：最懷念的？你應該知道，我在我們班上是個最不愛念書又最不愛上課的人 ! 我記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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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一年級的時候，清華的「普通物理」這門課是很難念的，對不對？現在我不

知道是不是還是很難，每次物理課我們都翹課，只有參加考試而已。每次一考完，結

局就是大家都需要去補考。第一學期結束了，你就去參加補考就對了！我是從來沒有

去上過課的，所以老師也不知道我是誰。當我還是一年級的時候，有一次我記得去參

加補考，全校有很多人都在大體育館裡面補考，結果我補考的成績還是全校前幾名！

忘了是第二年還是第二學期，我又接著修該門課下學期的課，anyway，我早上都很少

去上課，有一天我不知道為什麼原因早上就跑去上課，然後坐在第一排，我記得那位

老師姓李，大概也從來沒見過我。然後他就開始點名：嚴正又沒來！－我就坐在他前

面，你知不知道！！這是我對清華記憶深刻的事情之一。數學本身是很痛苦很艱難的

東西了，我相信蔡東和你也是深受其害！我記得那時候我們班上被當了一票人，高微、

代數…，然後我們就會跑去跟老師求情。蔡東和你還記得我們班上有個同學叫阿爽的

對不對？阿爽他是台中人，他爸是農會的職員，他從小的志願是當國民黨黨員…

蔡：阿爽就是個子小小、胖胖的那位，對不對？

嚴：對！我在成功嶺跟他同連…不是同連…，我們那個連是最高連，他 (阿爽 )在最矮連，

所以每次我看到他就取笑他跟楊澤民【註 3】。結果一回到學校裡面，他們就說我在成

功嶺天天取笑他們，恨死我了！後來我就跑去跟老師 

講，說「你看，你把阿爽當掉有什麼意思，他只不過想當一位數學老師，教教國中生。你

把他當掉這樣子幹什麼呢？他又不是要做偉大的數學家。」我記得我常常去跟老師溝

通成績被當的事情，碰到許多的困難，至今還記憶猶新，感覺滿好的。我覺得這樣地

回答很籠統，陳老師我跟你講，蔡東和知道我的底細，所以我也不跟你客氣，就當我

是自己人吧！

蔡：沒有關係你知道什麼就講什麼。

嚴：所以我自己覺得那時候老師他們可能對自己都有一點 ( 自視甚高的感覺 )…

嚴：我籠統地講一些我自己對數學系老師（在台灣或在美國）的感覺，我在美國大學教書

的時候，教的課程也是很難地，我大概教微積分、高等微積分等等之類的課程。他們

註 3：楊澤民和阿爽在成功嶺當兵隸屬同一連，兩人和嚴正是清大數學系同班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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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有微積分一、二、三，我會一直教到微積分三。我常常跟學生們講說數學其實

是一門很難的學問．所謂很難就是說它不僅枯燥而且很抽象，所以學起來特別辛苦！

我常常對他們說你要知道你想要學的東西是什麼，即使你是體育系的學生也沒關係，

但是對本科系（數學系）出身的學生一定要嚴格要求。我最近有時候會上第九堂課的

電視錄影節目，也會跟一些同事交換教學的心得，其實你不需要讓你的學生照你的模

式去走，你只要看他們需要的是什麼，能夠達到他們的需求就可以了，這是我自己的

感覺。我看你們都年輕有為，而且蔡東和深受其害，所以已經改不過來了！

蔡：我會謹記在心。

嚴：以前我在清華常常留長頭髮，每一次教官見到我都會數落我！通常教官都會在週會檢

查頭髮，那時候要求頭髮要短，但因為我是籃球校隊，所以可以不用參加週會。有一

次我留長頭髮從宿舍裡面跑出來，教官一看到我大為吃驚，於是通知全宿舍的學生集

合檢查頭髮，這種類似的事情常常發生。

嚴：我拉里拉扯一大堆，希望你們不要介意。

陳：沒關係，我們時間很多，而且主要是要專訪你。我們應該盡量少講話。

嚴：沒有沒有。請問現在系上有多少位老師？

陳：二十四個。

蔡：很多當初你求學時候的老師都退休了，例如賴恆隆老師。還有阮希石老師也退休回美

國了。

嚴：我知道…阮希石也回美國了？

蔡：對阿！還有很多老師過世了，像林聰源及呂輝雄老師。

嚴：呂輝雄我記得，很惋惜。其實老師們都是滿好地，只是他們對我印象不怎麼好就是了。

王懷權老師也是蠻親切的，因為他見過的事情比較多，所以他對我容忍度較大，還有

另一位就是徐道寧老師。

蔡：這兩位老師都還健在。

嚴：徐道寧老師還健在真的很不簡單，她年紀好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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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她都九十歲了！

嚴：對。我記得她那時候…蔡東和你記不記得，她看我們修的數學課都好難，於是開了一

門「科學德文」，只要到她家去喝酒就可以及格了（大笑）！我再講一個故事：以

前李家同老師在的時候，他教我們 COBOL，而且對學生們很關心．因為那時候我打籃

球，但不是因為打籃球就不去上課，反正常不去上課就是了！考試考完他對我說「你

的成績 OK，但是你常常不來上課也不來參加小考，我不把你當掉真的很對不起別的學

生！」。他想一想就說「OK，這樣子好了，答應我你下學期好好念書，不要去打籃球了，

那我就讓你過。」結果我看了他一下，停了大概 30 秒就說「老師那你還是把我當掉

好了！」反正多一科多兩科也沒甚麼差別，就當掉算了！

蔡：因為已經被當過很多科了（大笑）…

嚴：對，而且實際上我也是每次都臨時抱佛腳，到最後一刻才去念，蔡東和你是最清楚的。

我記得那時阮希石教高微，其實我最後混一混還是考過了，但是他卻把我當掉，說我

（還有其他同學）在作弊！這個結果讓我大學唸了五年，我覺得我那時候真的很討厭

他，我覺得老師不能這樣幹。

蔡：那時候他也說阿爽在作弊，你記得嗎？

嚴：對，他說我也是一樣在作弊。其實我考得很好你知不知道…我有跟你們班上少數幾位

高微有過的同學討論問題，我知道我考試考得很好。還有我們班上的…李崇傑、朱…，

我都忘了他們叫甚麼名字。

蔡：朱至剛，是不是？

嚴：不是朱至剛。是馮有孚，豬哥阿甚麼之類的。Anyway，雖然我不是很用功，但是那時

候我也很想四年就畢業，結果還是不如預期。後來暑假的時候，我就跑回來跟呂輝雄

講，那時候他是數學系系主任兼所長，我說所長：「這件事情不能夠這樣處理，我說

我要求看考卷，看考卷到底是怎麼改的！」呂輝雄說：「對不起，嚴正，我跟你講，

教授對分數是有絕對的權力」。我一聽馬上傻了眼，我說「那怎麼辦？」。他認為你好，

你就好，他認為你不好，你就不好，他完全沒有客觀的標準，對不對？我說我要求看

考卷，他說我沒有辦法調考卷給你看。其實我對數學系那時候的這幾位老師印象都不

是很好，這也是造就我成為現在的這個樣子…讓我沒辦法真正去念純粹數學，因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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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太難了，心裡頭一直有這個印象不太好的 trauma ！

嚴：蔡東和你是跟 Ben 學的，所以是學微分幾何？

蔡：微分幾何跟偏微分方程。

嚴：那就是 PDE。那陳老師你學什麼的 ?

陳：我學的算是跟你比較接近，我學天體力學。

嚴：天體力學… Orbital Mechanics ？

陳：Celestial Mechanics。對呀，我也是在 Minnesota 拿博士學位，我跟你還有一段時

間 overlap，只是那時候我們沒有碰過面，但是我確實跟你有 overlap。你說你 98 年

離開，但是我是 96 年過去的。

嚴：對，我們應該有 overlap，那你那時候是在數學系？

陳：對，在 Minnesota 數學系有兩位做天體力學的老師，McGehee 還有 Moeckel，我是跟

Richard Moeckel 念博士學位的。

嚴：因為 U. of Minnesota 還有一個 Aerospace Engineering Department，那個時候我

跟他們系上的一些老師有很多合作。

陳：那邊我知道有一位教授名叫 Richard James。

嚴：對！這個名字我聽過。

陳：因為他是我博士畢業口試的 committee member。

嚴：真的！那你們 Minnesota 畢業的老師們在數學系混得很開嗎？

蔡：也沒有，就我們兩個。

陳：只有我們兩個，不算混得很開。

嚴：Minnesota 的天氣天寒地凍地。那你們回台灣也蠻久的了嗎？

蔡：對，我 1996 年回來地。我回來那一年有去過你家，記得好像有兩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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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對！

蔡：還有一位學弟叫褚孫錦，也一起和我去過你家，你知不知道？

嚴：我知道這個名字，可是樣子就不記得了 ! 另外也有一位清華的學長在 Minnesota 的統

計所深造，他比我們高一屆，他們班的導師是賴漢卿老師。還有一位在 Wisconsin 念

書，時間太久了，我都忘了他們的名字了！我們都那麼老了…你們系所現在有 20 幾

位老師，那學生有多少呢？

蔡：學生人數大概跟以前差不多吧！也就是大學部有四個年級，每一個年級一個班，大概

50~60 位同學。你覺得你以前念的這些數學對於後來你在機械方面的研究有沒有一點

幫助或用處？

嚴：其實數學很有用，如果念通的話真的很有用！只可惜就是說我在清華時沒學甚麼就是

了，不學無術。我還記得林聰源老師教我線性代數的時候，我很少去上課，後來期末

考時他說「OK，你們這些常常翹課的同學們，我先請助教給你們一個 oral test，看

你們到底值不值得來考試。」助教進來後考了一題怎麼解矩陣的 determinant，我覺

得用以前我在高中學的算法（交叉相乘）就可以了，助教說「這種算法不對！」我說

「為什麼不對？不就是這樣算嗎？」接著就跟助教開始爭執起來…他說「不對，不是

這樣子算，怎麼能這樣算。」我說「答案對就好了。」林聰源看到我在跟他吵就說「同

學阿，你可能都知道怎麼算，不過你從來都沒來上過課，我看你也不用來考了！」話

說回來，我在清華的時候覺得微積分學的還記憶猶新，感覺滿紮實地。那些證明的方

法大部分老師都有教。我記得那時候有一個教流體力學的老師叫…

蔡：孫方鐸老師。

嚴：對！我去修他的課，課程內容很難，要用到很多高深的數學，所以修的很辛苦，像那

種課程我反而會覺得數學還有點用處。其他像代數之類的課程，自己就沒什麼感覺，

沒辦法去使用它。我的感覺是數學是一門能提供很好邏輯推理訓練的學科，但是要如

何把它變得比較有趣及實用，老師們可能要多費一些心思了！這樣子才能讓人家有動

機去學這門學問。就像練武功一樣，數學學扎實了就等同內功深厚一般，一出掌人家

就知道，問題兩三下就看得很清楚，這是數學系的優點。反觀機械系的學生就比較會

用手去實際操作，方程式是怎樣的特性他可能不是很在意，解題的方法可能也很土，



248

清華大學數學系
50週年紀念文集

但是他就是這樣子做地。你要是真的把數學學通的話，基本上就可以做許多事情，這

是我自己的感覺。所以你們跟學生鼓勵吧！「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有時候學的

辛苦一點，培養扎實的分析能力，以後會對你們很有幫助。

蔡：聽說你去年有回台灣是不是？

嚴：對！我去年有回台灣，也有去參加同學會。因為我太太也在台灣，所以去年我回去比

較多次，大概三次吧！

蔡：平常有沒有每年都回來？

嚴：很少，比較少回去。我記得我剛從 Iowa 畢業的時候有回清華一次。我記得當時剛申

請到 Iowa 的時候，班上的同學都說，連嚴正都可以申請到 Iowa，這所學校一定不可

能是好學校，你還是不要去吧！不過我畢業的時候還是我們班上除了朱至剛之外的第

一個博士。我在畢業的那一年有回清華，因為他們有 job offer 這種東西，所以我回

去看看有沒有工作的機會，後來在清華我有給一個 talk。我還記得那時候清華應數所

有一個老師，叫鄭國順。雖然我在清華時很不喜歡唸書，不過我覺得 Iowa 的 PHD 並

不是太難拿。那時候朱至剛已經從北卡統計系拿到博士學位畢業了。對了，那時候蔡

東和你應該還在 Minnesota 嗎？

蔡：對，那時候我還在 Minnesota。

嚴：Minnesota 那個地方實在太冷了，念書也要念好久。

蔡：沒有錯，我在 Minnesota 整整念了七年。

嚴：尤其是那個 Ben ( 蔡東和的指導教授 )，他人那麼聰明，一定要你做不少事情。

蔡：其實沒有啦！因為我中間有換過指導教授，我一開始也是念天體力學的。跟陳國璋的

老闆是同一位。

嚴：那很好，你們師出同門。

蔡：對呀！

嚴：不過清華現在是應該是滿好的，我去年，大概三月份吧！有回清華參加同學會。我覺

得現在的清華校園很不錯，我們還到成功湖旁邊混了一個晚上。現在的學生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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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蔡：現在比較不好教。

嚴：素質比較差是不是？

蔡：對！

嚴：你看，我跟你講！那時候教我們數學的老師們不是也認為我們的素質比他們差很多嗎？

但是我認為素質差沒關係！

蔡：還好他們都退休了！

嚴：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那時候被他們認為素質差，你們現在也認為學生們的素質也很

差，這是同樣的道理,其實是因為現在社會多變化了！數學這種東西很多都已經被…，

譬如說，你放一個 program 在手機裡，當然它裡面有很多演算法，那是數學，可是小

孩子他不會去管它，只要按兩下可以動就好了。所以要把數學弄得活、弄得有趣，其

實是蠻難的事情，我是蠻佩服你們的。因為你教書的時候怎麼樣把學生的興趣提升起

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佩服。

陳：我也有同樣的想法。我覺得從前的時候，老師也認為我們的素質沒有以前好，我們現

在也是這麼認為。不過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他們只是長處不太一樣。因為我們常

常會認為他們現在為什麼這個也不會、那個也不會。因為現在高中教科書都變了，所

以當然他們會的東西都不一樣了！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一個面向而已。

蔡：現在他們有很多別的吸引力，網路上的資訊或是別的什麼的…

嚴：數學系的學生真的把唸書當作一件真正真正很嚴重的事情，這種學生可能很少吧！也

許一百個找不到一個吧！這種學生 either 是天才，要不然就是太聽媽媽的話了，就

是這兩種。對了，你們現在有沒有電腦教學啊？

陳：我們一向都有一門和資訊有關的課是必修的，但是從下個年度開始我們打算做一些改

變，我們在這方面還要額外加強。比較早以前的課程是計算機概論，後來變成資訊系

統應用，但是我們覺得他們寫程式的能力還不夠好，所以現在把課程改為程式設計入

門，我們明年度還會另外開一門網路程式設計，是選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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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譬如說天體力學這種研究，你知道我們現在在 JPL 裡面，有一些軟體可以計算的很準，

例如計算彗星的軌道。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精確地計算它的軌道，另外也有很多其

他的設備，這些東西我都覺得滿有趣的。假如學生他願意學習的話，他可以想辦法把

數學引進去，解釋為什麼觀測到的現象與數學吻合，我覺得這些都是蠻可以教的。另

外也有一些解 PDE 很厲害的軟體，除了應用在傳統的流體力學之外，還有一些比較新

的方法叫 micro-device，就是那種 mass level 很小的那種流體，它到底怎麼流的，

因為它的摩擦力是完全不一樣，這些東西我都覺得很有意思。當然就是說現在的學生

興趣太多了，你要跟學生們 compete 他們的興趣，所以會比較難。

蔡：下次如果有機會回來台灣的話，不知道有沒有興趣回清華給一些演講？

嚴：你叫我去我當然去。

蔡：OK ！這句話我記下來。

嚴：當然，我有一些想法，基本上你叫我講什麼主題都可以啦。當然大部分的學生比較有

興趣的 topic 都是你在火星上面操作的東西是什麼啦，譬如說你怎麼樣去找到所謂的

life ？它是怎麼定義的啦 ! 還有一些就是說… 大概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我有回去台灣

一趟，那時候我有去台北的天文科學館，KC( 指陳國璋 ) 你知道嗎？在士林那邊。

蔡：對，在圓山那邊對不對？

嚴：對，就在士林，好像後來就搬到基河路吧！那些工作人員中有一位自稱是清華物理系

畢業的，好像跟蔡東和你同屆，還是比你小幾屆 ? 他就請我去演講，然後我就給一場

和科普相關的演講，我覺得都還蠻好的。我覺得科學教育這種東西對我來說是很有意

思。

蔡：我覺得台灣在科學教育這個領域上還蠻欠缺的，尤其在科普教育這方面，還是不太行。

嚴：科普教育其實蠻有意思的，因為它把很多新舊的東西融合在一起。數學可以提供很多

的想法，它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怎麼樣去想、怎麼樣去看、怎麼樣去發掘一些問題，

這些都很有趣。其實科學中有太多太多有趣的問題，可以讓數學系的學生來發揮，對

不對？對了！ KC 你是不是有打羽毛球吧？數學系羽毛球隊很厲害是不是？

陳：對，我們這幾年拿了好幾屆大數盃的冠軍，不過我剛好都沒參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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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真的啊？是因為你沒去才拿冠軍的嗎？（大笑）

陳：也許，這是一個猜測！

嚴：我跟你說，蔡東和知道，我們在清華念書的時候，全班幾乎都喜歡打籃球，我們班在

大數盃籃球賽中不知拿了多少次冠軍了！

蔡：對！我還記得有姜詮、林映對不對？

嚴：林映，對。

蔡：林映 196 公分最高，姜詮很壯對不對 ?

嚴：我也算是一個咖，那時候我們班幾乎囊括所有清華校內田徑賽的冠軍，又會跑又會跳，

你看數學系的學生多厲害！

蔡：那時候你們班非常活潑。

嚴：對！我們班的體能很好，吃飯吃的多、上課上的少，所以體能很好！（大笑）

蔡：你現在還有親人在台灣嗎？

嚴：對，還有一些，我太太的家人都在台北，還有我的一位舅婆，大概就是這樣子吧！我

弟弟都出國了，我們都在北加州，我大部分的家人都在這邊，不過還是有機會回去的。

上次清華也有對我做一個訪問，那時候好奇號就快要開始登陸了，所以有比較多的新

聞。我們班還有一位同學叫孟嘉仁你記得嗎？孟嘉仁他現在做得很好，他在三商保險，

他後來出國念精算，目前是三商保險的 CEO，能夠當總裁真的很厲害。

蔡：真的是吧？

嚴：真的，你應該找他幫忙，你說他是數學系的系友，請他捐點錢，說我們要辦一個系刊

或者專業的影片之類的東西，請他捐點錢贊助。

蔡：我會跟他講說是嚴正要你捐錢的。

嚴：對，你就跟他說是我叫他捐錢的，他以前打麻將欠我太多錢了（大笑）！他是很樂意

做這些事情的人，你們可以把傑出校友、傑出系友都安排一下，請他們回系上訪問。

他是有這個實力可以當學生的 role model，你們可以對現在的學生宣傳，數學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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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中有這麼一位了不起的系友，目前是三商人壽保險的 CEO。

陳：我從你的 CV 上面得知你研究 multibody system 的 computational method 有 18 年

的時間。你後來進入 JPL 工作，JPL 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個非常令人嚮往及羨慕的地

方，是大家的夢想。因為我們知道 JPL 是全世界太空計畫的中心之一，說說看你是怎

麼進入 JPL 工作的？

嚴：你這個問題問的很好，我出國後後來轉念 Mechanical Engineering，我的 adviser

叫 做 Ed Haug， 他 就 是 專 門 做 multibody dynamics，multibody dynamics 中 描

述物體運動的方程式叫做 Euler-Lagrange Equation，它是我論文的題目。我

完成了論文之後，我的 adviser 就開了一家公司，那家公司是專門替汽車廠做

multibody simulation，… simulator，他自己也做一種叫做 national 的 driving 

simulator。他們模擬及測驗人在車內駕駛的種種反應等等。做了一陣子之後並沒

有太大的進展，後來我就轉到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的 supercomputer 中心，

做更大更多和力學有關的 model。在這段期間我常常去參加一些 conference 或是

和 ARMY 有關的 research project 等等。這些 conference 的研究題目大部分都很

難，聽眾對你演講的內容也不太感興趣。五個人中也許有兩個人在打瞌睡、其他三

個人裡面大概有兩個人知道你在講什麼，但是他們也不在意。我在 Minnesota 的時

候，正好 JPL 有一個 Landing Mars 的計劃，它叫 pathfinder。目標是要把一台小車

子 ( 叫做 sojourner) 開到火星上面從事探測的活動。那時候剛剛有一個網際網路叫 

Netscape，你記不記得那時候只有 Netscape ？我在 Netscape 上看了之後覺得 JPL 這

個 program( 測試火星上的小車子 ) 相當有趣，也最適合我的專長。 

後來很湊巧地在 Rome 的一個 conference 中遇到一位先生，他說他是 JPL 來的，他們

正好在研究如何把Rover放在火星上面從事探測的活動，這是他們未來要研究的方向。

我就說我正好是做這方面的，你們有沒有需要人？他說我正好要建這個 program，

就這樣子瞎貓碰上死耗子，於是我就進入了 JPL 工作。我的 program 就是設計及

simulate Rover 如何在火星上運作，它的輪子如何運轉等等…。當然還有很多人做

相關的事情，但是我的工作是操控它在火星上如何活動，所以對我來說可說是 dream 

come true。但是先決條件是你先要有一個 dream。數學系畢業後你做了一些誰也看

不懂你在講什麼的工作，你寫的 paper 你自己很高興，發表之後也很高興，但是那

不是真實的，全世界有十個人在看、在用就不得了了。所以我認為要對學生有一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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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深遠的啟發…我比較鼓勵系上的學生去想想你研究的東西到底能夠影響多少人？你

剛剛講說你們系上要開 programing 的課程，我覺得你們可以開如何撰寫手機上面的

APPs 軟體等等的課程…。

陳：對啊！ APPs，就是這種！我剛剛說網路程式設計就是指這種。

嚴：而且你們就用那種…不要用 Apple，用 Android，因為 Apple 那個東西太…當然兩個

也都可以用。它可以讓學生發揮想像力，學習的門檻又很低，很多學生的想像力可以

在這裡面實踐。我覺得這個課程很好啊，你剛剛說網路程式設計，我以為是另外一種。

陳：我說的就是跟你想的一樣，我很支持學生學這個，APPs它的門檻低，很多人都可以學，

而且很多人都可以發揮創意，利用小小的軟體也可以做得非常好。

嚴：那你就跟學生講說我們那台好奇號 Rover 上面電腦的 processor 還沒有比你們手中那

台 Apple 的 IPhone 還大、還 powerful。它的 CPU 和記憶體也沒有比手機還強大。現

在手機的 memory 有 64 G，好奇號才 4G。我們 CPU 的 chip 大概是 IPhone 之前的好幾

個世代，而且在太空中需要去保護它。其實你要知道現在科技的進步已經相當民主，

科技其實也是民主的一部份，可變化、所有人都可以發揮，我覺得這樣很好。我也同

意蔡東和講的話，就是說現在的學生真的很難教，我們自己的小孩都很難教了，更何

況要去教別人的小孩！不過 KC 你有這種想法真的很好、也很先進。其實你們兩位的

想法都很好，至少會鼓勵學生去探索不同的領域。教導學生的主要目的只不過就是引

他入門而已，以後的學習還是要靠他自己去努力。就像你牽馬只能牽到水邊，它得要

自己去喝那個水。

陳：那你說你以前大學成績並不好，念了五年才畢業，可是經過這些年後現在也是清華數

學系之光。這次辦校慶，副校長還特別問我說你能不能回來參加校慶，我當時不是還

打電話問你嗎？你說因為你現在不方便回來。你對大學念了五年才畢業這件事有甚麼

感想？

嚴：講句比較坦白的話，也是我真正的感想，就是說台灣的教育體制真的有些問題。在台

灣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說你錯過了這一關下一關就會很難，相反地在美國的體制並非

如此，你錯過了這一關下一關還是有機會，機會永遠在那裡，台灣現在也漸漸變成這

樣子。所以我的第一個感想就是說我很幸運，我還有那個機會。在那個時空背景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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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有再翻身一次機會。第二就是說我覺得教育的精髓是什麼？我覺得我們教育的體

制可能並不是那麼的健全，就是說沒有抓到精髓，我真的感覺是如此。教育就中文字

面上的意義來說就是「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可是教育真正的目的是

什麼？我覺得它只是啟發人類智慧的一個工具，到最後還是要靠自己去選擇自己的方

向，能夠覺得學習可以充實及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我自己始終都覺得到現在為止我一

直很幸運，我在JPL裡面從事人類最前端知識的拓展，從事這個領域讓我覺得很幸運。

為什麼我有這種幸運，如果依照我以前念清華時老師對我的評價，我可能很早就應該

去賣牛肉麵或是開補習班了 ( 大笑 ) ！其實在教育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歷程，

有些人會在某一時間突然開竅了，像你們做老師的也會碰到這種情形，發現某位學生

突然覺得自己在學習上很有成就感，就如同你教小孩一樣，突然這個小孩長大了、很

有成就感。所以 bottom line 就是說我覺得老師應該要多給學生一些機會，幫他們開

啟一扇門。那我覺得以前清華老師們的想法比較像是把自己當作一位把關者，淘汰那

些不能夠上來的學生，他覺得那是他們的職責。其實我覺得老師的職責是另外一個，

應該是啟智的、應該是幫助學生的。不過話說回來我還是很感謝清華給我的一切，因

為大家都住校的關係，同學們的感情都很深厚，不像其他的學校的學生沒有住校。在

清華這段時間給我很多很多美好的回憶。KC 你是什麼學校畢業的？

陳：你是指大學嗎？我也是清華大學畢業的。

蔡：他是 94 級。

陳：我是 1994 年清華數學系畢業的。

嚴：Wow ！這簡直是近親繁殖嘛，你們怎麼都回清華來了。

陳：但是我畢業後也去美國念書。

嚴：所以說有一點不同的血統，很好。所以我想這些就是我對清華那時候的感想，我覺得

我對清華還是很有感情的。

陳：你覺得那些比較早期的老師們有哪位讓你比較懷念的，比較有受到他的幫助的？

嚴：我覺得王懷權對班上每一位學生都很關心，他是我們班的導師，他對我也很關懷。老

實講其實每一位老師對學生們都蠻關懷的，不是說…還有李家同老師，他對學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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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關懷，對每一個學生都有感情。我覺得大部分的老師都很關心學生，只是他的

想法、他的看法可能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現在我退一步回想，也許他並不是在幫助

你，他覺得他的職責是說要…譬如說要保持數學系的傳統、或是 integrity、或者是

要栽培出一位真正的數學家等等…這種想法。另外比較讓我懷念的老師還有徐道寧，

她自己本身就有與眾不同的特質…女中豪傑的特質…讓人覺得很景仰。「I want to 

be like her. I think she is cool!」，能夠在那個時代去德國留學真的很令人驚

訝。後來我跟賴漢卿…你們記不記得賴漢卿，他是教我上一屆姜詮那一班的，後來有

一次他出國也有跟我碰面。其實和老師們私底下的接觸都覺得很好，例如賴恆隆老師

也很不錯。但是後來幾位把關比較嚴的老師，像阮希石、賴恆隆等，都會跟學生有一

點衝突。一旦跟學生有衝突的話，相處時就會出一點問題。我想現在系上應該不會有

老師跟學生有所衝突吧！有所衝突的意思就是說他們常常把班上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

一的學生都當掉，就這樣子，那你說能怎麼辦？那種老師我就會覺得有點怪，有那種

animosity。其實我也沒資格有太多的評論，因為我去上課的時間很少，所以也沒有

辦法講太多。我另外還記得物理系有位老師叫李忠仁，他是留日的，他好像是京都帝

大畢業的…。對了！現在數學系有沒有很多自己的 PHD 學生？

陳：你說聘進來的自己的 PHD ？

嚴：你們有沒有自己數學系畢業後繼續念 PHD 的學生？

蔡：有，但是畢業後又留在系上當 faculty 的只有一位。

嚴：那時候如果像我們這樣出國深造的其實很多。你們也知道出國念書有時候是很辛苦地，

但是一定有不少的收穫，有付出就有得到，我覺得出國念書挺好地。那你們系上就是

這個週末舉辦五十週年慶祝活動，我收到系秘書朱小姐　　的 E-mail 得知在這個週

末舉辦慶祝活動，就代我問候王老師吧！上次我們班的同學回台灣的時候還有邀請他

參加聚會，我看他的身體還挺好地。我們班最近還有一位同學叫邱淑慧，她跟她先生

現在搬回到新竹的工研院工作。 

陳：這個週末主要是邀請徐道寧老師講一些數學系以前的典故，也有邀請資深老師，像王

懷權及許世壁等多位老師。

嚴：許世壁，對，我還記得他。Wow ！這些都是我們的師長輩，50 年了！真不簡單。那時



256

清華大學數學系
50週年紀念文集

候清華成立第二年，我還記得王懷權是數學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的。

陳：你說王懷權是…應該是第二屆吧！好像是第二屆，賴漢卿才是第一屆。

嚴：我的同班同學朱至剛他去東華了，對不對？

蔡：對！他在花蓮，我也很久沒見過他了！

嚴：對呀！他好像到深山去做和尚了。我覺得蔡東和還有 KC 你可以找一下我的另一位同

學孟嘉仁，他現在事業做得很成功，你們如果有什麼需要捐錢贊助的話可以找他。

蔡：我們也有一個計劃就是說看你什麼時候比較有空，請你回來給一些演講，在台大也可

以、在清華也可以。我想因為你的經驗及經歷都蠻特殊的。

嚴：沒問題，我今年九月份的時候可能可以回台灣，因為我有一位姑媽她想要去大陸看看，

我可能會陪她去大陸走走，陪她到大陸時我可以順道回台灣，九月份吧！

蔡、陳：OK，好。

嚴：我到時候再跟你們連絡，你有我的 E-mail，我可以談談我這幾年工作什麼的，都會有

興趣的。

蔡：我記得好像有一次在你高中學校的網頁上看到你好像有做一些認養小孩或是捐款做公

益的事情，是不是？

嚴：對！我們一直有一個叫做世界之光的組織，我有點忘了。我們就是有一個 sign up，

每個月有 30 塊美金可以讓他們 charge。我在洛杉磯這附近的一個城叫 San Marino，

它靠近加州理工學院，我在它的學區被選為學區教委，學區教委是一個民選官員，我

們是給一個叫 school board 的州政府機構控管。在美國從幼稚園到高中都是當地管

轄的，學校都是由當地政府來創辦及管理，不是由中央來管轄，但是加州有一個機構

來管地方的學校。那 school　board 就是說控管他 San Marino 這個都市裡面所有的

學校，我從事學區教委的工作已經有八年了。最主要就是管理學生的事情，這是一個

志願性的工作，所以我對教育的問題其實很有大的興趣。因為我知道兩邊的系統，我

知道美國的系統跟台灣的系統。我們這個城市中華人也蠻多的，所以我覺得把中西合

併的這種想法及價值觀帶進教育裡面也是蠻好的。這大概是我的一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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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因為時間的關係，今天是不是就訪談到此為止。我們準備想問的問題大概都問完了，

要是我們有想到什麼新問題再跟你聯繫。

蔡：或是下次你來的時候，我們再請教你，我們很期待。

嚴：好，沒問題，你們隨時都可以寄個 E-mail 給我，謝謝你們。

蔡：其實我們要更感謝你，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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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推物理須行樂

何用浮榮絆此身

受訪人：范姜群健 ( 數 84) 教授

訪談人：10 級譚士浩

范姜群健教授為數學系 85 級學長。大學畢業後前往美國 

Courant Institute, New York University 攻讀博士學位。

爾後於 UCLA 任 Assistant Professor 三年，現任教於 U.C. 

范姜群健教授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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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s，我們很榮幸於 2008 年范姜學長訪問清華數學系時前往採訪，希望能將學長的經驗

以及勉勵分享給系上所有同學，幫助大家開闊視野，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 

充滿美好回憶的清華 

「老師，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一般的黎曼面不能擺在三維歐氏空間內了！」

∮抉擇之苦

因為興趣廣泛又很執著，學長在求學過程中常為抉擇而苦惱。學長高中時就讀建中，

考大學時學長考慮過建築、哲學、物理等相關系所。最後選擇了當時最有把握的方向，以

第一志願進入清大物理系。

∮從物理到數學

在讀了一年物理系後，學長發覺當時對實驗興趣缺缺，老是覺得實驗不如理論美麗

( 後來改變想法了 )。「相形之下，微積分在普物裡大有用處，使人印象深刻，連續體和

極限的概念，也叫我著迷。」學長說道。而在當時教授物理系微積分的蕭弘人老師給了學

長很大的影響。學長談到：「蕭弘人老師在教微積分時，慢條斯理，常常上課想到一些問

題就會眺望窗外沉思起來，跟以前的老師急著解題風格不同。這使我覺得數學是有思想

性的，不只是技巧而已。」學長很喜歡當時用的微積分課本，是 Courant and John 寫的

【Introduction to Calculus and Analysis】，所以儘管在大學前對數學沒有興趣 ( 大

學聯考選系時學長一個數學系也沒有填 )，但在修過微積分後此觀念大大改變，因而決定

先學數學以後再回去學物理或哲學，因此在升大二時學長便轉至數學系。

∮一舉數得的決定

轉至數學系後，系上開的許多課程都讓學長感到興奮不已，在當時修課時以微方、分

析、幾何、拓樸，以及古典物理為主。「也許當時臺灣的研究資訊沒辦法像美國那麼完備，

畢竟許多研究沒在這邊進行，但是清大給我很扎實的訓練。」學長向我們說道。自己讀書

之餘，學長也時常私下向許多老師們討教，當時常會有幾個比較用功的同學聚在一起討論

問題，以求對所學深入瞭解，不只是應付功課而已。沈昭亮老師，呂輝雄老師，林文雄老

師，阮希石老師等都給學長很多啟發。學長說：「我從沈老師那裡學到對古典分析的欣賞，

他的授課風格出眾，熱情洋溢，學生們常不知不覺也一同感染到，古典分析也成了我最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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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熟悉的技術。」另外學長也強調：「學習上要多跟同學討論，多向老師請教。上課聽到

的東西某個角度來講是比較表面，下一個層次就是要做習題，更下一個層次是要跟老師私

下學，探索他們個人祕訣，最好的是他們願意指導你做一些研究。一般學生僅做到第一個

層面，因為習題大都隨便做；有些人習題做的很好，但很少找老師，所以真正的心得也沒

學到；如果跟著老師想問題，學習就比較完整。」教過學長的沈昭亮老師曾說：「范姜群

健是很積極的學生，常常想到什麼問題、新想法，就會馬上找人討論。我曾經在數學館外

的樓梯見到群健高興的向我跑來說道：『老師，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一般的黎曼面不能擺在

三維歐氏空間內了！』」

除了在學問上有所斬獲，學長更在數學系找到了日後的人生伴侶 (85級學姊王一芹 )。

學長笑稱：「當時轉來數學系可謂一舉數得。」兩人常常去圖書館、餐館、博物館、藝術

館以及欣賞舞蹈音樂表演。學長形容當時清華校園，真是水清木華，濃密的園林把建築物

都藏起來，就像公園一樣，十分幽靜。學長談到：「大學生活對太太和我，充滿著許多美

好回憶的時光。我們很認真地彼此交往，互相勉勵規劃未來的人生。我們也一起認識了耶

穌基督的福音，這對我以後的工作和生活影響深遠，一是健康平衡的價值觀，二是信仰增

添了研究上的奧秘感，和生活上的原動力。」

前往國外深造

「量子訊息論的先驅 Bennett 和 Lloyd 當時就在這個暑期學校談有關的初步想法，

而這些東西是當時 Courant 沒有的。」

∮讓頭腦冷靜的當兵時期

大學畢業後，學長選擇入伍。聊到當兵的這段時期，學長談到：「我常覺得當兵其

實沒有浪費什麼時間，因為在當兵的這兩年對我的人生思考影響很大。以往自己的想法比

較天馬行空，比較理想化，畢業後也常在想之後要念哲學，還是要念藝術史等等，但在當

兵這段時間自己變得比較實際一點。一方面那是一個沈澱過濾的過程，記不住的數學可以

發現大概不適合我，而念念不忘的可能是真有感情真研究的，二方面也是個自我發現的過

程。當兵時我當的是砲兵，在當砲兵時牽涉到彈道計算，雖然只是初中數學，但看到數學

實際地應用出來，心中產生另類的美感。當時沈昭亮老師給我一個彈珠碰撞的動力系統問

題去思考，有時我放假就會找他討論，所以在當完兵後我就比較篤定要念應用數學。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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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兵在我的求學過程當中有如博士前的準備教

育。」退伍後，學長當時拿到 Cornell、Yale、

Princeton、Berkeley、Stanford、Courant

等名校的獎學金。雖然 NYU 名聲不是最響亮，

但既然清楚要念應用數學，學長很快就決定到

Courant Institute 繼續深造。

∮ Santa Fe Institute

Courant Institute 是 以 數 學 家 Richard 

Courant 的名字命名，一直都是應用數學的重

鎮。在剛入學的前半年學長考過了資格考筆試，

這之後一直思考自己將來要做什麼題目。暑假時

學長參加了一個由 Santa Fe Institute 辦的暑

期學校，接觸到了很多當時學校看不到的題材，

例如講電腦科學、神經科學、經濟、語言等方面

的應用。學長印象最深刻的是，量子訊息論的先

驅 Bennett 和 Lloyd 當時就在這個暑期學校談有

關的初步想法，而這些東西是當時 Courant 沒有

的。

∮重新思考

在暑期學校接觸了不少新東西後，學長再

次陷入苦惱，好像看見很多美食卻吃不下去。學

長分享道：「我當時想學很多新東西，但胸無成

竹，反而感到失落，不知道要往哪個方向走，最

煩惱的是我對應用數學的特性感到不解。我接觸

過的模型都是簡化的模型，且一概用微分方程式

表達。然而在新的領域裡，傳統的手法好像不管

用，所以覺得自己的思路受限於以往熟悉的方

法和知識，還不會從零開始，胸無成見地自由思

	  

	  
U.C Davis數學系的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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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當時臺大的陳宜良老師正在訪問 Courant，我們討論了很多這方面的想法。這些疑問

在好幾年後才慢慢在研究經驗中了然於心，也激發我要超越微方領域的想法。當時在猶豫

不決之下，只好快刀斬亂麻，先確認對應數的興趣，並從自己能作而且感覺有趣的東西著

手，所以決定先研究波的多重散射問題。最後我的畢業論文是關於亂流的傳輸理論。」

∮培養自學

聊到學長的研究所生活，學長特別強調要從事研究工作的人，一定要培養自學的能力。

學長說道：「我開始接觸電腦是到 Courant 時，當時修流體力學，都有數值計算習題，而

且老師假定你會寫程式解方程。我在大學時不僅沒學過數值分析，甚至沒上過機，所以一

些輸入語法都是自己找書來學。做研究時我做的問題跟機率有關，我就自己去自學機率。

到最後培養出我直覺什麼東西是重要的，就去學。這種習慣對於做研究的人是必要的。」

探索宇宙間的奧秘

「光學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學科，可深可淺，可理論可應用，很適合應數的人。在

這幾年有很多新發展，許多有趣的東西不斷出現，我預期『從電到光』也許是下一個尖端

產業的主流，也許以後電子計算機都要改成光計算機。」

∮研究歷程

學長的畢業論文是關於流體傳輸問題，是指導教授建議的題目 ( 原先選的多重散射問

題當時作不出來，一直到畢業十二年後才解決 )。後來學長作出幾個觀念和方法的突破後，

感到津津有味，自此之後研究此領域達十年之久。不過真正感興趣的方向是自己找出來的，

所以最近幾年學長又回到原點開始關心光學、散射、成像和通訊問題。學長說道：「光學

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學科，可深可淺，可理論可應用，很適合應數的人。當今傑出的光

學理論家像 Berry 和 Pendry 其實是應用數學家。在這幾年有很多新發展，許多有趣的東

西不斷出現，像光漩渦、超透鏡、負折射率等等，我預期『從電到光』也許是下一個尖端

產業的主流，也許以後電子計算機都要改成光計算機。」

與光學息息相關的成像問題，是學長目前研究的主要領域，近年來有很大的突破。其

中之一是 compressed sensing，用少量的測量數據來反推偵測目標。學長提到，應用數

學一直在成像問題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例如美國海軍研究室的應用數學家 Hauptman 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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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光解晶學的相問題的貢獻，獲得 1985 年諾貝爾化學獎。Cormack 根據 Radon transform

發明 computed tomography，獲得 1979 年諾貝爾醫學獎，這是很有潛力的方向。

∮要注意的學科

學長提到：「應用數學家過去都比較著重在分析能力的培養，例如微方、高微、複變

等等，這些當然還是必備的科目。但除非理論的天份特高，要不然我總是要求我的學生一

定要再學數值，並培養計算的興趣和能力。數值計算是一種研究方法，以往的科研不是做

理論就是實驗，現在數值計算成為科研三支腳之中的其中一支，不懂會很吃虧。英國劍橋

出身的數學家 Pople 甚至因提出電子軌道化學鍵的新計算方法使理論化學的研究改觀而得

1998 諾貝爾化學獎。」

「做應用數學的人雖不做實驗，對別人的實驗結果要有興趣去了解，對數據也要有判

斷力，這也是數值計算可以培養的能力。另外我在 Courant 第一年修動力系統，當時見識

到電腦模擬如何幫助研究者發現可能的新定理。近幾年我研究成像問題以後才大量使用數

值計算，可以看到自己推導的理論和電腦模擬的結果相吻合是加倍的喜悅。」

「另外，機率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學科。現實世界上的問題大多脫不了機率，因為要把

現實結構描述出來，其中總是會有誤差，此時如何描寫這些誤差就要用到機率。此外隨機

化的算則或模型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的特性，Hauptman 的主要貢獻就是引進機率方法處理

相問題。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Anderson's localization theory 顯示混亂介質有特異的傳

導性質，都是著名的例子。計算科學裡還有許多例子。二十世紀的兩個重大科技發展：量

子力學和訊息理論在根本上都有包含機率的元素。所以機率代表一個基本的思路，不只是

一個工具而巳。」

應用數學家 VS 理論物理學家

「在劍橋大學，應用數學跟理論物理其實是處於同一個系裡，因為他們認為應用數學

跟理論物理是一個很寬的圖裡面的兩端，不是被截然劃分的。」

∮一個問題，多種看法

許多學生常常拿同一個問題詢問理論物理學家以及應用數學家，得到答案的觀點往往

不同。學長認為應用數學跟理論物理 ( 相對於實驗物理不是相對於應用物理 ) 不一樣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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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於應用數學家還是希望把問題在數學上弄清楚；而理論物理學家可能在數學上是跳躍

的，但靠著物理直觀，還是抓得到重點和問題的核心。此外許多物理理論，像基本粒子和

宇宙論，很少數學家去碰。( 但 Davis 的應數研究涵蓋的領域很廣，學長的同事 Schwarz

就在做高能物理的數學問題，Temple 則在研究廣義相對論在宇宙論上的應用 )，而理論物

理學家幾乎不做流體力學。兩者關心的層面雖不太一樣，但建模的原則和精神是一致的，

就是愛因斯坦說的：「As simple as possible, but not simpler.」( 儘可能簡化但不

能過於簡化 )。

學長舉例：「訊息理論先驅 Shannon 所研究的信號模型非常理想化，但包含了不可或

缺的部份，就是燥音。他從簡單的模型推導出極富意義的定理，內容不僅深刻而且應用廣

泛，可說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應數成就之一。另一個有名例子是現代財務理論的 Black-

Sholes 公式，這也是個基於簡單且恰到好處的模型和假設。好的應數成果往往改變人對事

物的基本想法，它的判準不只是數學架構美不美、難不難，就像建築不只是好不好看而已，

很多一流的建築，外觀其實是樸素無華的。」另一個常比較的對象是工程師。學長說：「例

如有關反散射問題，很多工程學家的做法往往從實際具體的例子著手，目的是成像；數學

家則傾向於思考較簡化但具有一般性的數學問題，像唯一性的問題。即使在數學家裡頭也

有不同，沈老師做反散射問題的觀點就和我不一樣。我還在想什麼時候我們會漸進收斂到

一個方向上來合作。」

	  

照片左起 :

09 級張光宇，11 級賴品志，

范姜群健教授，10 級許柏翰，

10 級黃士修，10 級廖軒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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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應用數學家

針對有志於研究應用數學領域的同學，學長分享了自己的學習秘訣：「要成為應用數

學家，要多方面學習。當學生的時候要扎扎實實的學習，習題要好好作，培養出扎實的基

本功夫後之後就可以跳著學習。在做研究的過程中，別人告訴我一個定理時，我第一個反

應是明白它的意義和應用，而不是看它的証明。我會先看看能否看出這定理的精髓，再來

試試看找出一些簡單的例子，之後想怎麼去用這個定理。等到我對這定理有點興趣，知道

它的意義在哪了，我也會嘗試給出粗略的證明，並繼續往前學習新的東西。有時會碰到跳

不下去的情況，代表有一些基本的東西自己還沒弄清楚，這時我會再回來更徹底了解基本

定理，去弄懂它。一個人要學很多領域的話，就要學跳著讀。」

期許

「如果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就義無反顧的去做！」

∮了解自己

學長強調：「一個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畢竟聰明的人很多，自己再聰明也會有人比

你聰明。人能夠在某一個方向走出一片天地，一定是自己很喜歡，符合自己個性的某個東

西。學長分享道：「做研究不要追逐時尚，要以了解自己為出發點。現在的學生資訊很多，

也許花很多時間去了解現在各行各業最新，最流行的東西是什麼，這當然是很重要，但不

太注意去了解自己。了解環境再了解自己相配合才是最好的發展。世界各地聰明的人很多，

我在 Davis 也看到幾個天才，他們二十出頭就拿博士學位。但是如果你找到自己的方向，

努力下去，也不一定會輸人。」

∮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管什麼領域都碰到瓶頸，但其實不是科學走到盡頭，而是傳統的方法走不下去，因

此這是告訴大家需要突破的訊息。「科學家的思路可能山窮水盡，但科學的前景無窮。」

學長說道。有時候對某些東西是要有些直觀的興趣，但很難說明白。「就像有可能你看到

你未來的太太，你也不太明白你怎麼會喜歡她，這其實是一種直觀。直觀就是前面提到胸

無成見從零開始的意念。培養直觀很重要，你的直觀可能是錯的，但不要輕易放棄，卻要

積極地去發展出來並加以嚴格的測試和考驗。一旦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就要義無反顧的去

做。」學長勉勵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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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宏學長專訪

受訪人：林志宏

訪談人：07 楊久毅 08 鄭韻如 

10 杜玠瑤 11 許致榕

紀　錄：07 楊久毅 10 杜玠瑤

整　理：08 鄭韻如

林志宏學長於 1991 畢業於清華數學系、1993

畢業於清華數學所、2001 年自史丹佛畢業。目前

任職於荷蘭銀行計量財務分析師一職。很高興有機

會訪問到林志宏學長，聽學長暢談他的求學歷程、

還有工作經歷。學長他也想藉由這次的訪談傳達給

學弟妹一個重要的訊息：大學念數學系，是最好的

選擇。「如果你要我現在再選一次，我一定不做他

想，一定選數學系！」學長說這句話時堅定眼神和

語氣，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經過大約一個小時的

訪問下來，我覺得學長像是「數學系的傳教士」，

他和我們分享我們他個人的經歷、還有經過數學的

洗禮這一路走來的故事，盡他所能地告訴我們數

學系的好。他說，他想把大家對念數學能做什麼

的問號（？）拉直變成驚嘆號（！）。「念數學

系真的好嗎？」若你現在正頂著這樣一個大大的

questionmark，那絕對絕對不能走開，請仔細認真

地往下看下去，答案馬上就揭曉囉！

從清華數學飛到史丹佛

林志宏學長和清華數學有段很深的淵源，他在

清華前前後後待了大約九年的時間，他的老婆也同

是清華人，是 93 級經濟系的學姊。研究所畢業、退

伍之後，學長在 1995 年再次踏上清華校園，在清

華應數所念了一年的博士班，指導老師是林文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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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擔任教職是他一直以來的志向，但在某一晚宵夜後的閒聊，讓他邁向了留學之途。他

回憶道：「林老師的習慣是夜貓子，通常晚上才會進到研究室來。有天晚上大家在研究室

吃完消夜，聊到了未來要做什麼。我說，我想教書。當時林老師建議我，如果有機會申請

到好的學校，應該出去看一看，見見世面。不見得要學什麼艱澀的學問，主要目的在增廣

見聞，把心胸、思想打開，而不再侷限於學生。」這大概是 11 月的事情了。到了 11 月，

在台灣的 Tofel、GRE 這些留學考試，考試的場次不是結束就是額滿，要準備看來是來不

及了。因此在隔年的二月底，學長帶著老婆和已經一歲多的女兒，到美國德州去考 Tofel

跟 GRE。

學長申請了五間學校，考完試回到台灣，就收到三封拒絕信，因為其實到了三月，各

校的 admission committee 差不多都已經結束了，而學長的成績甚至都還沒送到。三封的

拒絕信之後，接著收到了 Tofel 和 GRE 的成績單，那時學長更覺得應該是沒希望了，因此

決定繼續在應數所把博士念完的打算、也在新竹買了一間小房子準備定居下來。一直到了

六月，就在一切都安排妥當的時候，有了令人驚喜的發展。學長意外地收到兩家學校的入

學通知－哥倫比亞跟史丹佛。因為年初到美國考試的時候，有到加州走走，也順道去史丹

佛參觀，因為覺得史丹佛的校園很美且氣候宜人，最後他選擇到加州的史丹佛就讀博士班。

史丹佛時期之留學篇

聊到在史丹佛的學習，學長說有件事對他來說很重要，一定要特別提一下：「我在史

丹佛修了非常難以忘懷、分別由兩位大師開的兩門課；一位是在矩陣計算裡很有名的老師

Gene Golub；另一位有所謂 father of mathematical program 之稱的 George Dantzig，

原則上，數學規劃這個領域上是他當初開始創出來的。為什麼要提到這兩個人呢？因為我

在修這兩門課的時候，有一部分的內容我在台灣就學過了，我去聽的時候會比較進入狀況，

說真的，清華數學的教學不見得會比國外差。但在史丹佛唸數學有個特別的東西，就是我

在上 George Dantzig 的課的時候，會覺得他的風範會跟別人不一樣，而且聽他的數學課

好像在上歷史課。『我們現在課本上在上的這個定理是那一天我跟某某教授在沙灘上面散

步的時候，我們討論發展出來的理論。』常常上課的時候你就可以聽到這些東西。因為當

時教授已經 85 歲了，他上課上到一半有時候會掛在黑板上。但因為我在碩士班有修過，

有時候我會鼓起勇氣，到黑板上把內容接下去。所以他其實對我非常的好。有一次在我們

閒聊的過程中，他就說：『我現在年紀真的大了，沒有什麼計劃可以支持你』，然後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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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我到他的研究室，進了研究室後他就請他的秘書，他一邊念，秘書一邊打，然後打了四

張的推薦信。」

這四封推薦信對學長的意義十分重大：第一封讓他找到研究助理工作，第二封申請到

獎學金，第三封幫他申請到 scholarship，而第四封學長說他把它留了下來當作紀念。因

為在史丹佛唸書的那段日子，一家四口在加州生活，加上他的太太也在史丹佛唸書，所以

經濟上有非常大的負擔，因為這四封推薦信，他就可以在外面兼職，大概可以維持家計。

史丹佛時期之工作篇 -PartI

學長在史丹佛的日子，除了唸書外，豐富的工作經歷也是很值得一提的。學長描述了

他在史丹佛的五年，先後做了三份不一樣的工作的經歷，他說：「一開始我是做半導體。

當時美國的校園很流行和業界的半導體廠合作，開設 project 的課程，一開始我要去向半

導體廠做簡報，後來比較像是支援、協助做 project 的學生，扮演助教的角色。例如今天

公司有新的機台要上市，需要一些依據去引發半導體廠的興趣並提高他們的購買意願。我

要做就是幫這些半導體廠去分析買了這個機台以後會有什麼樣的幫助、帶來多少的利益，

比如提升良率、提高產能、縮短 timetomarket 的時間等等。但這些不是口頭上講買了這

機台後，會飛天可以盾地就講得通，必須要有數據等相關證明才具說服力。」

「當時我用了一些統計的方法，以及作業研究的等候線理論去做分析，然後根據這

些分析去向客戶做簡報。得到的銷售成績還不錯。而商品賣出去後要做售後服務，但那些

機台的操作所並不是照著使用手冊就可以了，每一家半導體廠各有不同的運作方法，因此

我也要去向客戶講述如何操作機台以及解決一些操作上的問題。之後我就到比如 Intel、

AMD、National、IBM 等等這些公司，去跟他們報告買了機台之後，有什麼東西可以用、要

怎麼用等等。剛到美國的時候，英文講得不是很流利，但還是得硬著頭皮站在大家面前做

簡報，訓練膽量。另外，我還要想辦法用淺顯的方式把理論背後艱深的數學介紹給工程師。

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原來理論和實務間還是有橋樑存在，而實業界似乎都在用數學，不

管是統計、統計方法、實驗設計、等候線理論，這些原則上都是數學，也都是工具。」

故事聽到這裡，我忍不住好奇地問：「那這樣不就占掉很多念書的時間嗎？博士班的

課業應該不輕吧？」學長回答道：「是！那陣子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在這些半導體廠，收集、

整理資料，以及提供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但是我也學到很多：第一個，膽子練大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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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英文不是很流利，也要想辦法、然後要敢站在很多人面前把它講出來；第二個，就是學

習該如何去準備做簡報的內容素材等等。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很寶貴的經驗。」

史丹佛時期之工作篇 -PartII

在博士班的第三年，學長在學校該修的課大概都修完了，唯一剩下的就是寫論文，也

因此空閒的時間比較多了。由於還是需要負擔一家四口的開銷，所以後來他接了兩份正式

的工作，他說：「99 年左右的網路泡沫經濟，那次我有在一家做電子商務的公司做網路廣

告管理，他們允許我有時候可以 work at home。你們也許覺得疑惑：廣告管理跟數學怎麼

會扯上關係呢？但我們確確實時都是在做數學。」看著我們一臉狐疑的樣子，他接著解釋

道：「比方說，進去 Yahoo 的時候，有很多廣告跑出來，你會不會發現有一點很奇怪，那

些廣告好像都在針對你。其實那些廣告並不是隨機出現的，背後有很多邏輯思考和數量分

析。電腦裡面存在很多 cookie，上網瀏覽過什麼，裡面都有儲存。如果常常找旅遊，跳出

來的廣告就多會是和旅遊相關的；如果常在網路上找買電腦，顯示的就會是相關資訊。還

有，上網填寫完問卷以後，填問卷的地方會存有 cookie，我們可以依此去判斷這台電腦的

用戶的性別還有年齡層等等。根據這些資料去分析：今天給什麼樣的資訊，用戶會有比較

大的可能性去填寫問卷或消費。」

經過計算，一個廣告如果經過規劃，收益大概可以提高六倍。網路廣告管理的後面除

了統計，還有所謂的最佳化理論，利用最佳化理論來判斷該給什麼樣的資訊，用什麼樣的

方式給用戶。你會覺得網路廣告根本就跟數學沒有關係，但事實上它後面其實都是在做數

學操作和分析。後來有段時間美國在爭論這些 cookie 我們能不能拿來用，就是有關隱私

權的問題，不過我做這個是在那之前的事情了。」聽完這個故事，我不禁想：原來網路也

這麼心機呀！

史丹佛時期之工作篇 -Part III

念博士班最後一年，寫博士論文的同時學長也在一家 IC 設計軟體公司擔任顧問。也

許大家會覺得疑惑：IC 設計和數學有什麼關係？且聽學長娓娓道來：「IC 設計畫好以後，

只有功能上是齊全的，還需要測試這個設計的 layout，看它的耗電量或者產生出來的熱能

有多大。因為如果產生的熱能太大，風扇散熱散不出去，就沒有辦法用；如果耗電量太大，

對用戶很不好，也不會有什麼銷路。雖然 IC 設計好之後的調整可以透過人工來完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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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測試這樣反覆的過程很耗人力和時間。所以當時那個公司買了一套最佳化理論的軟

體，但這套軟體和要模擬的軟體是兩個獨立的東西，所以必須架一個橋樑在它們之間，我

的工作就是負責搭那座橋樑。公司給我他想要的規格和限制，我負責調整變數，然後叫模

擬軟體 run 一次，看有沒有符合設計者的需求，如果沒有，就再調整，一直來回不停地重

複。這中間還有很多細節的部份，當然，還是都和數學有關。」

兩張跨足金融界的入園門票

學長在史丹佛的工作和財工沒有太大的關係；博士論文是做最佳化理論，跟財工也扯

不上太多的關係。但因為老婆幫他投的兩封履歷，讓他陰錯陽差地跨入金融界。當初出國

的時候，學長一直懷抱著回台灣教書的理想。不過這一切的打算在他準備回台灣的前幾個

月，因為兩份履歷，讓他的人生有了另一番際遇。學長的老婆幫他投了履歷給兩家投資銀

行，很幸運地都錄取了，一家在紐約，另一家在倫敦。由於倫敦那家公司，也就是學長現

在工作的荷蘭銀行，在台灣有蠻大的分部，所以他當時想，如果到荷蘭銀行工作，這樣最

後要回台灣機會比較大，所以最後他決定去倫敦，就這樣，截至目前他在金融界待了六年

的時間。

學長目前在荷蘭銀行擔任股票相關的衍生性商品的計量分析師，工作內容偏財務工

程，卻不像財務工程那樣廣泛，不過需要更深一點的數學。最基本的如微積分、線性代數、

數值分析，再來就是機率統計、隨機過程，甚至再深一點的 PDE、隨機微積分等，此外，

他也要寫程式，所以每天都離不開數學。學長說雖然他在史丹佛有修過四門財工的課，但

剛進金融圈時，還是完全聽不懂相關的術語。不過一旦把這些術語和數學結合、了解以後，

會發現其實不難懂，而且很容易上手。所以學長不忘再次強調，大學念數學有很多先天上

的優勢，他也表示，台灣現在逐漸地走向金融改革開放，而本土銀行也了解到計量分析的

重要性，開始在找數學系畢業並接觸過財管相關課程的學生，做風險分析和風險控管等等。

大學念數學系真不是蓋的

念數學有什麼用呢？學長把數學比喻為工具，他認為在大學念數學系就是蒐集、並學

習怎麼使用這些工具。

在清華數學系的六年，讓他累積了許多工具在他的工具箱裡面。在這一連串的過程當

中，他漸漸發現數學真的很重要。他耐心地解釋道：「如果我一開始就是學數學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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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只要了解了數學的語言，很容易就可以旁徵博引、水到渠成，換個方面說，如果我一

開始就是學應用的，數學的底子沒有很好，雖然我學了一堆應用的方式和一堆的 model，

如果現實碰到的狀況跟課堂上學到的一模一樣，那沒有問題，代進去就可以了。但問題來

了，現實中遇到的問題並沒有那麼好，通常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如果數學底子沒有很好，

當 model 需要做調整時，就要先去找它的原理是哪裡來，這時候你就累了。因為此時你已

經站在一個應用的階段，想回過頭去找這些工具，要從微積分、高微、線代、實變，從統計、

機率開始從頭找起，花的時間會很多，不是說做不到，你依然可以完成工作，但很辛苦。

所以我會覺得大家大學念數學要珍惜，因為不管是以後在學業上或工作上，會有很大的幫

助。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念數學以後，去念工科、商科，都會有不錯的成就，因為你很容易

地就可以融會貫通了。」就生活，以及工作上的應用這樣的寬度廣度來說，對任何領域，

數學的確扮演了不可或缺、舉足輕重的角色。

給學弟妹的勉勵

學長在史丹佛的五年做了這三種不同的工作，還有現在分析師的工作，幾乎都離不開

數學。學長說，當初他也和大部分的同學一樣，不曉得是自己選了數學系，還是數學系選

了他，數學系有可能不是最初的志願。現在，他希望藉由他自己親身的經歷，傳達給學弟

妹一個觀念：大學念數學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他說：「大家不要覺得念數學前途無『亮』，

學數學以後真的有很多出路。像我們 91 級，班上同學各式各樣的行業都有，大家在每個

不同的崗位上也都做得很好。有些在教書，有些在金融圈，如保險業、證券業，有些在半

導體廠做廠務，也有做產能規劃的。如果你要我現在再選一次，我一定不做他想，一定選

數學系！如果你問我大學要學什麼，我會先反問你：大學畢業後要繼續唸書還是就業？如

果畢業後要直接就業，那我認為念數學就沒有很直接的功用，因為你學了一些工具，卻沒

有學如何有效地使用它們，用處當然不大；學弟妹畢業後如果想在學術上繼續升學、深造，

不管是念哪一方面，大學這個階段把數學底子打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為研究所的考試

至少有兩科數學，只要把微積分、線性代數、統計這三門課念好，考研究所就不是什麼問

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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