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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郝俠遂教授 
 

 

 

懷念等候午餐的一刻懷念等候午餐的一刻懷念等候午餐的一刻懷念等候午餐的一刻 

陳大川（本會會員） 

大約七、八年前，我在淡江大學有一堂中國科技史的演講，俠遂兄主持。上午十二

時課畢，他邀我到他們餐廳用午餐，我們去得晚了一點，要等待才有座位，不巧當天用

餐的人特別多，左等右等，過了半個多鐘點，他開始向我說抱歉。我們天南地北的聊天

打發時間，還不見飯菜來，大家的肚子實在很餓了，仍舊邊說邊等，又過了一段時間，

他半開玩笑半安慰我的又說了抱歉。不久，飯食上桌，他如卸重擔，恢復了平日的笑容

又說抱歉。餐畢，他陪我到校園走走後，還要自己開車送我到最近的捷運站，臨下車時，

他似乎心中還有個東西不吐不快，很自責的說學校還有其他餐館可以吃午餐，「我選錯

了地方，讓你受餓。」其實，他每一次為學生安排科學史的課程已甚忙碌，這次又為我

忙了一上午，應該感謝與抱歉的應該是我，為了一餐飯，反而讓他不斷的表達心中的歉

意，使我更為不安。這就是俠遂兄真誠待人的一頁，令我至今難忘。（0410 收件） 

 

懷念郝俠遂教授懷念郝俠遂教授懷念郝俠遂教授懷念郝俠遂教授 

李學勇（本會會員） 

2007 年 8 月 19 日上午到台北市辛亥路第二殯儀館參加淡江大學化學系郝俠遂先生

的告別式，當時的心情並沒有特別的感覺。因為在我這樣的年齡（88 歲），跑殯儀館已

不知多少次，冷暖已是熟透了。可是到了現場以後，卻使我大吃一驚，因為像我這樣在

台灣的大專學校教了六十多年的教授，對於社會上漠視學術的風氣早已司空見慣，即使

如素有盛名的教授，現場不過同仁及學生數百人齊聚追念。但那天郝教授的告別式上，

景行廳內外卻已人滿擁擠，我到得早，才有個位子，到得稍晚的只能站在廳外，甚至站

到廳外遠處的路上。 

我向擁擠的群眾掃瞄了一下，似乎看到的眾人已不限於年輕的學子，許多年長的知

名之士也都找不到站立的地方，令我想起與郝教授短暫相交的十數年中，對他教學、研

究、熱心服務，協助我這外行人編輯中華科技史同好會會刊的無時無刻的幫忙。再加上

他對電腦的熟悉，對助理人員的熱心領導，確實使我領悟到告別式人山人海的熱情懷

念，也給了我一個更需學習的為人之道。郝教授才是超標準的教育家和科學研究者。謹

以數言以誌悼念。（0410 收件） 

 

郝老師郝老師郝老師郝老師，，，，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 

陳德勤（本會會員） 

1999 年 11 月 13 日，我初次參與本會活動，當時他是召集人劉君燦的執行秘書，很

親切地向我說明。當時郝老師都為主講者準備視聽器材，大多是他從家裡帶來的。郝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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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也邀我在淡江大學科學史通識課程中授課，他都堅持親自接送。2005 年底，郝老師來

電，告知要推薦我加入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要我準備一場對委員們的演講。2006

年六月初，吾兒邦泰卸下肉體痛苦重擔，蒙主恩召，正當我在處理殯葬事宜時，郝老師

來電通知演講安排在 6 月 24 日，我只得向郝老師報告吾兒過世的事，殯葬彌撒恰在 6

月 24 日舉行。郝老師立即安慰我，並說演講的事以後再安排。同年 11 月 18 日，在郝

老師安排下，我到科學史委員會演講，當天發現郝老師身體十分不適，他拖著疲憊身軀

聽我演說，結束後即刻離席回家，沒有參加會後晚宴。我於事後兩度打電話詢問他是否

去看病？他都告知在安排檢查中。2007 年初，張之傑老師在例會中告訴大家：郝老師得

了俗稱漸凍人的病。7 月中旬接獲吳嘉麗老師電郵，知悉郝老師於 7 月 12 日逝世。在我

和郝老師相識的七、八年間，他惠我良多，特別要感謝他的推薦，使我通過中研院科學

史委員會委員資格，讓我終生難忘。（0413 收件） 

 

最讓我懷念的朋友最讓我懷念的朋友最讓我懷念的朋友最讓我懷念的朋友    

張之傑（本會會員） 

我和俠遂定交始自 1978 年春，那年我們創辦《少年科 學》月刊，社長曾憲政，憲

政的夫人吳嘉麗任教淡大化學系，同系的郝俠遂被拉來當編委。同年，嘉麗在淡大開設

「中國科學史講座」，這是台灣地區大學開設科學史課程之始。講座維持了約 25 年，

歷史系的葉鴻灑和俠遂相繼參與主持。我們辦的刊物結束後，有很多年只有到淡江上課

才有機會和俠遂見面。 

1996 年起，我開始認真研究科學史，翌年底發起成立本會，和俠遂共同推動會務將

近八年，除了每月聚會時碰面，平時經常通信，他罹病後，曾以長信說明自己的病情，

末了說：「我還能在世上多久，誰也不知道。」讀之令人心碎。 

俠遂去世，我含淚寫下「憶俠遂」，今年清明時節又含淚寫下「典型在夙昔──郝

俠遂教授與本會」。俠遂，永遠是最讓我懷念的一位朋友。（0415 收件） 

 

 
獲郝獲郝獲郝獲郝賦賦賦賦 

孫郁興（本會會員） 

天獲郝，猿嘯引龕淒異，哀轉空谷絕久。郝之為師，昭昭也。淡大雖婦人小子，皆

知其為俠也。眾詩詠，百家書，傳雜出。遂乃淡江之寶，若曲沃之懸匏焉；亦領珍之鄒

魯，商孤篠於汶陽。郝之於世，不縈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為訓也難類，非若當世牛

鬼蛇神豺狼然。童軍團盈郝，後知其為俠也，遂歟。郝之出，類淵也。郝之所以為郝者，

以德不以形。若郝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類喻郝：絕巘生檉柏，飛漱瀑懸泉，

倒影湍潭綠，多趣良清峻，晴旦每初霜，林寒澗肅至，灘頭勃白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

期。美哉！郝話洞開山門啟新篇；壯哉！俠行日破雲濤續華章；悲哉！遂感重岩疊嶂隱

蔽天。（0418 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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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郝老師俠遂追憶郝老師俠遂追憶郝老師俠遂追憶郝老師俠遂    

張廷（本會會員） 

我加入本會已九年了，有許多精彩令人回味的知性之旅，但也有令人難過的兩件

事：第一件事是聽說郝老師病了，第二件事是聽說郝老師走了。 

與大多數的會員前輩們相比，我對郝老師的第一印象是「聽」來的，而不是「見」

到老師本人。2001 年在淡江大學歷史系葉鴻灑教授的推薦下，我申請進入本會，由於葉

老師與郝老師同在淡江大學任教，彼此是認識多年的好友，因此我也得知一些郝老師的

嘉言懿行。 

猶記得在 2006 年我在學會作例會演講，題目是「專利的起源與發展」，其中有一

張十九世紀德國的傑出發明家迪塞爾為申請柴油發動機的美國專利說明文字與圖形，郝

老師看了又看、反覆端詳，十分有興趣的樣子，好似一位充滿求知欲的大孩子！接著他

將目光移向正在演講的我，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一直到今天，此情此景仍深深的刻畫在

我心裡！（0420 收件） 

 

見義讓利見義讓利見義讓利見義讓利，，，，守正不阿守正不阿守正不阿守正不阿 

龍村倪（本會會員） 

1990 年代，我參與淡江大學「中國科學史講座」，認識了郝俠遂先生。終其一生，

都平淡交往，毫無半點做作。有一回他告訴我，他停在系外的車被撞壞了一塊，而在擋

風玻璃上留有字條，上有姓名及電話，願意賠償。他打聽才知道是一位學生。他想，現

在學生撞了別人的車，溜之唯恐不及，哪還有負責任自願賠償的。於是告訴學生不用賠

了，以後開車小心點！他生病我初不知，知後他仍平靜如常，送了我一套中國古代煉銅

的影帶，說很有用。他守正不阿，只做事，從不出風頭。他靜靜的離去，而深切的懷念

卻永存我們心中。（0423 收件） 

 

孩子們謝謝您孩子們謝謝您孩子們謝謝您孩子們謝謝您，，，，郝老師郝老師郝老師郝老師 

葉鴻灑（本會通信會員） 

郝老師姓郝（好），還真是姓對了。他不但是一位好老師，也是一位好人、好朋友，

還是孩子們心目中的「好叔叔」。由於他曾經擔任過我先生的助教，跟我先生有極深厚

的感情，我們家的孩子也都十分喜歡他。他對人的「好」，是發自內心，毫不做作的，

也是感人至深的，他自己雖不以為意，卻讓別人終生難忘。 

記得是在十八年前的春假過後，我先生因為公私兩頭的壓力罹患了嚴重的憂鬱症，

顯示出假性痴呆的徵狀，整天不言不語，說他聽不到也看不見了，學校的課當然無法繼

續教了。先是請了兩個禮拜的假，接著因為情況嚴重而住進了醫院。當時的我跟孩子們

對此病一無所知，徬徨無助，但知道學校的課是無法耽誤的，只好決定先替我先生辦理

提早退休的手續，可是郝老師知道後堅決反對，他告訴我們陳老師（我先生）的病一定

會好起來，課他可以代上，在他的堅持下，我們終於打消了替我先生辦理提早退休的決

定。在接下來將近一年的住院及療養期間，我先生的教學工作全由郝老師一力承擔，免

除了我們家的燃眉之急，對孩子們更是噓寒問暖，十分關心。而事後我先生要付他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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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他卻分文不收，這份深厚的情誼，我們全家人永誌不忘！（0423 收件） 

 

永遠的回憶永遠的回憶永遠的回憶永遠的回憶 

劉昭民（本會會員） 

時光荏苒，郝俠遂教授離我們而去「遠遊」，不覺已三年了！張之傑兄命寫短文，

不善寫抒情文的我只好從命寫一篇湊數。 

談起郝俠遂教授，不禁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張之傑負責環華出版公司編務，一些朋

友應邀成為《少年科學》和《大眾科學》的編委，每月在環華編輯部（台北市永康街 61

巷 10 號 4 樓）開一次編委會。編委中對對科學史有興趣的朋友，會後常會交換心得，

有時進行專題報告，陳勝崑、劉君燦、洪萬生常因觀點不同爭論得面紅耳赤，郝俠遂從

不加入爭論，當時我就體會到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穩重君子，也了解到每一個人的個性

都是不一樣的。 

1978 年起，在吳嘉麗教授的推動下，淡江大學開設「中國科技史講座」選修課程，

我們這一群朋友就成為講座的主力。後來郝俠遂和歷史系的葉鴻灑參與主持，都付出很

多心力。1997 年冬本會成立，郝俠遂當過執行秘書和會長，還編過多期會刊，他已成為

會員們的榜樣。有關郝俠遂的點點滴滴，無一不值得我們永遠回憶。（0424 收件） 

 

平凡的偉人平凡的偉人平凡的偉人平凡的偉人    

郎煒（本會會員） 

1999 年 6 月，蒙張之傑教授介紹，我加入本會，認識了郝俠遂教授。那時郝教授剛

出任執行秘書，他給我的印象是溫文儒雅、謙謙君子，而且埋頭苦幹。月初聚會時就看

到他小包大包提著到會場佈置、調試。在會議中，他所提的問題總是有的放矢，有時又

不失幽默。他演講時，資料扎實，無懈可擊，回答同好所提的問題無不恰到好處，使人

佩服。會刊出版時，他的汗水總伴著沉重的刊物送到每位同好手中。他是教授，不圖名、

不圖利，而甘願吃苦耐勞，無非是希望本會能和諧發展、日益壯大。 

2006 年底，突然得知他患了極其罕見的漸凍人疾病，真令我不敢想像，老天實在

太無公平了！數月沒有見到他，我就在會上提議，大家簽名向郝教授問好。孰知晴天霹

靂，郝教授竟於 2007 年 7 月離我們而去，得年不過六十有一，真是太可惜了。出殯那

天，第二殯儀館萬頭攢動，人潮一波接著一波，緬懷這位平凡的偉人，顯現郝教授的人

格魅力。瞻仰遺容時，我哭了，我為郝教授過早離世感到痛徹心肺，亦為郝教授壯志未

酬感到萬分惋惜。適逢郝教授辭世三週年之際，其人其事其精神猶在眼前，我只能以一

支筆寫下對他的無比思念及最高的敬意。（0508 收件） 

 

嚴師出高徒嚴師出高徒嚴師出高徒嚴師出高徒 

吳嘉麗（淡大化學系教授） 

週末參加化學系早年畢業的三屆系友聚會，會中大家自然提起當年照顧關懷學生無

微不至、教授大一普通化學或大二分析化學或大三物理化學的郝老師。郝老師對學生的

嚴格要求讓受教過的學生永生難忘，他看不慣學生的散漫態度，上課鈴聲早已響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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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還陸陸續續的走進教室，所以鈴響幾分鐘後他就把教室的後門鎖上，遲到的學生只

得從前門進入，當然從老師面前走過那個壓力是很大的，更何況郝老師認人的功夫一

流，別以為老師不認識你，郝老師經常可以一一叫出學生的姓名，如此情況下學生莫不

警惕三分。郝老師對學生上課 BB Call 或 手機響、吃東西、穿拖鞋均嚴格禁止，當然

更不可能吃泡麵、雞腿了。 

雖然這些規定對今天的年輕世代來說嚴格的有點不合潮流，但是他的課堂出席率還

是很高，學生知道不聽課會很可惜，在離開學校後同學們都懷念郝老師，他們知道不管

畢業幾年後，郝老師還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他們永遠記得郝老師對他們的『好』。（0511

收件） 

 

吾儕第一人吾儕第一人吾儕第一人吾儕第一人    

楊龢之（本會會員） 

俠遂兄的學養、風範，老朋友多已就所知發為鴻文，不擬贅述。我想強調的是在那

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裡，要是沒有他的力挽狂瀾，恐怕本會早已煙消雲散、本刊早就無影

無蹤，更不會有今天這些懷念文字了。當時本會極可能因接連兩任主事者的問題而瓦

解，但幸虧有俠遂兄在，他始終心存寬諒，默默承擔一切繁劇。直到 2002 年 5 月他出

任會長收拾殘局，本會才算能夠正常運作。 

回想當初本會遭遇困難時，我的心態是「隨他去吧」；之傑兄力謀恢復的態度雖比

我積極，但終不如俠遂兄的任勞任怨又勇於任事，若無他的辛苦撐持，就算老朋友們有

心另起爐灶，也將是另一個組織，不再是「中華科技史學會」了。 

一個人的真性情、真本事，往往在關鍵時刻才會顯露。由此一端，足見吾儕中，真

正能做大事的，俠遂兄實為第一人，不僅僅是個好學者、好老師而已。（0514 收件） 

 

憶俠遂教授憶俠遂教授憶俠遂教授憶俠遂教授 

魯經邦（本會會員） 

在郝俠遂教授開始參加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的活動直到他受聘為委員的那幾年

間，正逢家父病重，我較少參加科學史委員會的例會與學術活動，因而與郝教授並不十

分熟識。直到他罹病前的一、兩年，才對他認識較多。在我的印象裡，郝教授個性非常

爽朗，待人熱誠。也從許多學界朋友口中聽到他的一些生平事蹟，整體來說，郝教授是

一位古道熱腸、誨人不倦備受校友、學生愛戴的「好」老師。我聽過他幾次演講或論文

宣讀，感受到他治學嚴謹，學問淵博。我是從事放射防護相關工作的，有一次無意中拜

讀到他的大作：〈考古的利器─碳-14 計年法〉，碳-14 計年法雖是一項很成熟的技術，

但要想把它很淺顯表達出來，並不容易。在放射科學的領域中，以往我認為只有已過世

清大原科所的翁寶山教授方有此功力；沒想到郝教授這篇文章，其文筆與表達，較諸翁

教授毫不遜色，令我佩服。若郝教授仍在，相信不只對科學史，對於科普亦定能獲致更

高的成就，英年早世，實為科學史與科普界一大損失，令人惋惜。之傑兄嘗撰〈憶俠遂〉

一文，刊《科學史通訊》及本刊第十一期，讀來令人動容，也讓我感受到郝教授的哲人

風範。值此郝教授逝世三週年前夕，謹以數言以表追念。（0515 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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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12 月 5日集會。地點：科學月刊；講員：龍村倪；講題：從銅鼓船紋

看越人航海。中為劉君燦，右為郝俠遂。此次集會尚有楊恩溥、楊龢之、張

之傑、張東揚、劉廣定、龍村倪等出席。（張之傑提供） 

 

 

2003 年 7月 4 日集會。地點：科學月刊社；講員：郎煒；講題：漫談華羅庚。

前排左起：劉昭民、陳大川、詹志明；後排左起：鄭吳富、張志遠、張廷、

朗煒、楊龢之、張之傑、郝俠遂、劉廣定。（林吟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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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3月 4 日集會。地點：科學月刊社；講員：陳大川；講題：中世紀回

教文化與造紙術西傳。中坐者為陳大川，其右依次為郝俠遂、張之傑、楊龢

之、郎煒，其左依次為孫郁興、章台華、金榮華；此外尚有李學勇、劉昭民、

周柱尊、劉正瑜等未攝入。（張之傑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