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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陳大川先生 
 

 

紀念大川老師——紙的聯想 

羅時成（本會會員） 

因爲參加中華科學史學會才有緣認識陳大川老師。第一次聆聽大川老師講述他與

造紙結緣 90年的故事，因他對紙的執著與喜愛令我感動，但更讓我感動的是演講完，

會員們準備了替大川老師慶祝 100歲大壽的所有的活動，那場舞獅，獅口吐出了「大

川愛紙，紙愛大川」對聯令人難忘。之後多次和大川老師的接觸及從他的著作中更加

認識大川老師的多面相，感佩之心油然而生，他年輕時發表了台灣第一篇科幻小說，

此外他還孜孜不倦地對自然科學的探索，譬如在自己的公寓窗戶追蹤了一年太陽的軌

跡以及對古代中國算學的鑽研，是「活到老，學到老」的好榜樣。 

紙在我的腦海中就是小學課本中的蔡倫發明造紙術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另外我

對紙的聯想是：家父從事印刷業及製紙管的工作數十年，他只要摸到任何紙張就知道

這個紙是幾磅，價錢如何，但我從來沒有細問他紙的磅數是怎麼決定，他又如何知道

這個紙的價錢。家母在我們四個孩子成年後拜喻仲林為師學習花鳥工筆畫，工筆畫要

簽名所以她除了習畫也開始練習書法，她所用的紙張顯然有所不同，但我從來沒有問

過她怎麼選擇不同的紙作不同的畫，大川老師對紙的摯愛讓我聯想到紙在我雙親心中

也應該有一定的份量和一些故事吧！（1002收件） 

 

福祿壽俱全的大川先生 

張之傑（本會會員） 

我和陳先生相識於 1979年，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籌設常設性展覽「中國古代科技

發明」，邀請科學史界人士參與籌劃。當時陳先生已屆耳順，望之如四十許。 

1999年夏，吳嘉麗教授加入本會。吳教授於 1978年起在淡江大學開設「中國科

學史講座」課程，陳先生是講座之一。經由吳教授邀請，陳先生於 2000年 4月間加入

本會，從此與陳先生晤面機會增多，常趨前請益。關於紙就請教過兩次，事見本會學

刊第 8期、第 25期。 

陳先生年紀大，閱歷廣，我常問他些老事。諸如他讀小學時，學校可曾推行國

語？他說有，但四川人四聲讀起來怪怪的，後來不了了之。問他二二八可曾受害？他

說蒙同事保護幸免於難。事後政府下令收繳刀械，既往不咎。鬧事員工問他要不要

繳？他說上繳會留下姓名，就暗地扔到河裡吧。 

我常在科幻會臉書留言，2018年秋清大台文所博士生顧振輝問我，科史會可有黃

清涔其人？問過理事長邱韻如，始知就是陳夫人！經邱老師安排，顧振輝往訪陳先

生，揭開一段公案，台灣第一篇科幻小說的作者陳曉禾，原來是陳先生的筆名！ 

陳先生家庭美滿，事業有成，安享高壽，子女個個成材，造紙界出其門者不計其

數。「福祿壽三星拱照，桃李杏春風一家」，不就是陳先生的寫照嗎？（1003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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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百歲人瑞談光復前後 

何邦立（本會會員） 

因加入本會，得有機緣認識大川先生，他的《中國造紙術興衰史》，早已是兩岸經

典的造紙參考書。這位國寶級人瑞，平易近人，著作等身。 

猶憶 2017年 9月，大川先生在本會專題演講：「神秘的澄心堂紙」，會後擇日帶大

家赴故宮博物院，觀賞蔡襄的離都帖與澄心堂帖，使我們有機會看到千年前古物的盧

山真面目。次年，筆者為了撰寫光復前後的台灣造紙業，特赴陳府作一專訪，細聽他

如何與造紙結緣。 

大川先生國小四年級即對手工造紙發生興趣，後入重慶國立中央技藝專科學校第

一屆造紙科，畢業後入資源委員會所屬機械造紙廠任職。戰後奉派來台接收紙廠工

作，因此親歷二二八事件。光復前日本知道戰敗在即，在台發行千元大鈔，停止配

給，干擾糧食供需，造成通貨膨脹、米價飛騰，此與二二八事件關係密切。 

先生一生從事造紙工作，七次公費派赴歐美日十餘國「鑑習」，掌握新機器設備、

產品的新知。屆齡退後，仍義務主編出版紙業技術月刊達 14年，並以顧問名義從事造

紙活動，加入國際紙藝術家協會，一生典範，可謂「紙癡」。 

先生 1957年曾以「曉禾」為筆名，發表《五十年後寶島奇談》，這是台灣第一篇

科幻小說。年過期頤，仍出版《數術舊錄暨籌算土香》，先生用自己的紙筆，寫下了傳

奇的一生！（1007收件） 

 

傳承大川老師的造紙手工藝 

游素美（桃園楊明國小教師） 

2019年，我曾在科史會學刊第 24期寫過一篇「記我的偶像陳大川老師」，略表

對大川老師的敬佩。 

認識大川老師應該有六年了吧？大川老師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長者，更是後生晚輩

學習的典範。我試著將他的「造紙」手工藝，在國小傳承下去。去年在學校舉辦了四

至六年級手工造紙的活動，還特別商請同事撰寫文章刊登《國語日報》。今年，聽聞

三年級的老師，要帶領學生領略「造一張手工紙」，作為他們的創客課程，甚是高

興！2016年 5月 14日上午，大川老師在科史會舉辦的「樹火紙博物館」參觀活動中，

無私地為大家導覽解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也將秉持這種精神，傾全力協助同

事和學生們認識造紙工藝。 

「哲人日已遠，典範在夙昔。」大川老師的精神，會永存在我的心中。（1008收

件）  

 

敬悼笑容可掬的陳大川老師 

劉宗平（本會會員） 

2013年秋，我接下世新通識中心「中國科技史」課程。2015年 9月 7日，通識中

心詹小姐來信：「本校科普經典辦公室與科技部合作計畫案，爭取到講座經費，請問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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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是否有意願申請。」因與科技部合作，故講座須對外開放，並由民視全程錄影。 

2015年時，陳老師已 96歲，不知是否會來世新演講。沒想到，他竟然應允。時間

訂在 10 月 21 日（重陽節）上午 10 時，地點是「舍我樓」12 樓的 S1204 會議室，講

題「紙是怎樣傳遍到世界的」，內容是「紙從洛陽傳到羅馬」、「紙的種類」，也談「紙

筆墨的互動對中國書畫的影響」，並涉及「鈔票與紙的關係」。 

2011 年 6 月 23 日，我應邀參加「科學月刊」（科月）編委會，其後，參與「科學

史話」專欄組稿工作。陳老師是台灣造紙界耆宿，因而積極請他賜稿。2013 年 4 月，

陳老師寄來手寫稿〈限時專送用的木牘〉，該文刊登同年科月 8 月號。2014 年 10 月，

陳老師又寄來〈宣紙壽千年〉，刊登同年科月 12 月號。陳老師說，木牘須經破壞才能

看到兩夾板內面的文字，且兼具限時專送或宅急便的傳訊功能。又說，正宗宣紙不用

漂白水，而是用陽光與水產生的臭氧漂白。製程繁複，需經三、四個月，費事、費

時。 

陳老師能說能寫，字字珠璣。陳老師笑容可掬，福壽雙全，令人稱羨。（1008 收

件） 

 

超越一百‧生日快樂 

邱美華（本會會員） 

毛筆寫出的紅紙壽字，描上金邊的對聯，祝壽卡片和舞龍舞獅面具……裝進箱

子。明天例會大川老師的專題演講，會後要為老師祝壽。 

掛在這個位置好嗎？左邊移一些，哦！再往右邊移一些……長條桌需要擺在最佳

攝影位置。會長帶來兩位學生助理，增加了人手。會長特別繞去南門市場訂購的大壽

桃、小壽桃，帶動了濃濃的慶生氣氛。 

例會演講完畢，接下去是熱烈的 Q&A……現場與會者踴躍提問，大家沉浸在紙的

世界裡。再過一會兒，10分鐘後就要開始大川老師的百歲祝壽活動。長庚來的兩位學

生助理對我說抱歉，他們說：今天的場面盛大，他們怯場，無法表演舞龍舞獅。這臨

場的一刻找誰能上場？我心急望向四周，邀請兩位帥哥來客串，陳文華和曲輔良戴上

舞獅面具，生動活潑地將「大川愛紙‧紙愛大川」的對聯，獻給一生都獻身造紙世界

的壽星陳大川老師。 

2019年 3月 9日的這場例會演講，老師堅定的眼神，似乎透露著他還要完成更大

的目標。果然同年 9月 21日，我們又為他舉辦《結緣造紙九十年》新書發表活動。 

大川先生勤學，又好奇；超越一百，是無限，是自由揮灑。（1010收件） 

 

我所記得的陳大川先生 

洪萬生（師大數學系退休教授） 

老友張之傑兄要我寫幾個字，聊以紀念陳大川先生。我早已忘掉何時與他見第一

次面了。手邊又缺乏舊遊資料（存放舊居），也無從查證，因此，僅能就模糊的記憶，

拼湊他給我的第一印象。 

我記得第一次約他見面，應該是由我寫信邀請，時間地點都忘記了。當陳勝崑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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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世時，總是相當熱情地透過各種形式（主要是書信聯絡），到處結交科學史同好。

有時候他太忙，就由我代勞。陳大川先生與我們幾位科學史老友初見面時，馬上贈送

他的研究著作與紙張樣本。我覺得當年他一定也是知音難覓，一有機會見到科學史同

好，就顯露一見如故的熱情。但是，他的談吐也很容易讓人感受他的溫文儒雅。 

總之，由於科學史的「牽線」，我與陳大川先生有難得的認識機緣。記憶雖然模

糊，但是，他留給我的第一印象，卻永遠無法忘懷。（1011收件） 

 

緬懷大川先生 

魯經邦（本會會員） 

1977 年暑假期間正在準備研究所入學，蒙師丈韋政通教授介紹與引見，認識了師

大郭正昭教授，當時郭教授正大力鼓吹中國科學史的研究，召集了一批在各領域的學

者與學生，定期舉行非正式的讀書會，其中有固定參加的成員（包括洪萬生教授、蔡

仁堅兄、陳勝昆醫師、劉昭民先生及筆者等），也有應郭老師邀請不定期參加座談的

專家，筆者第一次約在 1978 年見到大川先生就是在郭老師寓所，聆聽他談中國造紙的

發展史。 

後來與大川先生見面都是在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學術研討會及中華科技史學會例

會。大川先生話不多，總面帶微笑，神色從容，就是一位優雅可親的長者；但只要發

表論文或交流發言，總能侃侃而談，言之有物，而且除了造紙的歷史與專業外，他對

其他領域的學問也多所涉獵，博學多聞。記得 2006 年內子在台北市圖道藩分館服務，

曾邀張之傑兄演講西藏文學，會後交流時大川先生也能提出許多精闢的見解與看法，

令人印象深刻。 

大川先生一直都擁有健康的身體，逾九十高齡時猶能不拄拐杖自行搭捷運來參加

聚會，令人欽羨。他博學多聞，言行中也表現出高度的智慧，雖因專業不同和他沒有

太多個別的交流，但打心裡對他高度敬佩，在我心目中，他永遠是一個智者的典範。

（1011收件） 

 

效法陳老師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劉昭民（本會會員） 

我們景仰的科學史前輩陳大川老師於 9月 28日往生，享年 104歲。他在兩岸造紙

界地位崇高，無人能出其右。我和陳老師結緣近 50年，遽聞他不辭而別，頗感震驚和

不捨。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日人次第遣返。三十五年派遣大批各方面專家學者

來台，接受日人所留下的機關學校，陳老師就是其中之一。陳老師來台後，先後任職

大肚紙廠、新營紙廠、羅東紙廠、中興紙廠、士林紙廠、小港紙廠，退休後策劃樹火

紙博物館、主編造紙雜誌十餘年。 

民國七十一年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成立，不知何故遺漏了陳大川和李學勇兩

位科學史耆宿，直到民國八十八年經某委員推薦，兩位大老才成為委員，除了彌補遺

珠之憾，也為該委員會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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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師著作甚多，專書有《中國造紙術盛衰史》、《紙素材與現代紙藝》、《紙、

紙、帋——造紙史周邊》、《台灣紙業發展史》、《紙由洛陽到羅馬》、《結緣造紙九十

年》等多種，另有文章數百篇。陳老師 103歲時猶著成《數術舊錄暨籌算土香》，這種

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尤其值得後生晚輩效法。（1025收件） 

 

說紙話秋——憶 2014年秋訪大川老師 

洪璦（本會會員） 

秋日細雨霏霏，寒意微微，遙想那一年，告別猶如再見… 

「秋末午時微陽葉落的街道，帶著平和微笑不疾不徐步下車門的陳大川老師，準

時到達相約的地點，展開輕鬆的訪談時光...」2014年因採訪 95歲高齡的陳大川老師，

特別約在建國南路近市圖總館的某咖啡廳，這是當時記錄訪談的心情。 

記得每月列會遇到老師與師母及陳大姐，雖沒特別談聊僅點頭問候，但在那次的

訪談中，算是跟大川老師說最多話的一次。 

我們用文化記錄看人生風景的角度，談他剛出版的新書《紙由洛陽到羅馬》，談過

往押運印刷機器從重慶到台灣的漂流記，談他年少與世事變遷，還談養生之道及快樂

創作。老師就像 google，是一本百科全書有取不盡的知識。他總是輕鬆談笑，老師

說：「人生不難，最難為的是人事…」一切順乎自然，無論世事多變無常要轉換心境，

堅定意志心念不移，平心靜氣看世界的變化。 

訪談結束陪老師走回建國市圖總館，看著午後葉落的街道，老師兩手放於背後腰

間的身影，想著老師與紙的傳奇歲月，老師的哲學思維，深深影響著我在未來的日

子。 

時序來到了 2022年，同樣的秋日依舊的雨，哲人已遠，老師勵志的言語猶在耳

邊… 

（1028收件） 

 

懷念大川老師——百歲求真治學的身影 

孫郁興（本會會員） 

12年前（2010年 10月）大川老師第一次到學會演講，講述「一個大航海初期的

地球儀」，敬佩他以 92高齡對相關科技史研究的執著精神。隔月 11月當我演講「中國

少數民族天文曆法的差異」時，大川老師協同夫人一同參加，會後討論時熱烈參與討

論，提出多方看法及思緒，感受到大川老師那一份求真治學的身影。 

其後我的例會演講，如 2013年 12月的「談論東醫寶鑑中的針灸術與脈訣」，大川

老師對東醫寶鑑的術訣也是興致勃勃，謂禮失而求諸野，東醫寶鑑記載的穴道數目竟

然比中原醫典還多。2014年 12月的「中華陶瓷科技的發展」，歷數數千年間中華陶瓷

技法的發展，大川老師亦親臨討論並談論其自製陶瓷的經驗。2016年 6月的「中國古

代的計日計月與計時」，2017年 7月的「四元玉鑑探微」，2018年 6月的「中國古代

的發明與發現」，2019年 7月的「東嶽泰山刻石」等，大川老師每一講次皆與會，由家

人陪伴到會場，並侃侃而談參與討論，可說是學會最年長、最認真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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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年 3月，大川老師蒞會演講「結緣造紙九十年」，歷數長達 90年的人生造紙

歷程，長達 90年的造紙經歷，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9月，學會為大川老師盛大

舉辦「結緣造紙九十年新書發表會」——圓滿的百歲人生歲月！（1031收件） 

 

 

嚮用五福 

楊龢之（本會會員） 

乍聞大川公仙去，一時為之愕然。以其身體及精神狀況，很難令人相信就這麼飄

然而去了。自古以來，芸芸眾生皆避不開生老病死的週期，那麼大川公的生命走到終

點，當然也是必然的。 

比較特殊的是，我想到三千多年前箕子的看法。 

《尚書・洪範》在列舉為政應有的基本規範、態度、方法、權力運用等等之外，

最後特別提到完滿的人生境界：「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 

這五項說起來容易，但在恆河沙數的人類生命裏，能都及格的畢竟是少數中的極

少數。不必一一細數，但凡認識大川公者，大概沒有不同意的。 

這就是圓滿。（1031收件） 

 

悼念陳大川先生 

劉廣定(臺大名譽教授) 

素來敬仰的陳大川先生今年 9月 28日以 104歲之遐齡回返天國，留給塵世中的後

學無限哀思。 

陳先生民國 30年畢業於四川的國立中央技專造紙科，在內地紙廠工作數年後，民

國 35年奉派來台，先後服務於大肚紙廠與小港紙廠，直到退休。其間曾多次到先進國

家考察、見習新式設備與了解新型產品，故具有充足的紙業實務經驗與現代知識。民

國 72年退休後仍義務主編《紙業技術月刊》及擔任樹火紀念博物館顧問多年，出外旅

遊時也常注意一些地區的傳統造紙法。 

他不但長期堅守專業崗位，並投入研究、考證造紙發展史。著有《中國造紙術盛

衰史》（1979），《造紙史周邊》（1998），《台灣紙業發展史》（2004）與《紙由

洛陽到羅馬》（2014），以及期頤大壽時撰成之《結緣造紙九十年》（2019）。陳先

生著作之特點是平實有據，力求完備，無特殊意識形態或批評，是多數近代中國造紙

史書所不如。 

更令人欽佩的是陳先生為業餘水墨畫家，也是紙藝專家。曾參加過國際展，也開

過個人作品展，1988年著有《紙素材與現代紙藝》一書，是臺北市立美術館出版的

「美術叢書」第 4冊。晚年更從事數術研究，於 103歲時完成近百頁之手稿《數術舊

錄暨籌算土香》一冊。 

陳先生的學識才藝，少人能及。為人沖謙和藹，又善導後學。雖享高壽安詳逝

去，仍令人悼念不已。（1031收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