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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同在一起 

大川老師參與學會活動的點點滴滴 

邱韻如 

中華科技史學會理事長 

 

圖一、《數術舊錄暨籌算土香》新書表會（2022/1/8） 

 

圖二、大川老師《結緣造紙九十年》新書發表會（2019/9/21） 

 

圖三、大川老師演講「結緣造紙九十年」暨慶百歲壽辰（2019/3/9）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7 期（2022 年 12 月） 

152 

 

圖四、慶賀百歲壽辰之「大川愛紙，紙愛大川」（2019/3/9） 

 

一、前言：回顧相處時光，點滴在心頭 

    大川老師於 2000 年 4 月加入本會時已超過八十歲，積極參與例會、演講及撰寫學

刊論文。我個人是 2011 年元月加入學會，當時大川老師已逾 90 高齡。大川老師活力

十足，每次來參加例會，都有家人陪伴同行，大多時候是師母，有時候是女兒及其他

家人。2015 年 3 月我擔任會長後，敦請大川老師擔綱主角的活動有： 

 2015/9/19 例會演講：陳大川老師主講「『世界唯一』的中國墨寶史話」 

 2016/5/14 活動導覽：樹火紙博物館參訪。 

 2017/9/16 例會演講：陳大川老師主講「神秘的澄心堂紙」。 

 2018/2/9 活動導覽：故宮澄心堂紙參訪。 

 2019/3/9 例會演講：陳大川老師講「結緣造紙九十年」暨慶百歲壽辰。 

 2019/9/21 新書發表會：陳大川老師《結緣造紙九十年》。 

 2021/4/10 新書介紹：陳大川老師《數術舊錄暨籌算土香》手稿本。 

 2022/1/8 新書發表會：陳大川老師《數術舊錄暨籌算土香》。 

(一) 國寶講墨寶，帶來許多寶 

    2015 年 9 月，96 歲陳大川老師講「『世界唯一』的中國墨寶史話」。老師帶了他

所珍藏的許多硯台及明朝製墨大家程君房所製「製墨圖套墨」一盒八錠等等墨寶[1]，

讓我們大開眼界。 

    2016 年 5 月，在樹火紙博物館二樓參訪及 DIY 造紙後，在一樓等待造紙烘乾期

間，大川老師演示用竹簾抄紙，滔滔不絕從背後牆上的「紙漿畫」講到各種紙事，越

講越嗨。一個多小時後，一旁的師母只好一直催促喊說，講太久該休息了，意猶未盡

的大川和我們，只好「草草」結束。[2] 

    2017 年 3 月，大川老師帶了他所寫的《景教與八仙》請益稿贈送給會員，從大秦

景教流行中國碑，探討到呂洞賓與景教的關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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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9 月，例會演講由大川老師擔綱，介紹「澄心堂紙」，還帶來珍貴的書籍及

各種紙張。演講時老師說，他沒有看過真的澄心堂紙，但知道故宮有收藏，什麼時候

有展出，一定要告訴他。果然在隔年，會員有台發現故宮正在展出澄心堂紙，我們立

即籌劃參訪活動(2018/2/9)，邀請大川老師當導覽。當天上午，共 14 位會員會友依約聚

集在「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裡的「第四單元」「乾隆品牌」

牌子旁的澄心堂紙旁，聽也是第一次親眼看到澄心堂紙的大川老師娓娓講解。然後我

們又看了「天衣無縫」的側理紙，以及二樓的「宋代花箋展」。事後，大川老師在臉書

上發表了二篇短文：〈糢視澄心堂紙〉與〈談王羲之與乾隆的側理紙〉。 

(二) 大川愛紙，紙愛大川 

    2019 年 3 月，學會幫大川老師辦《結緣造紙九十年》新書發表會[4]，大川老師準

備了毛筆和宣紙，讓大家簽名，對於 N 年沒有執起毛筆寫字的我們，個個戰戰兢兢也

倍感新鮮。當天我們準備兩個大壽桃，幫老師慶百歲壽辰，會員美華設計了「大川愛

紙，紙愛大川」的舞獅，令人難忘（圖四）。 

(三) 大川小河，科幻先驅 

    2019 年，透過顧振輝博士的研究，得知大川老師在 1957 年以曉禾（與「小河」同

音）為筆名，寫過一篇科幻小說《五十年後寶島奇談》[5]，小說裡所預測的寶島想像

如今大多已實現。顧博士在他的文章中詳述了尋找到此篇文章作者及訪談的過程[6]，

顧博士透過學會會訊上的出席記錄，先找到大川夫人黃清涔女士，繼而找到曉禾(小河)

本尊，並讓大家得知大川還是台灣科幻先驅呀。 

二、好奇不斷，好學不懈 

    我和大川老師的聯繫都是透過臉書。老師在 2016 年的 24 節氣同時進行了兩個實

驗，一是記錄太陽的位置，一是正午的日影。前者畫成 8 字，後者則成了小蘋果。長

達一年的實驗，97 歲的老先生的精神與毅力，讓人敬佩！ 

(一) 太陽 8 字 

    老師花了一年時間，在他家廁所做記錄，畫出了太陽 8 字([7], 頁 27-30)。之前他

就透過臉書問我，8 字的交會點應該是什麼日子，我查到這叫「日行跡圖」，並趕忙請

教天文專家，找到答案。[8] 

(二) 解開小蘋果之謎 

    老師在臉書公布了他所做了一年實驗的太極圖紀錄，在每個節氣正午，記錄竿影

的長度，結果畫出來是「小蘋果」。他透過臉書問我為什麼不是太極而是小蘋果，可把

我問倒了，沒想到會員文華竟然找到問題的關鍵，讓小蘋果變回太極了。大川老師在

把小蘋果轉成太極後，繼續研究，在 2021 年畫出了雙層太極圖。([7], 頁 31-3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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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壁上光環之謎 

   2015 年 10 月，老師在他的「碎紙樓」 FB 社團問我一個問題：傍晚太陽照到他

家的擺架上的塑膠圓柱形零件上，竟然出現圓環形的影子(圖五 a)，是怎麼回事。像丈

二金剛摸不著頭緒的我，詳細詢問了一些細節以及提供幾個測試的實驗，老師也傳了

他家擺架的相關照片來回討論，正當準備找個「夕陽無限好」的黃昏時分，親自去老

師家做實驗之際，老師的兒子念生大哥傳來一個他們現場實驗的小影片[9]，圓環之謎

終於破解。以下是老師在「碎紙樓」 FB 社團的兩則記錄： 

壁上光環 (「碎紙樓」 2015/10/15) 

前天請敎邱韻如光環成因，昨日落同樣時間攝成下像，說明如下：(1)現場，窗外

來落日射擺錘㓰沙器及壁上環影(見圖五 a)。(2)沙器上紙管，內徑 20mm，長

87mm，管為保存擺錘用，管內有凸起小條紋，使錘保持不滑出，紙管厚約 3mm，

凸起高約 1mm，內無反光(見圖五 b)，此凸起條紋是否與光環數層有関係？(3)光缐

穿過紙管內部近攝。斜陽光射過擺器後 5 分鈡上下即不現光環。物理上有針孔攝

影，此可稱為小管孔投影嗎？ 

壁上光環出在紙管表面 (「碎紙樓」 2015/10/22) 

一星期來都在實驗光環由何處來，從光源、強光、弱光、落日時間、角度、紙管

與光環距離、紙管放置角度、紙管洞孔內部、紙管四週的金屬反光⋯⋯。結果，被

紙管的表面＂耍＂了，原來是它。我用紙遮住全身紙管、半封管口、全封管口，

都比較不出各種差異的理由，意料之外，紙管上半部表面受光部份，卻使壁上出

現半圓形光環，如圖。查看管面光滑度，雖然只有中上級銅版紙的光滑，卻仍能

對強光產生光環，問題解決了一大半，可喜可賀。另一小半是，為什麼強光（己

知光弱不行)射圓反光管表面、㑹發生許多一圈一圈的小光環靠在一起？ 

 
圖五、「壁上光環」（2015/10） (「碎紙樓」FB 社團) 

壁上光環之謎破解後，念生大哥在留言處寫道： 

這個迷被戳破就不值錢了。下圖用雷射光照管子表面，反射光在牆壁上形成弧形

光影，換成太陽光就會形成光圈，管子表面不同部位形成不同直徑的光圈，因此

一堆人被九十幾歲的老頭耍得團團轉！(念生大哥的實驗影片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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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家一起來鑽數學 

2019 年近年底，《結緣造紙九十年》新書發表會之後，老師不慎跌倒腿骨開刀，又

遇新冠肺炎盛行，被迫「關」在家裡的他把三四十年來累積搜集關於「數術」的資料

彙集成冊，並於 2021/4/10 例會當天，坐著輪椅親自帶來贈送給會員。 

原本會友小葉說要把老師的手寫字和手工繪圖轉換成電腦字及以電腦重新繪圖，

但實際上並未如想像中的容易。另一方面，老師很高興我們要幫他編輯出版，還多傳

了幾份資料來。大川老師這本書的深度及豐富度，遠超過我的預期。最後採用數位修

復之掃描版，一一箋註。由於原影印版本不夠清晰，為了辨識某些文字，只得認真研

讀八卦、二十八宿與天象、讀佛經進一步認識十二生肖、各種魔方陣、紫微斗數、籌

算、算數書等等。老師把我為該書寫的并言標題改成「一起來鑽數學」，完稿後申請國

家圖書館的 ISBN 正式出版《數術舊錄暨籌算土香》[6][7]，除了贈送給會員之外，也

將該書的電腦版上傳到本會的官網 (請點選「叢刊」，免費下載)。這本書出版後，老師

跟我說，他還有進一步的「數術」相關研究要整理發表呢。 

三、結語：永遠的老玩童 

2022 年 10 月 15 日(六)上午 10 點，共十位會員參加大川老師的追思禮拜。常陪伴

來參加例會的女兒波美姊以「永遠的老玩童」介紹老師觀察記錄太陽日行跡的實驗、

參與學會的活動、以及細數大川老師的許多畫作。念生大哥則提及如下： 

父親 80 歲以後，不論智力、體力都沒有衰退，平日仍是讀讀寫寫，外界活動除了

定期到教會、紙博走動外，新增參與中華科技史學會每月例會，從這裏接觸到古

代天文、地理、曆法、數理等，讓平日生活與研讀又擴展了新的空間。 

我們很開心中華科技史學會能增添大川老師更多學習的空間，更感謝大川老師帶

給我們更多學習的廣度、深度以及活到老學到老的榜樣。大川老師是一位讓我們變年

輕的老友，我們永遠記得當我們同在一起的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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