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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立輔仁大學理工學院數學系 

系史 

 

﹙一﹚簡史 

 

     輔仁大學理學院﹙理工學院在民國七十一年前的稱謂﹚數學系成立於五十

二年八月，當年夏天參加聯招。那時候有些國立大學——如清大、交大——都還

沒有設立數學系，加上大家對天主教大學有一份期許與好奇心吧， 先幾屆招進

來的學生幾乎都是前幾個志願考取的，素質不錯。 

     數學系首任系主任是李士嘉神父﹙Fr. Richartz, 聖言會，德國 Mü nster 大

學哲學博士﹚，第二年由白恒光修女﹙Sr. Ambrosia, 聖神會，維也納大學一九五

九年數學博士﹚擔任。民國五十七年間白修女赴美教學一年，系主任職由李士嘉

神父與潘壽山神父﹙耶穌會，美國 St. Louis 大學數學博士﹚暫代。 

     六十年輔仁大學成立夜間部，其中有數學系，白修女兼該系系主任。 

     六十二年數學系經教育部核准，分設純數學組與應用數學組，並增設數學

研究所碩士班。白修女兼數學研究所所長，直到六十九年所長方由何清人教授﹙美

國 Fordham 大學數學博士﹚接任。 

     白修女的專長是代數學。她教學非常認真，課多，公務又繁忙，多年下來

的身心透支使她逐漸不耐台灣的潮濕氣候，而引發氣喘病來。雖然白修女尋醫治

療過，但效果不彰，這樣就不適宜教學了，於是在七十二年一月她返回維也納。 

     白修女離開後由何清人教授接任系主任兼所長。何教授在七十二年八月休

假赴美一年。系主任由顏一清教授﹙七十二年八月——七十八年七月﹚接任，所

長由林清河教授暫代一年。從七十八年八月系主任再由何清人教授擔任直至八十

四年七月；所長則由何清人教授﹙七十三年八月——七十八年七月﹚、林清河教

授﹙七十八年八月——八十二年七 月﹚、張康教授﹙八十二年八月——八十四年

七月﹚繼任下來。 

     八十四年八月起為響應教育部系所合一政策，數學系及數學研究所合併為

一個行政單位，以便整合各項資源，為數學系的發展創新。張康教授為合併後的

首任系主任﹙八十四年八月——八十五年七月﹚。第二年張康教授被選任理工學

院﹙七十一年後理學院的稱謂﹚院長。系主任便由楊南屏副教授﹙八十五年八

月——八十八年七月﹚、蕭鴻銘副教授﹙八十八年八月——九十一年七月﹚、張茂

盛副教授﹙九十一年八月——    ﹚相繼接任。 

     歷任數學系所主管經營的主旨是：數學系學士班的教學目標為引導學生了

解數學的基本理論，訓練他們的思考、分析、推理、判斷與表達能力及創新意識；

對碩士班則積極吸收國內對數學有興趣、有潛力的優秀人才，提供他們繼續深造

的機會，並為國家培養科技研究人才以及提升國內數學教育所需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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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年來輔大數學系對外舉辦的大型活動有：七十四年十二月的「第七屆全

國大學數學系運動會」、七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的「中華民國數學會

年會暨數學研討會」、八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的「第十三屆全國大學

數學系運動會」、八十六年五月二日開的「數值分析教學觀摩研討會」、八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三十日的「第十九屆全國大學數學系運動會」、八十八

年十二月十日至十二日舉行的「數學學術研討會暨中華民國數學會年會並慶祝輔

仁大學創校七十週年校慶」以及九十一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的「第四屆中菲

非線性數學研討會」。 

     這些體育性及學術性活動都在歷任系所主管的主持與各位老師及助教們的

配合與協助下順利完成。 

 

﹙二﹚系址 

 

     數學系的系址在民國五十四年以前借用外語大樓三樓兩間辦公室。五十四

年春「耕莘樓」新建落成。數學系分配到三樓右翼始具規模，除教室外還有系主

任、教授、助教等辦公室以及會議室。 

     後來「耕莘樓」右翼增建四樓，供電子工程系使用。八十六年該系搬遷到

新建完成的「聖言樓」，留下的辦公室與教室便由數學系接用了。 

 

﹙三﹚課程 

 

     數學系課程有部定、校定與系定三種。起初幾年畢業學分數是一百四十二

學分﹙女生一百四十六學分﹚。後來課程內容因時間變遷及當時需要而有所改變。

新近的畢業學分數已改為一百三十二學分。 

     初的必修課程內容是： 

          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國文﹙4—4﹚ 

英文﹙4—4﹚ 

英語會話﹙1—1﹚ 

英語聽力﹙0—0﹚ 

微積分﹙4—4﹚ 

數學導論﹙2—2﹚ 

立體解析幾何﹙2—2﹚ 

普通物理學﹙3—3﹚ 

普通物理實驗﹙1—1﹚ 

體育﹙0—0﹚ 

軍訓﹙0—0﹚ 

女範教育﹙1—1﹚ 

高等微積分﹙4—4﹚ 

高等幾何﹙2—2﹚ 

高等代數﹙3—3﹚ 

微分方程式﹙2—2﹚ 

德文﹙I﹚﹙3—3﹚ 

人生哲學﹙2—2﹚ 

中國通史﹙2—2﹚ 

體育﹙0—0﹚ 

軍訓﹙0—0﹚ 

女範教育﹙1—1﹚ 

英語會話﹙1—1﹚ 

英語聽力﹙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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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學 年            第 四 學 年 

複變函數論﹙3—3﹚ 

數理統計﹙3—3﹚ 

拓樸學﹙3—3﹚ 

理論力學﹙3—3﹚ 

德文﹙II﹚﹙3—3﹚ 

國父思想﹙2—2﹚ 

體育﹙0—0﹚ 

軍訓﹙0—0﹚ 

理則學﹙2—2﹚ 

微分幾何學﹙3—3﹚ 

近世代數﹙3—3﹚ 

體育﹙0—0﹚ 

軍訓﹙0—0﹚ 

 

      「數學導論」、「立體解析幾何」是系定的課。前者是要給學生集合及數學

邏輯等概念；後者是增強學生的立體觀念，這個課程六年後取消了。「人生哲學」、

「女範教育﹙女﹚」、「英語會話」、「英語聽力」及「德文﹙II﹚」是校定的課。「人

生哲學」由神父教導，「女範教育」由修女執教。這是輔仁大學的教養課程。「德

文﹙II﹚」是聖言會所強調的課程。其他的課程都是部定的。 

     六十年代「高等微積分」、「微分方程」與「複變函數論」三個課程被部定

的課程「理論解析」﹙3—3﹚與「應用解析」﹙4—4﹚所取代，實施幾年後又改回

原來的三個課程。 

     六十六學年度開始設立「電腦語言」與「程式設計」的課程。從此以後，

電腦課程隨其研發的進步而逐漸加強。八十年代開始增設「通識教育」等課程，

並隨時注意資訊與電腦的運用與發展而配合調整或因其他因素而增減相關課

程，畢業學分數於是逐漸調整為一百三十二學分。 

     數學研究所的課程必修課有「實變函數論」﹙3—3﹚、「數學論文研討 I, II, III, 

IV」各為 1 學分及「碩士論文」﹙6﹚。選修課程分為﹙1﹚理論數學，﹙2﹚計算數

學及﹙3﹚機率統計三部門。內容則因師資的陣容而有所變動。畢業學分數為三

十四學分。 

 

﹙四﹚教職員工 

 

     民國四十年代以前在台灣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稀少，能夠從事大學教育的人

更是缺乏。 

     五十三年時數學系的專任老師只有白恒光修女﹙教數學導論及代數課程﹚

與顏一清講師﹙台大理學士，曾任成大講師，教立體解析幾何、微積分、微分方

程及微分幾何﹚。五十四年度增加一位潘壽山神父﹙教微積分、統計學、拓樸學﹚。

當時理學院除數學系外還有物理系、化學系、生物系與家政系。這些系的數學課

程全由數學系負責，所以師資很是缺乏。因此便聘請一些兼任老師。資深的有師

大的范傳坡教授與羅方樺教授及北醫的陳玄德教授。陳老師教微積分、數理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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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線性規劃、作業研究等課程，由五十四年教到七十四年，當年他因肺癌在十

月過世。 

     兼任老師又借重於中原理工學院的張振能、徐積友老師與台大的姚景星老

師及一些台大的年輕老師們：洪成完、吳貴美、胡慶璇、林一鵬、李必信、李照

男、張瑞吉、劉虎城、林哲三、黃漢水﹙五十八年畢業的系友﹚、李永清與熊璩

老師等。其他兼過課的還有駱國泉、游弘毅、謝世明、張壽彭、何美育﹙五十九

年畢業的系友﹚老師等。 

     到了六十年代，留美學人逐漸回國，這才比較容易請到專任老師。即使如

此，白修女在乎應徵老師們的人品，都會跟他們面談後才決定是否聘請，因為她

希望新舊同事們能夠相處愉快。也如她所期盼的，數學系同仁經常利用中午時間

聚在會議室裡餐敘，彼此間感情不錯。 

     這個時候開始有系友回校教學了。兼課多年的系友有蕭勝彥﹙五十六年畢

業，中央大學教授﹚、周章﹙五十七年畢業，交大數學博士，銘傳大學專任﹚與

周文賢﹙六十三年畢業，中央研究院研究員﹚。他們等於替母系儘了一份心力。 

     過後開的一些特別課程聘請來的老師往往教的是他們的專業知識，如教「商

用數學」、「保險數學」的朱瑞雲老師便是保險公司的精算師。 

 

     歷年來數學系的專任老師如下： 

姓  名  職  稱  執教期間      高 學 歷    專   長    備   註 

李嘉士 教授 52/8—53/6 德國 Münster 大學哲學博

士 

主修數學、物

理。專研光學，

出多篇專題論文

第一任系主任 

曾任北平輔大

數學系主任 

57 年末回德 

71 年在德國 

Lindau 去世 

白恒光 教授 53/8—72/1 維也納大學數學博士 代數、數論 72 年 1 月 回維

也納﹙註 1﹚ 

顏一清 講師 

副教授 

教授 

53/8—57/7 

57/8—60/7 

60/8—88/7 

台大理學士 幾何學、數學史 88 年 7 月 退休 

﹙註 2﹚ 

潘壽山 

 

 

教授 54/8—60/7 美國 St. Louis 大學 

數學博士 

統計學、拓樸學 60 年夏赴美 

71 年病故   

﹙註 3﹚ 

馬鴻玉 講師 

副教授 

60/8—63/7 

63/8— 

台大數學碩士 高微、微積分、

拓樸學 

 

楊翠華 講師 

 

60/8—62/7 師大數學系畢業、交大講

師 

高微 62 年夏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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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正清 講師 60/8—61/7 美國 Illinois 大學數學碩士 分析 56 年系友，61

年夏因病離職 

徐積友 副教授 62/8—88/1 美國 Missouri 大學數學碩

士 

代數學、應用代

數、線性代數 

88 年 1 月退休 

﹙註 4﹚ 

徐繼玲 副教授 62/8—64/7 美國 Syracuse 大學數學博

士 

分析 57 年系友 

64 年 7 月辭職

回加拿大 

林文雄 副教授 62/8—66/7 美國 Northwestern 大學數

學博士 

代數拓樸學 57 年系友 

66 年 8 月轉任

清大 

葉遷輝 講師 

副教授 

64/8—68/7 

68/8— 

台大數學碩士 代數、離散數學

、作業研究 

58 年系友 

高三笠 講師 64/8—68/7 輔大數學碩士 代數 61 年系友 

68 年夏赴美 

何清人 副教授 

教授 

65/8—68/7 

68/8— 

美國 Fordham 大學 

數學博士 

泛函分析 

調和分析 

﹙註 5﹚ 

林正英 副教授 65/8—66/7 美國 Brown 大學 

數學博士 

分析、微方 66 年 8 月轉任

清大後赴美 

黎怡杭 

 

副教授 65/8—66/7 美國 John Hopkins 大學  

數學博士 

分析 59 年系友 

66 年夏返美 

安仲明 

 

副教授 66/2—66/7 美國賓州大學 

數學博士 

數論 66 年夏返美 

﹙註 6﹚ 

張  康 

 

講師 

副教授 

教授 

66/8—69/7 

69/8—72/7 

72/8— 

美國德州大學 

Austin 分校數學博士 

數值分析 

數值線性代數 

61 年系友 

﹙註 7﹚ 

陳迺懋 副教授 67/8—71/7 美國 N.Y.U 數學博士 微分方程 71 年夏返美 

高紹頤 副教授 67/8—71/7 美國 Oklahoma 大學 

數學博士 

分析 57 年系友 

71 年夏返美 

呂德根 講師 67/8—69/7 輔大數學碩士 代數 65 年﹙研﹚畢 

69/8 轉任陸軍官校 

黃文祥 講師 68/8— 淡江大學數學碩士 統計學 65 年系友 

陳忠貴 副教授 69/2—73/7 美國愛達非大學 

數學博士 

組合論 73 年夏赴美 

 

俞勇 講師 69/8—71/7 輔大數學碩士 代數 輔夜 67 年畢 

71 年夏留美   

回國後在成大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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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河 副教授 

教授 

71/8—74/7 

74/8—82/7 

美國 Minnesota 大學 

數學博士 

微分方程 輔夜 65 年畢 

82 年 8 月轉任

崇佑企專校長 

﹙註 8﹚ 

林仙芝 講師 71/8—72/7 清華大學資訊碩士 電腦分析 68 年系友 

72 年夏赴美 

張鈺釧 講師 72/8—74/7 輔大數學碩士 分析 70 年系友 

74 年留美，得 

UCLA 博士 

李樹政 講師 72/8— 輔大數學碩士 調和分析、 

代數論 

68 年系友 

張茂盛 講師 

副教授 

73/8—88/7 

88/8— 

中央大學數學博士 常微方、偏微方 69 年系友 

林宏彥 講師 73/8—79/7 中央大學數學碩士 資訊科學、 

微分方程 

69 年系友 

79 年 8 月轉任

資工系 

佟家驥 教授 77/8—78/1 美國大學數學博士 幾何學 休假回國講學

半年 

高文芳 副教授 77/8—78/7 Brandeis 大學物理博士 數學物理 78/8 轉任交大 

陳思勉 副教授 79/8— 美國 Maryland 大學 

數學博士 

統計推論、 

工業統計 

輔夜 71 年畢 

邱文齡 副教授 80/8— 美國 Illinois 大學 

Chicago 分校數學博士 

隨機過程與分佈

理論、泛函分析

71 年系友 

蕭鴻銘 副教授 82/8— 美國 Ohio 大學數學博士 離散數學、圖論  

楊南屏 副教授 83/8— 美國 Oregon 大學數學博士 近似理論、 

泛函分析 

69 年系友 

謝忠村 助理教授 87/8— 清大數學博士 常微方  

葉乃實 助理教授 87/8— 美國 Wisconsin 大學 

Madison 分校數學博士 

流力、應數 76 年系友 

郭仲成 教授 88/8— 清大數學博士 非線性分析 

算子理論 

輔夜 75 年畢

82/8—88/7 在夜

間部專任，88/8

轉日間部專任 

李安莉 助理教授 88/8— 清大數學博士 數論  

 

註： 

﹙1﹚ 白恒光修女教代數學教得既好又嚴，常常下課前測驗十分鐘，看看學生們

有沒有專心聽講。她的考試題目很活。學生們為了要過她的科目很用功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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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也花許多時間。過後有些學生留學回來渡假，問他們書唸得怎樣？他

們回答說代數讀得很輕鬆，因為白修女給他們紮實的代數學基礎。她擔任

了十八年半的系主任，為輔大數學系貢獻良多，數學系的分組、碩士班、

及夜間部數學系全是在她手上成立的。 

          回維也納後白修女的氣喘病逐漸好轉。她改學電腦，在維也納一家天

主教整形外科醫院做電腦管理工作十五年，後來退休到維也納郊外

Stockerau 地方一家聖神會修女院，在那兒管財務方面的事。 

﹙2﹚ 顏一清在四十五年台大數學系畢業後回故鄉台南市，在那裡的成大當助

教，後升講師。五十二年夏天她辭掉成大的工作來北，先在台大做兼任講

師，五十三年經由台大許振榮教授介紹到輔大專任，一直到八十八年七月

退休為止。 

﹙3﹚ 潘壽山神父與美國淵源頗深。他在三十五年讀北平輔大，三十八年轉學至

美國 St. Louis 大學數學系，在那裡得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48 年﹚，也

曾經在台大數學系當專任副教授兩年﹙50/8—52/7﹚。五十四年至六十年間

他在輔大任教，在法商學院他教的數學份量很重。潘神父著有微積分三種

版本的書、線性規劃、統計學、Decision Theory 的入門書及多篇論文。六

十年潘神父赴美教書，後來養病，於六十九年八月二日病故於 Milwaukee。 

﹙4﹚ 徐積友早在五十三年九月便在輔大兼課，專職在中原理工學院﹙當時的稱

呼﹚。六十二年八月轉來輔大專任，直到八十八年一月退休為止。 

﹙5﹚ 何清人來任教後受兩任院長郝思漢神父與柏殿宏神父還有白修女的器

重，前後擔任了數學研究所所長、數學系系主任和首任資工系系主任。他

不負大家的期許，在教務工作上發揮長才，在教學上也很出色。 

﹙6﹚ 安仲明曾經執教於美國大學，他趁一年的休假期間回台，在輔大數學系教

了半年，可在學生口中他是「絕佳老師。」 

﹙7﹚ 張康思路敏捷，人又幹練，有學術成就外在系主任﹙84/8—85/7﹚、院長任

內﹙85/8—91/7﹚對母系貢獻頗多，如建立寬敞的系圖書室，制定各種制

度，並為系的發展及清寒學生的資助而募款等。 

﹙8﹚ 林清河在八十二年八月受聘為崇佑企專校長，八十八年得傑出校友獎，八

十九年八月轉任德明技術學院院長，九十年九月二日病逝，享年五十四。 

 

     研究所的課程除了系裡的老師外尚請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的陳明博、杜

寶生、余文卿、周金鳳、周文賢等諸位先生及蕭勝彥、李天佑、許玉生等教授來

開課，以便增加課程內容的活躍性。 

     數學系的第一位助教是師範大學畢業的薛昭雄﹙52/8—57/7﹚，他處理系務

外也耐心指導學生。過後他出國讀書，拿到學位後在政大應數系教書，還當過那

裡的系主任。後來他又赴美在 Las Vegas 大學教書，當過那裡的數學系系主任。

難得的是他跟帶過的學生保持連繫，而且有必要時還會拉拔他們。 

     師大畢業來數學系當過助教的還有陳冒海、張政弘與柯水源。台大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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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陳輝雄與周鴻成，另有靜宜文理學院﹙當時的名稱﹚畢業的汪梅。數學系有

畢業生後便留下成績優秀的系友來當助教，如早期的程玉貴﹙56 年畢業﹚、林德

瑞﹙56 年畢業，後來赴美深造，得博士學位後在那兒教學，卻因病早逝﹚、蕭勝

彥﹙56 年畢業，今中央大學教授﹚、許梅英﹙57 年畢業﹚、周章﹙57 年畢業，今

銘傳大學副教授﹚等。助教人數維持在三名至五名之間。其中有一位辦理系務。

由於六十年代後數學系有兩組，加上研究所，系裡的工作繁多，便增加一名工讀

生協助系務。系務助教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曹學蕙、郭毓秀、林素珠、邱麗幸、李

文慧、陳育婉與郭宜芬等。她們都任勞任怨，熱心工作，親切並和藹待人。其他

助教也都勝任他們的工作，態度誠懇。這一切不由得佩服老師們的好眼光，挑出

這麼好的助教人選。 

     數學系裡另有一位辦事員彭智滋小姐，她原先在理﹙工﹚學院圖書館服務

﹙62/8—85/1﹚從八十五年起調來數學系工作。 

     在數學系長期當工友的有謝欽安先生、藍廖春花女士與高蔡金釵女士。他

們都很盡職，把數學系的週遭整理得乾淨舒適，與師生們也相處愉快。 

 

﹙五﹚系圖書室兼系學會室 

 

    數學系裡設有一間圖書室。書籍由師生捐出，其中有白修女回國時留下的，

以及陳玄德先生去世前捐出的一批他心愛的書籍，還有系友黎怡杭在九十一年十

月捐來的。這些都排列在透明玻璃櫃內。師生們看到有需要參考的，可向工讀生

登記借出。玻璃櫃上陳列著多屆大數盃運動會等贏來的獎杯與獎牌。 

     系學會室就設在系圖書室裡。目前的圖書室是張康老師在院長任內向上方

爭取經費加蓋而成的。由於場地寬敞，擺有桌椅，同學們可以在那兒閱讀、開會

和休息。 

 

﹙六﹚電腦室 

 

     六十年代理學院在耕莘樓右翼一樓有一間大電腦室，供理學院各系在那裡

實習。後來電腦体型逐漸縮小，效力用途越來越大，越靈巧，使用的人越來越多，

各系便自備有電腦室了。數學系於七十二年度開始設置電腦室。起先從院方申請

購買四部蘋果電腦，然後逐年擴充下來，如今頗具規模了。 

     電腦室的規劃前後由熟稔電腦的葉遷輝老師、張康老師與黃文祥老師指

導，曾歷經辛苦地用微少的系經費鋪設了輔仁大學第一條校內光纖網路，與理工

電算中心相連接，後來還讓物理、生命科學、化學等相鄰各系自本系連接網路。

電腦室有專職的助教管理，並有工讀生登記從早到晚出入電腦室的學生。學生們

在那裡操作、實習有關電腦課程、機率、統計、數值分析、作業研究等作業及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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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系友 

      

     在民國五、六十年代留學風盛行，留學地差不多都是美國。但是那時候美

金的匯率高而民間的經濟情況不佳，自費留學的負擔很重。好在讀數學申請到助

教或研究生獎學金的機會較大。在那些年畢業生幾乎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數申請

出國留學。七十年代以後台灣各大學陸續設立研究所，畢業生也趨向考國內研究

所就讀了。 

    在國外讀完碩士、博士後有些人就地工作，有些人回國做事。 

    留在美國的系友中如魏立人﹙59 年畢業，哈佛大學教授，88 年得傑出校友

獎﹚成為國際知名的生物統計學家。李耀宗﹙58 年畢業﹚成為聯合國翻譯員。

又如第八屆﹙63 年畢業﹚的一些系友們赴美後改修電腦或資訊等碩士學位後便

在矽谷等地成家立業。其中高永豐就得多次全美資訊業優異人才獎。的確，學過

數學或物理後再學資訊、電腦，會很容易發展開來。在國內資訊界頂頂有名的中

正大學張真誠教授曾經就讀於輔大數學系的大一、大二，後來轉學清大，畢業於

交大資訊博士班。他曾經說過，就教於白恒光修女的代數學，使他的思考方式得

到許多好處。 

     在國外得學位回國的系友多數走進學術機構，國內讀完學位的系友從事各

種行業，而以教學為 多。他們的工作地點遍佈台灣各地。 

     就以在研究機構及大專教學的系友名單概列如下：中研院數學所，周文賢

﹙63 年畢業，以下均簡列其年數﹚、倪簡樸﹙66﹚；台灣經濟研究院，林茂欽﹙68﹚；

中山科學院，呂崑龍﹙76﹚；電信研究所，呂芳森﹙72﹚、陳永清﹙74 研﹚；台灣

大學，黃漢水﹙57﹚；清華大學，李大中﹙56﹚、林文雄﹙57﹚；交通大學，張保

隆﹙60﹚；中央大學，蕭勝彥﹙56﹚；台灣工技大學，孫霞繡﹙64﹚；成功大學，

俞勇﹙69 研﹚；中正理工學院，楊玉坤﹙69﹚；中華大學，楊錦章﹙75﹚；嘉義大

學，陳嘉文﹙75﹚；東吳大學，蕭志如﹙73 研﹚；銘傳大學，周章﹙57﹚、林真真

﹙71﹚；朝陽技術學院，沈肇基﹙71﹚；大同大學，莊陸翰﹙70﹚；中原大學，李

是男﹙71﹚；華梵大學，劉光哲﹙75﹚；靜宜大學，張建鴻﹙77﹚、羅主斌﹙79﹚；

文化大學，李明嘉﹙67﹚、傅清芬﹙76﹚；義守大學，葉建寧﹙75﹚、龔惠琴﹙77

研﹚；致理技術學院，吳文彬﹙68﹚；崑山科技大學，葉蘭英﹙68﹚；雲林科技大

學，張素雲﹙69﹚；南台大學，邱創雄﹙70﹚；東南技術學院，葉小萍﹙66 ﹚；中

華醫事技術學院，李俊峰﹙67﹚；大漢技術學院，薛文魁﹙76﹚；東海大學，鄭順

林﹙78 研﹚；暨南大學，阮夙姿﹙83﹚；逢甲大學，黃文翰﹙79﹚；新埔技術學院，

張員榮﹙69﹚；淡江大學，顏淑惠﹙69﹚；母校輔仁大學，葉遷輝﹙58﹚、陳建韓

﹙58﹚、張康﹙61﹚、黃文祥﹙65﹚、吳冬友﹙65﹚、林清河﹙65 夜﹚、李樹政﹙68﹚、

張茂盛﹙69﹚、楊南屏﹙69﹚、黃貞瑛﹙69﹚、林宏彥﹙69﹚、梁翠郁﹙69﹚、連聖

皓﹙69﹚、邱文齡﹙71﹚、陳思勉﹙71 夜﹚、葉乃實﹙76﹚、陳舜德﹙76﹚、楊志田

﹙78﹚、紀鷹如﹙78﹚、潘東名﹙80﹚；屏東商業科技大學，甘景裕﹙75﹚；明新科

技大學，羅錦鴻﹙66﹚；屏東師專，蘇順德﹙66﹚；中國技術學院，林超﹙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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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技術學院，黃江富﹙69﹚；中國海專，吳德偉﹙66﹚、黃郁棻﹙75 研﹚；元培

醫專，侯靜芳﹙75﹚等。 

     在教務行政工作上傑出的系友有張保隆﹙60，當過交大管理學院院長﹚、張

康﹙61，當過輔大理工學院院長﹚及張員榮﹙69，當過新埔技術學院學務長，目

前為該校校牧﹚。蕭勝彥﹙56﹚與林文雄﹙57，87 年被選為傑出校友﹚則享有學

術盛名。另外，張志弘﹙61﹚，目前是司法院統計長，他也通曉行政、統計、法

律，閒暇時還推廣道家的養生之道呢。 

     在資訊界發展而有斬獲的系友有沈安石﹙65，IBM 亞洲總經理﹚、張明正

﹙66，他解救全球性電腦病毒，創辦趨勢科技公司，為該公司董事長，曾兩度穫

得美國「商業週刊」推選為「亞洲之星」，87 年被選為傑出校友﹚、周鐘麒﹙66，

台灣電訊副董事長兼總經理﹚、陳貺貲﹙66，網達先進總經理﹚、胡昭民、吳燦銘

﹙77，兩人在大學時代就開始合作寫有關資訊電腦的書。後來在花蓮為原住民青

少年成立讀書室，為教育原住民青年儘心，並在高雄創辦榮欣科技公司分別擔任

總經理與副總經理﹚等人。 

     企業界出色的有吳東賢﹙59，新光產物董事長，89 年被選為傑出校友﹚、

何美育﹙59，永豐造紙公司高級專員﹚、陳金發﹙60，創辦合一紙業公司，為該

公司董事長，他急公好義，做許多善事，在 86 年被選為傑出校友﹚、劉先覺﹙69，

全球人壽保險公司總經理﹚、林秉憲﹙77，永興證劵總經理﹚等。值得一提的是

吳東賢和陳金發都是慈濟功德會的榮譽董事，為救濟國際災民而當義工，關懷社

會與貧民。另外還有陳永裕﹙69，原名陳文輝﹚更是為骨髓捐贈奔波而享譽國際。 

     藝文界有李賢文﹙60﹚，他擅長繪畫，就把他父親傳給他的「雄獅雜誌」辦

得有聲有色。 

     系友在報導界也出了江才健﹙72﹚這位人物。他擔任過中國時報科學版主

筆；在八十五年出版「吳健雄傳」，九十一年十月完成「楊振寧傳」，而被天下遠

見出版公司社長高希均譽為「建立華文世界大科學傳記作者地位」。 

     即使少年工讀時受到傷害，兩手肘殘廢而裝上義肢的李金石﹙69﹚也在大

學時學得一手純熟的電腦技巧，成為達德商工電腦中心主任，並得過十大傑出殘

障青年獎。 

     八十四年，在當年系主任張康策劃以及楊南屏副教授籌備之下於十二月十

日成立「輔仁大學數學系系友會」。同時，第四屆﹙59﹚系友何美育、吳東賢及

第五屆﹙60﹚系友陳金發為感念白恒光修女對數學系的貢獻，發起「白修女獎助

基金」以便獎助數學系的研究教學經費及清寒獎學金。到開會時已經捐到了一百

九十五萬二千八百九十四元。過後陸續仍有系友捐款。張主任還邀請到白修女從

維也納回來與會。從台灣各地甚至遠從美國也有一批系友趕來參加系友會，並見

一見久違了的白修女。大家對白修女流露出懷念之情，場面感人。 

     從此，系友會每年在校慶時舉辦一次，讓系友們有機會相聚、交誼與聯繫。 

      特別要感謝的是系友們對母系的捐款：從陳金發系友為紀念他的父親而捐 

款設立的陳本然獎學金起，陸續有數學系系友捐贈的獎學金，如數學系系友獎學 



 11

金、雙寶獎學金（駱世偉﹙71﹚ 捐贈）、陳金發系友獎學金、吳東賢系友獎學金、 

伯昕獎學金﹙賴保秀﹙69﹚捐贈﹚、數學研究所獎學金、白修女獎學金及黃文 

祥老師﹙65﹚獎學金等的設立，照顧數學系的清寒學生們。 

     數學系成立迄今正好滿四十年，系友們在現今社會上頗有建樹。他們所表

現出來的多的是為人篤實，對人世間充滿著關愛。但望這種風氣會滋長，並發揚

光大。 

     

為了編寫這篇「系史」，承蒙「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及數學系同仁的

協助，並提供珍貴的資料，才得以完成。在此特別表示由衷的謝忱。 

 

 

 

 

                                數學系退休教授  顏一清 

                                          民國九十二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