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尋陳省身先生的軼事（三稿） 探馬 

眾所週知，陳省身先生是當代大數學家，網路可以查到他不少故事，聯

經還出了<<陳省身文選>>
1
，這樣的大

師，還有什麼軼事可以追尋？不知道

探馬是什麼東西？也敢來說大話？探

馬又是誰？看這筆名，就知道不過是

個龍套角色，只是為了陪襯主角或應

故事發展之用的可有可無人物，威不

足以服眾，藝不足以驚人，在臺灣數

學界無名小卒一個，更非陳先生直系

學生，如何也來吹牛？看官有所不知，

探馬雖說跑龍套，但當過幾年數學傳

播主編，知道些典故，更因為沒有扮

演好主編角色，竟然出了大問題。這

就來談這些東西吧！話說盤古開天闢地，最早數學傳播剛開始成立時，

主編黃武雄老師是陳先生學生，就轉載傳記文學的<<學算四十年>>
2
，以

後陳先生不少相關的文章在數學傳播登出，他的文章也列入數學傳播優

先刋出的文章，例如聯經出版公司大學數學叢書創刊，陳先生 1987年

12月於加州寫好序，1988年 3月就在數學傳播十二卷一期刋出。除此

之外，陳先生一直關注數學傳播，比如他看到「傳播」第 21 卷第四期

黃文璋先生的大作
3
油然有感。就寫了「從“數學與諾貝爾獎”談起」

4

在 23卷二期刊登。陳先生盯著數學傳播看，探馬一直知道，但怎麼會

出現問題？原來有次余文卿教授翻譯一本書，裡面引用昭陵六駿圖片，

不久之後陳先生來函，指出原書作者肖馬，所以才會引用昭陵六駿。但

是年代久遠，我記不了多少，請數學傳播助理小姐一查，那是登於十二

卷三期的余文卿翻譯<數論 從歷史談起>，原作者是 Andre Weil ，仔細

一看，除了昭陵六駿圖片，還有陳先生題字「老馬識途」，Weil 是否

肖馬？ 

 

 

 



 

根據紐約時報 Weil的訃聞
5
，Dr. Weil was 

born in 1906 in Paris,而 1906年歲次丙午，

正好是馬年，所以和陳先生來函一致！可是

探馬請助理小姐查數學傳播，居然找不到來

函，這是怎麼啦？探馬當個主編，也馬虎以

對？這樣重要的來函也沒有照登？實在該

打！ 

Weil 和陳先生是老朋友，<陳省身文選>序二

就是 Weil 寫的<我的朋友～幾何學家陳省身

>，裡面詳述二人交往經過。 

那麼探馬又幾時知道陳省身先生？探馬生於

民國四十年代，由於來自南部，關於數學知

道的事不多，高中時科學月刊的創辦為我開

了一扇門窗，特別創刋號王九逵先生<< 數學

探津兼論數學中的形式主義>>一文，影響我

極深，裡面介紹當時兩岸好的數學家「我國

當代的數學名家如林，較諸世界各國，均無

遜色。如陳省身、周煒良、項武忠和項武義昆仲、胡世楨、華羅庚、谷

超豪、施惟樞、王浩、王憲鐘、吳文俊、楊忠道、嚴志達等人，都是國

際知名之士。」
6
當時這些人除了項武義先生因為實驗本而讓我久仰大

名，華羅庚自學成功，其他我真的不知道，但這應該是我第一次看到陳

先生的名字。 

進入臺大數學系後，導師黃武雄老師教我們微積分，大二時黃老師到彰

化中學試教，大三回臺大後，開微分幾何課程，教黎曼幾何，早年臺大

數學系有三高之說（高微、高代、高幾），前面王九逵教授的高幾介紹

「幾何：這包括高等幾何的一部分和微分幾何，共佔 8學分。在高等幾

何中討論如何用線性代數的方法，來分析歐氏（Euclid, 330－275 B. C.）

空間和射影空間的幾何性質，也就是高中解析幾何的進一步研究。在微

分幾何中討論曲線、曲面和更一般的 n維流形的種種性質。因其內容過

於專門，不擬詳述。」 

射影幾何已經慢慢淡出數學，課程看來有教一些黎曼幾何（黎幾），但

是黎幾成為臺大幾何課程中心，似乎由黃武雄老師開始，當時由管積問

題開始，研究曲線性質，再進入曲面研究，最後是黎幾。可是教到黎幾



時，我受不了那些繁瑣的定義，一直讀不通，黃老師一再的要我好好唸

幾何，我也一再重修，但還是高山滾鼓，撲通！撲通！（不通不通）但

是黃老師教的東西我一直記得幾句話，「用 form 觀點看，幾何會很簡

單」，向量和 form 有自然的對映，但是向量之間並沒有，我知道這個

就是幾何的 Cartan &陳觀點，陳就是陳先生，Cartan的學生，我也感

到 form 真的好用，結果有朋友笑我明明不懂幾何，卻把 form 掛在嘴

上，我只好苦笑。 

當時臺大舊數學系的舊館二樓有不少書，我就看到一本陳先生來臺大上

課記錄，似乎是當時未解決的聽鼓問題，敲打鼓面，能否由聲音判斷鼓

面形狀？陳先生鼓勵學生向當時未解決的問題進攻。 

我後來進入中央研究院數學所工作，剛開始時，李國偉先生邀請我加入

數學傳播編輯，當時編務主要由主編余文卿教授負責，編輯不管事，校

對文字就是了！有一次我看到一篇顏一清教授翻譯的文章，是矢野健太

郎教授寫的，矢野是陳先生的朋友，在文章中談到陳先生
7
，上面有個

Dan Sun ，是陳先生的老師，但 Sun 先生的中文名字是什麼呢？編輯部

應該作作者的後臺，作者有疑難則編輯部必須解決，所以就由探馬出馬

了。當時沒有谷歌大神，不是按一下答案就出來，不過由<學算四十年

>
2
很容易猜出 Sun 正是孫光遠先生，但是 Dan 是什麼字呢？雖說各省

方言不同，但是任何方言也不會把光遠念作Dan 吧？當然可以把Sun 先

生翻譯成孫光遠交差了事，但是對於孫先生這樣的數學前輩，馬虎以對

不是編輯部應該有的態度，再說中研院數學所是陳先生創辦的，連陳先

生老師名字都不知道，像什麼話？怎麼辦呢？幸好當時數學所還在南港

總院區，各人文所有的是資料可查，於是我扛著探字旗，跑各人文所查

資料，終於在一本書查到孫先生本名鎕，字光遠，所以在譯文中稱孫鎕

（譯注：字光遠），探馬當天和尚撞一天鐘，既然接下編輯，就不能讓

陳先生覺得編輯部無人，連孫鎕先生的名字也不知道吧？ 

陳先生出生在民國初年，抗戰時期回到中國，經歷艱苦日子。 

下面引用的矢野健太郎先生提到陳先生抗戰時到普林斯頓的事: 

「2.在昆明授課 

就這樣，在漢堡過了兩年，巴黎過了一年留學生活的謝爾恩君被聘任為

清華大學教授，於是在 1937年夏天我們在巴黎分手。以下是相當久以

後才從謝爾恩君聽到的話，謝爾恩君起先坐郵輪伊利沙白皇后號橫渡大

西洋，再用一個月時間遍訪美國各大學的方式穿越美洲大陸，這回故搭

郵輪加拿大女王號渡過太平洋面向中國。但是還在船上的 1937年 7月



中日戰爭爆發，他終於無法到達北京。在中日戰爭期間清華大學疏散到

昆明，在那裡謝爾恩君講授共形徵分幾何學與黎民群，據說學生優秀得

很。 

3.從昆明到普林斯頓 

在他的自傳裡謝爾恩君說他接受盛爾與到別不連的邀請在 1943年去普

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當研究員。但是 1943年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我一直不解他怎麼能夠在那個非常時期從中國的昆明到達美國的普林

斯頡?於是 1980年 6月在香港隔年一開的第五屆東南亞數學會裡遇到

他時，我決心把這件事問個一清二楚，結果他的答案是這樣的:他搭的

是美國軍機，路徑是從昆明到印度，由印度飛經非洲，再由非洲渡過南

大西洋飛往南美洲，從那見北上到普林斯頓。他從 1943 年到 1945年

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期間學代數拓樸學、纖維叢等，而做了有關特徵

類的工作。1945年夏抗戰勝利，1946年三月乘船回中國，設立中研院

數學研究所
1
。在 1949年又被聘請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研究員而再度

越美。從 1949年到 1960年他設聘任為芝加哥大學教授.做了許多工作，

也培養了眾多弟子。又從 1960年以來，他以加州大學教授身份在舊金

山鄰鎮柏克萊(Berkeley)分校活躍，並以他的成果受到美國總統頒發的

國家科學獎章 (National Science Medal )，相當於日本的文化勳章。 

4.在法國的「謝爾恩」美國的「陳」 

我和這位「謝爾恩先生」在巴黎分手是在 1937年，再次見面是在戰後

第一屆國際數學家會議，此次會議是在波士頓的哈佛大學境內舉行。這

時候我發現這位「謝爾恩先生 」(Monsier Chern )的陳省身君在美國

竟被稱為 Professor Chern，我還認識一位姓陳的數學家。他的英文拼

音是 Chen，我聽說蔣介石先生規定「陳」的英文拼音是「Chen 」，但

是我們的陳省身君在這以前已經自稱 Shing-Shen Chern了。這位陳教

授在戰後第一屆國際數學家會議中做了「纖維叢的微分幾何學」的特別

演講，這已經是具有大家風範的堂皇演講了。 

5.在中國和日本...... 

再一次我跟陳君見面是在 1956年夏天。當時美國數學學會在每一個夏

天決定一個題目，做有關它的六星期研討會，而稱它為暑期研究所

( Summer Research lns titute )。 

在 1956年夏天這個題目定為「大域性微分幾何學 」，而決定在西雅圖

的華盛頓大學舉行。這是美國數學學會主辦的，非國際性規模的會，不



過我僥倖接到華盛頓數學系系主任阿連得爾法( C. B. Allendoerfer)

教授的邀請函說:儘可能來參加這個夏期研究所吧，我便答應下來，搭

經由安克雷奇( Anchorage )的飛機赴西雅圖。」 

矢野先生是經歷二次大戰的人，知道二戰期間赴美不容易。陳先生出國

在 1943年 7月，回顧戰史，珍珠港事件後，日軍控制東南亞，美國援

華只有由印度走駝峯空運，這是非常危險的路， 

「飛越駝峰對於盟軍飛行人員而言是近乎自殺式的航程。航線跨越喜馬

拉雅山脈，穿行於緬甸北部與中國西部之間的崇山峻岭之間，頻繁遭遇

強紊流，強風，結冰，設備老化。從一開始，任務就受困於缺乏資源和

有經驗的人員。在行動最初的幾個月裡，沒有經驗的補給軍官會下令將

飛機裝至「填滿」而不顧載重上限。合適的導航設備與無線電信標以及

受過訓練人員的匱乏（一直沒有足夠的導航員來配置到每個機組）持續

影響了空運行動。」 

陳先生所搭乘的軍機應該就是駝峯航線返印度的運輸機，1943年 5月北

非戰役軸心國戰敗，隆美爾的非洲軍團投降，所以陳先生由昆明轉印度，

經非洲到南美洲再到美國是沒有問題的，但這樣繞了地球半圈的飛法，

可以看出當年堅苦的情形。所以陳先生一輩子在乎的是<怎樣把中國建

為數學大國?>
8
陳先生不是空口說話的人，所以他幾次來臺講學。也關

心兩岸數學家，他寫到: 

「中國現在有大批的年青的數學工作者，在博士階段前後。人數空前，

優秀者甚多。中國將成為數學大國，是擋也擋不住的。我的朋友，法國

大數學家魏爾(ANDRE WEIL)喜歡說，二十年後數學家需要學中文。此說

已有端倪，大家已經知道:中國人的姓不能確定這個人，此張不是彼張，

此王不是彼王。數學家已開始學中國人名了。中國數學家正在經歷史上

未有的變化。如果大家努力，二十年後或者每一數學家的書架上都將有

幾本這個叢書。 」 

（聯經版<大學數學叢書陳省身序>） 

為了希望兩岸數學家走向世界，陳先生腳踏實地去作，如<怎樣把中國

建為數學大國?>
8
 

在陳省身、康潤芳〈記幾位中國的女數學家>
9
一文，裡面提到六個臺大

數學系出身的女數學家，張聖容 · 李文卿 · 金芳蓉 · 吳徴眉、滕楚

蓮、蕭美琪。上文是陳先生找六個女數學家提供資料，再由楊忠道院士

的夫人執筆寫成。 



大陸人轉載文章，稱為六朵金花，不知道金花什麼意思？但上面大陸人

提供的照片中少了吳徵眉，最左邊的是李瑩英，也是一位非常傑出的數

學家，曾為修正建構數學而工作，這是滕楚蓮的建議，當時探馬被徴召

出來跑龍套，真是龍套的命。 

陳先生的一生工作，收入<陳省身文選>，臺灣由聯經出版， 

陳先生希望外國人知道中國人的數學成就，知道此張非彼張，此王非彼

王，這個需要兩岸數學家努力，可是，很簡單可作的就是自己出版的專

業雜誌，不是可以用中文寫上名字嗎？所以臺大數學系出版的「中國數

學雜誌」（後改名為臺灣數學雜誌）及中央研究院數學所出版的「數學

集刋」都在作者的英文名字附上中文名字，我手寫我口，自己的名字自

己寫，別人不看又如何呢？這個似乎就是陳先生的意思。 

有次我看到陳先生數學傳播一篇文章<我與楊家兩代的因緣>，內有「沙

漠求泉 得來不易 海底探寶 獲珠為難」，覺得奇怪，對聯講究字字相

對，「來」和「珠」怎麼樣也是對不起來，不論是陳先生自作或是抄襲，

都不可能出現這樣的錯誤！於是拿來手稿一看，「來」是「水」之誤，

排版人員誤認了。不過那文章我找不到，希望別又是我弄丟了！ 

至於前面提到余主編翻譯 André Weil的書，內中有陳先生的題字「老

馬識途」，並且有昭陵六駿圖片，我有點兒奇怪，不久之後陳先生來函

數播，説 Weil是馬年出生（1906年丙午），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啊！Weil和陳先生都是宗師級人物，又是老朋友， 

識途老馬【釋義】：老馬認識路。比喻對某種事物十分熟悉的人。 

【出處】：《韓非子·說林上》：“管仲、隰朋從於桓公伐孤竹，春往

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

得道。” 

陳先生意思是有 Weil這匹老馬給大家帶路，可以不怕迷路，典故用得

真好！有這樣的朋友，難怪 Weil 會感覺數學家也要學中文。非中文書

有中文題字並非絕無僅有，但是數學書恐怕只此一本吧？要别人學中文，

就要自己爭氣才有可能，出張嘴巴容易，誰會去作呢？ 

陳先生和 Weil 是好友，不但陳先生幫 Weil的書寫序，Weil也幫<陳省

身文選>寫序，Weil序中詳細說明兩人的交往經過，他們二人真是惺惺

相惜。 



前面引陳先生的話「我的朋友，法國大數學家魏爾 ANDRE WEIL)喜歡說，

二十年後數學家需要學中文」，和陳先生這樣的人交往，而且 Weil 看

到「識途老馬」四個中文題字，即使可以了解意思，但是 Weil大概覺

得若了解中文，會更懂得他何以肖馬，何以陳先生說他是「識途老馬」

吧？ 

陳先生的來函提醒我，陳先生關心兩岸數學界，不是光動動嘴巴的，他

是盯著數學傳播看的，所以我接任主編，戰戰兢兢的，不敢亂來，只是

我接主編，一開始就出了亂子，當時陳先生的來函，數學傳播紙本沒有

找到，可能我這個糊塗主編疏忽了，竟然弄丟了這樣重要的史料，憑此

疏忽，探馬真該八十大板，向數播讀者和世界數學界道歉！ 

1993年 8月，我祖師爺 Robert Finn 70大壽，史坦佛大學開研討會紀

念，當時港臺去了不少人，結果演講時，我坐在後面，陳先生坐在我旁

邊，我借此機會筆談， 

我問：「沙漠求泉 得水不易 海底探寶 獲珠為難。寫得漂亮，您作的

還是抄的？」 

陳先生也不覺得我冒失，答：「自己寫的」然後反問：「你怎麼會來參

加會議？」 

我回答：「我是 Finn的徒孫」這下子陳先生詫異了，問：「我怎麼沒

有看過你？」 

我一看不妙，陳先生誤會了，趕緊說：「我是臺灣來的，您的文章我校

對過。」 

幾句對白，我知道陳先生真的關心兩岸的學生，否則他怎麼會知道沒有

在史坦佛看過我這個無名小卒？而他說對聯是自己作的，也讓我知道他

的文史功力不比尋常！多年以來，我一直記得當年筆談，可惜我沒有想

到「老馬識途」另有涵義，否則我會多請教的。 

十年前，我開始和鄭日新兄及楊建平先生合作海森堡群中的極小曲面方

程，我對當時的定義法子很不滿意，覺得太不自然了，一堆不知道何處

來也不知道往何處去的定義，這時我想起黃武雄老師的話，幾何應該以

form 為中心，由此著手，我發覺一切變得十分簡單，而以前不懂的微

幾定義也懂了，正是 CC觀點！海群極小曲面研究應該 Back to CC，回

到陳先生和 Cartan 的觀點！ 



後記：有朋友說：「陳省身 1979年退休後就不收學生啦。我 1979年才

到柏克萊。」「陳省身雖然 1979年就從柏克萊退休，他還是待在柏克

萊好幾年。他十分照顧我們這些研究生，三不五時的請我們到他家吃飯。」 

如前所述，陳先生是關心華人學生，雖在柏克萊，但會知道史坦佛的華

人學生，也會請研究生去他家吃飯，真是令人在春風裡的好長者。 

另外，李國偉教授看到初稿，説：「我們那屆考上大學還沒開學就去成

功嶺，跟我同連的有物理系的陳順強，攀談之後才知道他是陳省身的外

甥。大一時我就曾拜託他把我自以為創作的東西寄給陳先生請他給意見，

結果陳先生很客氣地回信，除了鼓勵的話，也說想投稿的話可以考慮英

國的 Mathematical Gazette。」 

「陳先生的外文名字 Chern，那個 r 是趙元任研發的「國語羅馬字」
9

系統的二聲符號，請看維基百科：https://www.wikiwand.com/zh-tw/

國語羅馬字），與蔣介石沒有關係。 

「金花」的可能來歷：中國大陸長春電影製片廠 1959年攝製一部電影

叫「五朵金花」， 

講雲南白族的愛情故事，女主角名「金花」，男主角依約再來尋他，一

路上又遇到四位「金花」。可能因此大陸人寫文章容易想到把女性叫做

「金花」。 

最後還有陳先生當年跟我講的一件事要告訴你。研究中國數學史的老前

輩錢寶琮先生與陳先生尊翁為好友，當年陳老先生在天津法院任職，錢

老執教於南開大學，陳先生因之就學南開，應該從錢老處知道中算史若

干事。 

陳先生告訴我在抗戰之後，他代理中研院數學所所長，曾在江南一帶搜

購中國古典數學典籍，有一大書架。他一直問我知不知道該批書的下落。

我是沒有聽說任何消息，也沒有認真去史語所圖書館查訪。 

前些年有大陸研究科學史的朋友來近史所訪問，從檔案館影印若干陳先

生手札給我，可看出陳先生對早年台灣留美學生的動向也很關心。」 

陳先生會這樣對待初出茅盧的小子，並且建議若要投稿可以投那裡，這

樣的扶持後進的作風，真的有古君子風範，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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