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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爾文——解開生物演化之謎的人 
 

發明生物演化論【1】的達爾文（Charles Darwin，一八○九—八二），是科學

史上的異數。除了他以外，很少有那一位科學家在身後一個半世紀，為了他的人

品或理論，仍能在公眾論壇上興起情緒性的辯論，而且全都不是無的放矢。 

 

現代科學史的序幕，是由哥白尼（一四七三 — 一五四三）揭開的，他打破

了以地球為中心的宇宙觀（一五四三）。到了牛頓（一六四二 — 一七二七），樹

上的蘋果與天上的月亮受同一萬有引力支配，「天上人間」的分野不再成立。在

歐洲中世紀，科學本是神學的婢女，揭露宇宙間的物理法則，可以看作榮耀上帝

的事功。科學與神學不僅相安無事，神學甚至提供了科學研究的動機：閱讀「自

然」這本大書，見證上帝的智慧。 

但是科學這位婢女，不僅「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終究不甘雌伏。天地有無

之間、風雲變態之中，她無入而不自得，進而透過達爾文，攻陷了人類尊嚴的最

後堡壘，顛覆了傳統的人類形象——上帝的形象。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面對生命

史的事實（演化）與達爾文的演化論，內心的波瀾與掙扎，這句話表現得再清楚

不過了； 

 

人是從猩猩演變成的?但願那不是真的；假如是真的，千萬別張揚…… 

 

【1】「演化」是生命世界的事實，「演化論」是解釋「演化」的理論。達爾文提出的演化論是自然選擇理論  

 （天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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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證明：一廂情願並不是面對現實的好辦法。達爾文的睿見，在廿世紀初

度過了最難堪的歲月，到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才發展成堅實的研究方略。二次

世界大戰後，演化生物學可說風生水起，好生興旺。人類演化的化石證據，似乎

也因為時機到了，紛紛出土，讓人眼花撩亂。現在學者抱怨的是：證據太多，而

不是太少。到了七○年代，演化生物學家「宜將剩勇追窮寇」，揮軍直指人類社

會與心靈的「本象」，社會生物學、演化心理學居然成為大眾文化市場中的消費

品，大概達爾文也始料未及吧。 

可是在西方世界，演化生物學到底與天文學、物理學不同，一直無法解決「人

與超自然的關係」這個大問題。假如人間秩序由「人與超自然的關係」決定，演

化生物學似乎注定了是人類宗教情操的敵人。因此西方世界不斷出現批判達爾文

的作品，而且以外行人為主，就很容易理解了——本來就不是「學術」問題，何

必遵守什麼蛋頭學究規範？ 

對於東亞文明的子孫，達爾文的演化論也代表了同樣的威脅嗎？中國人自古

就覺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肯定先聖先賢「人文化成」的業績，人生

重心在經營人文世界；而且「未知生、焉知死」的態度，使超自然的啓悟從來就

不是人間世的結構原則，與西方文明意趣不同。中國人對達爾文理論的感受，應

該也不同吧？ 

這本讀本除了介紹達爾文其人其事，還旁及一些與生物演化論的發展有關的

問題，希望能引起讀者的興趣。達爾文一生發表專著十七種，合計超過九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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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都在闡釋「天擇」的意義。而天擇理論是為了解決「物種原始」（origin of 

species）問題發明的，因此我們也選了《物種原始論》的一些段落。 

「達爾文研究」目前是英語世界科學史的顯學，文獻豐富，層出不窮；連達

爾文的傳記都出了好幾種，各有重點；其中強調達爾文思想的社會淵源的社會史

「進路」（approach），更是近年的大宗。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 Peter Bowler【2】

與 Adrian Desmond、James Moore【3】的著作。 

一、青年達爾文 

達爾文出生於一八○九年（清嘉慶十四年），與林肯同年生，享年七十三歲，

一生跨越大英帝國最輝煌的歲月。光憑家世，他已足以留名後世。他的祖父伊拉

士摩（Erasmus Darwin，一七三一—一八○二），是英國工業革命初期的熱情贊助

者、宣傳家、與機器的崇拜者，曾經動念設計能夠說話的機器，大詩人雪萊為《科

學怪人》（一八一八）寫的序，第一句話就將他抬了出來，證明小說裡的故事「不

是不可能發生的」。達爾文的外祖父老威吉伍（Josiah Wedgwood，一七三○—九

五），是「威吉伍陶瓷」的創業人，也是伊拉士摩的同志、好友。「威吉伍」是英

國第一個高級瓷器品牌，至今猶存，大型百貨公司都有專櫃。伊拉士摩與老威吉

伍還將子女送做堆，鞏固情誼。達爾文的母親蘇珊娜（一七六五—一八一七）就

是老威吉伍的長女，後來他自己也娶了威吉伍家的女人——舅舅的女兒——表姊

愛瑪。 

【2】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rev. ed.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3】Darwin: the Life of a Tormented Evolutionist.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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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歲的達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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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爾文是家中男生的老二，上有兩個姊姊、一個哥哥，下面還有一個妹妹。

他八歲喪母，父親一直未再娶，姊姊扮演了慈母的角色，長大後對母親反而不復

記憶。 

他的祖父、父親都是醫師，父親送他到英國當時的「北方雅典」——愛丁堡

大學——學醫。但是達爾文受不了教授沈悶的授課方式，對人體解剖學退避三

舍，外科病房骯髒、血淋淋、鬼哭神號的景象，更讓他逃之夭夭。他沒努力克服

種種學習困難，是有原因的：因為父親是有錢人，他相信他會分到豐厚的遺產，

可保生活無虞，即使不事生產，也無所謂了。兩年（一八二五—二七）後，父親

見他沒什麼長進，氣壞了，說：「你遊手好閒，只知道射鳥、逗狗、捕鼠，長此

以往，不僅自己沒出息，還會讓家人蒙羞！」可是氣歸氣，父親並不昏頭，決定

將他送到劍橋大學（一八二八），準備日後當牧師——那裡是當時英國上流社會

的「『老二』俱樂部」。不能繼承家產、頭銜的人在這裡建立的關係網絡，足以受

用一生。【4】果然，達爾文此後的知識、社會、政治影響力，無一不見「劍橋圈」

的影子。 

達爾文在劍橋大學，並沒有減少父親認為「荒逸」的活動（射鳥、逗狗、騎

馬等）。正規（考試）課程（古典語文、哲學、神學）他不感興趣，可是也中規

中矩念了，畢業時（一八三一）名次不惡。不過，他最大的收穫是「非正規」教

育，當時英國最著名的植物學家韓斯洛（John Henslow，一七九六—一八六一）、

地質學家賽吉衛（Adam Sedgwick，一七八五—一八七三）都在劍橋。 

【4】按：當時英國是長子繼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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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斯洛家中每星期五晚上都有聚會，學生、名流等十多人出席，一方面社交，另

一方面又有知識的交流，例如展示有意思的標本、討論科學問題。年輕學生對科

學的熱情，往往在這裡受到啓發，終生不渝。達爾文是韓斯洛家中常客。 

達爾文從小就不出眾，根據他日後的回憶，無論師長、家人都認為他是個尋

常的孩子。可是他對「自然史」卻是一往情深。所謂自然史，日本人譯成「博物

學」，內容包括動物、植物、礦物；換言之，只要一出家門，花園、菜圃或郊外，

觸目盡是自然史的素材。詩人從一粒沙觀看世界，從一朵花想見天堂；孩子釣魚、

偷鳥卵、收集甲蟲，都可說是「對自然史感興趣」。進入愛丁堡大學後，他的興

趣有了新的發展。他參加了一個自然史社團，宣讀過論文，雖然沒有出版，後來

有學者引用過。他付費學會了製作鳥類標本的技術，還與信仰拉馬克進化論的學

者交往。 

韓斯洛的「植物學」是達爾文在劍橋唯一註冊上的課。【5】這門課每年春末都

有田野教學，韓斯洛與學生一齊到野外踏青，也是實地考察。韓斯洛過去教過礦

物學、化學，他的知識廣博，難怪田野教學在許多學生的記憶中，一直栩栩如生。

達爾文與韓斯洛情誼日深，後來許多師長記得，達爾文就是那個「與韓斯洛一同

散步的人」。 

達爾文在劍橋大學的成就之一，表現在收集甲蟲上，有些標本還有人收錄在

圖鑑中。他還是昆蟲學會的創始會員。一位同學預言：達爾文一定會當選皇家學

會會員（在今天，相當於國家科學院院士）。 

【5】 當年的劍橋大學採「導師制」，在校學生主要跟著導師讀書，目的在通過學位考試。「教授」開的課，與學

 位無關，而且修課必須付費，因此學生未必會選修。而教授也未必要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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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預言後來應驗了，但是與收集甲蟲無關。 

達爾文通過學位考試後，韓斯洛說服他研讀地質學，又推薦他與賽吉衛一同

赴威爾斯北方做地質考察。當時英國地質學界，對於我們今天認為是「古生代」

的地層仍在辯論，賽吉衛是主要角色。因此由他帶著到田野實習，對達爾文是再

好不過的地質學訓練。他從田野返家時，一封韓斯洛的信已經等著他了。 

原來皇家海軍小獵犬號的船長費茲羅（Robert FitzRoy，一八○五—六五），

受命赴南美測繪海岸線，再由南海（南太平洋）返航，沿途測量經線，預定三年

完成。他正在徵求一位「私人旅伴」。這個人必須自費，負擔一切開銷，包括在

船上的伙食費（一年五十英鎊）。這人也必須是「紳士」，因為根據英國海軍的傳

統，艦長與屬下不僅在指揮體系上有上下之別，在社會空間上也隔離開來；艦長

與屬下絕無私交。例如，艦長在自己的艙房中獨自進餐。費茲羅出身貴族，更疏

遠了他與屬下的距離。他身邊若有旅伴，平日共餐、談話，可以紓解孤絕大洋中

的寂寞鬱悶，放鬆因工作而繃緊的神經。這位旅伴最起碼的條件，就是出身不能

太差，必須與費茲羅的「社會階級」相當。達爾文生於「紳士」家族，又是劍橋

畢業生，等於已拿到進入上流社會的護照，當然符合資格。 

可是他為什麼要接受這樣的「職位」？韓斯洛為什麼認為他應接受？費茲羅

憑什麼認為有人會應徵？ 

達爾文的父親反對兒子應徵，他擔心達爾文從來就沒「安定下來」過，唯恐

從小「不務正業」的兒子，飄洋過海之後更難安分守己。他的理由中倒不包括「不

事生產、花費浩繁」。費茲羅徵募旅伴的「廣告詞」，的確列出了這個「職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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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那就是到南美、南太平洋從事自然史調查的機會。 

自然史調查的機會，在當時的確是個誘人下海的理由。例如後來獨立想出天

擇理論的華萊士（Alfred Wallace，一八二三—一九一三），由於家貧，到南美和

馬來群島調查、採集標本。他先借錢付船資，再以出售標本的收入償付。至於上

流社會的人士，學術研究一直都是階級的裝飾品／使命，研究「自然史」的「自

然學者」可是很受尊敬的。達爾文的舅舅（後來成了岳父），就是以這個理由說

服了他父親。在上流社會，即使坐食家產、不事生產的人也必須「務正業」。而

自然史研究是正業。 

當然，自然史並不只是學究的事業、風雅的裝飾。自然學者收集的資料，對

帝國的殖民與擴張，是戰略與戰術的情報。傳統上，英國海軍船上的外科醫師，

兼任官方的自然學者。英國海軍在十九世紀初已建立了海上霸權，船隻航行四

海，通行無阻，為自然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6】事實上小獵犬號並不缺自

然學者，船上已有了一位官派的，【7】艦長費茲羅本人也是個自然學者。 

 

 

 

 

 

 

 

 

 

 

【6】 因此，十九世紀的英國，雖然在生物醫學（或微觀生物學）方面落後歐陸諸國，在巨觀生物學方面卻有突

 破。說英國的演化生物學，是在大洋異域打造的，並不誇張。 

【7】 不過此人與費茲羅、達爾文兩人都處不來，出航不久就告病求去，日後讓達爾文得以用「小獵犬號自然學

 者」的身分寫作《小獵犬號遊記》（The Voyage of the Beagle，一八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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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韓斯洛與達爾文而言，他們耽讀自然史遊記，到異域做自然史考察，早就

是夢想。兩人對德國人洪堡德（Friedrich Humbold，一七六九—一八五九）的《中

南美洲旅遊記》（英譯本七冊，一八一四—二九）特別感興趣，早些時還計畫到

卡納利群島（Canary Islands，距非洲西北海岸約一○八公里），親自印證洪堡德

提到的高十八公尺、直徑六公尺的「龍樹」（Dracaena draco）。 

於是一八三一年年底，達爾文搭上小獵犬號，帶著韓斯洛贈送的一套《中南

美洲旅遊記》，和船長送的書《地質學原理》第一冊（一八三○），【8】一去就是

五年。小獵犬號先到南美洲東岸，然後繞過火地島，進入太平洋，繞了地球一周，

才回返英倫（一八三六年十月）。他回家之前，二姐蘇珊寫信給他：「爹和我們經

常在想你回來後要做什麼。我恐怕你不會去當牧師了。我想你一定會成為劍橋大

學的教授。」 

在大洋異域待過五年的達爾文，這時已經二十七歲了。他在旅途中收集的標

本與觀察報告，經過韓斯洛的手，已經讓倫敦的知識社會驚豔不已。他返家後，

父親終於同意他繼續研究自然史，每年給他四百英鎊生活。【9】他定居倫敦，加

入最富盛名的學會，與全國第一流學者往還，日子過得十分緊湊。 

【8】 萊爾(Charles Lyell, 1797-1875)的《地質學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是當時極重要的著作，全書仔細

 論述了地質史與生命史，並以「古今同一律」（principle of uniformity）解釋地質史。「古今同一律」的主

 旨是：日常可見的地質過程，例如河流侵襲、泥沙沉積、風化、甚至火山、地震等等，是所有地質現象的

 肇因。換言之，微小的變化，經過時間累積，也能產生巨大的效果。這部書共三冊（一八三○—三三），

 在當時是最有系統的地質與生命史論述，不論是否同意萊爾的理論與結論，只要對相關問題感興趣，都得

 參考這書。韓斯洛告訴達爾文：「這書值得參考，但別全信。」本書第二卷（一八三二）仔細的批駁了拉

 馬克的進化論。由於萊爾對拉馬克的主張有很「公平」的討論，因此讀者反而可能會信服拉馬克的理論，

 例如斯賓塞（Herbert Spencer，一八二○—一九○三）。 

【9】 一八四六年年底到一八五○年十月，赫胥黎在皇家響尾蛇號上任職助理外科醫師，赴澳洲、南極一帶測繪

 海岸，年薪一四八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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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這五年的總帳得算一算。他得寫一本「遊記」（一八三九年出版），回

國的第一年，幾乎全耗在上面。重要的地質觀察，更須以論文甚至專刊形式發表。

他收集的生物標本，得找專家研究、發表。而發表需要出版經費。在韓斯洛的引

介下，他面見財政大臣，得到一千英鎊的補助。 

達爾文經過這次環球航行的歷練，不復當年「不知所以裁之」的年輕人。為

了寫作「遊記」，他的知識發展開始有了重心：萊爾的地質學原理、大洋異域的

見聞，以及他採集的標本，逐漸形成了具體的研究方略。今天大家知道的達爾文，

這時才萌芽。 

一八三七年春天，他回到英倫才半年，就直接面對「物種原始」問題了。鳥

類學家古德（John Gould，一八○四—八一）通知他，他在南美洲製作的三趾鴕

標本，事實上屬於一個新的動物種，而不是另一種三趾鴕（生活在鄰近地區）的

「變種」。方才嶄露頭角的比較解剖學家歐文（Richard Owen，一八○四—九二）

指出：他收集的一個化石，與現生的南美駱馬十分相似。似乎物種的時間與空間

關係，有某種聯繫，而這種聯繫是解答「物種原始」問題的線索。 

二、秘中之秘——「物種原始」問題 

什麼是「物種原始」問題？事實上，在西方，從十八世紀下半葉到十九世紀

初，這是個最困擾自然學者的問題。因為這時已經發現生物物種在時空中的分布

現象，傳統的宇宙觀或學術難以解釋。 

（一）物種的時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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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 

化石是古代生物的遺骸與遺跡，這個定義似乎再清楚不過了。我國北宋著名

的學者沈括（一○三一—九五）在《夢溪筆談》就發表過很銳利的觀察： 

 

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亙石壁

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近千里。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堯殛鯀

于羽山，舊說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乾之類，

悉是濁流。今關、陝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餘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

土，此理必然。 

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筍一林，凡數百莖，根幹相

連，悉化為石。適有中人過亦取數莖去，云欲進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尺

土下，不知其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溼而宜竹邪？婺州金華山有松石，

又如核桃、蘆根、魚蟹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

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異耳。 

   三十而立的達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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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學者在田野中發現的「化石」，絕大部分不是這麼容易辨認的。英文中「化

石」（fossils）這個詞，與古生物本來沒有什麼特定的關聯；它原來的意思，是「地

下挖出來的物事」。地下挖出來的物事種類雜多，不可一概而論。其中比較特殊

的礦物，例如寶石，比較特殊的岩石，例如大理石，都不難辨認。又有一些極類

似生物的物事，由於保存完整、模樣現代，辨認起來也不成問題。沈括不僅辨認

出那些生物，還做出極為合理的推論，解釋了古人「滄海桑田」的意義。麻煩的

是那些保存得不完整、保存的狀況極糟，和現代生物不是極不相似、就是疑似之

間難以拿捏的玩意兒。需要研究的就是這種難以歸類的「化石」。以我們今天的

後見之明，不難看出古人所面臨的困難。 

地質史、地球史、生命史、自然史 

化石的現代定義——古代生物的遺骸與遺跡——是學者在十七、十八世紀逐

漸發展出的共識。許多過去當作化石的物事給剔除了。認識到化石的生物屬性的

同時，學者也發現了許多化石生物，在今天的世上並不存在。過去的生物與現代

的生物，形態上往往有很大的差異。同時，地質學的發展又發現了地層與生物相

的關係：地層越古老，包含的生物與現代的差異越大。最後化石相反而成為釐清

地層關係的重要依據。 

十八世紀中，一套「自然歷史」的概念出現了。地層關係變成了地「史」關

係，不同的地層代表地球歷史上不同的篇章。不同的地史時代有不同的生物相，

表示地球上的生命也有一個「發展」歷史。而不論地球史、生命史，涉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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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都是古人完全不能想像的。法國人布封（Buffon，一七○七—八八）是傳布

這套「自然歷史」觀（history of nature）的重要學者。 

布封在晚年建構了一套地球形成理論，同時說明地史與生命史。根據他的看

法，很久很久以前，一顆彗星掠過太陽，擾動了太陽，火熱的熔岩從太陽噴出，

形成了太陽系的各個行星。所以地球史便是一團火熱的物質逐漸冷卻的歷史。生

命必須適應環境，所以地球冷卻的各階段，各有各的生物相。不是在西伯利亞、

北歐發現了大象的化石嗎？大象是熱帶動物，顯然那些地區過去氣候炎熱。布封

以這個發現「證明」自己的理論是正確的。 

物種原始 

不過有一個布封沒有仔細討論的問題，到此顯得越發的重要了。這個問題是：

生命史的意義是什麼？布封說明了不同的地史時期有不同的生物相，但是那些古

代生物到那裡去了？新的生物又怎麼出現的？這些問題，總括一句話來說，就是

物種原始問題。 

達爾文的《物種原始論》要解答的，正是這個問題。他的答案，讀者想必已

耳熟能詳：古代的生物，滅絕了；新的生物，是從先前的生物演化出來的。可是

即使「滅絕」這個結論，也是需要證明的。 

生物絕種 

一七九六年一月，巴黎剛脫離了恐怖統治不久，比較解剖學家居維葉（Georges 

Cuvier，一七六九—一八三二）在重新開幕的國家學術院公開發表報告，以古今

大象的比較解剖學作為證據，證明「生物絕種」是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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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維葉在十九世紀的生物學上，最大的貢獻在創立了新的比較解剖學典範，

奠定了現代古生物學的基礎。他也透過這些典範徹底地改造了傳統的「自然研究」

（natural history）。 

傳統的「自然研究」固然在布封手上轉化為「自然歷史」，但是地質學與化石

研究的發展，在大革命前已使布封的「羅曼史」風格顯得過時。十八世紀末，地

質學上已有堅實的證據，指出至少地史上最近一個時期（約一萬年前開始的全新

世﹝Holocene﹞），與之前的時期（更新世﹝Pleistocene﹞），其間發生過很大的

變動。這種變動似乎不是尋常的地質力量造成的。換句話說，地史上曾有「不連

續」的變化。那麼生物史呢？ 

布封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雖然有系統，卻嫌籠統。他以西伯利

亞發現的大象化石（埋藏在更新世地層中）作為證據，推論當年的西伯利亞氣候

似熱帶，因為大象是熱帶動物。西伯利亞氣候變冷後，大象才只在今天的熱帶生

存。這與他的地球冷卻理論完全符合。 

可是古代地層中，還發現許多與今天已知的物種都不相似的生物，那又怎麼

說呢？若是海相生物的話，可以說它們大概還生存在大海中，海深不知處。陸地

生物的話，不是不見，尚未發現。地球上不是還有人跡罕至的地方嗎？譬如說非

洲這塊「黑暗大陸」。 

另一方面，布封並不排斥物種絕滅的可能。但是物種為什麼會絕滅？物種絕

滅與地史的關係又是什麼？這種問題布封沒有仔細的討論，也不是他能解答的。 

所以「生物絕種」在十八世紀末仍是個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居維葉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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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紮實的證據，證明「生物絕種」是一個事實的學者。 

決斷驗證 

大象可以當作物種滅絕的「決斷驗證」（critical test），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

題。大象是陸地上最大的哺乳動物，在今天的世上不可能還有那個不為人知的角

落裡藏著這麼大的動物。要是能在古象化石中找到證據，證明古象與今象的確不

同，就可確立生命史上物種曾經絕滅的事實。 

居維葉首先對今日的亞洲象與非洲象進行比較解剖學研究，一根骨頭一根骨

頭的比較，證明兩者有系統而恆定的差異。換句話說，這樣的差異並不能以這兩

種象生活在不同的環境來解釋，它們分別屬於不同的「物種」（species）——生

物分類最基本的單位。同一物種的兩個族群在不同的環境裡生活久了，的確會形

成一些差異，但是亞洲象與非洲象之間的差異太大了，不能這麼解釋。 

然後居維葉再以古象與這兩種象比較，他指出這三種象之間的差異，也是系

統而恆定的。這三種象屬於不同的物種。像古象這麼大的生物要是還生存在地球

上的話，人們早已發現它們了。但是沒有。顯然它們已在這世上絕跡。古象絕種

了。布封的結論即使不是錯的，也是有問題的。因為古象與今象既然屬於不同的

物種，當然沒有理由相信古象與今象一樣，都生存在熱帶環境中。 

居維葉這個結論再對也沒有了。所謂的古象就是冰河時代的長毛象，後來在

西伯利亞凍原發現了冰封的長毛象，屍體保存得很完整，顯示它是適應寒帶的大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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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毛象怎麼絕種的呢？ 

居維葉認為古象是在一場巨變（revolution）後消失的。這個看法與先前已建

立起來的地質學結論固然有關，但也直接涉及居維葉的比較解剖學觀點。 

他認為動物的解剖構造是由「生存條件」決定的；他的意思是：動物的解剖

構造是個功能整體，使動物能在它們的環境中生存。動物解剖構造中所有的元

素，骨頭與骨頭之間、軀幹與四肢之間、關節與關節之間，互相都有緊密的功能

契合，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任何一個解剖學家，只要掌握了「功能整體」

的邏輯，即使只有一根骨頭在手，都能「重建」整個動物的形象。 

根據這種看法，每一種動物「應該」都能成功地生存在它們的環境中。除非

環境中發生了「巨變」，突然而劇烈地改變了它們的「生存條件」。 

所以居維葉不只是發明了新的比較解剖學方法，還證明生物絕種是個事實。

但是居維葉的成就，反而凸顯了「物種原始」這個問題，使得科學界更清楚地看

清了問題的輪廓。要是地史上有許多生物滅絕了，而且生物的構造是按照「功能

整體」的邏輯設計的，那麼新的物種是怎麼產生的？居維葉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

含糊其詞的，因為他認為科學家立論，應該有堅實的證據，沒搞清楚的事物，絕

不發表評論。這和孔夫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態度相通。 

  

（二）物種的空間分布：繽紛的生命，適應的奇觀 

正當學者為地表下的生命世界理出頭緒的時候，西方史上的「地理大發現」，

使學者受到了另一個生物世界的衝擊——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生命形式，從海



 

18 

外紛至沓來，學者目不暇給、應接不暇。生命世界不再是簡單的傳統類目可以概

括的了。怎麼了解繽紛的生命奇觀呢？ 

為了理出秩序，分類是第一步。瑞典學者林奈（Carolus Linnaeus，一七○七—

七八）建立了新的生物分類系統，然而近半世紀的研究生涯卻讓他對「物種」的

意義發生了懷疑。在過去，「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是常識，也就

是說「物種」有遺傳上的恆定性。因此生物分類似乎不過是按部就班、分門別類

的機械性工作。但是科學研究的發展方向，往往不按牌理出牌。資料稀少的時候，

學者努力蒐集資料，可是資料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長了之後，卻發現原來的假設可

能是錯的。林奈的閱歷增長了之後，對「物種」恆定的信念開始動搖。他發現：

許多地域性的「變種」，和學者早已熟習的物種，似乎難以截然區別。地域性的

「變種」，似乎是一個「正常的」物種為了順應環境的需求，發生了變化形成的。

要是一個物種有「演變成」變種的可能，那麼相似的物種之間，又有什麼關係呢？

分類學家面對這樣的「物種問題」，在《物種原始論》出版之前，已經掙扎了一

個世紀。 

林奈雖然懷疑物種可以變化，可是想不出可能的物種變化機制。新分類學的

利器——居維葉的比較解剖學——在邏輯上已經排除了物種變化的可能性。因為

生物體制必須和生存條件契合，這是研究的起點，也是研究的終點。居維葉以系

統的、精細的比較研究，找出各物種相似、相異之處，發現它們在自然體系中的

適當地位。居維葉不是只挑出幾種形態相似的動物比較而已，他比較的範圍非常

廣闊，他的解剖學精美絕倫，他證明了各種生命體制結構的完美程度讓人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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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結構怎麼可能變化！？ 

於是一幅嶄新的自然圖像出現了。生命世界的繁複，超越了常識的範圍。一

八三五年（清道光十五年），達爾文在加拉巴哥群島上的經驗，可以說明這令人

驚訝的事實。加拉帕戈斯群島位於南美洲厄瓜多爾西岸一千公里的太平洋中，包

括十六個火山島，總面積不到台灣的四分之一。這兒有二十六種陸棲鳥，其中至

少有二十一種是當地的特有鳥種。這兒的陸龜更引人注目，體積巨大，重達兩百

磅，須要六、七個人才能抬起。可是每個島似乎都有特別的龜種。為什麼會有那

麼多的物種呢？同一地區、同樣的環境、同樣的氣候，卻有不同的物種！林奈的

環境決定論在這個群島上顯然不足以說明現象。這樣的物種分布究竟有何深意？ 

物種的時空聯繫 

達爾文在《物種原始論》一開頭就提出他在南美洲的經驗。古德與歐文的鑑

定，讓他對生物分布的時、空關係，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不同時代（地層）的物

種，十分相似；鄰近空間的現生物種，卻不相同。另一方面，地域性的物種有時

間上的連續性。越是區域特有種，越有可能在當地發現形態相似的化石種。 

那麼化石種和今天的物種有什麼關係呢？這種時空聯繫有什麼意義？ 

三、拉馬克的演化論 

第一位明白提出生物演變論的學者是拉馬克（Lamarck，一七四四—一八二

九）。他是布封的助手，以植物學成名。在法國革命政府創立的自然史博物館中，

他卻擔任了無脊椎動物學講座教授。每一年他必須開一門課（共四十講）讓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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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大眾修習。拉馬克在一八○○年（清嘉慶五年）的課堂上，開始公開講授物

種變化的原理。他主張生物是（從無生命的物質）自然發生的，自古至今未稍停

歇。剛發生時，生命的形式非常簡單，可是生物有演變的內在驅力，會自然而然

地朝向複雜、完美的體制發展。事實上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不能按照「體制複雜

的程度」排出階梯式的整齊次序。因為生物演化的內在衝動，往往受到環境牽制。

根據拉馬克，生物為了生存，會通過「用進廢退」的機制發展出適應的構造、生

理和行為。長頸鹿的長脖子，水鳥腳趾間的蹼，都是這麼發展出來的。後來這套

理論完整地在一八○九年出版，就是《動物學原理》（Philosophie Zoologique，一

八○九）。 

根據拉馬克的演變論，地球上的生物從未滅絕過。地層中的古代生物今天消

失了，因為它們都「演變」成為新的物種了。 

拉馬克大概是歷史上最受誤解的生物學家。教科書把他描述成一個笨蛋，說

他主張「用進廢退說」。事實上「用進廢退說」不是拉馬克發明的觀點，也不是

拉馬克生物演變論的核心主張。可是他開始發展演變論的時候，已經五十六歲

了，以當時學術發展的方向來判斷，他的思路、論證的確已經顯得落伍。例如他

不能說明生物為什麼會演變，他只是假定「生命有演變的自然衝動」。他的演變

論在法國學術界受到極為冷漠的待遇，主要的理由是：沒有生命自然發生的證

據；居維葉已經證明了物種滅絕是生命史上的事實；拉馬克並沒有提出令人信服

的生物演變機制（物種起源機制）云云。 

拉馬克在祖國雖然沒有影響力，在英國卻有許多信徒。因為十九世紀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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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革命已經在英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都造成了衝擊，暴露了傳統秩序中

的不公與不義。而且在英國不遵奉國教的人，不得參加公務人員考試。許多有識

之士開始高唱改革論調。傳統社會依據教派、血緣、財產定尊卑；新興的中產階

級主張以專業知識／技能作為新社會的基礎。科學成為「遭傳統體制踐踏的人」

的希望與護照。拉馬克的演變論不只是一個科學理論，還是反傳統體制的武器。

要是生命世界的基本原理就是「變」，那麼人間秩序何必尊重傳統？拉馬克演化

論激勵了「好漢不怕出身低」的風發意氣，人人奮袂而起，「公侯將相，寧有種

乎」？ 

所以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英國，演變論與各式基進思想之間有著糾結纏繞的

關連，剪不斷、理還亂。對當時的上層階級，生物演變論不只是科學理論，還是

「危險的」革命理論。難怪第一部在英國掀起軒然大波的演化論著作—《創造的

痕跡》（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一八四四）會以匿名方式出版。

   44歲的達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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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達爾文的《物種原始論》 

達爾文登上小獵犬號的時候，相信「物種不變」。他回來後，也沒懷疑過物種

會變，直到專家鑑定了他帶回來的鳥類與哺乳類標本之後，他終於面對了物種原

始問題。他的祖父、拉馬克都主張物種會變（演變），但是他們的著作對達爾文

並無啓發。達爾文逐漸相信「物種變化」可能是事實，但是他需要可信的機制解

釋這個事實，而且能貫穿生物時空分布的連續與斷裂現象。 

他開始長考，並以一系列筆記，記錄下思緒。這些筆記，反映出他並無一貫

的研究「方法」，一貫的是問題——他以問題為核心，根據已有資料提出初步解

答，再根據初步解答，設想可能的證據，再考察那些證據，以驗證初步解答。他

經常想入非非，再回到事實的叢林。他不認為謹守「嚴格的歸納法」的人應排斥

「想入非非」，因為「有先入之見的人，是比較好的觀察者」。 

 

  60歲的達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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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大量閱讀似乎與物種問題無關的書。根據他的回憶，一八三八年秋天他

讀到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一七六六—一八三四）的《人口論》（Essay 

on Population，一七九八；一八○三），才恍然大悟「自然選擇」（天擇）原理。

不過更仔細地分析他的筆記，顯示達爾文並沒有任何「頓悟」的時刻，天擇的觀

念是在嘗試錯誤中琢磨出來的。從此他的研究就以天擇為核心。一八四二年，他

完成一篇三十五頁的論文；一八四四年擴充為兩百三十頁。他對這篇論文似乎十

分滿意，因為他留下遺囑：萬一他有不測，家人應將它出版。 

不過，達爾文一直未公開他的想法與論證，只有極少數好友知道他在研究物

種問題，更少人讀過他的手稿。到了一八五○年代中期，他在幾位好友的催促下，

終於準備將他的證據與論證公開。可是後來華萊士也在閱讀《人口論》的時候頓

悟天擇原理，立即寫成論文寄給達爾文，請他協助發表。這才逼得達爾文趕出一

本「摘要」，搶先出版，就是《物種原始論》。 

《物種原始論》有兩個目的：建立「演化」的事實，宣傳「自然選擇理論」

（天擇理論）解釋演化。不過這書出版後雖然大多數人都接受了演化的事實，相

信天擇理論的人卻不多。到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許多學者甚至相信天擇理論

已瀕於死亡；這時流行的各色各樣的「演化理論」，共通點是「目的論的宇宙觀」。 

換言之，人們寧願相信演化是個有目的的過程。十九世紀的人在地質層序列、

古生物序列、人類文明序列、人類歷史中處處皆可發現「進步」的「事實」。「進

步」像是宇宙變化的根本原理。而在達爾文的世界中，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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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中沒有什麼「進步」，只有生命的繁殖衝動、適應壓力、有限的資源交

互作用著。物種興、滅，毫無目的。在許多人眼中，這樣的世界對「生活的目的」

不能提示理想。《物種原始論》出版後，「拉馬克主義」反而似乎得到了新的生命。

這時流行的「拉馬克主義」以「用進廢退說」為核心，強調的是：每一代努力的

成果都能遺傳給下一代，因此歷史是一個累積、進步的過程。 

一九○○年學者重新發現孟德爾（Mendel，一八二二—八四）的遺傳學論文，

對天擇理論並沒有什麼幫助。事實正相反，以孟德爾遺傳學解釋演化的學者，反

而認為突變才是演化的動力。後來，在一九○二至一九四○年之間，好幾條不同

的生物研究路數進一步發展，包括孟德爾遺傳學和生物統計學，產生了互補的結

果，才逐漸形成了「綜合理論」，成為現代演化生物學的骨架。 

演化生物學今天儘管已經有極為精彩的新發展，例如「自利基因」（selfish 

genes）的觀點、社會生物學，核心仍是達爾文的天擇理論。只不過這天擇理論

是在一個很不同的「歷史／科學脈胳」中發榮、孳長的。任何指斥演化論只是一

套意識形態（或「偽科學」）的人，必須先仔細考慮這段歷史的意義；十九世紀

流行的意識形態（如進步史觀），與蘊含於天擇理論中的宇宙觀絕不相容，因此

天擇理論少有人信仰。二十世紀初新興的生物領域，結合了傳統的田野生物學、

古生物學，產生的成果固然創造了有利於接受天擇理論的形勢。世人經歷過兩次

世界大戰，對於達爾文世界比較能夠「同情」，難道不是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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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達爾文的成就 

達爾文想通了天擇原理之後二十年，才正式發表天擇理論，可見天擇理論「異

端」的程度。一八五九年《物種原始論》出版之後，各式各樣的批評雖然紛至沓

來，達爾文卻顯然沒有遭受迫害。不僅沒有遭受迫害，還分別在一八六四與一八

七九年獲得皇家學會與皇家醫學會的獎章。此外，他死後入葬西敏寺，這些似乎

都不是對待異端的正統辦法。 

說到這兒我們得談談近來科學史家開始特別注意的「科學的政治學」，或者說

「科學的政治面相」。傳統的科學史家看待科學，往往只著重直接與「追求知識」

有關的活動。然而為了達到追求知識的目的，科學家必須動員與掌握資源。譬如

說，他至少得衣食無虞，得有錢買書、買器材、請助手，出版研究成果更是非錢

莫辦。這是經濟資源。科學家還得說服掌握政治、社會資源的人，得到他們的支

持，或者至少不讓他們猜疑，免受干擾。此外，在資源又面臨競爭者的時候，合

縱連橫的高明手腕可能比精深的知識更能爭取支持。 

達爾文是個傳統類型的紳士科學家；他一生從未領過薪水，絕無仰事俯蓄之

憂，富而好禮，自費研究。自從他想通生物演化的秘密以後，「如何讓世人接受

他的理論」就成為他最重要的人生目標。從這一個角度去觀察他一八四二年以後

的行事，達爾文高明的政治手腕就格外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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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爾文生前最後一張照片，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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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表《物種原始論》之前，就已小心挑選黨羽，相機吐露心事，出示手稿，

引導他們做思想改造。他還會運用他的地位和影響為年輕後進謀職位。這樣做等

於是在科學界佈置暗樁，可以保證一旦天下有變，有人及時呼應。植物學家胡克

（Joseph Hooker，一八一七—一九一一）、解剖學家赫胥黎（Thomas Huxley，一

八二五—九五）等人正是這樣的樁腳。《物種原始論》一問世，他們倆都受邀撰

寫書評，編者哪裡知道他們早已「磨礪以須，蓄勢待發」。幾篇書評固然不足以

「移風易俗」，但至少能使輿論不致一開始就呈現一面倒的態勢。 

學者仔細探究過達爾文身邊這群「年輕黨羽」（the young guard）的思路，發

現他們的思想歧異程度頗高，不能個個都算作「達爾文信徒」（Darwinians）。例

如以「達爾文戰犬」自居的赫胥黎，都被認為是個「假」信徒。他就不欣賞天擇

理論。赫胥黎代表的是當時新興的職業科學家，他們主張以犀利的思想工具建立

職業尊嚴與社會地位。演化是赫胥黎的「基進武器」，從他對工人演說演化論也

可看出他需要的是：可以用來討論的、辯論的、可以當作武器的演化觀念。 

連達爾文的「合夥人」華萊士也不認為天擇理論能解釋人類的演化。這兩個

例子足以說明達爾文的理論在當時是多麼的不合時宜。達爾文能夠掌握這群「年

輕黨羽」，不僅靠他們打天下，還能遙控他們，若沒有高超的手腕，那能兜得轉？ 

達爾文兜售他的理論的敘事策略（narrative strategy），也值得我們注意。前面

已經提到過，《物種原始論¬》總共印行過六個版次，每一版都有修訂。從歷次修

訂我們可以看出達爾文似乎越來越不強調他的天擇理論，使「用進廢退」之類的

機制扮演越來越重的角色。從相關的文本分析（textural analysis）來看，這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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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運用。不特別凸顯論證中比較「新奇」的成分，故意使用比喻或模糊的語

言，巧妙利用讀者的成見，都能達到暗渡陳倉的目的。讓世人接受演化的事實、

讓世人相信演化是個正當的學術研究論題，畢竟是當務之急。先讓「演化」這個

擂台成立，天擇理論才有機會大顯身手。【10】 

 

 

 

 

 

 

 

 

 

 

 

 

 

 

 

 

 

 

 

 

 

 

 

 

 

 

 

 

 

 

 

【10】從〈緒論〉可以看出達爾文最重視的論點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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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達爾文在中國 

在中國，第一本有系統地介紹達爾文演化論的書是《天演論》，一八九八年出

版，但是一八九六年秋稿本已在一些知識分子間流傳。 

《天演論》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原作者不是達爾文，而是赫胥黎。譯者嚴

復是中國第一批受過西洋海軍訓練的人，曾赴英國海軍學院進修。嚴復翻譯這本

書的動機，在《天演論》自序中表露無遺：「赫胥黎氏此書之旨，本以救斯賓塞

任天為治之末流，其中所論與吾古人有甚合者，且於自強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

焉。」《天演論》讀者熱烈的反應，同樣地衝著「自強保種」四字而發，全是甲

午之戰的刺激。 

《天演論》的影響，學者論述頗多。胡適在《四十自述》中的一段話最為生

動： 

《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過

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

「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丑大

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

一種絕大刺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

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 

 

可惜的是，即使是一個世紀後的今天，國人討論達爾文演化論的文字，大多

仍不脫「口頭禪」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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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爾文晚年畫像，原作 1881，     倫敦自然史博物館的達爾文像 

  本件是 1883複製         (credit: Patche99z,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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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原始論》書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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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一份雜誌刊登的漫畫，把達爾文畫成一隻猩猩（1871年 3月 22日) 

 

 

 

 

 

 



 

33 

 

 

 
達爾文 1837年的筆記，已表達出他對生物演化的完整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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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爾文的表姐、妻子艾瑪，當時是 1840年，他們新婚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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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 達爾文的大學經驗 
 

達爾文五十歲那一年，出版《物種原始論》。在西方，這本書不但是現代演化

生物學的開山之作，還因為涉及認識「人性」的基本觀點，產生了巨大的人文衝

擊：果真人的始祖是一種猩猩，我們對「人性」還能有什麼期望呢？難怪達爾文

大概是西方科學史家研究得最透徹的一個人物，舉凡家世生平、思想發展、著作、

交遊，以及時代背景，研究成果早已汗牛充棟。 

不過，我們聽熟了「不要輸在起跑點上」的人，即使對達爾文的科學成就與影響

不感興趣，翻閱他的傳記也會覺得耳目一新。原來達爾文在廿七歲之前，並無志

向。他家境好，父親雖是醫師，真正的賺錢本領卻是投資與放貸。達爾文遵父命

入愛丁堡大學習醫，卻因為知道自己會繼承豐厚的遺產，無意在學業上下苦功。

混了兩年後，父親怕他沒出息，送他到劍橋大學念神學，好將來當英國國教的牧

師。三年後，他終於畢業，但成績並不出眾。那時他已廿二歲了。 

達爾文六十七歲那年，為子女寫了一本自傳。在其中，他回顧自己接受過的

學校教育，完全沒有好話：劍橋那三年，我在課業上花的時間完全浪費了，與在

愛丁堡大學、中學的情況完全一樣。其實，這不只是達爾文一人的看法；到了現

在，這句話仍能引起不少人共鳴。然而，達爾文對於大學裡的正式課業失望，並

不表示他上大學的那五年全白費了。例如達爾文在大學裡參加了學術性社團。他

第一篇生物研究報告，就是在愛丁堡大學的學生社團中宣讀的。他還在愛丁堡花

錢學會了製作鳥類標本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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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劍橋，達爾文結識了植物學教授韓斯洛。韓斯洛教過礦物學、化學，知識廣

博。他每星期五晚上邀請教師與學生到家裡分享見聞，達爾文是常客。可是植物

學與他的學位考試毫無關係。 

達爾文畢業後，透過韓斯洛的推薦，隨著英國海軍小獵犬號到南美洲測量海岸，

歷時近五年（1831~1836），繞地球一周。他一路蒐集的生物標本，以及地質學觀

察紀錄，由韓斯洛安排發表，為他贏得了英倫科學界的尊敬。達爾文因而確定了

一生的志向：研究「自然史」的核心問題，即生物演化。父親這才放心，不再擔

心他沒出息了。 

 

大學提供機會⋯⋯功能大 

上大學是對人生的重大投資。統計資料也顯示：學歷越高，收入越高。可惜

這條思路往往引導我們把焦點放在大學的少數學程上，以及那些學程與某些職業

的直接關聯，如科學家、工程師、律師、醫師等。這是小看了大學。事實上，只

有少數人畢業後依賴上課時筆記下來的知識謀生；大部分人的謀生本領都必須到

職場現學現賣。大學提供的是機會，有各種課程讓人磨練學習能力、建立信心；

有各色人等，磨練社交能力、建立人脈。達爾文充分利用了「上大學」得到的機

會。他對在劍橋的日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當年那股蒐集甲蟲的狂熱。他挑出卅

四隻甲蟲與一隻蛾寄給倫敦一位昆蟲學家。那位專家將其中幾種登錄在《不列顛

昆蟲圖錄》中，註明「由達爾文君採集」。想起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科學

書裡，心中的興奮之情，他終於承認：我在劍橋那三年，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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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身體好，總是生氣蓬勃。願人人都有那麼美好的大學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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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 赫胥黎──達爾文戰犬 
 

《天演論》是第一部將生物演化論系統地介紹到中國的書，我們討論演化論

必然會用到的詞，例如天演、物競、天擇，都出自這本書。事實上《天演論》是

由英文翻譯成中文的書，原作者赫胥黎（Thomas Huxley, 1825-1895）是英國十九

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科學教育家。他比達爾文年輕十六歲，早就是達爾文的仰慕

者，讀完《物種原始論》，更是五體投地，成為演化論最著名的宣傳家、辯護者。 

一、牛津大辯論 

赫胥黎的傳世故事中，最膾炙人口的莫過於他與英國國教牛津主教的辯論

了。話說一八六○年六月下旬，英國科學促進會在牛津大學召開年會，那時達爾

文的《物種原始論》已出版大半年了。事先早已盛傳，大會中必然會上演「批判

達爾文」的戲碼。所以大會最後一天（六月三十日星期六）最受矚目，因為那天

有一場報告，主題是「植物學與動物學」。當天下午，一位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宣

讀論文〈根據達爾文假說，論文明進展〉，由劍橋大學植物學教授韓斯洛主持，

方才嶄露頭角的動物學者赫胥黎、植物學者虎克（韓斯洛的女婿），還有以滑舌

出名的牛津主教韋伯佛斯（Samuel Wilberforce, 1805-1873），都出席了。當時會

場湧進大量聽眾，因為過於擁擠，不得不臨時另找個寬敞的地方集會。美國教授

究竟說了什麼似乎沒人在意，但大家都很亢奮。有人反對達爾文的理論，群眾甚

至鼓譟要求赫胥黎發言。 

赫胥黎站起身，只簡短地說，他支持科學，但是既然科學還沒有受到抨擊，



 

39 

他無話可說，就坐下了。言下之意，大家言不及義。群眾又大聲喧譁，要主教說

話。他逮到機會，怎會輕易放過？於是滔滔不絕，批評生物演化論。最後，他也

許想起不久前才發表的大猩猩解剖研究，就輕浮地轉身問赫胥黎道：「你的祖輩

與猩猩同宗嗎？不知是父系還是母系？」赫胥黎身高一百八十公分，黑髮黑眼

珠，襯出面容的嚴肅蒼白，可神情沈穩凝重。他起身說道：「我在這兒非常專注地

聆聽主教大人的高論。但是聽了半天還是莫名其妙，既沒有新事實，也沒有新論證，

反而把討論的重心轉移到我的身上，想知道我對人類系譜這個問題的看法。我從沒想

過提出這樣的問題公開討論。但是，這個問題我心中早有定見，雖然是不情之請，也

不妨在這兒提出來與大家分享。主教大人問我的問題是，我寧願要一頭不幸的猩猩做

我的祖父呢，還是一位天賦高、掌重權的人？這個人不善自珍惜自己的天賦與權力，

卻利用它們在嚴肅的科學討論中插科打諢。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猩猩 ! 」 

赫胥黎後來寫信給達爾文詳述始末，因為會議結束後口耳相傳的結果，大家都以

為赫胥黎寧願當一頭猩猩，也不願當主教。 

二、地球的年齡 

一八六九年二月，赫胥黎就職倫敦地質學會會長。倫敦地質學會是英國十九

世紀最有威望的科學學會，達爾文擔任過秘書，因而躋身英倫科學界的菁英階

層。赫胥黎當選地質學會會長，象徵他的事業已達巔峰。可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

是他的就職演說。其中沒有官腔官調，而是針對當時演化論遭遇的最嚴厲挑戰，

正面答辯。比較起來，九年前主教大人的挑戰，端的是「清風拂山岡，明月照大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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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維多利亞時代最顯赫的物理學家湯姆森（William Thomson, 1824-1907）

在前一年發表論文，指出「地球的年齡」太輕了，而生物世界璀璨多姿，不是短

時間內就能演化出來的。言下之意，解釋地球生命史的事實，得引用「超自然」

的力量，許多人立即以為那指的是《創世記》中的造物主了。達爾文自認為《物

種原始論》是「一個綿長的論證」，書中列舉各種證據，指出生物會變（演化），

而生物演化的機制是天擇。從此演化論、達爾文理論、天擇論就成了同義詞。但

是他無法反駁湯姆森的論證。任何達爾文的信徒都無法反駁。達爾文反駁過的「年

輕地球說」是聖經年代學的產物。根據北愛爾蘭阿傌阿（Armagh）主教厄歇（James 

Ussher, 1581－1656）的考證，上帝在西元前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禮拜天）

創造世界。這個創世年份從一七○一年（清康熙四十年）起，就當眉批印在詹姆

士欽定本《聖經》上。但是達爾文提醒讀者：任何人只要進入深山、涉足幽谷，

觀察過地層，大概都會相信我們在野外見到的地質景觀，起碼要上萬年、甚至數

十萬年才能形成。達爾文也提出了科學論證，以目前河流沖蝕地表的速率來算，

在深山切割出大谷，至少也得花上千百萬年。有了那麼多時間在手，將地層中生

物相演替的現象解釋成「生物會自然而然地演化」就不難了。 

不過，以上的說法不是達爾文的創見，而且反駁不了湯姆森的「年輕地球說」。

湯姆森代表最精密的科學（物理），依據最先進的理論，假定地球當初是個火熱

的煉獄，然後不斷散熱、逐漸凝固，才成為適合生物棲息的居所。他仔細考慮了

各種因素，火山爆發、每天的日照都算上了，結果「地球自陸地形成後，到現在

不過一億年，最多一億五千萬年。」依達爾文的估計，光新生代就有三億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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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註）湯姆森的論證等於刨達爾文演化論的根。要是生物沒有那麼多時間「自

然地演化」，那麼地球生命史就不只是科學的研究對象了，研讀《聖經》也是正

當的研究方法。（註：我們現在知道，達爾文的估計是錯的。） 

赫胥黎在講詞中的反駁並不有力。他指出生物學根據地質學估計時間，而不

是物理學。要是「地質鐘」果真失靈了，生物學家當然得改變對於時間的估計。

他隨即指出湯姆森有許多失算的地方，因此生物學家不必著慌。以今日的後見之

明，湯姆森的確失算了，但不是因為赫胥黎指出的那些因素，而是當時還沒發現

「放射性」。地球不斷散熱是個事實，但是地心中不斷釋出巨大的核能，湯姆森

怎麼都想不到，那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重大科學發現。（發明「放射性」概

念的是居里夫婦。）湯姆森有幸親眼看見一個新的物理學時代誕生，赫胥黎就沒

那麼幸運了。 

不過十九世紀中葉演化學者與物理學家關於地球年齡的爭論，我們感到興趣

的不是誰是誰非，而是科學家遭遇到強有力的反證時，如何自處？西方科學史自

文藝復興時代之後，物理就成為科學的典範。面對物理學的聲勢、湯姆森的聲望，

以及精密的數學論證，達爾文等演化學者的心理壓力的確很大，他們也因此調整

了論證中的一些細節。但是他們沒有退縮、投降。主因是，演化論不是一個單純

的理論，從某個層面來說，它是一種組織知識的架構。許多原先屬於不同領域的

知識，如地質學、化石、人工飼養生物的經驗、生物地理學、地球史等等，在演

化的架構中各有各的位置，彼此又互相關連，交織成一個龐大的認知網。這麼複

雜的認知關係，本來就不容易因單一因素而給拋棄的。我們習慣以「革命」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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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重大突破，就是因為重大的科學理論牽涉許多瓜葛，不是孤零零的認知工

具。重大的理論興替，往往涉及世界觀的變化──變天──難怪不啻革命。 

 

 

 

 

 

 

 

 

 

 

 

 

 

 

 

 

 

 

 

 

 

 

 

 

 

 

 

 

 

 

 

 

 

 

 

 



 

43 

 

附錄三 : 小獵犬號的船長 
 

1828年 11月 23日，費茲羅從里約寫信給姊姊： 

妳相信嗎，你老弟現在是一艘「科學發現」船的船長，這樣說它也許有些誇張，但是

差不離，因為我們對這兒的海岸，大部分都不清楚。⋯⋯我們奉命，什麼都要採集，

動物、昆蟲、花卉、魚，任何我們找得到的都要，妳也許會以為我會忙到根本沒有時

間抱怨⋯⋯這可不是最有趣的工作嗎？ 

這艘科學船就是科學史上著名的小獵犬號——三年後，達爾文隨它環球一

周，歷時近五年，才轉變為成熟的科學家。這個故事大家耳熟能詳。不過，小獵

犬號那一次環球之行，即使達爾文不在船上，在英國海軍史上都是一段佳話，因

為船上軍官有五位後來升上了將官。船長費茲羅不僅升上中將，出任過紐西蘭總

督，還開創了現代氣象預報系統。 

其實，憑家世費茲羅就是個不能忽略的人物。他父祖源出英國復辟國王查理

二世的非婚生子；國王封他為公爵，承認他的皇家血統。費茲羅的祖父是第三世

公爵；父親是次子，不能繼承爵位，劍橋大學畢業後從軍，最後升到將軍。費茲

羅有位叔叔加入海軍，升上上將。費茲羅的母親也出身貴族，舅舅卡梭雷子爵，

擔任過國防部長、外交部長。 

但是費茲羅的科學興趣，不出自血統，而是英國海軍軍官的養成教育。19世

紀初，海軍學院改組，1818年他入學時還不滿 13歲，接受了新式教育。費茲羅

在同期生中第一個完成學業，只花了一年半。1824 年，他船上實習期滿，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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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晉等考試，晉升尉官。承平時期，許多人即使考試過關，也無法晉等，因為

沒缺。費茲羅能立即晉等，是第一名畢業生本來就享有的殊榮。他的滿分成績倒

史無前例。 

1827年，費茲羅服役的船調到英國南美艦隊，司令部位於里約。1828年 8

月，調司令副官；那是外放船長的跳板。哪裡知道，正在麥哲倫海峽出任務的小

獵犬號，船長自殺了。 

麥哲倫海峽位於南美洲南端，是連結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海道，全長 500公里。

1520年底，麥哲倫的船隊花了一個多月才穿越。那裡的強勁西風、迷宮港汊、

惡劣海象，至今仍是航海者的挑戰。一個世紀後，一艘荷蘭船發現了合恩角之外

的開闊航路。然而合恩角距離南極大陸更近，不到一千公里，氣候、海象更加嚴

酷。1788年，布萊船長(William Bligh, 1754-1817)指揮邦蒂號(Bounty)，想繞過合

恩角到南海（南太平洋）大溪地島，使盡渾身解數，一個多月還過不去，只好順

著風勢返航，走繞過南非的航路。（電影「叛艦喋血記」，就是邦蒂號進入南海後

發生的故事。） 

1805年，英國在特拉法加擊潰了法國與西班牙聯合艦隊，確立了海上霸權。

拿破倫戰爭結束後，英國才開始以「環球帝國」的眼光，思考全球布局。1826

年派冒險號與小獵犬號去測量麥哲倫海峽，就出自戰略的考量。麥哲倫海峽位於

合恩角之北，其中不乏優良港灣，它們的任務是：找出一條比較安全的聯洋航道。 

費茲羅接任小獵犬號船長後，繼續執行這一任務。1829年 1月 24日，費茲

羅在麥哲倫海峽西口南方，發現羅盤有異常狀況，他在日誌裡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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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山上也許有金屬礦藏。我非常懊惱，船上沒有一個人懂礦物學，甚至略通地質學

的人都沒有。這是大好良機，弄清楚這裡的地質與礦藏，浪費了真可惜。⋯⋯我們完

全缺乏從事這種科學研究必備的才能與經驗。我下定決心，要是有機會再來一回，我

要設法帶一位夠格的人，研究地質；⋯⋯。  

1830年 10月，費茲羅與小獵犬號回到英國。一年後，他果真受命重返南美

南端，繼續未竟之業。達爾文這才獲得了改變他一生的機會。出發前費茲羅送給

達爾文的書，是《地質學原理》第一冊(1830)。 

在劍橋，達爾文沒選修塞吉威克叫座的地質課，卻在畢業後隨他到威爾斯做

田野調查，莫非鬼使神差？ 



 

46 

 

附錄四 : 如何為聖經創造論辯護？ 
 

戈斯(Philip Henry Gosse, 1810-1888)比達爾文小一歲，是英國維多利亞盛世最

著名的科學寫手。他父親是個走方畫家，畫作在現在的藝術市場上仍然流通，大

英博物館也有收藏，戈斯卻給世人遺忘了。 

戈斯從小就對自然史有興趣。姑姑鼓勵他，但是他沒有機會鑽研，17歲就到

北美洲紐芬蘭一個公司上班。在那裡，也許是解悶罷，他開始用顯微鏡觀察生物。

戈斯寫過一本紐芬蘭昆蟲誌，圖文並茂，可是沒有發表。後來他到加拿大務農維

生，不成；又到美國，在阿拉巴馬教書；終於在 1839年返回英格蘭，年已 29 歲。 

歸航途中，戈斯著手寫作《加拿大自然史對話錄》，由表兄貝爾(Thomas Bell, 

1792-1880)推介，第二年出版。貝爾是倫敦國王學院動物學教授，他與出版商還

促成了戈斯與基督教知識促進協會(SPCK)的長期合作。不過，直到，接著又發表

《動物學入門》SPCK約他撰寫的第二本書《海洋》(1844)出版後，才奠定了他

寫作自然史的聲名。那時他正在牙買加，為大英博物館蒐集自然史標本。《海洋》

是他最暢銷一本書，終他一生，一直印行。一年半後戈斯返國，趁著人氣繼續寫

作。 

同時，戈斯結婚生子。而且他對以顯微鏡研究水生熱情寫作，可是身體吃不

消，於是搬到德文郡濱臨布里斯托海峽（與威爾斯相望）的一個小鎮休養。在那

兒，戈斯專注於海洋生物的研究，並發展出「水族館」的概念與實務技術，在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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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動物園公開展覽，成為他的傳世業績。1856年 6月，戈斯以研究海洋生物的

成就，當選皇家學會會員(FRS)，加入達爾文(1839)、植物學家胡克(Joseph D. 

Hooker, 1817-1911, 1847)、赫胥黎(1850)等人的行列。當年赫胥黎也是以研究海

洋動物的成就贏得英倫科學界大老青睞的。 

 

不過，戈斯與赫胥黎不同，FRS的名銜並沒有為他掙得更高名位。他一向健

康的妻子這時乳癌發作，半年多之後過世，獨子不滿八歲。1857年 2月，戈斯

葬了妻子，不久便著手寫作《肚臍》(Omphalos)，一本立意高遠的淑世之書，於

深秋出版。哪知他竟因此賠上了在科學界的聲名。 

原來戈斯不但是虔誠的新教徒，還是個基本教義派，相信《聖經》文句的字

面意義。他與妻子就是在教會結緣的。19世紀上半葉，啟蒙哲人大力宣揚的進

步觀念與拉馬克的生物進化觀，在英格蘭合流，一方面成為批判政治社會的基進

武器，另一方面，又逐漸獲得經驗證據的支持。到了 1850年代，「地球歷史悠久」、

「物種不斷演變」已成了流行話語。難怪好友都催促達爾文，儘快發表他構思了

近二十年的天擇論。戈斯當選 FRS時，達爾文才動筆不久。 

《肚臍》是護教之作，戈斯開宗明義，指出上帝創造的物種永恆不變。然而

地質學家發現了地層的時間意義，以及地層中的化石，它們似乎證明了：地球史

與生命史最顯著的特徵就是變化。戈斯的解釋藏在書名裡：亞當是上帝創造的，

不出自母胎，怎麼會有肚臍？ 

可見上帝創造亞當，有縝密的計畫。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亞當不但能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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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構造也與那套生殖模式呼應。亞當的子孫在母親子宮中孕育，亞當的身體也

得反映這一先見。同理，地層與化石，都是上帝在造物之初就安排了的。 

根據戈斯，地質學者揭露的並不是真實時間的產物，而是上帝的創造計畫。

在西方，自牛頓以降，科學家研究自然的動機之一，就是藉以讚嘆上帝的大能。

戈斯的論證發源於這個自然神學傳統。 

可是戈斯對上帝的讚嘆，沒有感動任何人。知名牧師與作家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的評論一針見血：你讓上帝成了個騙子。⋯⋯我花了 25 年研究

地質學，備嘗辛苦才得來的結論，你竟然要我放棄，去相信上帝為人類在地層中扯了

一個毫無必要的彌天大謊！ 

至今科學界對戈斯仍不同情。1984年，美國哈佛大學古生物學教授古爾德評

論這段往事，認為戈斯論證的致命傷在於：科學是研究「真相」的知識活動，要

是真相與假象沒有分別，科學就沒有足以自傲的存在價值了。 

然而，其他社會的宗教狂熱份子，對科學研究的成果會如此在意，甚至挖空心思

與科學真相和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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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 達爾文的葬禮 
 

1882年 4月 19日（星期三）下午四點，達爾文逝世。 

且不談達爾文劃時代的科學成就，他的一生光是從終點來看，也極為圓滿，

可說福壽全歸。人生七十古來稀，他卻能過完 73歲生日。大限接近時，達爾文

自己明白，家人也有心理準備。彌留時刻有妻子兒女孫輩陪在身邊，他走得了無

牽掛。此外，半年前他出版的《論蚯蚓與壤土》(1881年)，幾個星期就賣出幾千

本，證明他並未昏瞶，創造力老而彌堅。 

要說達爾文有什麼遺憾的話，絕不是在生前，可能是在身後吧。他沒有如願

葬在生前選好的墓地，就是他住了 40年的唐鎮（Downe；距倫敦 25公里）教區

墓地－－他摯愛的長女安妮(1841-51)，情誼深厚的哥哥(1804-81)都在那裡長眠，

他的妻子艾瑪(1808-96)將來也打算埋骨於斯。 

他最後葬在英國國教的倫敦西敏寺。於私於公，這都是個十分矛盾的結局。 

達爾文自認為是個「不可知論」者，對宗教情操仍有虔敬之心，但對既有的

基督教傳統早有定見。他在寫給家人看的自傳中說：「《聖經》經文的意思很清楚：

不信的人都要受永恆的懲罰，那就包括我父親、哥哥，還有幾乎所有我最好的朋友了。」 

他會希望葬在西敏寺裡嗎？ 

另一方面，生物演變論自 18世紀末起，就公認是個與教會敵對的異端學說。

達爾文隻手將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生物演變論改造成堅實的科學，使人類的自

然系譜更為顯豁，無神論者更加振振有辭、肆無忌憚（難怪馬克斯的女婿對達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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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親善極了）。教會怎麼會讓他堂而皇之地進駐呢？ 

這兩個問題都涉及 19世紀的科學在英國的社會地位。英文裡 scientist（科學

家）這個字，是 19世紀三零年代才鑄造出來的，當時只有富而有閒的紳士階層

才有從事知識活動的本錢。scientist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逐漸流通，表示英國的

科學家開始有機會成為以「科學」賺錢養家的「職業人」。 

達爾文的葬禮其實凸顯的是職業科學家的地位。 

 

職業科學家 

達爾文不是職業科學家。他仍然是個傳統類型的紳士科學家，一生從未領過

薪水，絕無仰事俯蓄之憂，富而好禮，自費研究。他想出以「天擇」解釋生物演

化的理論後，花了 20年孜孜研究，直到 50歲才出版《物種原始論》，史稱「達

爾文革命」。不過，這本改變歷史的書只是個研究「摘要」。他隨後出版的書，可

說全是《物種原始論》的註解。 

達爾文的專注投入當然是職業科學家的典範，可是我們若不了解職業科學家

在當時的處境，逕自責以典範，未免不食人間煙火。因此專門在公開場合為達爾

文演化論辯護的赫胥黎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赫胥黎(Huxley, 1825-95)比達爾文小 16歲，是 19世紀英國第一批職業科學家

的代表。他沒有受過正式教育，在醫院做過學徒，第一份正式職業就是上皇家海

軍「響尾蛇號」擔任助理醫師，薪水每季 37鎊。那時一架顯微鏡就要 13鎊－－

超過他一個月的薪水。 



 

51 

赫胥黎隨「響尾蛇號」赴紐幾內亞、澳洲、紐西蘭測量海岸，費時 4年。他

在船上努力研究（例如海鞘），寫成論文寄回倫敦發表。因此他 1850 年回國時，

已有聲名，不到一年就成為皇家學會會員。但是這個榮譽卻給他帶來了困擾，因

為當選會員後就必須繳交年費 14鎊－－超過他一個月的薪水。 

皇家學會會員的身分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麼好處，他找不到職業科學家的職位

（教學／研究），只能靠打零工過活，例如在博物館整理標本或者翻譯。他雖然

繼續研究在海上帶回來的標本，可是報告完成後卻沒有錢出版。他一直撐到 1854

年才時來運轉，在政府的礦務學校擔任教授，並在幾個公私機構講課，正式成為

科學傳道人。這一年他的收入超過 500鎊，終於可以將澳洲的未婚妻接來結婚

了。（可是根本不用做事的達爾文，這一年的收入是 4603鎊） 

 

學術政治 

歐洲的傳統社會講究的是門第與階級，知識活動本來就是上流社會的使命與

裝飾。職業科學家出現後，為了與知識玩家競爭，不得不以精湛的學術、嚴謹的

紀律證明自己的價值。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術人逐漸成為知識社群的骨幹後，門

第、家世反而成為裝飾了。 

同時，謹守學術紀律有時還是最好的自保策略。 

演化論從 19世紀初，就是社會底層的基進份子的革命工具，達爾文對這一點

十分清楚。因此他刻意謹守學術分寸，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赫胥黎發明「不

可知論」這個詞也出自同樣的考慮。他們反對特定的教義，但絕不因而上綱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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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演出，質疑宗教情操。他們都對「無神論者」的恭維、招徠敬而遠之。 

達爾文的死訊傳出後，他的同志、戰友－－新興的科學傳道人－－立刻四處

奔走，他們對戰略目標有高度的共識：將達爾文送入西敏寺，凸顯科學的地位。

他們的策略很簡單：訴諸愛國情操，將達爾文比擬成牛頓。想來達爾文本人對這

兩點都不會有異議。 

最後呈送西敏寺教長的陳情書，由自由派國會議員拉博克（John Lubbock, 

1834-1913；達爾文的鄰居、銀行家、科學家）出馬，赴下議院徵求連署，很快

就有 20位議員簽名，可見新興科學人的勢力。 

西敏寺中也有人支持職業科學家的呼籲。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因為教會一

向是基督教世界中的學術堡壘。後來俗世學術機構興起，教會中的學術傳道人也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達爾文當年在劍橋大學受益最多的良師植物學教授韓斯洛，

本職是英國國教的牧師，而不是大學教授。 

達爾文的葬禮中，女王、首相，甚至達爾文夫人都沒有出席，更彰顯了科學

的主角地位。達爾文的下葬地點，離牛頓只有幾步之遙。到場的英國科學界大老，

以及美國、俄國、歐洲各國代表，都是為了他的科學成就而來的。 

 

科學與宗教 

科學與宗教的關係，在《物種原始論》之後一直處於緊張狀態，的確是不爭

的事實。在達爾文入葬後第二天，倫敦艦隊街一家鐘表公司就發函給馬丁銀行，

結束公司的帳戶，理由是銀行負責人出席了達爾文的葬禮，等於支持達爾文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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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學說。這封信的結尾是這麼寫的：「最後審判日就要到了，到時候大火會降臨大地。

誰說的才是真理，是上帝？還是達爾文？那時候我們就知道了。」 

這封信讓人覺得有趣的地方，反而是提醒我們：西方的科學與宗教若非同出

一源，大概也不會這麼勢同水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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