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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行為學新趨向

以埋葬自己一文為例           

李宜堅督學

一、緒言

　　作家鍾怡雯發表「埋葬自己」一文，約略描述她的曾祖母、祖母及祖

父、父親等的家居生活點滴。故事中，以曾祖母莫名奇妙「挖地自埋」的

失措行為，做為標題，其實重點卻在敘述祖母「不能自己」的懷疑與偏執

見解──把所有夠得上和祖父談話的女性，皆列為祖父的老相好。鍾文所

描寫的二三代祖輩特殊行為，雖然是超乎尋常，但事實上，在人類的行為

裏，會有一定出現率的，一如在正常團體中，大概會有千分之三嚴重的憂

鬱症患者。過去，對這些稀有疾病的解釋，大概都是從神的譴責、鬼魂附

身、潛意識作祟、人格分裂、心理變態，一直到精神病等等，不一而足的

猜想與臆測。之所以，會有系列的「誤解(夢)」或不同的神秘解讀，並採

取文義性的詮釋，都是因為人們欠缺「新大腦學」的理解，以及不同時代

的知識水平差異，而導致歸因偏頗或判斷失誤。亦即人類對同一現象，所

認知的「本體程度」是有「質與量」上的等級(位)高低的，愈是不清楚，

就愈神秘，說辭斷語，就愈模擬兩可，所使用的語言狀詞就愈文義性。一

直要到弄清楚真相後，才敢運用「操作性」定義的。這些過程，正如同人

類各 時代主流學問－君王學、宗教學、玄學、哲學、科學等等之遞嬗。

　　自19世紀物理學大放異彩以來，生物學也接續發生三件大事。第



252　　附　錄

一、就是物理學(者)將新觀念、新工具帶入生物學裏。如愛因斯坦(A. 

Einstein, 1879-1955)、薛丁格(Erwin Schrodinger, 1887-1961)、摩

根(Thomas Hunt Morgan)、班澤(Seymour Benzer)、戴爾布魯克(Max 

Delbruck)等將「相對論」與「量子論」等次原子世界的發現，引入生命

學理中，使人們對萬事萬物的理解，獲得革命性的改變。也就是，人類能

從「純粹解說物理現象」的牛頓傳統物理學，跨越過界限鴻溝，實質介

入「物理和生理」的連結問題。尤其1950年代以來，基因的知識及大腦心

智(mind)的新知等，都來自最精密的科技工具，和精確的資料搜尋所得，

如腦內的觀察，可運用核磁共振、功能性核磁共振、正子斷層掃描、單光

子電腦斷層掃描……等機具，取得思考、行為與腦組織之間，其腦細胞活

化的因果關係資訊，而發展出可「直接解讀」的技術。研究者，可由「目

睹」心身表裡之間的連結、互為「印證」的「動機（產生）／（大腦）運

作／行為（作業）」等實相，獲得見識。完全打開了過去，行為主義者所

謂「黑箱大腦」（Black Box）的神秘玄奧，以及分析論者運用臆測方法，

統計研究者運用浮表資料等，所形成所謂「信心理論」的有理無（浮）據

困境。

　　第二件，則為遺傳理論從1866年以來，最經典的孟德爾定律，推演豌

豆高矮「現象」，經過20世紀初，分子生物學者班澤等的果蠅研究，而後

1953年華生與克立克發現了基因雙螺旋結構，接著到1997年，英國劍橋大

學教授聖格（Frederick Sanger1918）完成噬菌體定序，可以說這已開展

了生物基因解讀的奠基工作。如今又邁入了「人類基因組圖譜」（Human 

Genome Project）解析定位、定序與性狀、行為關連的解讀境界。使人類

能從基因藍圖（鹼基）按圖索驥，全然了知生命之經督關節，並進而從操

作組織的結構與功能表現，解開了遺傳真正的「原理」，甚而嘗試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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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生命的操作。

　　第三件，則為新達爾主義者，如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提出

「自私（利）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1976)論證等深化生物學運動，

提升了演化論的解釋力，達到「難以置疑」的程度，並且連結天文物理學

的大爆炸論，而徹底揭露「創生論」的愚妄，搬開人類長期以來的文明絆

腳石。同時，更由於「融通」的統合知能，如摩根、班澤、華生、克立克

等來自物理、化學、生物等不同領域的「果蠅學者」研究，已能從生物種

種「性狀」遺傳，進入存活「行為」原理的詮釋，因而確認以「物質」性

質為基礎的「物理→生理→心理→行為」系統邏輯，一如物理學的布朗運

動(Browian motion)現象－原子多數決的微小衝撞，仍為可預測或不可改

變指向的實相境界。總之，從生物學的新知，使人類能精確論證自然界的

真實，並從此消除鬼魅魍魎、真主天使、天干地支、星相命理…等超自然

的作祟﹗

　　生物學的質變，其實就是建立在世紀知識大「融通」運動上，風起雲

湧，整個學術面貌為之一變，基本上，她就是二次啟蒙運動。這與前次科

學研究，由各種學科「分門別類」並進的探索，在方法上、思維上均大異

其趣，亦即知識的開拓，由分析的、深入的，遞嬗為綜合的、融通的、彼

此印證發明的。簡而言之，生物學的品質突飛猛晉，使她有力量貫串了各

種學科，並融入甚或改變各種知識領域。她的主要意涵有二：首先，由於

對人性的新理解，影響所及的心理、藝術、宗教、人文、(歷史、政治、經

濟…)等理論，均將被迫作全面新詮釋與調整（預測）。因為生命為生存、

為繁衍，則人性並無性善、性惡等對立問題。可見傳統的「人性論」偏頗

不實，這種理論基礎的更易，確實顛覆了「引申」的理論與實際；其次，

從物質到精神系統「無間」發展的發現，使得宇宙始生、天文星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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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大腦、行為與精神（靈魂）的界限，為之穿透。亦即宣告：精神

(靈魂)與物質，皆由原子、分子所構成……且大腦的作用力即為靈魂、心

智……等等。證實了演化理論的相遞相通原理，不僅跨越物種界限，更是

消解了所有物質與心智的障礙，可以說是由地上貫串到天際，由生前接續

到身後，揭露了「萬物同源」、「身心靈合一」的真諦。

　　回朔英倫與歐陸等學者，來自對基督教「創生論」的反動，大概在18

世紀，便開始了大規模「演化論」的探究運動，教廷還一度受到迷惑，而

做了很多鼓勵與資助。這是因為稍前，教會遵照基督倫理的詮釋，認為上

帝創造是完美的，其中包括運行的形式理則，以及實質的萬物作品。而居

最高級的人類，自有義務將這些創造理則顯示出來，甚至加以運作，以彰

顯神的智慧(在這個基督倫理之下，就是20世紀大科學家愛因斯坦還曾經

為對抗自己及科學，竟杜撰一個「宇宙常數」，試圖推翻自己的相對論。

所幸由天文學家哈柏，解救之。)。因此，從16世紀的哥白尼的地動說，

開啟了第一次思想啟蒙後，初期，教會曾積極支助科學家研究，導致百家

爭鳴(包括很多修士，都成為科學家或知識分子)，人類創造了柏拉圖式的

理性時代──邏輯為真理，不為雄辯。並勇敢地向聖經說不，從此掙脫了

數千年來的心靈桎梏。當然，生物學的發展，亦併同開創全新的局面，例

如林奈(Carolus Linnaeus，1707–1778)的分類學，及其後的地質學、動

植物學、人類學等等，都各擁有一片天。就是達爾文的祖父伊立斯莫斯

(Erasmus Darwin，1731-1802)更已發展出，有相當水準的演化論。其他，

如赫胥黎(Thomas Huxloy，1825-1895)、拉馬克(Lamarck，1744-1829)…

等等亦多有成就。這之中，最偉大的博物學家，當然就是達爾文了。

　　1859年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將二十多年的演化研究，

整理出版「物種原始」(Origin of Species)一書，作為「迴應」年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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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華萊士(Alfred R. Wallace，1823-1913)的論述。達氏「物種原始」簡

單扼要地、說明「物種同源」及生命是「由簡單到複雜」的演化原理。她

確證演化運用「天擇」(包含性擇)為工具，來篩選有利的性狀，使生命能

「適應」(adaptation)各種環境(斯賓塞說：「適者生存」。)或竟創造新

環境，來符應個別的生命特質(歧異diversity)，一舉以「科學知能」解決

了「存活與繁衍」的本根問題。達氏透過觀察，解剖、標本、地質學的化

石等等科學資料，經過分析、評比、歸納、綜合等檢證，並以堅實的邏輯

整理推證，描繪物種生存與滅絕的演化實相。就文化層面而言，他對聖經

「上帝分別創造萬物與人類」的神話，提出極為嚴厲的指控。演化論明白

指陳：「生物是演化的，人類只是演化最高層級的物種。」易言之，他提

出演化「賡續」的事實，來對抗聖經「分別創造」的浪漫情懷。可以說，

達爾文的演化論，就是指向「質疑或竟是否定」整個西方文化──政治、

經濟、哲學、宗教、法律、藝術──所賴以存活的生機。就物競天擇而

言，當這個生機被斲傷，她的下場只有二途：一、自承建立在海市蜃樓的

文化，甘願如幻如夢地沒落。二、以知識根除愚昧，另覓生機。第一途徑

將使利益既得者，失去依傍。第二途徑則意味著，承認文化亦來自演化，

即所謂「瀰」(meme)的成就，確實是「基因/文化」共同演化的結果。不管

是前者或是後者，均將帶給人類自覺的大反思，翻天覆地在所難免！

　　總之，百年間科學技術的進步，實非前人所能逆料！新融合理論借助

新思維、新工具，已然使「本體與現象」間的因果，不再只是靠猜想、統

計趨向或神怪密咒（Myth）什麼的…，而是能真真確確的，從可驗證、可

直接的觀察與建立有力的連結等推導而得。因之，怪異的行為，與其說是

鬼神作祟或是含混的心理疾病，毋寧說是大腦生理缺陷或機轉設計。這些

新解，在實務上，都可以讓我們從基因學與大腦學，來解析、認證她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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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並做若干防範與治療。以下討論建立在融通知識趨勢上的新行為理

論，以做為評析鍾文的規準架構。

　　十七世紀法哲巴斯卡（Blaise Pascal）仰視無窮的星夜，目睹到亙久

不變的煜煜繁星，曾不有一時稍懈，他們默然無語的運行，不僅信實地、

道行有常，更是依時按節，符應人間種種讖緯攀緣，去來果真順天應人，

絲毫不爽，(這就是易經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孔子所謂天何言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乃不禁地發出：「這些永恆靜默的無限蒼穹，直

教我心生畏懼！」。但巴氏這個驚怖的讚嘆，不僅止於鼓舞「人法天」的

期待，更是超越前人，「面對浩瀚諸天諸神，大信不言的運行，以及渺小

的人類自覺」的感動，而激發了人類勇往直前，探索無限蒼穹的決心。自

此，由星相學開其濫觴的「天人之際」臆測，轉而為天文學乃至宇宙學的

研究，使人類幻想著從「廣袤星際之運行，必寓有通古今變易之理」的浪

漫浮誇，改變為務實的探索，開始對宇宙的發生與天文變化的原理，有了

更清晰的研究方向與方法路數。相對的，巴斯卡的驚嘆，也包含另一個

往內的取向，就是：「想像有關節的腿，腿內有血管，血管有血液，血

液有…直至原子。」等的「自我」課題，微妙難解的「生機」驚悸。亦即

對「生命自身的複雜與不可言喻的奧秘」有著無知的恐懼。事實上，這種

生命的微宇宙，從無機到有機「續斷與躍轉」現象的不可解（跨越冷冰的

原子，邁入熱情的分子生命體），對人類而言，其困惑猶百倍於仰頭之星

際。譬如核心問題：生命是否來自物質的建構？生命現象(包括生殖)是否

遵照物理五大力量的牽連與互動而行？生命的目的是否為傳衍？(一如亞里

斯多德所謂鼻子為呼吸；嘴巴為食物；手為取物；腳為走動……那麼身體

的總目的為何？也自必有一答案。)，生命的意義又為何？……等等疑惑。

質言之，科學家認為本體論的總根本，是在於貫通「物質/生命/靈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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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等性質的驗證，即真相之追尋，並且思索，如何從依違在「生命的本

質是截然的二元，抑或貫串的一元作用？」之間抽離。可惜宇宙與生命之

初(形成或創獲)皆離人類太過遙遠，且生命的複雜與多樣璀璨，亦都令人

目眩神迷，皆不能名所以(名能無名)，使得……。

　　「七百萬年長夜將盡？一暗室班澤第一人！」這種以實驗科學發現

「自我」的努力，自啟蒙運動三百年以來，人類就一直勤奮地進行實相

探索，希望以科學發現的真光，來告別黑暗迷信與偏執。但是，直至今

日，限於研究工具與經驗，科學雖有一日千里的進展，但究竟尚未成熟

(Prematurity in science)，尤其學門間的融通（Consilience），猶待努

力。譬如生物學應有的物理、化學知識，卻一直未能彼此滲透融合，使得

人類對宇宙與生命的理解，尚無法一一掌握，如無法回答「我是誰？」、

「我為什麼到這裡？」、「我將往何處去？」等等最基本的問題。(即使

1943年物理學者薜丁格發表「生命是什麼？」的演講，也只是嘗試以「量

子論」解釋遺傳問題而已！)。關於融通的問題，哈佛大學威爾遜教授

（Edward O.Wilson）曾提出人類未能融通的知識領域有六，包括一.活細

胞重建、二.基因與文化共同演化、三.生態系統組合、四.物理的統一原

理、五.宗教與倫理學的根源、六.心靈的物質基礎等等。他認為這些單獨

的知識，雖皆已卓然有成，但學問之間的藩籬，卻仍是森嚴，急待彼此

攜手合作。因為這些知識不能融通，對物自體的「全真」本質，就無由洞

知，致使科學家不敢大聲斥責宗教、玄學、哲學等誤導人類，數千年的信

仰。幸好，人類的好奇心，一如潘多拉盒子既開，探索就無法止息。1999

年的人類基因組的解讀成功，證實所有生命使用之密碼，密碼指令規範生

命之藍圖，以及使用能量產生生命（ATP）之機制等都相同。這似乎為「融

通知識」已完成了生命基本的建設。爾後，各類領域聯合的研究，應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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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把握，值得信賴的共知共識。目前，若單純就生物學「基因與文化共

同演化」的領域而言，可能最有成就者，應該是當代由班澤及其子弟所發

展的「分子生物學」及「生物行為學」等由內往外，由下往上的新興科學

研究。

　　廿世紀初由摩根、戴爾布魯克，以及班澤等發展的「分子生物學」及

「神經遺傳學」，（另有「傳統生物」學者愛德華．威爾遜，所平行發展

的社會生物學等。）等，均試圖從基因的結構裏，尋找出「行為原子」及

其定位、定序工程。他們藉由果蠅的研究，闡述基因結構與大腦（或其他

肢體）神經發展的圖譜，更從基本行為（如週期時間感）的研究，發現個

體的「基因／大腦／行為」之間連結，這個系統之間，有物理的守恆定

律，有化學鍵結的分子作用，有生命及非生命分子界線的測量，甚至對於

記憶、思考與愛情等活動，均能從分子「新陳代謝」的機制，做成簡單

而正確的解釋(的確是尖端見解)。這個信奉「凡所有（真）相，皆為真

實」，並且聲言，所有心智（Brain, Mind, Spirit, Soul）均來自物質組

織及其作用力所表現者，是串結一切「本體及現象」的唯物論述。他們所

確認生命體存活的宇宙、生命、社會文化等實相，都在邏輯、經驗與事証

等反覆檢視之中，得到釐清，同時借助數學精確的運算，確實發展出空前

的知識異彩。尤其到世紀末的八Ο年代，結合基因學及大腦認知與神經遺

傳等的成就，更幾乎可以顛覆人類文明發達史──從一個臆測所發展的假

設體系，走向有堅實證據的理論（1996教宗評演化論文告）。生命在胚胎

裏，依照遺傳基因DNA及RNA傳遞指令合成蛋白質，並從不斷的細胞分裂，

建構生命體的組織架構，神經脈胳系統的聯合，乃至適時適地啟動激素作

用，完成各種生命藍圖中的各種設施，使生命與生機的表達，皆為真實可

徵，並可預測。總之，明瞭與掌握這些有機體的成就，可以說是人類已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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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帝神聖的智慧─不單只是能分辨是非善惡，更能對生命進行解析、複

製、修補、替換…甚至合成…。至此，上帝說：「我說有光，就有光。」

人類便回應著：「喔！耶和華，我說有生命，就有生命！」。

　　孟子說人獸之別「幾希矣！」。他的意思，就是人類和巴諾布猿之不

同，是來自基因0.6％的差異（按:人類基因約30億筆，0.6％則為1800鹼基

組合。不是99.4％的細胞相同，其餘的不同,而是雙方之「每個」細胞均有

0.6%的差異。這是2003的測定比例。）這個差異使得人類獲得幾個重要的

特徵。第一，直立（衍申為尊嚴，及不食嗟來食。）第二，手腦並用（衍

申為創造力的自由不可妨礙）。第三，出生腦不完備（衍申受教權的神

聖）。第四，偶配結合的私密性（衍申隱私權的人權觀）。這些特徵的辨

識與行為的人道化，主要是依賴頭腦組織及其發展來維持。解剖上，大腦

由額葉、顳葉、頂葉、枕葉及邊緣系統等構成，這些新、舊皮質透過各種

神經系統磨合，形成「自我」並依功能運作。一般而言，腦部運作正常，

則依原子守恆原理，每個人外在的行為，大部份都是「諸行有常」，而且

深層的思維亦是穩定可稽的：就是前念與後念可能會有相異，但卻是相續

穩定運行（跳躍思想則為特例），就是依天理法則而不殆；相對的，若大

腦失常，則思維與行為均離經叛道，如人格分裂、反社會行為…等。

　　根據以上生命工程學家，從基因「往前」探索分子、原子、星球、星

系直到大爆炸（美國NASA貢獻良多）；而「往內」亦從基因、遺傳、大腦

發展、行為形塑，直到社會生物學、社會學（美國人類基因小組成就非

凡）等等之探索，所形成的一種新的宇宙學、生命學、大腦學及行為學，

系統清楚，理論嚴明，完成了非常強的「解釋與預測能力」學理。總之，

科學家由樸質的研究，確認非生命體及生命體各種行為表現，都是依據物

質原理運作而行。生物學家班澤說：「這絕非偶然，沒有一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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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新興的演化與「生物／行為」間密切的關聯，宿命的因果(混沌，只是

尚未理解！)，不必在生物體之外，另創一個虛無的超自然者，來迷亂真

知真相，總之，這實可歸結稱為新時代的行為學──每一種表面行為，深

層裏都有一個基因元素在指導，並且這些基因均為演化論「天擇」原則所

控制。本於此種認知，試從基因、大腦、行為等結構指標，評述「埋葬自

己」一文如後。

二、「埋葬自己」本文

　　 (作者：鍾怡雯轉自中國時報95年9月19日第E7版)

　　祖父過世沒多久，我做了一個埋葬自己的夢，夢裡我荷著鋤頭趕在大

雨之前把自己埋好……

　　祖父的忌日是七夕，五年前，牛郎織女在天上相會時，他丟下祖母的

嘮叨，獨自過清靜的情人節去了。沒來得及送他最後一程的我閉上眼，見

他一臉解脫的輕鬆相，手上拎著一瓶黑狗啤酒，一手夾著菸，沒入亮光的

遠方。

　　他的爛貨在那邊等他呀！老不死的這下終於死透透了。祖父過世後一

年我回家，終於有機會試探祖母對祖父過世的「感想」。祖母給我這樣戲

謔的回答，聽起來像電影的設計對白。祖母總是懷疑祖父有老相好，對象

不外左鄰右舍的阿婆阿嬸，總之所有跟祖父說得上話的師奶們全是可疑人

物，一律被她冠以「爛貨」，更粗俗的叫法是「打炮貨」。阿婆講爛口

喔，我們故意提高聲量嚷嚷，她會曲食指作勢敲頭，叫我們閉嘴，不然就

拿手上的扇子撲人。祖父先走一步，舊的解讀仍然一以貫之，不就拔爛貨

去了嗎？

　　她叫祖父老不死可不是說著玩的，是真心誠意詛咒他去死。他們一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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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沒好好說過話，總是吵，總是話裡帶刺，極力挑釁，互相詛咒早死。聽

久了覺得那是他們祝福彼此的方式。隔壁的老鄰居錦清嫂常說，你阿公、

阿婆是前世冤家，到上面去時，我擔保他們也還是吵。她指指天空，搖

頭。真是陰功，從早吵到夜，沒辦法囉！要是她知道自己名列祖母的「爛

貨」名單，不知道會不會拿砍柴的巴冷刀衝進我家？祖母說這客家女人是

「硬頸死爛貨」，慓悍蠻橫，錦清伯被她治得死死的。

　　祖父爛醉時可以睡上一天一夜，不吃飯不下床，怎麼叫都沒回應，同

樣一個姿勢不動大半天，喊他，只眼皮拍一下，翻一絲白眼立刻闔上。有

眼睇，他彷彿這樣說。他沒眼看這世界的樣子就跟死了一樣，好幾次我忍

不住探他鼻息，心臟都快跳出來。我跟祖母說阿公醉死了。祖母就會去大

力拍門板，大聲吼他，老不死，你兩腿伸直來，死快點。被詛咒的人這時

會象徵性翻個身，向虛空揮個無力的手，長嘆一口氣。腳伸長伸直了。不

過沒死，反倒悠悠回神了。回神的祖父更讓人發毛，他常常呻吟著一句

話，「阿公要死了阿公要死了」，拖著平平的拉長尾音，像辦喪事打齋吟

唱。閻羅王根本不理他，讓他事與願違的活到八十四，喊了三十幾年。

　　這種戲碼小時候常常上演，祖父醉倒，家裡沒煙味沒酒味沒吵架聲。

客廳那把阿公專屬藤椅空蕩蕩，藤椅上方曾祖父照片裡慈愛的微笑有點意

味深長，曾祖母則一臉嚴肅，眼神定定的異常銳利。她的神情有些陰森，

看她一眼要補看曾祖父兩眼平衡一下。剛學步時我常常偷喝曾祖母的茶。

我看你有時頭瘋頭瘋的，說不定吃老人口水吃壞頭腦，母親對我無可奈何

時就只好怪祖先。嫁進鍾家母親才十九歲，癱了下半身的曾祖母生活由她

一手料理。舊擺（從前）還能走時常時發神經啊，拿鋤頭挖洞埋自己。母

親搖頭，沒看過這種人，你阿公就是像他，你爸也是。

　　前幾天我打電話提醒父親別忘記曾祖父的忌日，說著說著他就提起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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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曾祖母能走能跑時，每隔幾天總要上演掘墳記。家裡沒她人影，必

然是在菜園挖地。弄得一片狼籍。頭瘋啊，小時候追她追多了，荷著鋤頭

拚命走，好像有人牽她脖子一樣。我大聲喊他阿婆阿婆她都不理，搶她鋤

頭他就說埋我埋我，我要死了。硬是拖回來，給他吞顆鴉片屎就平靜了。

父親頓了頓，言歸正傳，你阿公個性跟他最像。

　　你也跟阿公一樣，我心裡這樣想，卻沒說出口。祖父過世沒多久，我

做了一個埋葬自己的夢。夢裡我荷著鋤頭趕在大雨之前把自己埋好，急出

一頭一臉的汗，我的墳都沒挖好怎麼辦快下雨了，來不及啦。滿身大汗我

從夢裡驚醒，睜眼到天明。

　　我吃了曾祖母的口水，神秘而宿命的遺傳了曾祖母的頭瘋。晚上在啤

酒的苦澀裡，我一點一點的體會到祖父寧願醉死的理由。在那微醺的痛快

裡，感受到活著的艱難，以及暫時解放的必要，逃避的必要。

三、評析

　　文中，祖母的「確信」與偏差的行為，不是後天習得的「懷疑與無

助」；也不是弗洛伊德(Freud, 1856-1939)及其徒眾們，硬掰的「幼年

所發生的某種『不經』震撼(shock)事件，被壓抑到潛意識裏，當意識失

去控制力後，就如同竇娥的『滿腹閒愁，數年禁受，天知否?天若知我情

由，…』一朝冤曲盡白般的，突獲解脫，才逸出的不正常或形轉之反映行

為」；更不是瞥見了幢幢鬼影，為刺探真相，而故意扭曲事實或疑神疑鬼

的失控行為。真正的答案，應該是歷代「祖宗們」基因總突變的集結，促

使大腦官能發展出「特定猜想就是事實」的結論。這就是突變基因，藉由

祖母大腦「如是我見」的表達。整個過程與生命典型發展模式是若符合節

的，即「基因→大腦→行為」的系統發展與回饋，是一個恆定，可預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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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也就是台灣諺語所謂「是天地鑄成，不是弟子作孽！」的意思了！

　　當代英美生物科學家，如班澤(Seymour Benjer)、華森和克立克、史

特圖芬(發現基因定位)、劉易士、柯諾普卡 (繪製基因圖譜)、金昌樹(探

索暴斃基因)、杜利(確認Creb基因與記憶)、希爾佛(解剖行為、酗酒基因)

霍爾(發展基因工程)等，從果蠅及其行為的研究，發現某號(如D4)基因的

長短臂裏，有些ATCG鹼基排列異常或增減，會導致大腦及其神經網絡發育

時，掌控行為的區塊或系統，不能正常運作(原因包括傳導物質如多巴胺、

乙醯膽鹼、血清張素、正腎上腺…分泌失衡或受體失常等。)，致使果蠅生

理結構發生變易，功能隨之失常。如其中行為遺傳研究的奠基者，就是霍

爾（Jeff Hall），在他的果蠅「基因突變」群中，裏頭某種白眼果蠅，經

X光照射破壞了基因，就會使得生命最基礎的作息時間表，發生變易，即所

謂的「時間感錯亂」症，因而確立了研究的典範。(後來，他又發展可經由

「注入本能」的技術，使改變恢復。所謂「喝下忘情水」洗淨不如意、痛

苦與憂慮…這是基因工程的重要里程碑，影響至為深遠。)並且，連帶發展

出趨光錯亂症，學習失常症、記憶失常症，甚至「同志果蠅」（就是無由

表示愛意或愛的對象錯亂，終至無法實現生命體，最高目的一繁衍生命。

又，基因學者哈默（Dean Hamer）指出人類若X染色體Xq-28有缺陷，則亦

為同性戀者，其原因及結果亦同。）等從中獲得「基因突變」與「行為異

常」的因果確證。這些果蠅大腦異常結構及其神經網絡發展，若轉換為人

類，可能就是學習規範與記憶深層部位受損，導致作用力改變，行為脫軌

異常。也就是腦新皮質，如額葉、顳葉…及腦邊緣系統裏，表達思考遺傳

（或本能）的「作業程序與功能」跳躍式變形，成為「不經行為」的新構

建！典型的特別行為機轉，如「杏仁核」啟動帶有自救的變異，而發出負

面或猜疑特強情緒（信息），並且激發「海馬迴」免審查的理性與增強，



264　　附　錄

並扭曲或過度強化(行為過敏及禁止)使這類關乎演化優勢，及生命傳衍的

資訊（如大腦顳葉的宗教區，或海馬迴的「恐蛇」存記…等等亦同），經

過完整或部分的特化，而予以「燒錄」成為物種記憶或生命智慧，而留存

下來，且成為一種「待機狀態」的重要生存印記，貯藏在大腦邊緣系統

裡。

　　日後，一旦環境有變，而為確保這個「續命錦囊」的功用發揮，整個

機制就會瞬間激發並啟動，充分應對「入侵虞犯」，而展開「異乎尋常」

的行動(如恐蛇反應，比確證是蛇再反應，約快1/4秒！)，以求立即自保。

甚至，會再經由「視丘」傳達此種蘊含保命(保傳衍)極其強烈的種族意識

資訊，給予原未參與運作的新大腦皮質（個人前額葉），並要求強力配合

助勢，提供一些看似合理的知識、邏輯與態度，即所謂的「合理化」（就

當事人而言，是理性的合理行為，但卻是常人無法理解的非理性動作。）

來進行「行為背書」並「緣辭生訓」式地、來增強老祖母「確信」的正當

性。這樣就會讓祖母的論述(實則為猜想)，不僅有「邏輯理性上」的判斷

支持，更有類似真切「事證」的符應。因而使祖母自覺，完全沒有誤解或

誣陷他人之故意－因為這是來自大腦內執見，有「我視、我聞、我思」的

主客觀「事實」依據呢！這個如同不可撼動的數學程式，證實了祖父及可

疑賤人的不倫！

　　總之，「主觀上」祖母自認為本案，她絕非故意冤枉他人，自無所謂

道德自責的問題，並且每次經由：「懷疑啟動→果見有曖昧徵兆→恨得牙

癢癢的 →目睹祖父贖罪行動(以自恨自悔或暴力行為來表達內疚神明) →

諒解祖父天性軟弱→痛恨妖精(勾引的女人，是罪魁！) →獲得情緒舒解

→等待下回妖精再現(隨時注意祖父眼神)」等過程的演練，從而更增強日

後對祖父懷疑的正當性。因為這個幻想模式，真假互證、虛實相驗，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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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祖母大腦最高層級，擔任審判道德的額葉、顳葉等的一致聲明，他們

「認可」這個由邊緣系統所發動，所自我強迫的「眼中所見，腦中所判」

及佐證（據）等都具有行為主義與認知論原理支持，才得以證成的。這個

三段式邏輯的大前提：凡是女人都是勾引祖父的狐狸精！（就是祖父與能

說得上話的女性──不管她是15歲還是65歲，都是一樣）小前提：祖父與

「賤婦們」親蜜的行事、眼神、動作…等等，無一不透露出「曖昧」的邪

惡真相。結論是：誰能說這不是事證俱在，可惡的「不倫」偷情！(怪不

得，祖父雖已亡故多年，她仍然對當時的事，咬牙切齒！不過，生前祖父

的偷情，是一再被起訴的，總是不能定讞。)此猶如列子所說的「意鄰人

之子竊斧」的故事。當一個人「懷疑」鄰居小子偷了他的斧頭時，他左顧

右盼（自以為沒有先入為主的成見），果見鄰童行事、言語、顏色、動作

等，無一不像偷賊！

　　當然，這種天生的「愛情猜疑」是人人有之的，只是祖母的大腦主管

「懷疑」的線路特強，與歪曲事實特大而已！從演化論的層面看，「嫉

妒」、「懷疑」本是有利生存以及繁衍的設計，因為即使是無端的猜疑，

亦可使配偶更小心行事，或終至不敢做出不利於家庭的越軌行為。其實，

這可從百千萬年人類「採擷與狩獵」的生活方式中，得到演化理解，男人

長期在外爭生活，對家中妻妾忠貞的問題，早就存有質疑的態度(怕撫養別

人的種，此種懷疑情緒，一旦被啟動，後果必嚴重，所謂一怒為紅粉。輕

者，家暴、離婚、凶殺；重者，一國烽火，血流成河！)，而且這種「合

理的」懷疑，總是有效地，促進婦女的忠貞。故就「懷疑情緒」而論，是

男人尤甚於女人的，只是男性的大腦新額葉的「理性」判斷，與行為「抑

制」較精準而已。（男人會在檢驗證據時，深思熟慮，才會下判斷並行

動。所謂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至於女人限於傳衍子女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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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限制（一生可用的卵子有400枚，而自然懷孕機會只有20次），因之，她

會採取「久傳」的優先策略，並拒斥同為女性之競爭(相對於男性的「廣

傳」策略。女性以固守家園為職志，並以防堵有優越條件者入侵，為最高

指導原則。因之，其情緒以「嫉妒」為主，若該情緒被挑動，亦會發生難

以想像的災禍！還好，祖母啟動是「懷疑」，而不是「嫉妒」，尚不至於

鬧出人命來！)。同時，又會藉由身材成熟變化、特殊魅力、受孕期的掩

飾，乃至掌握(或威脅)男性的情慾、財富、權力…等等思考與操作模式，

而多管齊下，其目的就是要迫使男人就範，乖乖而不敢妄想顛倒，且臣服

在伊的石榴裙下，這也就是「男人統治天下，女人征服男人」的寫照。總

之，女人以「情感」為主導的理性行為，為的是擒獲優良的男人，獲取傳

衍的好基因，並使之提供一切供養（女人較勢利眼，其來有自！），以確

保自己的基因可以綿綿不絕，並且改善自己的後代生存品質(即女性攀高婚

姻觀)，以實現自己基因「久傳」的理念。

　　基因突變的內外因素，大抵有物理原因，如Ｘ光、伽瑪、紫外光線等

照射；化學原因如毒化；生物原因如複製錯誤、近親配偶的「同位」基因

座的表現，以及細菌，病毒入侵感染等等問題，防範至為困難。且突變功

能卻又吊詭，如有時某些基因變異，會陰錯（對）陽差（合），而拯救物

種，免於滅絕呢！又，人類自700萬年以來，列祖列宗的婚配與環境等因

素，這些數學的「大數」，變異廣大，其機率計算過程極為複雜，一如生

命的複雜，已非吾人所能控制。就以30歲為一世，單就「有成熟思想之現

代文明」的2400年為例，就有80世，即參與個人生命傳承，具有遺傳作

用的祖宗們，就有280數目，大概上千萬人呢！為此，今後若能拜科學之

賜(如快速電腦)，能將「人類基因組」的知識妥為分析綜合運用，或許

我們才能解決各種突變或遺傳不良性狀的問題──確保理想的突變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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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聰明、有遠見、並可避免種族滅絕者。至於，有關「優生學」的探

討，大概在1830年代便有了基本的假設與理解，如達爾文的表弟蓋爾頓

（Francis Galton）便對「天才世家」有過統計研究；又1860年代，孟德

爾已能解析豌豆高矮、光滑與皺皮的顯隱性關係，並且可以用精確的數學

程式表述呢！

　　當然，在1920年代起，新科學從班澤、霍爾、杜利等的果蠅、鳥類、

哺乳類、人類…等研究，更已能確知避免不良性狀遺傳的策略，例如（1）

避免近親婚配，以防止一雙同位基座表現，生養神經病或殘障子女。　

（2）避免老年生子，以減少基因病變或老化結合，生養殘缺子代　（3）

避免不良偶配，以防止依孟德爾的定律，出現不良遺傳子代。但也許，真

能根本解決的技術，就是「基因的調整與治療」，如1990年代法國學者莫

諾（Jacques Monod）和賈可伯（Francois Jacob）等發現細胞核內浮動的

「抑制子」（repressors）即所謂天使之手，她可以使某些基因呈隱性，

猶如道教的孟婆湯使前世成謎。如此或許人類就能直接干預「不良」基

因，使她成為瘖啞表現及不行動。可惜這種技術醞釀，仍須一段時間（目

前婦產科大概已發展出，可從8個胚胎選擇之一，置入未來母親子宮。）。

因此，就目前種種客觀條件之下，若男女能在婚前睜大眼睛，或借助科

學資訊（如不能相容於血統檢定）等知識，增加彼此了解結合後的生殖風

險，並在倫理價值上，進行理性評估，再做負責的決定，才是良策。否

則，在無可如何之時，就應如本文中的祖父處置方式：「既娶之，則安

(撫)之，即便裝聾作啞，亦可」。當然，這個「以選擇，干擾生殖」的倫

理見解，亦將是另一種無可迴避的議題。殷鑑不遠！希特勒等野心狂亂分

子，藉機屠殺猶太族群種種惡行，確實令人聞「優生學」而色變呢！

　　鬱躁症候群者，是腦神經網絡、傳導物質及其受體（receptor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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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失衡問題所引發的。應該是遺傳病症（或轉機），但後天惡劣環境，

卻也是主要啟動「引子」之一。一般而言，當鬱症開始時，杏仁核會提供

負面情緒，海馬迴及前帶扣迴則將此種負面情緒引發為類似理性的思考，

並鎖在一段迴路當中，使之縈迴不去，如同入鑽牛角尖，這時案主會一再

發生無意義感，認為存活是一種沉重的負擔，而成為一種死亡的呼喚。這

種困擾若長期盪漾在心頭，而不得排解，就有可能造成思想空白、情緒死

寂，甚或發生自殺行為。而若案主又同時罹有躁症時，如懷疑更多女人與

祖父都發生曖昧關係，所累積的虛幻情愫，促生多巴胺分泌，若達到一定

量時，可能會啟動神經躁進。這種躁症情感若不能得到抒解，外人只要在

隻言片語、或些微行動，包括一點點眼神，都會被解讀為「挑釁」，而發

生不可意料的「引爆」效果。因此本案，祖父若對其他女人有言語、眼神

接觸或親切（非親蜜）動作，必定會挑動祖母獨愛之心弦，放大懷疑的

少女情懷(即使祖母「理性上」自我警告不可失態，可只要有場景，她就

會立即失去理性，而遽升嫉妒情，此猶如見流血，即暈倒之症)，燃爆熊

熊妒火，造成難以收拾的結局，其間因果關連幾乎毫無比例可言，祖父只

要多看女人一眼，可能就會演變為爭吵、家暴……甚至離婚……（還有更

嚴重的後果！）所以智慧的祖父在被「指責」、「懷疑」時，卻只仍採取

不爭辯的低調態度，並且做些恰到好處的回應，如假裝醉死或揮揮手，換

個姿勢（接受祖母的喲喝－要死，就得先把腳伸直！）再睡，甚至和兒孫

說些冷笑話等等，均能確實遵守「不激怒」的原則，結果使這段婚姻得能

保持，也保住了這個家庭的完整性。就演化的理論而言，祖母這種「超懷

疑」的基因，仍然有機會傳衍下去，因為她「年輕」時候有其他優勢，如

聰明、好身材、好機會……就遇見了祖父，並且祖父婚後又採取「無可如

何」的態度應對！換句話，這一家族的兒孫，將來亦必會有「超強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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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重現機會，這就是天道不爽！

　　祖母對祖父拈花惹草的「認知」，是深烙在腦海中的，那怕是她從未

見過祖父生前，有任何越軌的行為。所以祖父雖已亡故多年，她仍然頑

固地，「一以貫之」地詛咒著他（愛恨交織。請鍾女士體會，這不有純

然的恨意！）。我們研究心理學的，大概都相信，完形學派勒溫所提出

的行為（B）是個人（P）及環境（E）間互動的函數（f），即B＝f（P，

E）的模式，其實「社會生物學」所考查到的，亦證實了人類初生時，其

腦細胞、腦神經網絡的成熟度只約七成，其後則為個人與環境交互作用，

才能使大腦發展成熟（約在20歲左右）。但本案，祖母的環境（E）是內

含的，也就是腦海中的腦軸、腦突、神經元等已習慣彼此激發，並結合在

一起（Hebbian Plasticity），不待外在因緣，而能自行建構一個內在的

環境，此猶如幻聽者，腦內之自我，不斷與自己對話。看看那些幻聽、幻

想、幻聞者、自言自語、有說有笑（這雖然脫離了現實，但卻和一般人的

自我邏輯「感」沒有差異！）等等狀況，就知道「自我」的定義很難下得

準，縱使為方便起見，把她稱做人格分裂，但它還是像莊子夢蝶裏，分不

清楚的「究竟是莊子夢蝶，抑或蝶夢莊子」呢？就因為如此，當不同的人

格出現時，她也許會表現得非常激烈（或冷漠）但情境結束後，她會立即

生活在另一個心理世界，好像喝了忘情水一般，當然更不會有任何自責的

情緒，這就是生命的機轉！又若演化論可信，為何「超級懷疑」基因，歷

經千百年，而仍不被天擇所淘汰呢？前面提過是「年輕時的祖母」已被接

納，又其後「祖父的策略」正確，才有以致之。另外，可能的原因，應該

是這種怪癖（或人格分裂）都有生命「機轉」的功能，也就是說，這個

基因具有「有效」保住身體存活(如地中海型貧血症者，可成功抵抗瘧疾

病)，和順利傳衍生命的功能！才會歷千百代而仍存有。（若沒有這種機轉



270　　附　錄

的功能，祖母早就自殺了！）此又為現代演化論者所說「基因偏愛年輕，

不關心年老受苦！」的推證，多了一個證詞！只是這種「文化上的見解」

如何鑑入基因裡，並表現在大腦神經裡，所謂神經達爾文主義（Neural 

Darwinism）的奧秘，亦是一個急待探索的問題。因為佛教的假設「業觀」

能否得到事證，亦應繫乎此一研究！

　　至於，渾然不知自己也被祖母列入「爛貨名單」裏頭的錦卿嫂，還不

時用局外第三者的立場評論：「伊二人，即使到上面（天堂地獄），我擔

保亦必仍爭論不休！」。會有這個大放厥辭場景的出現，原因在於祖父

「無可如何」的態度（罵不回口，打不還手，……），掩飾了與他有「交

往」的女性，理應成為當事人的真相。此猶如實驗心理學採用的「雙掩

法」呢！（祖母為「自我」所掩；諸女眾則為「外緣」所隔）祖父是家裏

有這樣一號醋罈子，但礙於情面，(聲望愈高者，掩蓋愈深。所謂幽篁獨徘

徊。)他既不敢聲張，也不敢尋求安慰。祖父是認了，只好在不期而遇這

些「街上說話」的女人時，便低下頭來，採取迴避策略，以免招致更大的

誤會，坐實了祖母的猜疑，這些就像西遊記裏頭，唐三藏不准孫悟空抬頭

見人一般。那孫猴子神力高強（如祖父）偏偏生了一張「雷公臉」(醋罈

子裡的俊俏男)，…其實，這是三藏過慮了！孫大聖若真能嚇人，低頭，

也會嚇人的。不語的祖父，一如孫行者，其意可憫，其情可憐，只能默默

地，不敢抬頭見任何女人（尤其祖母在場時！），所以這些「戲中人」渾

然不知自己竟是同台演出者！因為她們得不到任何有關自己的「桃色」消

息，況且祖母──通常具有這種怪癖的，大概多為輕躁者─熱情洋溢，關

心朋友，甚至是極富正義感的。因此，一般婦女分辨不出「對手」原來是

個心障者，且有強烈敵意的太太呢！（這些女子之所以會遭列名，就是因

為他們與祖母交往時，未能注意到大腦研究所指出：「…，運作的大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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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不同，眼球飄向後者，是社交態度；向前者為真實情感。」的結論，看

（猜）不透祖母憎恨女性的本質!亦即不能體會孟子所謂「觀其眸子，人焉

廋哉，人焉廋哉！」有以致之）作者對此描述非常貼切，顯見作者有觀察

入微的本領。

　　曾祖母有「埋葬自己」的詭異行為，當然不是鬼魂附身。基本上，她

若不是基因遺傳的問題，便是大腦功能失常的結果。大腦的功能表現，是

來自腦之結構或神經受體、神經傳導網絡、傳輸物質（如多巴胺、乙醯膽

鹼…），各種賀爾蒙分泌等等是否正常發展，及其等之間的交互作用，當

然也有若干是純然後天環境因素，如營養（過動兒或暴力犯者，飲食過量

碳水化合物，由於醣分子在腦中，減緩了衝動「抑制力」的作用，使異常

或犯罪行為更為激烈。其它稀有維生素、礦物質，對行為決策，亦有不同

程度的影響力；又如具有異常基因者，順其喜食肥肉「性向」，食用過量

肥肉時，其血管壁之附著物，必然增高，因而提高「中風」病變機率等

等。）、刺激或受傷等所致。但主要原因，還是來自基因重組問題，如近

親婚配、不能相容血統、高齡父母產子…等不利遺傳因素。至於，遺傳

與環境巨大失調，如過量X光線照射、戴奧辛、多氯聯苯…等等改變染色

體，也是原因之一。曾祖母的行為，應是出自「情不自禁」的動作，亦即

大腦頂葉接受不當，或未經前額葉決定之訊息，所執行副交感或非理性的

動作。她與祖母那種經由前額葉決定的「錯誤判斷」，所產生歪曲的「思

考與行為」是不同的。也就是說，這兩代人所面對的腦病變原因，仍然有

所差別的。前者是無意義的動作，後者則為無價值的行為。曾祖母所罹的

病，應該是功能「缺陷症」症，確實是一種單純疾病。她不是對生命失去

興趣，也不是不滿意生活的品質，或者遭遇衝突挫折，更不是想博取他人

的關注（祖母應該有一點這個想法），純粹是一種無厘頭的行為。這種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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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行為，如不是來自病毒、病菌等入侵使基因變異（如亨丁頓症），一定

是前額葉異化或老化的問題，但應該不會像傳染病，由口水傳給他人（請

作者鍾女士不必害怕！)。至於，祖母的超級懷疑，是一種生存「防禦」的

機轉，藉由這種「另有別說」的信念，使得伊對祖父不倫的花心（其實是

屬於偽記憶false memory，就是選擇了花心觀念,就確信有花心行為！)，

雖長處在「恨得牙癢癢」之中，卻因為得到一個「都是那些壞女人，爛

貨！來勾引我的丈夫」的「外制握」理由。從而，使她那跌落在「鬱卒情

海」的心情，獲得一種不可言喻的舒暢，一如宗教上的解脫與救贖呢！否

則，那有咒罵三十年的夫妻，卻仍然可以「不即不離」，還生養一大堆子

孫呢！

　　1953年華生（James Watson）和克立克（Francis Crick）發現基因

的「雙螺旋」結構後，使得班澤等行為與生物（態）系統研究者，更為振

奮。他們不僅使數十年的研究結果，成為新生物學的主要內容，更由於

其精準分析，從每個基因與性狀/行為之間，所有線性或非線性連結的檢

核，累積了新觀念、知識及技術，而產生了「人類基因組」解讀的基礎，

開拓了一種真正的生命學。使人類從而能了然生命的源起，維護、發揚，

乃至完成等各層面，貫串於其中的「物質與物理」原理。易言之，當人類

認知（徹悟）到石頭、生命、靈魂等，都同具物質性質時，則數萬年來，

不能理解的宇宙、生命、行為等奧秘，才能迎刃而解。至此自無須再浪費

精神，建立「猜想」的哲學、倫理學或其他社會人文、宗教等等，自我蠱

惑的學問。至於，由分子生物學所驗證的「社會生物學」，亦將連動，

而產生極大的質變，甚且她更將藉助基因解讀的知識，明確統合1.大腦

神經認知學2.神經遺傳學（Neurogenetics）3.分子生物學4.社會生物學

（Sociobiology）等各種領域，實現了人類夢寐以求的「人文與科技」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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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理想。我們確信「人（to be）天(To Be)」的連結，此後，已無須再編

派神祇，以及多有神祕、訊言暗語、解幻圓夢、裝神弄鬼，來強說隱晦不

清的「天啟」、「神旨」與「人意」。人們終將明白萬物、萬事皆是「物

質與其作用」的存有─「to being」的結構是統合了物質、物理運動及數

學邏輯、機率。事實上，「To Be」只是構成「to be」的理則，而非一實

體上帝。

　　生命始自塵土，終歸塵土，所存之愛，將由基因圖譜清楚記載，並傳

之後世。傳衍是生命的過程，也是目的。然而，人類無法理解「物自身」

的傳衍，有何意義，頻頻會質問：「難道我就這樣過完了一生嗎?」。因

之，人類獨特的大腦，便開始尋求，那意在弦外的故事，其中，宗教就應

運而生，她虛擬了很多不同的靈魂結局，來鼓勵人生、消除困厄、撫慰受

傷。結果雖能解決某些困惑，也有一些夢幻般的功能，但終究是一種虛擬

的自慰，如同是知識份子的鴉片！科學則實話實說，因而不能舉出超自然

的浪漫天地，最多只能描述生命的浮沉，如其在汪洋大海或蜿蜒小流，不

斷的鳴咽或拍岸的情景，以及親代又如何投入所有摯愛，去呵護子代，並

希望子代不斷傳遞生命的真實。因此，假定六萬年的「宗教約制」，一時

不能解除，人們仍一定要信仰，必有一「二元論」以求寄託，那麼，科

學家就會回答：「基因就是靈魂了」。克立克說：「行為是生物學的終

極目標」。基本上，與之相呼應的，新的學術亦肯認：「傳衍是生命最終

的追求」。吾人相信在這些真相基礎上，融通之知識，將首由「重建細

胞」的作業，迅速啟動並獲致最佳的效果…；其次，則能確認「所有的人

性表達，均是人類追求傳衍」的合理設計──宣示「傳衍」是生命最後的

目的，從而解除建立在生命為上帝；為存活；為他人…等不究竟的假設，

及其所帶來的困境！就本文中，曾祖母、祖母、祖父及父親等「基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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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行為」是一脈相傳的，聰穎能幹，或陰陽怪氣、或性向氣質或思考判

斷、或文化見識…系統是一貫的，正如像鍾教授在另文（鍾氏出品）所提

到：「姊妹的中性裝扮是一樣的。」當然，只有他們（或子孫）的「傳

衍」任務，受到威脅時，他們才會發生思考、行為等調整……，甚至，若

意識到情況嚴重時（如日皇太子娶平民為妃、達爾文島多樣化的生物同種

異相。）基因才會為了適應而突變。（一般策略是異性偶配、異姓通婚，

甚至異族通婚，或…等等）。

四、新趨向的原理：

　　派典改變（Paradigm Shift）使得學門的內涵，有著極大的變異。

她的影響，縱不至於全盤否定原來的理論信仰，但至少由於新觀念、新

技術的引入，提升了認知真相的水平，甚或不同的方向，並且產生異質

的見解。最明顯的基礎研究，就是當代大腦學，她已經是建立在(1)宏觀

大腦功能理論(global brain function) (2)神經網絡發展系統(3)大腦

遞變理論(gradient,1989)等之上。這些研究確實改變了，傳統對大腦的

認知。如1980年代前，科學家推測額葉為無功能，所謂寂靜之腦（the 

silent lobe），殊不知她竟是總指揮的「總裁」大腦呢！；如18世紀由

高爾（Frang Gall）顱相學的猜測（科幻），到20世紀末進入了腦功能區

（或中心）的實證測定後，已成為大腦學（科學）；又如17世紀笛卡爾的

靈肉二元論，雖坐實了基督教義主張，並影響300年的西方文化，尤其知識

分子的「理性信仰」判斷，但仍被確認：「有邏輯，無事實」。笛氏認為

大腦松果體（腺）是「靈魂」的住所，如今新大腦學卻指出她，只不過是

主導睡眠的器官，是產生「褪黑激素」之所在，根本與靈魂無涉。（如果

要勉強主張身體有一中樞、大腦綜合核心，亦應指認腦「視丘」才較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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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情。）總之，這些「腦與心」的新研究，證實了腦本質的真相。這樣的

研究派典轉移，是來自現代科學所使用的工具，能精確查明腦結構及其官

能，而產生的認知革命，以及運用不同的方法進行「大腦／行為」研究所

致。如對實體的探索，挾新利器之便，由一戰時的死腦，到裂腦（split-

brain）到侵入性活腦，再到1990年代的腦斷層、腦功能斷層等活生生之

腦。相對的，在方法上，又採取各種新技術，依次運用肉眼外顯觀察、解

剖查證、截腦胼胝法、腦部分破壞法及電子掃描法等等，使對腦「區位

/中心」的論辯，趨於真實而能夠建構新理論。可以說整個腦研究，真正

已是由猜想到親眼目睹，甚至可操作運算的作業（憑藉機器診察，專業譯

讀等，使研究變成「一般性」的醫術活動）。此外，由於對大腦本體與功

能的綜合研究，導致思維方向，古今亦為逕庭，如認為靈魂是一種永恆不

變的「結構」實體，確存在於腦（心）中的猜想，轉變而為是大腦「作用

力」的呈現（達爾文M筆記提到，若以靈魂實體，來研究靈魂自身，註定要

失敗），並隨生命之亡故，而飄零消失。也就是現代大腦觀，是把大腦當

作生命器官之一，而不是森嚴的祭壇，神所允諾的靈魂城堡。 這種根本的

改變，當然使得以「人性」為基礎的研究，不得不落在「真相真知」的追

求上，一舉掃除了神秘的猜想，真正如同佛經所謂遠離顛倒夢幻、偏執與

迷信。

　　由於對人性的理解有了「革命性」的改變（change），就啟動了理論

更張的新生學派及價值迻易文化的效應。因之，為因應新典範，而挽救各

種及「引申」學門的存續，則無可迴避地，除應將學門朝向融通為領域的

努力外，更重要的，學科本門的知能，亦應大幅度修正，甚至改絃易轍。

其中基礎學術發展，運用最接近「人性研究」的心理學、倫理學及行為學

等毫無疑問的，必須「全盤」融通化、科學化，並容攝演化智慧。否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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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毒樹果理論，這些肇建於猜測學理及無據、虛無假設的老社會學、宗教

學、哲學、倫理學等，其土崩瓦解，當在所難免。茲歸納新的學術性質，

尤其行為新論基礎，如下：

(一)、植基於演化論的論述

　　達爾文的演化論，已由「確認」物競天擇，及適者生存為物種之原

始，「擴展」為萬有（to be）一體適用的宇宙原理。即宇宙萬物及生

命之成住壞空等過程，均依照演化理則運作，無一例外。其要點約有，

（1）萬物「共生」趨向的現實。如人類與細菌的紅后現象（Red gueen 

Principle）就是共生共活之妥協（2）食物鏈的原理，不涉道德的殘酷網

絡。如人類屠殺猿猴、獅子獵殺羚羊…等等行為的合理化（3）競爭結果是

不對等的現實。如獅子飽一頓，卻是羚羊生死一大事（4）天擇（含性擇）

決定繁衍與存活，如公孔雀的翠屏，吸引了雌孔雀，而能傳宗接代，形成

繁衍優勢。（性擇，掌握美感者，獲得傳衍之酬報。）（5）適者生存。如

為適應英國黑鄉的濃煙環境變動，蝴蝶顏色為灰暗者存活（生物性狀符應

而存活），亦即生命無預定的發展方向，但目標為存活，則始終如一（6）

短利為存活，長利為繁衍。每種生命的目標，均在繁衍祖先及個我的DNA。

DNA種種的行為指示，如所有「中國竹」會選擇每隔120年同時開花一次，

（為什麼是120年？科學家會知道！）進行有性生殖，並以種子量多，且基

因重組等策略，避免天敵食盡及新基因抗病毒，而獲得傳衍。這就是生物

不可憾動的存活方程式（7）自私的基因，表達在功利的倫理之上。集體合

作可共同獲利或避免災難，這是來自祖先DNA「大量廣布」之設計，即謀最

大利於群體者，為最高尚之道德。（8）所有物質及精神（物質之作用）的

過程，均依據演化原理運作，包括日月星辰、有機無機、社會現象、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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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理論……等等皆是。又如規範人類社會生活的倫理，依老子道德經的

見解，倫理中心遞嬗為：「道→德→仁→義→禮→法→（誓約？）→？」

（如道亡而後德，德亡而後仁，仁義以下，聖人不敢言！）等亦是演化的

表現。（9）基因設定與啟動，均依演化原理而作業。被設定的生物性狀

與行為如何鍵入基因，雖尚未明白，但可能的途徑有二。第一，演化突變

時，新獲得異常狀態者得存活，如顏色近環境、動作擬態成功、或能區別

蛇害、敏感反應者等等，其二為生物尋找合適生存環境而存活，如部分

人類從非洲遷出（到全球）。因之，各種研究，若不引入生命智慧（種族

記憶）並做學理的檢核，則學理不能圓滿。因此，像演化醫學、演化社會

學、演化人文學等等，勢必成為新學術的重要成分。

(二)、穿透新唯物的論述

　　唯物論自古以來，即為哲學的要項之一。理論要旨在論述宇宙萬有及

生命，皆為物質所構成，且其物之始末，亦自為完盡，故無靈肉二元之

別，亦無鬼神六道四聖之實存。這種見解，的確「呼應」近代科學的思維

與技術，尤其機械的因果論。但是她的限制，卻在阻隔了物理、化學與生

物之間，使這種有機與無機的鴻溝，不能穿越，至少對「有機是無機賡

續」的現實，並無所發明，導致研究停滯在「未知生，焉知死」的自畫境

界，可以說她亦是另一種形式的二元論述，或者是一種「一元二次」的哲

學觀點。新科學唯物的論述，則在探究「前因」與「後果」及其間「賡

續」的事實與原理，並努力避免對「無因」研究的怠惰，也就是積極介入

「第一因」原理的逼近。她完全拋棄擬科學（如弗洛伊德的泛性論）或假

科學（如道教的煉丹造神）等以臆測猜想為基礎的理論，並徹底消除唯

物論為德不卒，不敢駁斥心物合一論者，所謂「盲目呼應唯靈論的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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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ing）假設」。真正以「唯物」原理，貫串宇宙、生命之始末，而

唾棄依違靈肉兩可的態度！這是牽涉到整個文化的內涵問題，其嚴肅性無

可置疑。新科學唯物論（Scientific Materialism）或新自然主義（New 

Naturalism）的要點約有：

（1）物質主義。確認原子、分子為建構萬有的基本原素。宇宙緣由大爆炸

（可開放討論的假設，非比宗教封閉的第一因神話！）而成星系、地球、

生命、演化、人類、行為等等，此一系統之推展，恪守物質性質及其運動

定律，所謂「物質性質，等同生命性質，等同靈魂（心智）性質」。生命

之前沿為原子、分子物質，生命之繁衍，備載於DNA絲毫不爽，生命之繁

衍受阻，則失去一股生命支流。故就整體而言，則為愛因斯坦的物質不滅

原理（E＝MC2）體現。在人文上，就是認為物質與精神，只是樣態轉化，

且萬物本質就是物質之實有，自無有「空無」的猜想；而其作用力（如精

神、思想…等）則依循物質（理）原理運作，其間無有「超自然」者，可

介入之餘地。

（2）行為遵循物理布朗運動原則。認證大腦原子、分子，運動（脈衝）

有「多元動向」的現實，但整體的運動指向，則依「原子多數決」的原

理，並符應各種外、內力角力，所成之軌道而推進。即人文上，容許見解

多元或竟扞格，但基本論調，仍應朝著正確的指向，如倫常、保護基因等

等之行動，換句話說「聖賢是多數決（典範），狂狷則為自由分子；狂狷

增益聖賢格局，聖者使狂狷不至滅絕情義。」。因為心思、意念皆來自

大腦的運作，而大腦為物質，所以大腦及其神經網絡，傳導物等之完整

及其作用力，均遵守布朗原理的運作，而決定「思考/行為」的途徑。又

依照演化論，存活與繁衍是生命體的目標，所以人類的自利生存「大指

向」是無庸置疑的。指向確立後，奮鬥的目標，自會隨時浮現（emer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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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並導引著自利利人的合理行為。當然，行為選擇，必然會趨

向最佳判斷，此時天人交戰、內外煎熬在所難免。故此，衝突亦是尋常、

可理解的，一如物理布朗運動的實情，借佛家偈語就是「煩惱即菩提！」

（煩惱就是本質）煩惱與去煩惱如聲隨音，待其去來從容，無須徒費機

心，去追求完美的烏托邦，只要方向不偏離「繁衍」，其他出入由他。

（3）物理萬有定律是行為理則。物理作用力包括重力、磁力、強核力、

弱核力及可能的第五力，規範了所有物質之結合及其運作規則。這五種力

量，如何在環境中互為消長，甚或結合為統一原理，如能獲得明白，則任

何有機、無機的作用力大小、方向，包括行為必然之途徑，更將清楚，則

人類可經由數學運算，實現「以易馭繁」、「百世可知」的夢想，千百年

的臆測如易經、星座、命盤、手相、摸骨…終將戛然而止！這個道理，

就如同今日大腦功能模組（或中心）研究的知能，將取代無稽的浪漫顱

相論。若果如是，則天道（物質運作原理），指導人道的原理，更將清

楚明白，所謂道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道的原料，就是大腦對應

知識價值之統合。道而有常，則人類從此就沒有「人心不古」、「世事難

料」…等無奈的嘆息了！同時，過去道德倫理觀採行宗教家、倫理學家甚

至社會政治家等以假設性的「天酬有道」為勸之神秘思維，亦均應改以務

實的「公道」、「平等」、「自由」、「功利」等理念為基礎的俗民化倫

理學為主。因為行善不是為酬報(因果報應或神衹的賞罰)乃是為公道(每個

自己均應受到應有的對待，且投桃報李)這種生物為共生互利，才是真相、

真理、真知、真行，她無須假以超自然者及另外的審判!

(三)、以科學為主流學問的統合探索。

　　人類文明發達史是一方璀璨的集錦。她由不同年代「主流學問」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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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共成。每個朝代所編織的圖案、色彩也許各有特色，然而依據演化論的

實證，她們是演化的，也就是每次的改變，都是最有利於適應的設計與體

現，其中最重要因素有二，第一：環境變遷所產生的難題或壓力不同，如

疾病、天災人禍、飢餓等等均直接影響圖案內涵。第二：則是人類大腦所

思考，能解決問題的策略及工具，尤其是學術研路數的更新，如對天命與

人性的研究工具，遞演為領導者意志（君王學）、玄祕猜想（玄學）、體

驗信從（宗教學）、邏輯運算（哲學）、邏輯與事証（科學）…等等，對

現象不同層次的詮釋與生死觀之建構，均直接衝擊到生活方式，甚至族群

的存活。這些變異就會影響到圖案的色澤。合而言之，使用工具不同，所

能見的真相，自有深淺之別，如運用望遠鏡或顯微鏡，所見之天文或微生

物，便大不同於推論（測）者所知。又如，應用大腦科學研究暴力行為，

查明及處理案主的額葉缺陷，或掌握「衝動抑制」腦區位，及「憤怒抽

離」之能力欠缺的實證，就比傳統倫理教條或環境教化改善的策略，來得

高明許多。思維方式不同，則價值的取捨或對研究「標的」 的見解，也會

大異其趣。如傳統上以為靈魂為一實體，則其探索的重點，就在「組成此

一實體之結構」為何？是上帝的一口靈氣？是萬物與人同一氣而生？是眾

生之善惡業（結）…等等；而現代大腦科學家從實證研究，認為她是大腦

的作用力，則探索的重點，便是大腦之運作如何？各組織器官如何作業？

傳輸物巴多胺、血清張素、乙醯膽鹼…分泌平衡否？神經網絡連結如何？

總之，虛無的結構論，是六萬年大約十萬種宗教的主張（根據人類學的估

算），她們都是靈魂不滅的永生倡導者，其影響力雖然至為深遠，不僅庶

民倚賴，就是帝王、知識分子亦多所攀緣附麗，即便是17世紀哲學家，仍

然為之服務，這就是總其成的所謂笛卡爾二元論證。然而，唯實主義的真

確，將使這些虛無戲論歸為烏有!就如同落花流水，一去不復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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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人其萎，必有後進者。」的確，各領風騷百年的學問，亦如演

化歷程，生滅相續、遞嬗相緣。「主流學問」為當代最可解決存活的策

略，人類若不能掌握此種「變易」原理，徒然以舊瓶裝新酒，則先哲遺智

斷裂難免；而新酒塗地，亦將成為蹧蹋，後悔莫及。所以，與其立於「宗

教」而論靈魂，自不如打開大腦看「自我」形塑（或是判斷思考之生滅）

來得實際，所謂百聞不如一見也。耶穌的門徒多馬堅持要「親探」老師的

釘痕，為的就是「我要看到真理」，「我要觸摸真理」。靈魂對生命體而

言，何其重要啊！人們怎可用「聽聞」替代「見證」呢？人們尋找真理，

怎能不用現代科學，融通領域知識，統合普遍觀照，遵循「文明的新生

紀」規則，卻仍要死死懷抱過時之玄學、宗教、哲學呢？那不是緣木求

魚，是什麼？

(四)、行為及文明來自演化決定論。

　　數千年來哲學家，神學家分成「文化決定論」與「生物決定論」兩大

陣營。這些對抗的思辨，牽引到「先驗主義」與「經驗主義」的人性深

層探討，甚至推衍到「存在與本質」置換的爭執。基督文明建立在「上

帝照祂的形象，捏土塑人，並吹入靈氣，使人類成為代理上帝管理萬物

者」的假設上，這個假設就是本質(上帝)先於存在(人類)的原理。依照這

個基督宗教的宣示，則人類的行為是道道地地的「先驗主義」者論，如

同「嬰兒」的吮奶；「嬰鵝」的辨識鵝媽，躲避天敵老鷹等不學而能。

不僅如此，更可推衍到「有其父必有其子」，意即子代的聰明才智、身

材、性格、興趣……等都是親代的生命復演。換句話說生命的本質除了上

帝、自（佛）性還是上帝、自（佛）性，別無他物，他是永恒不易的存有

（To Being），而身體（to being）只不過是復演的工具，工具壞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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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丟棄（壇經云：法猶應捨，何況非法！），這就是生物決定論。敵基

督者‧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1844-1900)及其後的歐陸哲學家如沙

特、齊克果、雅斯培、卡謬等，對這種過度的宿命論，則採取「反骨式

（Antithesis）」的見解，提出了所謂「存在主義」。他們認為存在先於

本質，意思是說先有生命體，然後有生機( 狀態)需求，再後，又有各種求

生存的經驗（記憶）……，最後這些過程因素，才組織成就了「本質」。

若以人類而言，則「人之所以為人，以其受教育(經驗)故。」意即可從反

面推論，則人而無受教育，則為禽獸，則為木石。一個知書達理的文明

人，他的行為是來自經驗的架構，這個見解引申結果，正是文化決定論。

對於前述二種決定論立場，不願採取「yes or no」態度的，傳統上便有所

謂的「折中論者」。如中國儒家之「中庸論」，提出扣其兩端，常用「調

人」心態看待現象，更而，游移不定於真理。他是既不敢否認「麻生蓬

中，不扶而直」為真確；又承認「性相近，習相遠。」為事實。「調人」

也許義同「不點破」，也就是可能對事理已有所察明，但格於現實，乃發

表兩造皆可接受的見解。一方面以人情事故，勸說雙方捐棄成見，日後好

見面；另方面則為因應普羅大眾，不求甚解的陋習，而提供糊塗界說，以

滿足「差不多」的心態。理論上，她對真理的尋求與實踐，不鼓勵發揮

「雖萬人吾往矣！」的求真勇氣，相反的，卻是苟全性命於亂世的合理主

義者。總之，這種「去真理而求合理」的論調者，對文化、行為的深層原

理，雖能洞知，只是為求和諧，却回應執二邊之間說，對事理的發現及行為

的決定，仍然是「並無第三種見解」。

　　另一個折中派，就是佛教。她是「佛性」與「業觀」並舉的二階段

說。自(佛)性是緣起性空，是一種「諸法無我」的高論，認為生命體來自

和合因緣，本來就無有「本質」的問題。而行為或文化却來自對生活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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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觀，所做的思維與實踐的結果。行為若有善惡，就構成了「現世業」，

並如影隨形終身纏綿案主，即使六道眾生盡壽，亦仍帶業往生，歷劫償

付，直到「業空」歸真。換句話說，佛之悟入本質是「空無」的，緣聚則

生，緣散則滅，若無生滅，無垢淨即為本來面目；而「存在」則為累劫經

驗（個業與共業轉世）所架構，業之依附，猶如璀璨光芒之於海市蜃樓，

是「存有」實亦無一物可得，故謂涅槃寂靜－本體與現象兩皆如夢幻光

電，如朝露之於陽光…。此萬有之實相然，若眾生一旦智慧大開，直了本

性，不住相，亦不為相所住，則業之虛無，一如浮光掠影般的幻滅，而本

質復歸却槃空無，這就是所謂「一切空」也。佛教這種「消業與斷滅」論的

指陳，原是為了附麗於空無本體之上的業，求取一個解套的觀念，其關鍵

因於悟與迷之間，來決定所相對產生「虛無空泛與實有業障」之別(識)。

這是唯識的，頓悟的，目的在於方便迷者求佛的設譬。這個佛之原理本意

味著「假有(本質)之上的有(業)，亦為假(不是法有性空)」。故金剛經

說：「因聲求我，以色身見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不拘於身

者，方能見本性。因之，才爆發了「漸修」與「頓悟」的議論──「時

時勤拂拭，莫使惹麈埃」對抗「本來無一物，何處惹麈埃？」。大乘佛

教入華，為便於傳教，採用「認同」中華文化策略，而大開方便的見解。

導致於「解佛」者眾，如八宗、十宗等等，可以說游移在認同（華化）與

迴歸之間，家家皆自謂為真佛，佛不能肉其白骨，奈何！這個「六經皆我

註腳」，導致浮屠，百花齊放現象，真令人無所適從，就是大譯經家鳩摩

羅什門下四賢，亦言人人殊，最後僧肇提示所謂「格義迂而乖本；六經偏

而不即」（大正藏）的警語 ，想糾正「因權害真」的大乘通病，但大勢

所趨，佛之精義在中華是顯晦互奪。故漢魏之後，佛家才有一方面「與人

方便」（乘急戒緩），另方面卻不斷地強調「凡所有相皆為虛幻」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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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現象。論者以為，這是佛入華初的一種權宜措施所致，可是若以佛入

滅不及百年，而上座部與大眾部之間的理解爭執，乃至於佛住世的教示，

涉及空無與輪迴之間的發明，亦已露出難以統一的困境。試看，只要基於

「因果」原理，就必會演繹出「業不可轉」的信仰，因而發生了弟子們對

「一切空」的教導外，另有「法有性空」的企盼。事實上，佛陀為處理果

報問題，早就為德不卒，仍承受婆羅門教義(只是將種姓改為業觀。即以

「文明」替代「遺傳」為假設性輪迴的原因！)，被迫確認「業為實有」的

思想，這就牽涉到虛無的「六道輪迴」假說，以及佛陀自創的四聖，即永

離生死、歸空無等命運或報業之問題（有學者指出：佛陀此種猶豫與認同

（婆羅門教）決定，確實是狗尾續貂，其所帶來的後遺症，終使佛教為婆

羅門、印度教所消融，且幾乎滅教！）。調和的佛教除了一再反復宣示二

階段教義，而把報復因果及貪瞋癡主導等行為(文化)的理念，做成「苦集

滅道」等邏輯外推之根據外，對行為決定的最後原理，並無贊一辭半語。

其間，雖曾一度縱論中道（超絕），條析佛法「去業」的殊勝訣竅，主張

聖潔的生活，去除情欲曚蔽，其勇猛過激行動，直非常人能及（如不能殺

生應對於不能殺人！）。可這也只是探究解決「表面惡因」的方法，真正

對更深層「無明」之前的存活原理，是毫無著墨的。換句話說，對文化生

成，行為選擇，除了業的牽引理論外，並無有「最終（最先）決定論」新

解。

　　演化決定論，不落入傳統左右及折中的推論或假設，而是真正來自邏

輯、經驗及事實的論證。她的主要證述，第一是只有演化成功，宇宙生命

才能出現，存活與繁衍。第二，演化的可能方向是朝向為繁衍而調整。所

以演化成功所施行的策略，都是當時最有利的選擇，同時亦意味却每次往

前推進的適應，都會有一些「進化」的實情。(怪不得，民國初年，嚴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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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赫胥黎的作品，翻譯為進化論！雖然不中，但仍有幾分事實呢！)。這

兩個論述，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天擇與適應，也就是達爾文演化的精義。

生物體(如人類)為了從千變萬化的環境中，獲得「適應」而求存活，途徑

之一就是需改變基因，使之符應內、外在環境要求；途徑二則在競爭(或改

變)的環境之中，獲得天擇青睞，而勝出。所以演化決定論，便是主張行

為的決定優先，首在符應「基因」的演化生成及其構造，即順從個體千百

萬代祖先基因的（有物）混成趨向（是祖先演化，而不是上帝本質！）。

如有好音樂基因者，優先決策可能會選擇學習音樂，並尋找音樂相關工

作。其次，則配合個體基因啟動，適應身心發展階段需求，以能獲得個人

生存本領者為考量，最後才是遵行當前環境文化的導引或迫力。同時，整

個「決定論」若涉及個我與群我的判斷時，均會在「自我基因」傳衍的考

量之下，而優先實踐之。（此考量係基於「群我」為服務「個我」的原

理。即「人人為我」為第一式敘述，而為確保第一式之實現，才有第二式

「我為人人」之補充。易言之，政治家所謂「人生以服務為目的，是一個

不究竟的主張」）。總之，演化決定論，確認行為來自個體對刺激（Ｓ）

的解讀，其所根據的資料是演化智慧，如嫂溺手援；如感冒不吃含鐵量高

的食物；如見蛇即跳開。其次，就是「自利」見解，包括遠謀與近利。再

其次，就是文化規範所要求，如上文道德經所提到的仁義道德等等，（其

實，倫理亦來「自保」與「保證祖先」基因，廣傳與久傳的設計。這就是

大功利等同大道德的原理，另文討論），最後才考慮當前客觀環境條件(如

不食嗟來食的下場！)，而做出反應（Ｒ）。這個理論「消解」了先驗與經

驗的鴻溝，也平撫了性善與性惡的對立，並且是「實事求是，不做調人」

的不糊塗見解，同時也匡正了業觀來自「貪嗔癡」未能究竟的假設。萬物

之自性，在求生存，原不在「為善」以求讚美；亦不在「為惡」以求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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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望。這就是演化的智慧，一位不曾言語的智者（祖先）、一隻市場的舵

手（祖先的示警），規範子孫們應行的生存大道。所謂大信不言，大德不

謝，大行出入可也。因此人類本於這種認知，而積極發掘萬物萬事的「真

相與真理」。如1940年代經濟學所提出的「囚犯兩難」理論（Prisoner’

s Dilemma）探討的經濟行為，政治決策，都是從人性，而環繞著賽局「零

和」與「非零和」的模式建構，1995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納許（John.

F.Nash）就是根據「數學（邏輯）」及「人性的自利（基因）」觀察，建

構了劃時代的「納許均衡」，「納許談判解」及「納許綱領」等描繪人類

的經濟、政治行為模式。其後2005經濟學諾貝爾獎亦為人性「非零和」賽

局理論（Zexosum gametheory）的傑出成就者所獲得。可以說，整個20世

紀最重要的學術，就是在深化達氏理論及相關學門的運動。而其中，由班

澤所領導的基因行為研究，所開拓的學門領域成就，最為輝煌，尤其對自

由意志基因的探討，更可能影響到新文化的趨勢，至關緊要，下列特別討

論之。

　　也許人類有特別發達的「自由意志」基因，或者大腦網絡神經的運

作，有較自由的判斷空間。但由於人類天生喜愛探索與預測(也是自由意

志?)，因此，雖明知事件處理之態度，來自個別自由意志，卻仍然想從

「自由」意志之中，尋找出可測得到的「必然」奧秘。因此，形成一種極

為吊詭的行為，此猶如不甘心地、不斷質問：「亂數的原則何在？」(定

義上既是亂數，又怎麼會有不亂的規則？)結果就將自由意志「原則」併

入「預測、推理、判斷」等活動，而構成了人類文明的主要內容。這些必

然(規則)和偶然(機率)的預測、探索的對象，從宇宙、生命到各種行為、

命運結局，再到生死之後，茫茫的未知，甚至連再生、永生的憧憬…鉅細

靡遺地無所不包。在觀念規則上的運用，如因果、邏輯、體驗、經驗、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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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測量…等至為綿密。即便使用的方法，亦十分多元，不過，大約還是

根據工具的精粗而定，如由超自然的巫覡、祭司主觀釋疑，到術數演算，

如水晶參問、龜甲卜筮、占星、鐵板神算、風水羅盤、紫徽斗數…再到邏

輯、心理、科學調查、分析、統計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文明是計日程功

的，正確有利存活的智慧，必會累積成為生活內涵。至於，不正確卻有利

生存的短見，如重言贅語，妄誑飾詞，裝鬼弄神等騙術，或失去範疇的演

算等等，當人類能以知識根除迷信時，這些「戲論」均將被淘汰，而消失

在文化舞台之上。而「演化」又是貫串了一切，從闡明生命由簡易到複雜

的原則，到證實生物能否存活，不遭滅絕等適應(性狀及行為)系統，以及

無生物的存亡軌道（如星球的形成、老化、爆炸、死亡！）等等，無一不

在天擇獲得到消解。如生命體之對環境，就「不變」而言，漢時明月，秦

時圓；就「變易」而言，則江東水流，曾不有一時駐足。變與不變間，人

類自會掌握此一動態外緣，而發展極高明之策略，以求自活。易言之，人

們所使用的工具及思維模式，為順天應人，則日益縝密；預測與處理的能

力，亦日益高明，而切實際。這些變動不居的思考，事實上，就是「自由

意志」的作用了。可是「自由意志」清清楚楚地，來自生存的盼望(物質力

的消長運作)與物自體的結構功能。有怎樣的基因密碼，便會怎樣按計畫，

適時適地啟動身心建構，而發展出體系組織，並在取得一定能源(營養與知

識)時，進行一定方向的作為，以求取最有利的效果(主觀上)。這個作業過

程是有一定的大方向軌道，但也有可容忍的多元旁支歧道的。

五、結語

　　曾祖母、祖母的異常行為，基本上是組織器官的病變，或自保的機轉

設計。她們不會受到鬼神作祟，或是心理受到傷害，或是心靈受到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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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講是「基因∕大腦∕行為」發展受損，而產出生理失算（作）的必

然，一如風中缺損角版的風箏－看似自由、自在，其實是依風吹角度漫

舞。總之，她們不是神秘不可解的精神病，而是真正的神經病─大腦及神

經異常下的自由意志展露。試看以下科學家研究出，所謂的「精神病」原

因，看看他們的描述，是否應改稱為神經病，較為妥當？當我們真實確認

並勇於面對、不再依違「身體與心靈」兩可之間時，承認曾祖母、祖母均

罹患大腦神經之病時，我們才能從所知的生理疾病知識，予以對症治療

了，這樣她們被痊癒的機會，也許會大增。

1995年科學家研究發現「精神病」患者可歸納為三類，分別說明如下：

(一)、封閉在睡眠中

    在胎兒發展過程中，額前葉皮質上的某些神經細胞，無法和大腦其他

部分進行正常溝通的細胞搭上線，以致無法製造信使RNA，亦即無法指引神

經傳導物質GABA，迫使神經細胞無法發生功能。此種缺陷使心理架構不能

連結外在刺激──大腦被封閉在睡眠中，自己創造世界。(加州大學研究)

(二)、錯認海市蜃樓為實有

    原因是大腦前帶扣皮質失去功能。因而降低了大腦歸納外界資訊的能

力，結果使清醒的大腦，產生非理性、夢境般的虛構故事。案主的自我

邏輯怪異自存，但自身不會發生衝突，因為他不理會他人一般邏輯。這

可能是一種機轉──失常，但有利存活(不會自我衝突，故不會自殺或殺

人。)。

(三)、狂妄與狂熱一線隔

    基因DNA結構突變，發生了遺傳效果。人類第六號染色體的短臂上，有

一個可能導致精神分裂的基因。此一基因會表現於大腦發展，成為人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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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或多重。即使該基因未發病，仍然可能產生對政治、宗教、藝術等的狂

熱份子。(一個基因，一種疾病)

　　希伯來聖經曾提到有四件事費思量：「老鷹翱翔天際；蛇盤踞岩石；

船揚帆汪洋大海；和男女之道。」。然而，時至今日，「行為本身可以像

生物其他各種遺傳一樣定位，繪出圖譜。人類一直以為超乎肉體之上、脫

離肉體、屬於精神性靈的超自然性質，說不定就像眼睛色素，這樣尋常的

基因一樣，可以定位。」已經載明在班澤的「果蠅聖經」裏。希伯來人萬

古的疑惑，如今卻是班澤的常識言論，時間不過是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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