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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人印象
關於基因本能與美學

李宜堅

前言

　　現代人類學者運用理論(如演化論)、解剖學(化石、骨骸)、技藝文化(石

器、繪畫、語言… )與分子生物學 (基因 )等利器，試圖解開生命的奧秘與人

類演化的種種可能。其間更運用礦物分子鐘，如「電子自旋共振」(electron 

spin resonance)以及「熱發光」(thermoluminescence)等進行測定岩石及各

種古物件，某些共通的輻射衰變，來偵知「出土物」的時序年代，而帶來傲

人的研究效果，更促使這門學術邁入「科學」的行列。也就是說，新理論的

預測能力大大提升，幾乎可以接近「數學模式」水準，因為她的論證，來自

事實，多於假說設證。現代智人(Homo sapiens)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被確

認是來自距今約2萬4千年的人類。她的特徵包括身體形狀為直立、狹臀、

大腦已發展出前額葉，身高、顏貌、器官比例，皆與當代人相同；思考則表

現於創意、製作石器、藝術、成熟語言等能力與運作，並具有內省及團體意

識(道德倫理)；生活形態則由狩獵、採集趨向農牧蓄養，到會運用自然力、

獸力、蒸氣機、內燃機、電腦…。

　　原始人(人科)經過物理電子與分子

生物學測定 (知 )，大概在700萬年前，

便與巴諾布猿分立，並各自演化成為

生命樹 (如圖1)最靠近的表親。他們的

差異主要在形體上，人科 ( H o m i n i d )

是完全直立行走、手腦併用的 (裸 )猿

人(The Naked Ape)。其後，人科呈輻

射適應 (adapt ive  radia t ion)分布到各地，但大部分仍集中在非洲。一直到

250萬年前，人屬(Homo)才出現，她的大腦有顯著增大，思考能力幾乎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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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哺乳動物，處在不同的世界，並能發展出合乎邏輯的策略，來解決當時

的生活。而後，在20萬年前左右，出現了(類)人種(Human)及現代智人，基

本上，他們已和現代人沒両樣。現代智人，除了生物性狀已定型外，最主要

的特徵是文化性的演化(cultural evolution)，所謂「茹毛飲血」到「精美飲

宴」，其生活品質，相對於人屬，已經提升到無法想像了。然而，在演化的

過程中，每一項改革(或革命性)的行動，除了因應生存需求外，最主要的，

仍然是個體要有「相對應」功能的生物基礎，也就是要有能力，完成文化活

動為前提，或者稱「一行為一基因(或眾基因)」的原則，為學術界所認定。

　　智人是什麼？她的生理構造與形態，均承襲自生命伊始以來的種種，尤

其是原始人種的演化設計，可以說大

致已定。因此，重要的描繪，應該是

植基於生命遺傳的生理構造及其作用

（尤其是腦神經），而產生的文化性

演化印象，即思想、行為、後果 (命

運，如圖2)的多樣性舖陳。也就是，

愈能掌握智人共性與殊性的關鍵，就

愈能真切如實相見。當代有很多關涉

到思想、行為的理論，如天文、哲學

、宗教、法政、心理、社會、經濟…甚至藝術人文等，普遍發生預測失準的

現象。這固然是由於近百年來，世界人口數量與密度均飆高，使得人們的生

存競爭相對提高，造成過去不算嚴謹的理論，無法詮釋或應對當前的複雜事

務。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對生命奧秘的理解有限，甚至錯解，才會導致

不斷發生「理論歸理論」的笑謔，可以說理論預測，捉襟見肘，已然失去了

指導的功能。因此正本清源，就是學者應該重新思考理論形成的程序與內

涵，以及能真正運用現代科學(如大腦學、基因學)的技術，來廓清真相，歸

納或演繹真理、尋求正念、正思維、正信、…才可確保現代理論的有效性，

使理論能真正指導人們過著踏實不虛、遠離夢幻顛倒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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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將討論影響或指導人類思想、行為、命運的基礎因素。希望把過去

被忽視或不明白的生命奧秘(我)以及基因遺傳、本能性質、生命美學等所謂

的演化智慧，予以闡明及重新檢核舊有思維，來做為新學理形成的參考意

見。文中會盡量把人類探求這些智慧，相關的過程與啟示，夾敘夾論，做些

對照描述，並藉由智人印象，來敘說人的可能，以及指出傳統臆測學問可能

的限制。

雙螺旋的奧秘

　　這個鹼基的確實序列就攜帶著遺傳的訊息(華生＆克立克)

　　1953年，學者克立克 (Francis  Crick)和華生 (James Watson)完成了基

因雙螺旋模型 (The  Double  Hel ix)，解釋基因的結構與遺傳原理，也開啟

了讀取基因的途徑，影響至為深遠。使得自1865年以來，孟德爾 (Gregor 

M e n d e l ,  1 8 2 2 ~ 1 8 8 4 )的豌豆實驗，所推定「生物遺傳依律運作，誠不我

欺」的假說，得以證驗！就人類文明史而言，這個生命原理的如實示現，正

如同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的物種原始(Drigin of Specion)所

帶來的文化大震撼一樣，驚天地而動鬼神！因為她所解開的生命證據，不僅

是所謂「一般性」的劃時代發現，更是一種能「否證」千百年來，所有的臆

測理論，包括傳統哲學、宗教、玄學、術數…乃至各種近代人文社會學、心

理學，甚至醫學…等等的知見。同時，她對「真實不虛」的宇宙生命，也開

啟了一扇有指向、可實驗、可檢證的思維與途徑。自此，這個新的融通研究

派典(paradigm)，吸引了不同領域的學者，投入解讀基因，釐清生機、生命

的研究，導致生物學蓬勃發展，遠遠超過前世紀的物理學(包括成就)。這就

是日後基因學者，所謂的「生命之歌，依音樂『十二律』譜成，萬化不離其

宗。而交響曲每個跳躍的樂符，才是真正的生命奧秘呢！」50年後，2000

年美國總統柯林頓 (Pres iden t  Cl in ton)在科學家柯林斯和凡特陪同下，於

白宮向世人宣告：「人類基因計畫(Homan Genome Project)已成功完成解

讀！」。正式啟動了有如同「教科書」般，精準而逐級的生命奧秘揭露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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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螺旋基因結構模型(如圖3)，明　　　　　　　　　　　　　　　　　　

確指出生命圖譜  DNA，形式上帶　　　　　　　　　　　　　　　　　　

有遺傳功能的「雙螺旋梯」架構，

以及實質構成生命奧秘的材料，如

鹼基A(腺螵呤)、T(胸腺嘧啶)、C(

胞嘧啶)、G(鳥糞螵呤)的性質與排

列組合。並證述DNA的交換、重組

、演化、分化……等動態運作關係

，都是依一定律則，產生相對應的

蛋白質，及執行生命功能的現實(如

圖4)。也就是確認生命的本質與現

象，包括生命的建構、久活以及遺

傳、發展、思維模式、情感表露、

行事風格，甚至選擇生活之方式、

人際偏好、學習性向等等的基礎與

發展軌道(表現)，皆由基因的定位、

定序及其操作所控制，這就是植基

於基因的演化決定論 (不是基因決定

論，亦非文化決定論 )。其中還特別

指出生命的長短及發展的可能，是一

方面，來自身體的發育過程，係根據「基因」設計，依「時」 (間週期 )按

「式」來開展，而其表現之客觀條件，在於生理上之營養、運動、飢餓(較

能長命！ )……；另方面，心智之成熟，則在「基因」 (性向 )的選擇與環

境、教育導引之相謀合，如有音樂天賦者，選擇學習音樂的機率較多，成就

亦相對較高，因為這些優勢，來自大腦學習的成長較快(腦神經網絡較綿密)

與判斷較正確(深刻精準)。

　　這些真實的現象，證實了生命的本質，是在穩定中不斷地變易(增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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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繁衍；在變異中，趨生去滅 (演化 )以求存活。這個有機聚合，發展出生

長、生殖、新陳代謝、運動及各種生命形態、思想、制度…等遺傳（承），

且其趨生智巧皆備於「我」 (每一代的細胞 )。「我」就是種籽，就是祖先

們的生命總原形。每一代的DNA都因為親代基因的結合與重整、或複製變

化、或突變等，而有一定的變異(如算式1)。

（算式1）生命算式：「我」的真相

　假設A為人類的「我」

　A1為「我」的第1代子孫

　A2為「我」的第2代子孫

　則An與A的關係為

　A的鹼基約為31億

　其中X指其他非該「我」的祖先鹼基

　　依算式1的計算，孔子與其第7 6代衍聖公孔德成的基因關係 (假設7 6

代以來無近親婚配、外姓入贅、養子等等 )，就是衍聖公身上的3 1億鹼基

中，有 3 1億（約 4 0 0纖）是來自孔子，這就是生命本質的生滅、增減、

垢淨……。（2 5 0 0年前，沒有基因理論，致佛陀無法精細推演或觀察到

「我」的真象與意涵，故而提出四大和合的無我論，真是差以毫釐，謬以千

里！）基本上，「變異的我」就是祖宗們與個案生命圖譜的傳承與創新。這

一張張的新圖譜，也就是歷代祖先與個案的靈魂所在，所謂瓜瓞綿延，五世

其昌。生命的傳承，就是遵守物質性質的理則更易，絲毫不爽，譬如遺傳基

因重組的細節，雖依律或機率而作，但毫無例外的，男性會傳承父祖的Y染

色體，男女性均則傳襲母系的粒線體(報載：彰化縣有一女性博士爭取擔任

家族宗親祭祖主祭。這恐怕不是男女平權問題，重點是：可能會陷入「非其

鬼而祭之，諂也」，而不自知的困境!因為她沒有y染色體！)。總之，每一

代的「我」都是完整的新生命，都有其自性。這「我性」，既不是「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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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的永恆存在(物)，亦不是大乘佛教「一切空」的虛無意念。「我」的

成份，來自以祖先們為基礎的變易，所謂變異多端不離其宗，這就是生命

「有所本」的本質。所以說：「我」，是具有變異與成長的動態之美，雖是

「代代」新，「日日」新，但却是真真實實，可以變異的存有( to being)，

絕非「修辭華麗」、「設喻突出」、「故作神秘」…的虛無主義所指陳！

於當前，是可以看圖說話的，於過去，或未來是可以按圖索驥的、或推演

逆料的，是一種有可以把握的本體(質)流變，這也是孔老夫子所說的「殷因

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

百世可知也。」矣！(孔子認為即使來自基因，而演化的文明制度，亦皆可

預知！ )斷不是不相干的因緣 (四大或六大 )偶然 (投入你的波心 )、短暫的湊

合，所謂「緣聚則生，緣散則滅」的空無因緣所論述。甚至，更不是在佛

滅後，弟子在了別佛示時，所引申到「說一切空」(無我)，完全否定存有之

事實；或「說一切有」(法有)，強解有一「不變」的靈有，累刧傳承等等的

怪論「我」！(印度人累世受「梵我」一體的臆想所迷惑，才會發展出「假

合」的觀念，以及「梵、我」永恆不變的思想--自設幃幕，不能見真相，可

惜。)

　　基因又真確地宣示，生命各種可能，並且以「此我」為基礎，規劃(包

含意識及未意識)生存及繁衍的方向與踐履。這和古希臘學者德模克利特斯

(Democri tus ,  460 B.C.-~370 B.C)的原子論，頗有相似之處。如因環境變

異，恐龍大滅絕；或生存條件苛刻，如天敵環伺、如營養惡劣，…；或制度

誤謬，如皇宮的太監制，不婚娶的神職設計；或思想錯亂，行為偏差，如頂

客族群；或生理錯亂，如不孕症、同性戀、…等等原因，致不能傳宗接代，

則「死亡」就是迴歸原子。但這之中仍有某些異同，即個體死亡，不一定完

全斷滅。這個關鍵在於古人不知道「原子 /分子」的區隔與連結，不能明瞭

「有機與無機」的殊性與共性（生命賡續中，有灰色關連，如1828年德國

化學家威勒 ,  Friedrich Wohler,  1800~1882, 合成尿素，證實有機、無機均

由原子組成！），所以才會產生「唯物論，一了百了」的錯解偏失！當然，



176　　智人印象

更重要的是古人沒有證據，只是憑著浪漫的猜想，來形成偏枯的假設。而我

們，不只有證據，並且還知道DNA皆為「代代新，苟代新」的種種蛻變細

節，以及她們如何參天化育的全部過程，甚至了知生命旋律發展的必然！一

代DNA完盡、回歸原子(不是歸空)，但又藉由繁衍，開啟另一個「有增減」

生命（分子）的新一世，這就是儒家「薪盡火傳」的勝解，也就是「有」老

死，而無老死「盡」的真諦。

　　同時，基因也證實了「萬物同源」的真實—任何生物從病毒到動植物、

再到人類等，其生命密碼ATCG皆同。每個生命 (蛋白質 )都是由其中3碼構

建，而脫序的密碼會構建「突變」的蛋白質，並發生不同的生命本質與現

象，甚至會遺傳。個體的生命本質，就在這「正常與異常」的鹼基組合，建

構交替中，變異生滅！至於，不同數目的染色體及其上的基因，則是決定多

元、多樣生命的原因。這是由於在35億年前，地球的生命形態，原本只有

一種(藍綠藻或細菌)，其後才變化分歧，甚至分化各種類別。這些不同的生

命形態，如科屬種別等差異，主要是來自演化的結果。也就是在追求永生

(繁衍)的前提下，生命遵守「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指導原則，從簡單到

複雜，如蟲魚鳥獸…，單一到多樣，如達爾文觀察到不同形態的同種鳥…，

粗獷到細緻…，如巧人與現代人之間，使用「腦力」漸為生存的主流…，

不過，生命仍皆表現「一脈相承」的真實，如人類與巴諾布猿第12號染色

體，雖有差異，但鹼基總數也僅有1.6％不同，而人類與珊瑚也有10％相同

的基因呢！又「萬物同源」亦不必衍生「眾生平等」的結論，因為繁衍與

存活是「生命體」的天職，她表現在生態系統平衡的連貫性上，所以「生

物(命)鏈」就是必要的規範，其中並無所謂「殺生」的道德虧欠！（生物為

求存活而產生的食物鏈原理，正是可以阻却殺生在道德、法律的罪衍。）若

明白這些真相，那麼人類就無需再另行編派一個外來的靈魂，或假手神佛、

業報，或任何超自然添加物，去虛構一個浪漫的「偽」理論或道德思想，

來詮釋生命！總之，基因的真相，拒絕了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

1650）二元的虛無假設，及其衍生的毒樹果文化，從根本上，糾正那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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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虛無縹緲」的幻想與愚妄。譬如：二元論假設生命來自上帝的給予與

取回，則代之以真實可操作的「有機體」生成模式，即原子合成分子、生

命，及生命演化的複雜發展，甚至生命「斷與續」的基本原理；假設「善」

出自上帝的公義與慈愛，則代之本性為存活而塑造，初無善惡根，只有生存

根。即善惡之決定，來自基因認知環境，而適時適切地、所展開的適應判

斷  (「自私的基因」論者，證述「倫理、正義…」等維持團體運作的軌道，

亦在完成「基因祖先」的廣傳與久傳)；假設生命體的性狀，思維方式，運

命…皆來自神的預定，或是三世因果假說，並以神的意志或道德行為(業)貫

串一切，無限上綱的謬誤，浮誇論述，則代之以可以證驗的，來自基因的重

組分配、結合與環境的互動…。

量子信息

　　不真實的事物中，永遠不會有真實的道德價值（斐傑斯Hein R.Pagels, 

1939~）

　　前此，1943年奧國物理學家薛丁格(Erwin Schrodinger量子理論發明者

之一)引用德國學者戴爾布魯克(Max Delbuck)「突變就像量子跳躍(quantum 

jump)」的想法，來論述物理學和遺傳學有可能結合的見解。他在英倫透過

BBC廣播系統，向英國人進行科普教育時，即以量子性質，來證述生命有

關遺傳穩定性的可能。他認為基因可能是一種新晶體，一種「非週期性」

晶體(aperiodic crystal)。生命及其遺傳信息，就是鎖在晶體中，像一連串

字母。字母，便是生命的藍圖以及驅動程式，而營養就是施作的材料。這

些就是生命奧秘的全部，再別無有超自然，可置喙的餘地。爾後，他更藉

由這次「生命是什麼？」(What is  Life？& Mind and Matten)系列演講，

觸動了「生物 /物理 /化學」的聯結與融通，進而影響到「分子生物學」的建

構與成立，同時也完成了「解讀基因」的先備條件。當時最重要的物理學

家，除摩根(Thomas Hunt  Morgan，創立遺傳原子論，在1933因果蠅的研

究，獲諾貝爾獎，確認染色體攜帶遺傳資訊)之外，其他如史圖特芬(Alf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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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rtevant，首度畫出染色體上的基因序列)、班澤(Seymour Benger，創立

分子生物學、行為的原子理論，開啟神經與行為研究 )、柯諾普卡 (Ronald 

J .  Konopka，（1921-2007），繪製基因圖譜及發現沒有時間感的果蠅 )、

霍爾(Jeft Hall，探索時間週期等本能，證驗基因與行為的關連)、羅斯貝許

(Michael  Rosbash，複製本能)、杜利(Tim Tully，開啟基因工程，找出並

運用記憶開關基因creb)以及當代生命學大宗師克立克、華生等等都受到激

勵，紛紛轉入生物學的研究，形成了一種突破瓶頸、穿透科際，全面周延的

研究技術與學風。這一段生物學遞演變化極為重要，因為他們證實了，構成

生命的每個元素，即使是只有量子大小的物質，仍然真實不虛，仍可發揮一

定的生命效果！這個傳承大抵是，由班澤將傳統生物學的經典實驗，所帶來

的知識、觀念，予以「會通」並融入新生物學，開啟了這兩種生物學的介

面，促成分子生物學的誕生。他們發現了DNA及其整體發展的真相，剖析

生命圖譜種種的實體與功能，因而對生命的理解與品質鑑定，提升到「無以

復加」的水平。

　　這個生命學術研究，建構在穩定的物質基礎上，也就是確認生命本質是

純然「物質」之物，而生命現象是生命物質的「運作及機率」問題。一如泰

西「實事求是，不作調人」的學術特徵----天象物理依「序」運轉，生物物

理(或材料物理)依「律」運行承續。

　　這些「序」「律」就是依據物質性質，來發展出的運作原理原則，而形

成一種物質可描述的實相判準。如曾被法院宣告為騙子的大陸張姓女子，

宣稱可以在「某一度」空間，抓取神佛給藥，就是所謂的「隔空抓藥」。

這個案子明顯違反了物質性質、物理定律，自可依據上述判準，固不待檢

驗，即可斥為騙 (魔 )術！ (可惜科學人．台灣大學校長竟違反科學原理，熱

情地，相挺這件「反科學」詐術，最後竟流為學術界的笑譚！)。這種能揚

棄神秘、巫蠱的「真實」學理，使人們對生命本質與現象的研究，不會再受

到「前科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訛詐。甚至，又可避免前因

不明就裡做了「騙徒」的子弟，而為了歪理詮釋、修辭、神秘（其實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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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形）虛偽顛倒，而自誣自虐呢！或者枉解妄論，來敷衍或玩弄群眾及學

術。真實地，回歸科學研究真誠，故若知「新知」不足以解釋現象，就必須

追根究底，不附會、不攀緣，不自畫，勇往直前，亦不把責任推給「假設

性」的神祇，而故弄玄虛，意圖矇混過關！這種科學信仰，使得班澤在進行

分裂基因，建立新生物學時，猶如物理學者魯斯佛(Ernest Lord Rutherford)

分裂原子，製造原子力(或炸彈)一樣自然！也因為此一界定新生物學的研究

性質，才能一掃傳統探索終極真相時，常陷入含混其辭，依違兩可或保持

「縱容神秘」的陋習。眾所皆知，生物學從尋找「原子」與「分子」的界限

開始，而終於行為預測與命運的關切，亦即是對生命之源起、維護、發揚，

及完成等系統的探索與實踐指導。原子有其一定性質，如冷冰冰的依「牛頓

運動」定律、「量子論」或其他熱力學原理來運動，但當條件成熟時，原

子「躍遷」為分子，則脫離原具的性狀，轉變為截然不同的生命現象，表現

溫暖有血肉的自主自由(躍動？)。然而，這個剎那間的遽變，即使在分界線

上，雖然有生死之別(即有機與無機！)，所謂動如「參與商」，但是原子與

分子畢竟同具「物質」共性，一樣服從物理力，如重力、磁力、強核力、弱

核力及不明的第五力等消長，並依運動律來支配運行與選擇。總之，科學洞

察了帶有生命性質的分子，看來雖似自由自在，可真實上，仍是依律而作，

換句話說，即使任何複雜的思維、行為的表現，也都只是眾分子簡易的新陳

代謝結果。

命運‧E  =  m c 2

　　這個真相說明了「生命流轉」有一定的軌道(或宿命)可循。也就是愛因

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 )E=mc2 能量不滅的數學模式，她的演

繹過程，在生物學裏就是：

「大爆炸→原子(邏輯)→分子(邏輯)→生命體

　(邏輯算計)→繁衍(算計)→行為(算計)→命運

　(算計邏輯)→歸藏(邏輯算計) →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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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模式使用「算計」是意味著，生命追求繁衍的「行為」，在自利自

活的前提下，會對「策略選擇」有了生動自由的空間。

　　行為學者勒溫(  Lewin )歸納行為模式為B=f(P.E)，即行為表現(B)是個

人(P)與環境(E)的互動函數(f)。基本上，這個模式頗能解釋行為的合理性，

但其預測失敗的原因，往往是，對P(個人)的前提DNA的理解不足。DNA圖

譜不僅有當前「表現型及基因型」的能量，更有隱藏著生命存續的智慧，以

及演化中最有利的精華策略，如精神分裂者(統合失調者)，雖然從人生現場

退縮，但大腦卻能設計個體，「自存」在自己的生命邏輯中--沒有自責，也

不會自殺。從而保住生命，終得

到「他日徐圖發展」的機會。所

以身心統合失調，也許就是個體

生死的機轉，而非疾病呢！並且

這些生命力(libido)，指導著個體

發展與實踐的生命法則 (如圖5 )

 ，使生命知所進退，並引領著「

個我」 (或群我 )的命運。所謂「

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孔子 )

」；「君子固窮，而小人則窮斯

濫矣！」(幸好，君子和小人由於

價值水準不同，才都能活下來 - -品味、意境雖殊，但結局相同 )。換句話

說，心理或社會學者，除了對個體具有天分或「社會成熟」的某一段過程

(如受民主式教育)稍能把握外，對生命演化原理的智慧，並無深刻的理解，

以致不能認清DNA「自利自活」的本根設計(原理)，在行為決定上的意涵。

換句話說若能了知「P=K logG」(Ｐ個體，K常數，G基因)的關係，確實掌

握「基因、大腦認知、行為」間的發展與演化律則，必能提升理論預測的



181

效度，信度。因為生命的本質畢竟是物質(原子、分子)，生命的過程和思考

與運作，都會遵循物理定律的邏輯與經驗(種族、個體等智慧)來作業的。如

大腦學者，陽明大學郭博昭教授曾設計「意志力，能自主開關電燈(我想有

光，就有光！ )」的實驗 (如圖 6 )，

來證明「思考」「精神」「心智」

「決心」……甚至靈魂(soul)都是

分子激化產生的物理力(量)，都是

腦波  α、β、θ……的顯能作用

，而不是特異功能或神力。易言之

，這個實驗揭露了數萬千年來，人

類在宗教信仰上，每多「假設」有

一靈魂(或心智)，湛然獨立於身體

構造之外，來做為發號施令的元神

，確實是件錯誤的詮釋，多餘的攀緣！事實上，掌控這些脈衝(腦波)運行的

生理力與物理力毫無二致！這也就是，為何達爾文在演化論的開宗明義中，

一再申論（述），一再讚歎地說：「看來，生命自有其莊重之處！」。因為

演化的事實，就是生命自會尋找自己的出口－－為圖繁衍長存，生命基因會

算計（評估）「當下」環境因素，而不斷地、更動其有效策略--這提供他對

生命有極其深層的理解，增益演化的論述。

　　孟德爾在做田園實驗時，已經發現豌豆「高低莖與皺平」的配種，其子

代「性狀」的出現率，非常穩定，甚至可以運用「數學模式」予以預測。

這項生命的遺傳定律，指證配子有減數分裂，及對偶基因有顯性與隱性之

別。這個研究結果，正是達爾文演化論未明的核心證辭之一。可惜，當年孟

德爾神父的論述，並未引起科學界的重視(直到1900年科學家才重新檢討)，

否則，演化論的論述應該會更精采，影響力亦會更大！1859達爾文的主要

論述為：生命演化是千百萬億年「緩慢」的改變 (或突變 )，但改變的結果

終究會成為一新物種的歷程。(孟德爾的實驗，可明確指正演化時間單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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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比演化論說「緩慢」，更具體。也可以消解「大滅絕」在解釋上的

困境。 )演化有繁衍的生存指向，而無必然預設的策略 (途徑 )，她是邊打邊

修的生存(活)大師，所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呢！演化論改變了人

類對上帝與存有(To Be & to be)的基本見解，其中最重要的是揚棄「唯神」

主義，推倒「To Be」(天主)，而以「 to be」(物質)的理則替代。因為演化

的事實，是明確的「機率」打垮千百年無證據的「猜想」，開啟了一個全

新的、遠離夢幻顛倒的「唯實」文化。概而言之，1858,1859達爾文與華萊

士的物種原始與演化論，是生命發展原型的呈現；1865孟德爾的實驗，正

是生命原理，展現在自然田園的樣品；1953華生與克立克的雙螺旋基因示

意圖，表達了生命的真相，是生命基因型與表現型，精確的縮影；1990－

2000年，人類基因組解讀，完成了生命及其運作的檢證，而美國國會的腦

年代 (Decade  of  the  Bra in)所積極鼓勵建立的大腦學，就是「基因發展為

大腦」的生命「依律成長」事證。生命從35億年前，在地球出現藍綠菌以

來，人類－直到－萬年前，才懂得刻意去探討宇宙生命的本體，而真正有能

力開啟生命之鑰，不過是近百年的事。事實上，對生命自身的探索，包括在

生命的長河裡，所有生命的蘊釀、出現到分化、特化、究竟分歧…乃至存

活，繁衍等機制或制度…的演化實情，只有期待基因被完整解密，人們才有

可能真確，認知到生命的本質，也才能一舉打破過去年代浪漫的猜測。故對

真相真理的發現而言，當前才是所謂的「千百萬億年銳於一刻」呢！

自由度A T C G

　　1990年美國國家及私人研究機構，接受了沙克研究院長杜貝可(Renato 

Dalbecco，諾貝爾獎得主)及哈佛大學吉爾伯特教授(Walter Gichert，諾貝

爾獎得主)等的建議，認為唯有將人類基因做整體的解密，才能真正瞭解到

演化論中，所證述的生命去來與真相。這個建議之所以會被接受，是因為人

類對基因DNA的理解，已經接近成熟的程度。如上文所提到的20世紀初摩

根、班澤…等果蠅學者的努力，已能「把握」遺傳之性狀、本能、行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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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因定位、定序的關係。然後，又「確認」基因是雙螺旋結構的事實，

並能解開「穩定遺傳，在雙螺旋」的關鍵原理，可以說已真正完成了基因解

密的準備，也就是所謂的分子生物學，已累積了全盤揭密的知識。於是他們

從「智人」(Homo sapiens)的分子生物學談起，討論到如何運用電腦演算能

力，來發展各種解讀（讀取）的策略與技術，如從「一次一個」基因到「整

組」基因到「優先意義」基因到「關鍵」基因……技術精緻、策略多元，思

維方式與實際操作變化多端不一而足。同時，也討論到主辦單位究竟是誰較

為妥當？是衛生主管或能源發展部門或……？一直談到誰才有資格，來主持

大計等等。當然，最後確定由華生擔任國家人類基因組計畫總主持人，正式

展開人類基因組的解讀計畫。他們推估人類基因約有10萬組，有31億筆基

因鹼基，有意義的基因組大約只有3%，且大量定序定位有困難及其可能的

解套，……等等。這些龐大的資訊及其處理，雖然極其複雜繁複，但在科學

家鍥而不捨的探索與試驗，經過十年的努力，還是在華生、柯林斯、凡特

(Jcraig Venter)及蘭特(Eric Lander)等領導之下，而大功告成。使用經費約

三十億美金，參與研究的跨國科學團隊，包括英國、法國、日本、中國與台

灣、俄國、德國等國。(我國被分配解碼基因四號，由榮陽團隊周成功教授

等負責，如期完成。)

　　 試以智人基因解讀部份資訊結果，來描述生命的真相如次。

　　智人的生命圖譜由2 3對染色體中的基因所構成。其中2 2對是體染色

體，另1對則為性染色體，男性由XY，女性則由XX染色體組成。智人和所

有的生物一樣，生命現象都由每條染色體上的DNA所控制，因為他就是生

命的藍圖與施作指令，及真正構建蛋白質者，並「依時」「依類」啟動，絕

不躐等，亦不易位……，若有錯亂演出(突變)，便立即使生命面對新挑戰。

不順利時，可能產生身心殘障，如早衰老症、肢體殘障、精神分裂、亞斯伯

格症、妥瑞氏症、同性戀……，甚至死亡，如暴斃基因提前活化；順利時，

也許是取得適者生存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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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人第十一號染色體部分基因圖譜如下：

...ACT GC AAC CTC AAA CAG ACA CCA TGG TG

CAC CTG ACT CCT GTG GAG AAG TCT GCC GTT

ACT GCC CTG TGG GGC AAG GTG AAC GTG GAT GAA GTT GGT G

GTG AGG CCC TGG CAG GCT G

CTG GTG GTC TAC CCT TGG ACC CAG AGG TTC

TTT GAG TCC TTT GGG GAT CTG TCC ACT CCT 

TTT GAG TCC TTT GGG GAT CTG TCC ACT CCT 

GAT GCA GTT  ATG  GGC AAC CCT AAG GTG AAG

GCT CAT GGC AAG AAA GTG CTC GGT GCC TTT

AGT GAT GGC CTC GCT CAC CTG GAC AAC CTC

AAG GGC ACC TTT GCC ACA CTG AGT GAG CTG

CAC TGT TAC AAG CTG CAC GTG GAT CCT GAG

AAC TTC AGG CTC CTG GGC AAC GTG CTG GTC

TGT GTG CTG GCC CAT CAC TTT GGC AAA GAA

TTC ACC CCA CCA GTG CAG GCT GCC TAT CAG

AAA GTG GTC GGC TGG TGT GGC TAA TGC CTG

GCC CAC AAG TAT CAC TAA GCT CGC TTT CTT

GCT GTC CAA TTT CTA TTA AAG GTT CCT TTG

TTC CCT AAG TCC AAC TAC  TAA  ACT GGG GGA

TAT TAT GAA GGG CCT TGA GCA TCT GGA TTC

(本圖譜取自基因圖譜解密頁69、2001台北 時報出版)

　　這是負責製造血紅素其中一條蛋白質的DNA序列。血紅素是紅血球中

攜帶氧至全身的蛋白質。所有的基因都以ATG (以粗體顯示 )三碼，作為蛋

白質開始合成的標幟；同樣地，TAA 代碼則是代碼序列中止的標幟，告知

「停止」。

　　這份生命的因素分解是依照「一定」物（質）理（鹹基排列組合）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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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理，所做的「數學（邏輯）」式開展與寫定摩斯是2位元，基因是3位

元）。人類所急欲更進一步理解的，便是為何每個基因數字（叢），也會

如純數學，必須是「若且唯若」，ATCG序位絲毫不得有失誤，否則後果不

堪設想！力量來自何處？「分子、量子論」之必然？抑或超自然？科學家選

擇前項答案。（但事實上，一世代，大約總誤差可能在5％左右，這是一個

真相，這真相使得生命的生態，系統化、多樣化、致而使演化、特化、滅

絕……皆成可能。）純數學沒有失誤的真實，所以她才會永遠服從邏輯，來

訴說萬物「應然」的本質與現象。雖然，生物數學運算的律則，（自然）與

純數學毫無二致，譬如（a＋b）2 = a2 ＋2ab＋b 2。可是生命元素a、b的內

涵是帶有可能變異的「原子」、「分子」--雖則原子、分子們仍需依數學原

理運作，並確認評價！――使得「 IC板與基因」的變化差異難以估量！基

因的改變、分裂的原理，在20世紀初，班澤等的努力，大致已獲得一般性

的基本原理，如突變的原因，斷裂的機率（親代基因互換組合時，任一斷列

處的機率皆為相等！）比物理學家魯斯佛的「原子分裂」更複雜有趣。可是

「發現」兩者脉理一貫，更是新一代人類無可推諉的義務與責任！

　　人類其他染色體的基因，也都類似這個圖譜。圖譜中有很多「無效」

的垃圾基因(大概4萬垃圾中，可以找到1個有效基因)，她們的功能至今雖未

明，但其存在必有理由，也必有生命效果。科學家已經掌握相當證據，來補

足邏輯與經驗之不足。而推測可能之一，是人類承襲自藍綠菌的生命形式，

經過35億年的演化，歷盡滄桑與風霜，所受到的突變或外力侵襲，而遺留

下來的廢棄物；之二，是如新達爾文主義者•道金斯(Richard Dawkims)和漢

米爾頓(W.D.Hamilton,  1936～2000)所論述「自利」的基因(包括「近親選

擇」)競存的結果。他們在解開蜜蜂、螞蟻等社會中的工鋒，工蟻願意犧牲

生育權的奧秘時，(並因之推論人類會有奉行「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情

操)證述了這兩者的特異行為，皆來自繁衍「祖先基因」的算計上。亦即利

他(蜂王)行為，是蜜峰（群）基因最好、最有利的生殖策略--經過千百萬年

來，牠的基因已衡酌過各種主客觀條件，才做成「與其各自生養，不如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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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養蜂王子女」的決定（結論），並演化出蜜蜂、螞蟻的身體結構與行事規

則。這些改變，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使「祖先基因」廣傳，久傳，真正符合

生物「極大化」祖先基因傳揚的生命設計(證諸任何生命體皆會不斷地、呼

籲或啟動護「祖」的行為若符合節。如族群面臨危急狀況時，必然會出現，

犧牲一個林覺民，造就了千百萬個「中華」林覺民！)，其衍生行為或判斷

的真相，即使是「利他互惠」(al truism)，也都是為了祖先「基因自利」的

算計。歸而言之，生命的基本原理，就是以個體為基因的載體，個體只是用

來承載基因載具，一如雞是「蛋生蛋」的通路，功盡則棄，事所當然！因

之，他們證稱物競天擇的單位，應該是「基因」，而非「個體」。因此「有

效、無效」基因的存在，也許就是個別基因競爭的現實--無效的基因盈野成

垃圾，勝利基因就是少數的將帥，主導大局；之三，還有一種推證，就是無

效的基因，亦有可能是「有效」基因間的緩衝物，功能是保護基因，不使直

接受到打擊（化作春泥又護花！），所謂無用之用，便是大用的意思！但不

管最後確認（或迴歸）是那種原因，就客觀存在的事實而言，生命體的行

為，其來皆有自，殊堪認定。

　　任何生命的基因，皆由ATCG等4個化學鹼基中的3碼，來製造蛋白質

及建構發展成為個體，並遺傳祖先的性狀、行為、智慧或心智 (靈 )。這些

ATCG就是生命密碼，萬物萬種皆同，其所構成的蛋白質亦同，亦即生命的

建構指令(言語)沒有物種的差別。如GAG在細菌或在任何植物、動物及人類

其合成的蛋白質皆為膠胺酸。這就是意味著萬物同源，只是生命形態，演化

有複雜簡單之別，一如生物(命)鍊的排列而已！粉碎了聖經所謂：「……分

別創造萬物與人類……。」的描寫。這些神的話語，除非是執筆寫聖經的

人，未能將神的「默示」忠實地表達，或者使用文字不精準，……否則，

就是「人發明神」的真相被抖露了！蛋白質共有20種，係由鹼基33之中可

能性的排列而成。而智人的鹼基大約有31億，個別間的相似度約99.9%，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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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聖賢與盜拓」，在先天的基因上只有300萬個互異的鹼基，這就是

「人與人」的「幾希矣！」，

也是人類最大的自由度(如圖7

)。柏克萊李畢教授（Benjam-

in libet,1982）這個自由意志（

自由抑制）實驗，原為證實「

人類並未預存性善、性惡」的

種籽。人之起心動念的初始狀

態，皆來自個體（大腦）的綜

判，而后才決定的善惡與行動

（大腦意識到善念是在個體決

定後1 / 2 0 6秒之後）；並且是

在大腦意識1/5秒之後，軀體才

會接受到行動的命令。）但本文所引用，乃在指出個體間綜判異同的初始

狀態，取決於DNA（不同之300個鹼基）為基礎的解釋環境意涵（文化），

所得到的綜合指令。這個人與人「微量鹼基」差別的意涵，正回答「人性

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的現實問題(相較於最接近人類的巴諾布猿，則是

「人性／獸性」謬以萬里！)。換句話說，若從生命本質的實相來看，人性

的善惡是依大腦斟酌演化的智慧、遺傳的傾向及當時的狀況，包括身心的能

力及可能預料得到等狀況，形成可欲的信念。總的來說，他們的表現，大概

近乎常態的鐘形分配，生命的「生機」機制便是如此！所以本性沒有被遮蔽

的問題，只有發展整體的考量，以及立即面對抉擇的智慧。（當然人格的呈

現，有一定的穩定性，但那是另一個不同的議題！）因此宗教家、道德家

所歸納或演繹的「原罪」、「性同(善或惡)」、「人皆有佛性」、「道問學

/尊德性」(這兩者理論的前提，都是假設人性是一元次，即人性皆善，尋善

策略則有求諸「內、外」之別，即去蔽及顯真。)等等的主張或憧憬，不是

被雄辯所扭曲的戲論，便是一廂夢幻，情歸破滅的哀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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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人基因微量不同，使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但大部分相同的基因，表達

著，都是同樣繁衍與求生的願望！

盲目鐘錶匠

　　下面是這條貝他球蛋白基因的第一行，每三個鹼基中間空一格，各負責

蛋白質建材中一個特定的胺基酸：

　　ATG GTG CAC CTG ACT CCT GAG (GTG) GAG AAG TCT

　　起始碼之後的第六組三碼中，GAG代表的是膠胺酸。如果中間的突變

成T，產生的GTG代表的是另一種胺基酸：纈胺酸(valine，與起始碼ATG之

後的笫一組代碼相同)。這種亂碼所產生的變形血紅素蛋白質，會造成鐮刀

形細胞貧血，一種影響上百萬西非人以及非裔美人的毛病，造成相當大的危

害。

　　這屬於地中海型氣候下的百萬人疾病，並非來自他們「前生」不道德行

為的報應，也就是與印度婆羅門或佛教行者，所思維的「業」「共業」或

「帶業往生」的猜想並無相關，亦無所連結。真正的原因在於患者的DNA

中「膠胺酸GAG突變為鐑胺酸GTG」，使得帶「突變」基因的紅血球，形

狀通路狹窄化，她固然能有效阻擋瘧疾原蟲進入(細胞)，而苟免死亡，但仍

要付出貧血的代價。這種突變與前文所舉例的精神病患為「自活」，而付出

「逃避」現實生活的代價，都是基因自利極端，但有效的策略表現，就像盲

目鐘錶匠是「眼中無物，心中有(理)則」。DNA的演化就是萬物的鐘錶匠。

她擅於修補零碎，遵循「一時實用，重於永續設計」的原理。因為演化包括

了生命與環境的交涉，但環境變化的不確定性甚高（除了短時間或某些基調

外），尤其人類自進入第三波（文化）以後，更以「速變」為當代生活的特

徵，因此，生物的未來可能只是方向。因此，生命師傅充分理解，並訓示：

存活是有指向，但策略應多元。她的行為看似無厘頭，却能精算出最有利標

（選擇，如有時得標價高，但卻有最安全或較高品質的收穫。就是「留取丹

心照汗青」的特別決斷與行為！），譬若霧裡尋奇，仍知瑰麗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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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本問題應討論，人類基因「突變」的原因何在？才是重點。依據科

學家研究可以歸納為：

1、物理原因，如強光害、X光、紫外光線…過量照射使性細胞突變。

2、化學原因，如毒藥或毒物破壞使性細胞突變。

3、近親偶配，提高同偶基因結合機會，使攜帶隱性異常性狀，轉變為表現型。

4、病毒或細菌入侵性細胞造成突變。

5、RNA複製過程失誤或突變。

6、基因交換而突變，如亂倫或不倫老少配。

7、隔代遺傳(atavism)返祖再現其原突變。

8、不同物種間之交配，如牛馬配，而生驢，驢突變不能生育等等。

　　以上各種原因，沒有一項與「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有瓜葛，或有

牽連！這些研究正好吻合達爾文的「習得之技巧(文化)不能遺傳」的原理。

其實也正是拉馬克(Jean B. Lamarck 1744-1829 )的演化論，不被青睞的原

因。當然，這個真相也會衝擊到佛教所採取的業觀、三世因果論等等，所主

張「帶業往生論」，「道德行為」(業)轉為隔代(世)遺傳(報應)的猜想。不

過，近日大腦科學家，發現哺乳動物的腦邊緣系統有「懼蛇」設定，如猿、

猴、人類等瞥見「蛇樣」物，會不經大腦(額葉)辨識，便即行逃開！然後再

求證（真假）。且又發現人類的大腦(顳葉)亦有宗教區的設定，當腦宗教區

被活化時，個體會立即進(陷)入宗教狂亂狀態，成為宗教人。「懼蛇」是攸

關生死的銘記，而宗教是人類文明的產物。也就是「宗教心」、「懼蛇」應

該都是習得的文化習慣，如今均被發現都「鍵入」基因  ，並表現在大腦的

判斷中。這個現實，若不是解釋成強烈震撼事物，可能由於大腦（或軀體、

器官、組織）的深刻記憶，而轉化為遺傳基因，便只能說人類或其他哺乳類

裡，具有此種「腦功能」者，生存；其未具者，皆已被「演化」所淘汰，一

如「無焦慮感」的魚種，早早已成為天敵腹中物了！

　　整個解讀基因的效益，設定為解決終極關懷的三個大問題。即第一、生

命的源起(信仰)，第二、人性與行為的演化真相(文明)，第三、人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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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轉及改造(醫術)等。這些本根性的問題，其實就是人類千古以來，夢寐以

求的「大哉問」答案。事實上，人類文明的結構，亦是由這三大問題的「時

代」註解與憧憬所組成。過去人類無法親眼目睹「生命真相」，只好從現象

去推論生命的奧祕，因此一如盲人摸象，更有甚者，以所觸碰經驗及思維

進行詮釋，來發展臆測理論（必要），並擴張見解，強為解人。甚至將自

己的體認，或竟自稱為「真理」(如自己定義：照見五蘊皆空；除我以外，

別無拯救；…）而構成信仰體系，並搭上「道德倫理」(共活設計)列車，以

「有理」來掩夾「無理」，並販賣(宣揚)給予全人類，舉世因之，百代皆陷

入「渾沌或黑暗」的生命觀、文化觀、醫學觀。如影響文明5000年的創生

論；4000年的外來說(光音身)；3000年因緣論；1500年的五行論病；400年

的哲學家笛卡兒的二元論；100年的馬克斯思想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學泛性論

等。這些文化的發展，真如海市蜃樓，絢爛可愛，表相多彩多姿，但事實虛

妄或竟是光怪陸離。宣揚者放言高論，行動見解每每出人意表，且神跡戲論

互用，亦頗能吸引好玄，心存僥倖的徒眾，……。

　　總之，不求甚解的義理，玄妙的信仰，穿上了糖衣，雖然有其正面勸說

價值(糖衣效應)，不過他的負面表現，譬猶飲酖、抽鴉片之戕害，蠱惑麻醉

人類，亦從無稍懈。如不明生命真相的宗教信仰，在外表上，或具有短期浮

誇的道德意義，但就實質價值而言，卻是箝制思想的工具，又其宗教威權

「神→人」模式，單向的約制，更容易被權力者操弄，狼狽夥同宰制國人，

舉一國之所有，以供奉少數政教勾串者。甚至，因利益分贓不均引起戰爭，

其塗炭蒼生，莫此為甚；又理解不究竟的真相，所演繹出來的「偽真理」

(毒樹果)亦容易滲入邪說，或竟是邪說，如自然神論、多神論、獨神論，…

（各神論中，又互相拒斥，譏笑對方是撒旦崇拜）等等，正如羅曼羅蘭所

說：「（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不明

人性究竟的學說，如在十八世紀以來，啟蒙時代背景下，仍有思想家，採行

宗教式的「返祖」運動，聲言「不能意識到」的意識，或被壓抑的衝突情

緒，肇為疾病的源頭，並妄自誇張，攀緣附說、強說行為原理，皆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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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機所轉化 (泛性論 )，並杜撰所謂戀父 (母 )情結 ( E l e c t r a   c o m p l e x )；

(Oedipus complex )說什麼幼兒害怕閹割，遂將嫉妒、殺父(母)情緒，硬壓

抑下來。(真是豈有此理！)甚至，還說「精神(神經病)官能」異常症候群、

行為怪誕、作夢…等都是來自「慾求不滿」所主導，…真是離經叛道，河漢

斯言、愚弄世人、妄言教主！這些偽科學家，真是時代的大背叛者！（現在

有很多自號宗教教主或仍操弄代天巡狩者，實皆為同類荒唐，都是宗教迴

光！）

　　生物為了實現繁衍與存

活的目標，DNA會衡酌主客

觀的形勢指示機體(body)(如

生命長度的限制、身體的構

造、疾病、…及環境的限制

…等等) 。做成最有利的行為

策略與行動。這些行為的抉

擇過程及決定之元素（條件

），不管來自意識或未意識

，都是信而可徵，如衰老的

機制，由基因、自由基 ( f r e e  r a d i c a l ) 氧化物歧化酶 ( S u p e r o x i d e 

dismutase,SOD)或尿酸，修補基因(P53)以及大腦肢體發育、文化作為…等

等。因為目標明確，參與決定的其他因素，亦為一定，且各因素的自由度，

來自相關原理掌控。簡而言之，正常的判斷與行為，乃來自基因、演化、認

知、條件等等彼此的衝激與綜合決定(如圖8)。並且當時的決定，仍有一定

的穩定性，因為構成上述各條件的物質，是依循物理理則運行的。

本能.  祖先經驗，個體先驗

　　生命演化的目的在繁衍與存活。而決定其成功與否的關鍵能力，便是個

體(或基因)智慧的適時、適切決斷力與行動。當生物(或基因)面對有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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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會思考如何領先群倫或運用集體優勢，以獲取足夠生命資財；當面對

困頓環境時，他會尋求如何洞知機先，趨吉避兇，以佔得優勢。而優勢者，

存活。因此，「生命體」會把握當下各種有利細節，那怕是一絲絲的有利突

變(易)！這個物競天擇的原理，正是演化論的精義之所在。就生物智慧表現

在「種族普世化」、「個體獨特」能力而言，生物學者歸納至少有三項生命

基礎「本能」是生命繁衍與存活的根本絕活。他們分別為1.週期時間感2.愛

與繁衍3.記憶(如圖9，幼鵝的

基因記憶 )。班澤及其徒眾認

為這些基礎能力，皆來自祖先

因應生存的策略（經驗累積）

，經過「適者生存」的考驗，

而粹取最有效、最直接（影響

存活）的智巧，並鍵入基因，

成為個體擁有的「第一項」存

活、繁衍利器。事實上，她就

是祖先們給予子孫最重要、最好的保命禮物。簡而言之，所謂「本能」就是

祖先的經驗，卻是子孫個體的先驗。因為她是一種節能的應變措施，無需等

待「前額葉」的判斷，幾乎是第一時間的機體自衛反射因應，是接近不學而

能的動作或作為。大腦科學家在解剖上，指出他們主要設定在腦「邊緣系

統」裡，尤其是尾狀核的深層記憶，搭配著其他腦葉及分泌、神經、肌肉、

骨骼…等成為危機處理的機制系統，當狀況出現時，對應系統會立即「啟

動」、「執行」「保命」（或獲得最佳利益）一氣呵成，別無猶豫。她不在

乎過當及錯判（刺激），亦即為獲得「萬無一失」的安全，寧願付出必要的

代價。如杏仁核有「恐懼」、「負面情緒」的設定，當個體面對重大挫折

（外在或內蘊刺激）時，便立即啟動相關系統，進行生命存活「機轉」的作

業（可能的作用，就是延宕死亡或發出求救信號。傳統上解釋為「病態」行

為，是天大的誤會），以便保持個體清醒，來渡過難關（排除立即死亡、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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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殘喘、放大遲疑思考、延緩時間步伐，以撐過「當下」，而徐圖他日發

展—繁衍的機會），並預作應付更困難的處遇，形成一種直觀的感知（或無

意義感）與行動（或不行動）；又如靈長類大腦中，有「懼蛇」設定，只要

被啟動一次，（甚至不必被教導或經歷，只要情境出現）即成為一組鮮明的

記憶。因此，當案件（或類似）再現時，他便直接由「邊緣系統」指揮頂葉

運動神經，執行反應動作—見似蛇影物，立即跳開。學者研究，這保命一

跳，比經由額葉確認為「真蛇」時，要快1/4秒。此所謂「杯弓蛇影」的神

經質反應行為（一如對著晃影開槍，其實都是喚醒了基因記憶與行動），個

體因而獲得極大的生存利益；又如人類大腦顳葉裏有「信仰」的設定，當區

塊受到活化時，便會啟動各種信仰，如「科學」、「宗教」、「哲學」，

「信念」……等等。根據研究，某些無神論者，一旦信仰區的活化細胞作

業時，他可能會立即宣稱(想像的刺激，分送「前額葉」及邊緣系統，而做

成似理性的報告。)：「剛剛親受耶穌接納」。於是聖靈充滿，宣說聖召或

竟呼喊靈動…不一而足…；或竟自稱跨越時空，在某一佛土淨地，受邀與佛

陀深談，至為相應或竟稱「即刻開啟，一世解脫呢」！真是大言夸夸，縱論

「釋儒道耶回」一貫精義，絲毫不乖（原因可能是啟動了平常聞聽、思考的

記憶檔案！）但當其清醒還原時，又會回到唯物論者。這些事實，可以回答

部份宗教現象問題，如扶乩，神鬼附身……。這種方便「出入」不同空間的

設定，具有演化的意義，因為她或許對個體的生存，亦有利益，如可藉機成

為祭司、神僕…。

　　「本能」嵌鑴在基因上，也許十分緊密，像似基因原生印記。然而，果

蠅學者經過百年的努力，到了1990年代，大致已確認她「只是」基因上的

鹼基(ATGC)排列組合，她仍然會受到物質性質規範，如複製可能失誤，交

換可能錯失，「物理、化學、生物」等原因亦會造成突變…等等，亦即在

本質上，可以相對穩定，亦可以變動不居…。換句話說，她是可以被「取出

(破壞)」「置入(修復)」、「更易(改變)」、啟動（或關閉）「遺傳」…等

等，一如各種生物之本體（質）、現象、行為…依「律則」而形塑、而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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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只不過她是較穩定，而頑固的存有(to be)，在正常狀況下，是生命的初

始狀態，保存著列祖列宗的求生信息，包括前例「見影跳開」的生理反應，

但也包含文化作為呢！譬如「嫂溺手援」--禮法縱使深入人心，本能仍會適

時適地，展現其不為制約，不能被壓制的自然反應。易言之，世俗的禮教、

風俗、法律…再嚴峻，再如何森嚴苛刻，只要悖離「人性」太甚，則縱或一

時能強制（執行），但終至不能久恃。這也就是學者認為「生命（的際遇）

沒有偶然」的意思。

　　從摩根起，果蠅學就把傳統遺傳學中，未能明白的原理原則（如達爾文

不明白女兒的像貌與行為（動作），皆如自己；其表弟蓋爾頓更倡（證）

優生學，指證優生的或然率，一如孟德爾的豌豆實驗 - - -其親代與子代的遺

傳，結果皆可計算。並推論動物與植物的性狀，才智的出現率，原理並無

二致，但均仍不明遺傳原理的奧秘。），已大致廓清。甚至，將基因定位，

定序的基本理則與實務技術，皆揭露無餘。而「接續」的班澤更將遺傳學由

「性狀 /基因」提升到「行為 /基因」的境界。開啟了分子生物學、行為原子

論，從分子的層面，來研究生命的種種性象或行為。他們剖析「行為 /神經

/分子 /基因」等等的因果關係，包括可逆性的證驗，而建立分子運動（新陳

代謝）與行為間（線性及非線性）的連結模式，並作成理論預測檢驗，指出

傳統詮釋學（包括哲學、宗教、心理學、社會學）的誤謬或浮誇的申論。他

們調整研究派典，確立了「生物學最終的關懷，就是行為及理論。（克立

克）」的新範疇。他們對「本能 /行為」間的改造，已經有了成熟的理論與

技術，猶如一般外科醫師，隨時能進行「行為」的改造手術。只要科學能

揭露「本能」的性質，結構，重組原理…，就能依律從改變「基因 /本能」

來執行行為重組，如「開啟關閉creb（控制學習行為）」、「破壞清除並遺

傳」、「恢復並遺傳」（如喝「阻止」沮喪的忘情水；注射本能)…班澤的

門屬派下中，霍爾、基理亞科（Charalambos Panyiotis  kyr.acou）與羅斯

貝許、杜利等已能熟練地，將「本能」基因，注射到突變的果蠅卵子上，使

之復原，並仍可依律遺傳。這個生命本質與行為的更動與掌握，糾正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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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賜「天性各如其類」的假說，也撼動了「業」不能轉的三世因果思想～一

針穿透三世情，前世今生及來生，皆憑好姻緣。因為生命軌跡的實質答案，

的確是根據「歷代祖先們偶配組合」為基礎的「生命與環境」互動資訊所繪

製。這就是生命演化的智慧！她充滿著機智（制）與機率，剖析倖存者的努

力與命運，非關神祇恩寵，亦非造業行為的酬報（復）。這就是符應17世

紀法哲巴斯卡（Blaise Pascal）所謂由內而外的證驗原則之一～班澤從基因

驗證達爾文的演化論。

　　「本能」解剖的研究，首由班澤及其弟子科諾普卡開啟。他們碰觸果蠅

「時間週期（period）」基因的實相，並廓清傳統的猜想詮釋（如指正前人

臆測「時間」是後天學習的成果」是錯誤！）。他們肯定羅馬哲人Plotinus

「文義性」描述的讚嘆。的確，時間果然是來自「靈魂」的深處！只是所謂

靈魂處所，就是x染色體最遠的左側基因，距離（果蠅）白眼基因不到一個

「圖」（一分摩）單位處，及其他相關的基因配置（運作）。時間基因，

這個「時間本能」基因結構的中央部位是，由鹼基ACA，GGT（果蠅、真

菌皆同。學者基里亞科則推論，凡生命體皆同。）所建構。這些酥胺酸及

甘氨酸的重複片斷，後來在其他生物中，也一個一個被發現。甚至坦布洛

（Tony Tamburro）竟能在實驗室合成周期基因蛋白質，重複的這一段，而

開啟了基因工程的新境界。時間週期（circadian rhythm）的設定，使生物

知悉殘冬將盡，響雷驚蟄，萬物醒春，生趣盎然！也知道「晨昏定省，行禮

如儀」的文明行為，更能啟動身體的激素，產生少女情懷或中壯年養兒育女

的責任感，甚至精緻到，能清楚符應角色系統，如人類的「志學、而立、不

惑、知天命、耳順、不踰矩…」等等，但「時間錯亂」基因，（ t imeless，

1990定位，1995定序，位於果蠅第二個染色體上。）却能啟動失序行為，

含混躐等，錯過擇偶婚配，…其嚴重者可能危及生命存活與繁衍。「時間週

期」基因及「時間錯亂」基因在成長的過程中，緊密契合，逐漸形成了「時

間感」。對於時間感的發展與存在，他們明確指證，位在人類大腦下視丘的

視叉上核（Suprachiasm- atic nucl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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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基因一如所有物質，都是依照「物質性質及運動律」的規範，依

時推移，成住壞空，周而復始，毫無例外。她的作用，確實非關偉大的創

物者、神祇，或者「假設性」的前世今生之道德行為理論！她遵守物質不滅

定律，是完全的物質作用（行為亦是），一如大腦消化印象（知識、概念）

分泌思想並作為。也就是他們的作為、命運軌道全然是物質的，因果的。從

「時間周期」基因的研究，不僅可窺知生物體內部適時發展的構造，以及運

作協合的原理，而確定機體思想、行為統一性，一如大腦下達命令，「臂使

指動」作用相連。更是「天人」「時間觀」相互呼應的架構，前人有所謂

「人道、吻合天道」的天理基礎論述—仰頭繁星煜煜，是我胸中道德法則

（康德。墓誌銘）--確為真實不虛。因為「天行健與君子自強不息」，被證

實不僅是哲人「類比」的雋語，更是有相通的物理基礎。這個「物質性質與

物理律」是大信不約的。一如是否恰如其份的開燈、關燈或其他喜怒哀樂或

逃避、對抗、順從等等…。生命知道適時的行為（依天道運行，不生錯亂）

才是最有利子代而作決定呢！孔子之偉大，稱為「聖之時也」，良有以也

矣！

　　1986年，美國波士頓和紐約兩個實驗室，將週期基因全部定位定序。

共計含有週期基因蛋白質密碼的DNA片段大約有3,600個遺傳字母的長度。

這個基因序列就是神經遺傳學研究「時間感」的全部資料。如時間錯亂、行

為怪異等位在週期基因的前半段，在1390核苷酸處，因為鹼基C變成T，使

得原該是CAG(麩安酸，glutamine)之處，變成了TAG(停止 )，因此當果蠅

細胞來到這個TAG的時候，細胞就「停止」生產週期突變基因的蛋白質。

然後轉譯的RNA便承續這個錯誤指令，無法完成製造完整蛋白質，其結果

就是行為出現錯誤！ (其他有關行為偏差的基因發生在何處所，由什麼錯

誤字母造成，皆由霍爾、羅斯貝許、楊恩…等果蠅學者解開。)分子生物學

家，之所以能開創新遺傳學，其關鍵就是杜利所說：「…班澤發現分子，而

赫哲許(Jerry Hirsch)則不知。

　　週期時間的研究，如今方興未艾。這個學術影響的範疇，可預見的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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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寬廣，除了正當行為的研究外，對異常行為的防止、修正或因應，可以提

供正確知識建構合理概念準則外，對疾病的研究，亦可能有新的幫助。如史

派瑞（Roger Sperry）等的裂腦研究，即據而指陳兩腦半球，各有獨立想法

的癥結，其他如亨丁頓症侯群(Huntington＇s Disease )已被證實是週期基

因上，被插入了大量CAG序列造成；X染色體脆折症(fragile –X Syndrome)

和萎縮性肌強直的心智遲緩病，來自某三個核苷酸不斷的重複；某些較長的

重複序列，可能導致癌和糖尿病，證據愈發明朗。

　　有了「分子生物學」這種犀利的工具，學者在複製基因(甚至本能)及定

序定位，解開基因上的鹼基，建構了生命的資訊，譬如遺傳學基因治療，從

鹼基ATCG的排列組合來處理，將更正確，更方便。換句話說，分子生物學

者愈見能掌握基因本質的線索，就不必再陷入猜想的困境。這使得科學家的

因果論，更有力道「勸退」宗教的神祕攀緣論述。因為究竟「基因」、「大

腦」、「行為」都是原子、分子的組織與作用，他們都遵照物理行為原理而

運作。目前研究重點大概有一、輸入通路；二、時鐘裝置本身；三、輸出通

路。因為這個時鐘除了控制生命的韻律行為外，更是天文運作的時序研究與

地球生命體相通原理的憑藉物(基因)。說不定，古人所謂「究天人之際，通

古今之變」的同一原則闡發，完全深藏在她袖裡呢！

　　希哲．亞里斯多德（Aristotle,384B.C.～322B.C.）曾經為了「生之所

欲」大感困惑。

　　他問道：「眼為看；耳為聽；四肢為取物與行走；大腦為思考；…可

是做為器官組織「全體」的人，究竟為何？」。的確，這個大哉問，比聖

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所回答的「你不問，我知之甚

詳。但『時間』應該是實存的，可我卻一點也不能說明，更何況為之下定

義？」時間是在起床、漱口、早餐…經過，更從穿窗的日光，斜投碗裏的影

子移位消失！雖然我們完全知道她的「去來」，看透她的「成住壞空」日復

一日，從無改變…。可我們卻仍然困於光陰。我們無法理解時間的性質，參

不透她究竟是先天的存有，抑或是後天的學習…。存在主義者祈克果等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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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先存有，然後建構本質，用以抵抗聖經依上帝「本質」創造人類(「存

有」…的顛倒錯誤。如今看起來，恐怕兩者皆非！)。印度婆羅門的信眾更

提出「天上人間」的時間不一，如天上一天，人間十四年(他們是真相信，

不像中國人的「一日三秋」取譬之義！)。時間帶來人們的感懷，因為從魔

鏡中，我們看到了滿頭華髮的自我！看盡了人間冷暖，看到高牆建立與頹

廢…。不過還好，她僅僅是一位公正的催促者，而非逼迫者。她只是一勁兒

催促著我們，要「按時」起居、要啟動成長、要進行婚配（繁衍）、要…，

直到帶領我們終老，由「暴斃基因」啟動，並歸藏，……。我們只要依時按

序，就能被動的，獲得時間的認可與支持。可是，相對的「我為何而活」這

個命題，卻牽涉到很多的抉擇，並且這些抉擇，正是無盡生命遷流的「下一

步」（所等待）。也就是，生命既已啟動，整個系統所構成的壓力，便無時

無刻地、壓迫著你，要求你立即做出明智的決定，並且你知道所有決定，必

須符應當前規範，而又無礙自我生命的繁衍延長，…。因此人人皆陷落在

「當家作主」卻又要頻頻自問與行動的泥沼。「被動與主動」所承擔的生命

責任，其輕重，直如泰山與鴻毛之別，更有不可承受的、吊詭的，既是「主

動」選擇，卻反倒成無可推委的負擔呢！

　　人類為了回答這個「大哉問」。數千年以來，動員了難以計數的秀異分

子，窮盡所有智慮，從不間斷地思考、演繹、歸納、評析、拒斥、反正、綜

合、……。同時也提供了無數的「暫時」答案，其中宗教答案，似乎較有韌

性，因此她常牽涉到「神祕」、「不可知」、「誠則靈」…等雲深不知處的

境界憧憬。後來這些政治、宗教、哲學…等派衍徒眾，更是努力宣揚、修

持、詮繹、經營，都期望他們「祖師爺」對真相真理的探索方法與答案，能

穿越時空，不為千古浪淘盡。可惜，每個主張，都在面對時代智慧的質疑，

紛紛中箭落馬。慘狀激烈的，灰飛煙滅（如人類文明史近六萬年，約出現

十萬宗教信仰，而現在僅存…）；思慮、主張、教義…較富容攝的、說理較

圓融的，也許會在面對各種不同學術派典，或者其他外力（如中國有滅佛三

武一宗運動）的檢（考）驗下，較有流布或苟延殘喘的機會，但他們能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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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特徵，就是依附其他文化、思想…甚至背棄原來「過激」的主張，美

其名是「認同」在地文化，以求相得益彰。可是，自從歐陸發生文藝復興與

啟蒙運動以來，科學自知有限，謙抑自持，雖言而有證，但仍保留證據不充

分態度。唯恐失去「實是求是，不作嫁人」的信條，故而形成一種開放的知

識系統。這種不自滿的認知，使得人類的思維，在優異的工具協助下，獲得

極大的自由度，摒棄「猜測為真」的探索模式。尤其近百年來的大腦學、基

因學、天文學所帶來的新知，更是(能)成為一種新的檢驗指標。而很多傳統

的學術，都經不起新檢驗，一經對照，幾乎整體理論便搖搖欲墜。其中，本

來保有神秘法寶的宗教，更是左支右絀。目前的狀況，大概是已由「信者恒

信」的最後堡壘，退縮到「宗教和好」（2000年起）的內在防線，他們由

羅馬教宗帶領，希望聯合宗教團體一致對外抵抗（或拯救）21世紀的非信

眾（教徒）。也許這是宗教最後的福音行動。但更也許，是宗教迴光返照的

悲(輓)歌！當宇宙生命的真相，愈見明朗，宗教及其他臆測理論、封閉知識

集團的崩墜與新生，愈見指日可待。不過，即使如此，生死的解題思維方式

與演繹（或試驗歸納）的結論，正如同希臘神話的薛弗西斯，推石的故事，

每個過程都會達到一個高峰，但當盡頭出現時，就被宣告「不是答案，必須

撤回」。這些無數「從新再推」的暫時見解。實質上，仍是構成人類文明的

織錦，她帶著時代的腳步，不斷向「真善美」推進，這個精進探索的心態，

正是人類希望之所在！

　　由於人類特殊的大腦結構，關不住的探索智慧，再加上「與日俱增」的

自由度，這些客觀形態，使得人類能逐漸脫離威權(如基本教義、政治、壟

斷、教會教條、…)的約制，而公開討論，那些長期被獨佔、隱密、避諱的

生命、宇宙奧義的真相問題。回溯人類三千年來的探索，我們可以去除文藻

修飾，做一次精確的描述。試以生命教育核心問題之一，「生命的目的是什

麼？」為例，歸類如下：

肇端乎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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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政治學說：「人為天意而生，天意就是人意，歸諸人意就是朕意！」…所

謂率海之濱莫非王土，四海之士莫非王臣；宗教則說：「人為永恒的生命而

努力。在這個共同的前提之下，可分一、為彰顯上主的智慧，並完成管理萬

物的任務。也就是人之所生，是為著「代理神明」而來、為著預備萬物生養

而來。其二、為贖前生罪愆（無明）而來。也就是為懺悔而生，為成就美滿

而活。」…也就是，生命是輪迴巨輪下，不得不的體現。簡而言之，宗教認

為人類(或生命)不是為著執行神明所交付的任務，成為神僕的工具。就是應

命而來，是輪迴的必然產物，生命根本就沒有「究竟為何」的主體性議題可

言；哲學則凡事經驗與邏輯，只要合乎三段論述的形式，便認定是可信的答

案，至少該敘述是完足的修辭，所以聲言：「也許，應該是受差遣而來，目

的在實踐神意；也許應該是為生存而生存，生命沒有目的，想利用他人的

人，才會設下目的，以便蠱惑，利於行事；也許，應該是為名利而來，掙得

千秋全名，創造百萬福祉，就是究竟的任務。…」哲學是可愛的，你愛怎

麼說就怎麼論，因為只要「言之成理」則成，這就是所謂鱸鰻哲學，雄辯勝

於真理的誤謬；最後，參與討論的就是科學。科學從「生命一體」的演化事

證，宣告：繁衍。

　　以上這些論述都各有一定程度的見解。而這些見解，可能就是人類（或

生命）生活的思想基礎，所謂生命哲學。人們便據以建構不同的本體論、宇

宙論、知識論，乃至發展出倫理學、美學、政治學、經濟學、行為學等。然

而，「究竟」的真相或許只有一個。若果，則這些答案，可能便有嚴重的

「是非」問題。一棵有毒的果樹，難期結出無毒果實呢！當然，有些才辯之

士本著「依違兩可」的態度，無視於批評，竟想作「調人」認為人生有限，

而生命繁衍無涯，我們這一生浪費過多時間來討論人生，無有多益，就「稀

魯哈拉」地，把她們整合在一起，成為「真理」百貨行，聯串而無一貫，憑

需取貨，但賣有緣人，這看起來，有點融通的意思，但多半是互不相碍，可

「路以多歧亡羊」古有明訓；不可不知，亦不可不防。

　　按照演化論者的證述，所有生命體最基礎的本能，就是「時間週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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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衍」，他們被設定在生命的基因裡。「時間」啟動了生物結構的生長

環節，如台灣諺語所說「七（月）坐，八（月）爬 ,，九（月）發牙，十二

（月）走，十四（月）說話…一直到青少年（女）各種性徵，乃至成人的思

考，大腦的神經網路…皆依時而開展、成熟；又有所謂「四時行焉，五穀生

焉！」、「不違農時」、「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學記）」…。其

中最重要的活命設計，自是營養的攝取，因為有時間感，植物會依時行光合

作用；哺乳動物，方能出娘胎就會吮奶；獵豹知道何時狩獵。「繁衍」則是

生命體的行為導向，所謂生生謂之大德。大德，大得也。喻說最重要的行為

結果，就是傳宗接代。繁衍的驅動力，使人們「直教生死相許」，「情發乎

中，止乎禮」；果蠅基因xq28受損，可能會發展仰慕同種同性愛，成為果

蠅同志；線蟲，不起眼，但追求雌蟲毫不含糊；園丁鳥則築巢，討雌鳥的歡

愉，以獲得雙宿雙飛，引得詩人「只羨鴛鴦不羨仙」的禮讚；而行「一夫一

妻」制的雄鳥，有「多傳」基因設計，仍教牠適時偷腥；雌猴雖懾於猴王淫

威，但仍敢冒生命危險，去偷情野合。(有違猴倫理，但有利生命繁衍。繁

衍者，勝)；「中國竹」知道相約在120年後，同時開花結果，行有性生殖，

透過新的基因排列，以及生產大量種子，來逃脫天敵的魔掌……等等。這些

生命體的「結構與行為」發展，皆依一定律則發生。這個成熟計畫，絕非偶

然，她是「繁衍」基因，早就完成構畫的生命藍圖，並依時依序進行直至完

工。達爾文説，適應分二種，一種是「生存」所需，另一種是「繁衍」所

需。而時間週期，就是生存所需，基因裡的「性擇」，就是繁衍所需。前

者代表生物結構發展，后者掌握生命行為。(定義上，大異佛洛依德之泛性

論。)

　　身體的結構按序成長，功能依時啟動，其作用在使機體臻於成熟，而完

成繁殖的準備，伺機偶配(或複製)使牠能順利繁衍子孫，傳播父祖的DNA。

於是新達爾文主義者，宣告結論：「生活(存)為繁衍。」--繁衍是目的，合

理的生活(存)是手段。達爾文可能代表科學，解開了人間世最大的謎題，解

除了亞里斯多德「不能停止」的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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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裡的性擇意涵，就是試圖從分子生物學的研究，來揭露這個「本

存(?)」的實相，性擇是決定繁衍成敗的基因功能。生命體原具雌雄(細菌有

雌雄，病毒則尚未定讞)，來自基因XY和XX染色體的組合，而對重要的性

徵，性行為(包括選擇偏好及行為過程、結果)，皆出現在Ｘ染色體上。分子

生物學以基因為工具，試圖剖析各種「性事」的分子新陳代謝歷程，並解

釋性行為的一般性原則，俾便做為各種學術(尤其行為科學)，甚至法律、制

度……形成及運作的參據。當然，「行為／基因」的關連，比諸「性狀／基

因」更加複雜，這是學術上的研究限制。然而，科學最重要的研究在於真實

的發現(包括運用迴歸統計，過濾各種變因的孰重孰輕等技術)，自應排除困

難，運作各種客觀有效的科技來揭露真實。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也不必杞

人憂天，近代科學自「果蠅學」發展到分子生物、基因學、大腦學……等新

時代的生命研究範疇，幾乎都以「眼見為憑」(含各種機器眼，真正的第三

隻眼睛，不是西藏宗教假神祕的抽象眼！)的事實證據為主，甚至更從肉體

的組織、器官、細胞、分子…等解剖真相，提供更深的證據，來鞏固整個理

論。然後再進行外在的邏輯、經驗考驗，可以說完全杜絕傳統「詮釋學」浮

誇猜測的再現。面對過於強大的「性擇」威力，當時達爾文不得不另立為

「演化」原理之一，並以之與「天擇」相對應。而來理解生命美學的原理，

試圖解決理論上的週延性。事實上，自摩根及其派屬史圖特芬，劉易士……

等傳統遺傳學者在20世紀初，便已經從性行為(作為)的正常與否，推斷果蠅

大腦表現與基因(胚胎)的關係，到了班澤與霍爾則幾乎可以指證X染色體不

同位序異常，是決定繁衍的行為指標，這可以說他們已能掌握「行為的基

因」(分子的新陳代謝)開關，也就是從生物的分子原子解剖層面，探究基因

和行為的關聯技術，逐漸趨成熟。使得演化論，更具有不可撼動的理論與力

道。

　　1990年代，班澤帶領霍爾，在實驗室培育雌雄嵌分體果蠅，可以說已

奠下了分子生物學者，探討果蠅兩性差異的基礎。同時，也再次證實摩根和

史圖特芬發現「性別轉換」基因（ t ransformer）的功能與突變機轉。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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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雌性果蠅，若是接受到兩份「性別轉換基因」則身體是雌蠅，外表與行為

如雄蠅。如同一個女性的「身體」住著一個男人靈魂的現象，就是俗稱「半

南洋」或「同志」。並進而繪畫出正確性別蛻變的「sop」（標準程序）。

他們(分子生物學者)研究發現「決定果蠅性別」的基因連鎖反應如下：

　　起點是「性別致死」（sex- le thal）基因。如果果蠅繼承了兩個X染色

體，就啟動性別致死→接著啟動性別轉換基因(transformer)→啟動性別轉換

基因和性別轉換基因2號→啟動了「雙重性別」(double sex)基因→再啟動周

邊相關基因，使果蠅有雌性身體結構及性徵。另一方面，假使果蠅繼承一個

X染色體，則無法啟動「性別致死」基因，而後啟動「雙重性別」基因，再

啟動雄性相關基因，生成各種雄性組織及性徵。（採自時報出版138果蠅、

基因、怪老頭頁249）這個流程的繪製極為重要，因為這是「雌、雄」所由

分的生理（物理）過程。她揭露生命既合作又分別的陰陽奧秘。這個機制指

證「生兒育女」皆來自受精剎那。這意味著生命之初，便是來自純然機率。

當個體卵細胞受孕時，獲得一個或二個X染色體，便啟動「♂♀」的發展基

本模式，然後依時間週期，孕育生命。而雌雄之來，既然是機率，要生兒育

女，自然可依機率出現原則來處理。也就是可按照分子（原子）的運動律，

如布朗運動--若大多數原子朝東，少數朝西或南北，則採多數決，定義與實

質上，皆稱做往東流動。分子生物學就可啟動控管物理（生理）的環境，提

供（或探索）相對設計，來提升決定生男育女的機會。因而廓清人類求神拜

廟，祈(妄)求「一索即得」的迷信行為。

　　有關決定人類性別的基因，由y染色體短臂上的Sry基因(1990年選殖，

Sex-determining region,Ychrome-some)讓胚胎長出睪丸，啟動發展為男性

的機制。但當Sry基因突變，可能會讓帶有兩個X染色體的胚胎，發育成為

男性，或是帶有一個X一個Y染色體的胚胎，發育為女性。這些錯置 (突變 )

結果，打破了生命理則，但演化仍能進行嚴格把關，基本上，就不會讓這些

「同志」有繁衍子代的可能。這種男(女)大腦、女(男)肢體，發生的原因，

機率及其預防或矯正，正是科學家的新課題。文明，來自解決困境，並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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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各種行動后果的經驗，其愈能抽出有效精密通則的，就是愈帶有智慧的

文明。而常用「與人為善」的態度，凡事不願追根究柢，如不斷運用「撫

慰、順天意、逆來順受、認命…等」無奈或消極的人生觀，來處理發生的事

務，固然可以獲得安慰，但却可能成為阻止新文明的殺手。新時代的人類不

能不慎重！

　　從前，我們總以為自己命運天定。如今，我們知道命運在於基因(華生

1989)。

　　班澤與學生昆恩 (Chip  Quinn)對控制學習成就的關鍵假設，便是必有

「記憶痕跡」(engram)存在神經元裏。他們根據這個假設，進行果蠅研究，

最後果然證實了她就是記憶的本質。而且定義程式亦被寫就「原子完成記憶

工作後，依生(物)理運行，即使失去了原子，卻仍會留下記憶。」後來，昆

恩指導杜利更從基因解剖，分辨「記憶突變」與「學習突變」不同的染色體

定序、定位。他注意到哥倫比亞大學神經生物學者，肯戴爾(Eric R.kandel)

所揭露的學習「分子過程」，其所運用的研究技術，已由「準科學」統計迴

歸的推論  (如行為學者巴夫洛夫、史肯奈、桑代克、華森，甚至實驗學者詹

森、皮亞傑……所提出的各種學習理論、心理理論、發展心理學等等。)升

級到真正的「科學」，以「事證」直接說明「因果」關係，並運用邏輯、經

驗來佐證及考驗。

　　肯戴爾的「神經／行為」研究，所採行生物「標準科學」的實驗研究

過程，至為重要。基本上，這是一個研究法的新派典。本實驗是證驗「構

成學習」的分子行為。他的實驗過程是，海蛞蝓頭上挨打，就會由頭上的

神經發送訊息，活化細胞酵素Adeny Late Cyclase，然後觸動鰓神經，製作

CAMP(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環狀腺嘌呤核苷單磷酸)，而活

化了創造永久記憶的關鍵基因，增加神經的敏感度，經過幾次練習，細胞釋

出更多分子傳過突觸，於是頭部挨打的記憶就留下來了。這個「分子」新陳

代謝的機制，實驗者可以一覽無遺，事後自不必進行「記憶黑箱」推論的各

種考驗。可以說整個「S-R」啟動效果的證驗，一如不證自明的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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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澤和學生拜爾斯依據上述實驗模型作試驗，結果證實「突變」的傻瓜

果蠅，其學習與記憶失敗關鍵，就在無法新陳代謝CAMP，致無法增加神經

敏感度。1994年，杜利與尹傑瑞（Terry Yin）再接再厲，終於選殖出果蠅

creb基因，並確認該基因是(能)製造所有動物的CAMP蛋白質，且在腦神經

中表現出兩種功能：「啟動」與「壓抑」。亦即他們尋獲了記憶的「開」

「關」功能鍵，其後更運用「溫度」來做「開關」的動力，即所謂的「熱

休克啟動子（heat shock promoter）」基因運作，當該基因感受到一定溫度

時，就可開啟第二個creb基因，(該實驗時，是另植入)，加速CAMP製造，

促進DNA轉型反應混合液中，其他基因的活動，使學習更加速完成。這個

creb基因被證實是學習之「鑰」，也是「聰明與愚笨」所由分。這也是再一

次證驗行為、命運都是以基因為基礎的選擇與動作，(當然，獲致好效果的

環境因素，亦是按機率原則出現，且基因會依其性向、能力擇取並行動。這

是另一個選取奧秘的課題。)因此，我們對聰明、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的緣

由詮釋，大致歸結地可以說「沒有讀前世書冊的荒誕猜測，只有heat shock 

promoter啟動雙倍學習基因的天才！」被啟動的creb基因，猶如聖經描述的

「長髮」大力士參孫。長髮是神話中，神的「大力」加持象徵；creb基因却

是道道地地，生物「智慧」表現在大腦的物質運作。總之，一切能力都是物

質(基因)運作的結果，非關神明加持！求神明或替身「賜給智慧」的愚(昩)

行可以停止了！(2008，我們親愛的總統候選人醒醒罷，智慧和跪求宋○力

無關！)

　　明代大國醫張景岳，從中醫學的角度探討「修身修心」的問題。他說：

「鏡以察物。物去，而鏡自鏡；心以應事。事去，而心自心。」認為修心養

性最高的境界，要如同鏡子般照物、知物、處置物，而後忘物。境界自是

很高，於督導教訓，頗似多所助益。然而這只是知識分子或道德家浪漫的

憧憬，究竟是做不到的事。「心」是一種判斷，她可能包含著基因、大腦、

身體軀幹、…的作用，以及認知環境因素(經驗、當下…)的綜合評估後，所

作的決定。也就是生物「記憶」與「未來（可能）」的連結作為。但鏡子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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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記憶」的功能。鼓勵一個有「記憶功能」的人，修煉達致一種不思善、

不思惡，甚至無意識的境界，真是「指死害生」的誤謬。對腦功能不理解，

又訂定錯誤的目標，其所運用的整套修持法，自不必檢驗，就可知一般了！

名醫也許能治百病，但當他發表有關生命的「智慧」時，就如同不懂教育的

人，提供一種或一個「良好」(？)的教育觀，也就是「教育智慧」，有時看

似高明，但終究是外行人特殊的識見，於實務上，大多數是窒礙難行的主

意。因之不能不格外慎重，免得害已，害繼志者，又害人呢！古人也許欠缺

大腦學的知識，不知大腦運作異常(生病或生命機轉)的原因，直把科學的腦

病當抽象的哲學心病來看待，並且大開不相當的處方，（同時也封閉了研究

發現真相之途）確實於病情無助，之所以有這些誤謬判斷及亂投醫的見解，

其關鍵皆在誤信「二元論」，區隔了「身心」所致。因此將所有超乎規範

的疾病，都做成「心病」解，所以有時解釋成魔鬼附身(宗教界較傾向)，有

時解釋價值偏差(執)(道德家較傾向)，有時解釋成三世因果之必然，如貪、

嗔、痴、慢、疑(佛學見解)，有時解釋成身虛氣弱而失衡。然而事實，病癥

都在大腦上，其中有關「基因、神經網、認知…」等記憶體，發生異常，可

能是主因。現代科學發展出大腦學，從基因、腦發展的神經網絡(結構、文

化刺激 )、營養 (包括少量元素，如硒 )、激素、受體管道、身體狀況、…。

希望解開「判斷」 (Mind)的生理基礎與運作原理，把「心病」的真正病理

及意涵釐清界定並治療。免得名醫、宗教領袖或其他知識分子大言夸夸，引

經據典（？）却是對社會「做不對」的教導。

惟心惟微 維命惟美

　　美學教育學者黃光男教授近作『實證美學』，討論日用彝倫與美學的

關連，譬喻見證，頗為貼切。要而言之，在強調生活美學的良善及其形塑

實例，如漸次、對照、比例、熟悉、充實、數大…形成的過程（或本具的）

及其感動。見解高明，令人欽敬。然而，美學源於生命之行銷，是繁衍獲得

優先選擇（或成敗）的利器，其「專業化」的爭妍鬥豔，所展現的極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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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竟關乎生命『斷與續』的零和競爭。因為勝出者可能「獨」得「值得托

付終身」的橄欖桂冠。（研究者指出：漂亮的公孔雀多伴侶，反之，竟無偶

配）。故就生命與生命教育而言，她是一項極具關鍵性的事件，因此施行生

命教育，不能不充分討論『生命美學』。美的觀念與原理，是來自演化的精

煉萃取，她與道德相仿，都是涉入價值判斷，同時亦都植基於生命原道。只

不過兩者形成的機制、策略的運用稍有異同。前者建立在符應「外在」需

求，而以提升「自我」品質為努力的對應策略，是著重個體生命之發揚；後

者，則強調進退有序，確保實現公平、公義的集團生活，以和萬民，所謂

「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而和（學記）」。是著重在群體生命的維護。她

是以倫理(道德戒法)為群體生活的安全距離，及其運作的準則，人人（生命

體皆然）不踰越，各得所哉，就是群我生存之所寄的意思。簡而言之，倫

常，本於內在需求，而以外鑠教導，達致中和。她是以妥協的「我好，你也

好」的親情，來維護群體生活的秩序，是帶有「強制性」的規範，譬如有

不可以踰越的（三）綱（五）常，因為她直接關涉到生命的繁衍，如禁止

（忌）亂倫、近親結婚，以避免子代死亡或不孕…或間接影響族群的和諧，

如違法亂紀，導致自相殘殺…。這種始於妥協自私基因，終以嚴峻律法「禁

止」的策略，確實不如美感為符應外部競爭秩序，以「發揚」（鼓舞）生命

光輝的柔性贏取。一般而言，美感來自洞察美的本質（美學）殆無疑議，而

對美的感動，雖然具有個別化的判斷，但仍有其普遍（世）的價值觀。如

『人體美』為稍高於社群『眾數』平均值；如黃金比例；如艷色警告；如暗

色自保，…等等。換句話說，不管美的評價是個別化或普世化，她都是以

「女（男）為悅己者容」與「感動」來行銷整體生命。以下擬就生命美學的

發展，試從文化，政治思想…等各方向來討論，並以漢民族為實例，兼及演

化論述，提綱契領，歸約其大要，以作為學者深究參考。

錯置的美感

　　民國初年，我國頒定教育宗旨，提倡國民教育、實利教育，並以「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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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完成其道德」。當時，教育總長蔡元培先生屢向國人剖析「美感」教育

的重要性（如美感含攝人性、秩序…）。認為唯有實施美感教育，才能使道

德落實在生活中。這個論述或許是對中華文化，尤其儒家思想的總反省。儒

家注意到「倫常」是維繫民族與社會生存的根本元素，也是中國施政所急待

具體化與推揚的政治哲學。蔡氏判斷的理由可能是，來自對數千年的史實及

當前政經的困窘，所做的興革決心。他指控基於倫理道德的中國文化，之所

以，不能真正落實於朝廷，庶民的生活中 (態度與實際 )  ，應該是在實踐過

程中，沒有「美感」人文素養的涵濡所致。也就是，美感在生活文化中被錯

置了！美的事物固令人愉悅，然而要感通或欣賞不同品質（味）的「美之斯

為美」，則必須予以教導或啟發。簡而言之，牽涉到美的體驗，必與民族的

生活方式，國家政制（度），施政者…等有其因果關連，沒有美的感動，法

律規章，藝術文化…等無由展現其溫馨與自然的深刻生命品味！

　　傳統上，漢族農耕的生活方式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觀念上，人

民只要依時按節完糧納租，帝力于我何哉哉？耕讀自得、顯隱自由、進退自

在，生活過於安定自然（閑適有時是美底生活，但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可

能就趨向貧庸！）。絕非大漠游牧民族或島嶼航海商賈…等等多彩多姿的生

活形態，所能比擬。農耕固守祖產，無須向蒼天爭草原，也不必向對手爭商

機，或者乘桴浮於海、冒險犯難在遙不可測的大海（討生活）。客觀上，真

正是缺乏「生活的」外患強敵，日子過於平淡，既無墨人遷客的牢騷，又無

別情思鄉可追憶……這似乎不是「詩賦歌舞吟作」的大塊園地！而農耕重土

安遷，於是很自然地，發展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封閉自

足思想」。中國民情無論從「內部的生活哲學或相對應外國人的挑戰」作一

客觀評估，漢民族的確是一盤散沙，生活方式是退縮、保守、務實，不重俏

麗美感，（似乎只有楚人好巫，才有楚辭作品，而神仙道、只重務實煉丹、

殊少思想與文學詩歌、創意作品！）。從史實上來看，這些思想與實踐，均

屢屢帶來民族災難。無事時，土豪劣紳趁機魚肉鄉民，志士仁人則足將前而

趦趄，口將言而囁嚅。（韓愈），唯恐惹禍上身，聽憑…；有事，則異族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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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荼毒蒼生，號召抵禦外侮者，大都不敢為士卒先，殺頭臚灑熱血，只有

屠狗輩。（一直到清末戊戌之役，才有六君子！三俠五義都是落拓書生偶有

的幻夢之作）故自孔孟以下至儒家形成，便深感民族團結的重要性與必要

性!因而逐漸發展以「人為本」的哲學，並以激發「民胞物與」的觀念，倡

導「利害與共」行大一統，本固邦寧的大國主義思維，並做為儒家進退的準

則。這種以人為本的思想，大異泰西諸國「以神為本」的神秘主義。因為以

人為中心的生活設計，是尚功利的、務實的，甚至如中國的道教發展，庸俗

化到用「法力」符咒，來控制鬼神，如急急如律令！這如何能像西方國家有

浪漫想像、自由不羈…等等創獲設計，以及『專業化』地、歌誦造物主的偉

大，譜成不朽的歌賦、詩劇或創作圖畫，所能比擬呢？

　　孔子的「正名」主義及「親疏有別」的思想，頗能切合農業生活價值，

遂成為國政、人際的基礎，也就是所謂「行推己及人」的中道中國，務實不

浮誇的國民性格，隱然形成。所以在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家后，儒家事實

上，已獨佔經國大政（權），隋唐開科取士，更是「仕」  「儒」不分，儒

教徒眾儼然為國之棟梁，而仁人志士亦多以儒者自居。自秦始稱帝，中國共

歷25朝492帝，其施政重點，自有各朝要目。但要而言之，緜亙其中者，皆

有以思「帝國制衡」（中道、王道）為施政總綱。施行的策略是建立在「親

情」的基礎上的「推己及人」（夷夏之辨，非我族群不與焉!）間或有才智

皆優者，栖栖遑遑努力，或雄才大略者，以開民智號召「氏族」、「民族」

皆融入帝國之大義，來做為糾正漢民族的「自求多福、自好」觀念，但這些

變法，若一時曇花，在中國政治史上，並無多大效果。基本上，中國施政

也還是希望能激發「私愛」而為公共情懷—相信「家齊」，而後才能「治

平」。所謂求忠良於孝子之家，便成為帝國「用人任事」的標準之一（賢良

方正）。其實這種邏輯推演，殊欠通理。選賢毋須連結舉能，方為正辦。不

以「善小而不為，惡小而為之」是修身之道，非治國之理呢！更有甚者，為

落實儒家思想的施政，而保有帝國的統治權力，大多數帝王，仍會配合行政

表演，時而訓斥「楊朱」、「墨子」「釋老」…等，認為其等之思想消極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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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無君無父，失綱亂常，所謂「禽獸之輩」（孟子）的行止，去情背理，

非僅人格猥鎖，更是國家積弱的惡因。這種儒家專注政務的實際，不容多元

發展以及其正經的性格，屏斥了活潑的創意，事實上，藝術亦無由而生！

　　大抵而言，儒家的治民治國策略，都遵循「格致修齊治平」等原理，並

拿來當做救濟「積弱致貧」的利器。為此，歷代帝王遂以「倫常」為核心、

導出施政則基於親情，而非公義，因而發展出「族群」政治及生活體制。並

以之作為對萬事萬物，及各種行為的詮釋或褒貶的依據。譬如孟子在解說

「孝」的真諦時，便無限上綱，聲明「戰陣無勇，非孝也！」這就是所謂，

為民族盡大孝，才是真正的孝道，使得原本極為溫暖的親情(孝行)，驟變或

跳躍為不容絲亳「出入」的嚴規峻範。形成一種跳躍不順的連結，徒然增加

施政不真誠性，陽奉陰違在所難免！換句話說，他已強制指涉到所有個人，

均應以「族群安全」為終極的人生目標，相關的配套，則對人格的品評，

亦以能否促進民族、社會等集團福祉為指標，如「立德、立功、立言」為三

不朽；志士仁人有捨身取義，無有保身而害義。」等相為勸。甚至對個人

的行為指導，亦是明示或暗示「去私從公」，才是衡量高尚生活的準繩。

所謂「臨難毋苟免。免，傷恥；臨財毋苟得，得（取），傷廉。」禁絕了

個人私欲，並使之無從「乖違」於民族大義，即使「可取」，亦希望「毋

取」，以免傷廉，「可以與（予）可以不與（予），與（予）傷惠。這種似

乎帶有「撥亂反正」精神的集團主義，其實是親情倫常的發揮，只是偽裝過

度，逐漸成為表面文章，甚至，言行不一的官僚文化。但她是公眾的、陽

剛的、威權的、正經的、割不正不食的、廟堂的、授受不親的……，倫理

之為綱常，以其多所無可迴避的大道理。因此華族主流文化中，就是以親

情(brotherhood)，而非群倫(fr iendship)或跳躍化為主軸，而導致道德「法

禮」化，文字「科舉」（考）化，游藝「官僚」化…一切正經化的思維下，

文化便缺乏（或不重視），如幽默、美感、陰柔、溫情或笙歌舞蹈，以及

「沒有行動」的制禮作樂等生活內涵。當然，在二千年的漢族生活中，容稍

有個人化，隱私行為，如自由表達的詩經、古詩楚辭、長門賦、孔雀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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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長恨歌……乃至於各種歌賦、詩詞、小說……等等，京都煙華的情懐…

雖亦有些生機，但終究被斥為「無德」或失意文人的文字遊戲、非正統的雕

蟲小技，至少也會被安一個「嬉無益」的警示語。

　　總長是前清進士，飽讀儒家經書，他能深切同理「孔孟以下唐宋諸子，

動輒高倡道德治國」的原道，但他更能理解整個國民生活文化，及官僚系統

的陋習。所謂「陽儒陰佛」（或陽「公理」陰「私慾」）所帶來名實不符的

「文化思想」流弊--面具的價值觀及如何經由政府施政，予以轉風易俗的困

境。對傳統這種『名實不稱』的流風，事實上，在先秦諸子時代，各家便有

所評論，如老子透過儒家的施政，提出他的觀察，進行整個思想系統的批

判。他論及時代的「主要核心」價值時，曾有精彩的邏輯推演，他說：「道

亡則德，德亡則仁，仁亡則義，仁義亡則禮法。」他強調人心不古，愈文明

愈失去良善的初心，行為的準則，亦是日趨下流，----從最高級的原道，到

眼前「合禮不哀」的枉禮、枉法。老子曾做一個完整的解釋，這些行為規準

（品格）有高下不同品質的緣由。他說道可道非常道，故道也者無需言語，

所謂不言而喻，道存於中，不教而自能。而上古時代人們進退行止，都自會

奉行道理，不致逾越一如父子之愛；德則得也，有所得（一造或兩造皆是）

而后為也，如助人得快樂般；仁則兩方皆有所得，是妥協的，只要彼此雨露

均霑的、合理的，並不會特別措意是否合乎真理；義則「多」（讚嘆）有

情，不取報酬，但已可能觸俠犯武之邊際；禮法則徒重形勢（式）難窺知實

情。聖人（老子）認為民心不古，從守不住「道德」準繩一路下滑，最後竟

淪落到以「禮法」為尚，真是每下愈況，讓人扼腕！不僅如此，他所不能忍

言的仁義禮法，竟會是儒家主要核心理論，還沾沾自「許」呢！所以他毫不

客氣地評述「儒者」多為禮法之徒，沐猴而冠，居廟堂之高，卻如同男盜

女倡（娼）者，真性弗敢見於人。因之，他要求孔子「去子之態色。（史

記）」並評論儒家治國，是但求面子，緊抓裡子，是一種虛偽的施政，其必

是一種「民免，而無恥」的文化體現。這也就是面子的哲學觀。而真情流

露，正是美感之所在，如今全為面子哲學的緣故，連微笑也變成社會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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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夫人」之笑！這如何去施行美感教育呢？老子之批儒，固有其過當之

處，然而大體是言中了！因為人類愈文明，社會愈是多元，價值標準愈難規

範。仁義道德存於人心，既是口頭禪既是通則，則無能及時處罰不道德，況

且人心之所同是否皆為「仁義」亦頗多可質疑！而禮法之為用，以其「可訴

諸公評」為假設，而人心難解，故求其後果以為斷，事非得已！所以孔子

説：「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齊之以刑（法），民免，而無恥。」，尚稱是

公允的回應。

　　禮法既為社會推揚的核心價值，又加上唐代韓愈的『文以載道』思想，

普為官僚及社會接受，則在道德實踐上，唯依傍「政治」而取捨。因此文化

活動，但知繼續古人所謂「采國風，辨正聲，去鄭風（淫）」「說雅言，明

朝綱」、「頌大德，思典範」…。至此「風雅頌」已不復為國人情感抒發的

田地，而是治國的良方，也就是『藝術』失去了專門的自主性，反倒成為政

經的附庸。更有甚者，「詩言志」、「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詩義之為用，必也為施政者之耳目，（此為文字獄之始作俑者矣！）官僚始

則如聽訟，平準政事，及其末，則願多聞歌誦、阿諛之辭，虛偽表面文章更

甚！雅歌之作，被喻不倫，直言之作，多為粗鄙…。藝術之美「關關之鳩，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情之事，難登大雅…。

　　清末民初  正是達爾文思想傳播入華的時期，戊戍事變的首腦，康 (有

為 )開辦萬木草堂，於西學則推崇「演化」，梁 (啟超 )、六君子及清政府封

疆大使如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王(文劭)、左(宗棠)等，甚至朝廷

帝師如張(南通)、翁（同龢）、文（廷式），重臣李鴻藻、李端棻…都深受

啟迪，影響不為不大。後來嚴復又翻譯赫胥黎的進化論，更是朝廷維新派奉

為圭臬，即便是民國成立前後，梁啟超所有政論(中國最重要的新知傳播！)

亦都以『物競天擇』(時務報  萬國公報)，『適者生存』(新民報)做為政經的

基本定調。蔡元培總長原本就是開通之士，自不免接受『演化論』思潮，故

當其任事即倡『美育』，自有其淵源可尋！1858年，達爾文與華萊士共同

發表演化論，對重要的生物演化，基本見解頗為相近，自無有軒輊。然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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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擇』特別要項而言，初則有所共鳴，皆肯認為可以獨立論述，因為『性

擇』所牽涉到的美學(裝飾物)功能，不能為『天擇』原理－演化必定會淘汰

無用，凡存在者必有其利生功能－所能盡闡明。但其後；華萊士漸感不必分

立二元，故自謔為『比達爾文更達爾文』，因為他認為『性擇』本是天擇的

繁衍措施之一，並無單獨論述的必要。這個思考分野，使得演化論中『為美

而美』的調性，嘎然而止，約有百年。

生命美學

　　其實，達、華二氏皆承認雄孔雀之尾屏，以及麋鹿之大角，一意孤行

地，發展到超大超炫，有違演化常理，且均大大不利於個體的生存（活）。

因為斑爛的孔雀開屏，紋彩奪目容易吸引天敵（包括人類）的眼光，而增加

被獵殺（捕）的可能；超大誇張的鹿角，則有被森林藤蔓牽絆致死的危險。

甚且，大尾屏不能遠颺高飛，且尾羽廣布，足以妨礙覓食與避走，倒反成為

累贅；大鹿角華而不實，對攻擊或抵抗天敵亦無一是處。演化的精義之一，

是用進廢退，凡是存在的，必有其功能（任務）。也就是不能容許有「非理

性」的存在（如器官、結構、設計、思考……）。然而，雄孔雀與大麋鹿瘋

狂的反演化行為，其結果，確實是一種「非理性」的存在，（大尾屏與大

角）這就形成了「達爾文矛盾」。此種理論與事實的扞格，自不應由「天

擇－性擇」這種「不當」的連結浮詞所開脫。而況，當時「新達爾文主義」

的演化，以「基因」為單位的論述，尚未被提出。達氏面對這種真實現象，

只好聲稱雄孔雀與大麋鹿為爭取同種（種內）雌性的青睞，已超乎種間（注

意：1859達爾文發表的是「物種原始」其中心論述是「種與種」的競生原

理）物競天擇的規範（所能解釋），故應該獨立論述。這種不迴避事實，願

意修正理論的真誠態度，可敬！況且他的說詞，亦尚非無有理由，並且達氏

更以雌雄在體色與行為異同，來做為重要的佐證，論述精當，似無可挑剔。

　　一般而言，普通雌性的選擇權，都能在「種內」發揮其最大功能。此肇

因於雌性為哺育子代，必須付出極昂貴的代價，從貢獻卵子到困於長期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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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等等皆不是雄性付出，所能等量齊觀，因此雌性對選擇配偶，不得

不謹慎，以免一失足（擇）而成千古恨。同時，雄性亦深切瞭解到生命的存

續，在於以雌性的意願、順從或合作為前提，因此應用「討好」爭取「同種

異形」的軟性策略（當然有些物種有強制的策略！）是最節能減碳（避免爭

戰殺伐）的技術，應無庸置疑。因之，在判定「繁衍優先於一切」的思維之

下，牠甘願冒生命的風險，來換取生機、來緜延子孫。漸而極端化發展其美

性徵的裝飾品，事實證明，雄孔雀確實了然雌孔雀的「戀慕」秘密，並能伺

機適時地、盡討好之能事。如始則表演優雅的舞蹈、合宜的舉止、紳士的風

範，以甜言蜜語，機伶動作來述說萬種情懷，以博君一粲，擄獲其芳心。繼

而，不斷地調整演變，直至羽屏（衣襟）漸舒（寬）終不悔，（有置生死

於度外的危險），並且仍要窮盡所能，來「改變」性狀，加大性裝飾物，

以展現其雄性魅力。此外，加上同性間競相以華麗、浮誇、凸顯雄風、以達

陽剛之美（如體操選手的力與美）全力地去迷倒可能的雌孔雀…，更形成一

種零和戰爭壓力……，導致為美而美，一發不可收拾，永無止境的身形異態

（？）…。最後，竟又加碼從根本修改基因，以符合競賽規則～超大的羽尾

基因，方可傳衍，否則被淘汰於生命樹之外～以確保代代子孫，皆能蒙其

利。

　　總之，雄性為提升魅力，首由增加肢體表演討好動作；其次則改變性

狀，來符合雌性所愛；終至更動基因，來獲取（達到）當前生命傳承的利

益，並願意徹底與舊式存有（ to  be）絕裂。（加碼價之付出扶搖直上，連

改變先祖特徵，亦在所不惜！）。這些數典忘祖的行為（連基因都改變）發

揮到極致，幾乎使得不同層面性質，不相牽連、不相統屬，彼此相忘於江

湖。這各種層面（動作、性狀與基因）皆專門改變、專業發展，一如當代生

物社會學大師、哈佛大學教授魏爾遜．艾德華（Edward　O. Wilson）研究

證述，有關生命發展的層次，所謂對手學科（如物理之於化學之於生物）雖

有連貫「奠基」之功，但終究會涉入「浮現」（emergent  property）的獨

絕自有境界，即如物理無法理知化學行為，化學亦不知生物運作。同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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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美，她已不復知美原本與生殖是直接關連的，倒是清楚美為爭取雌性，

實現君子「好逑」、「好合」，終使雄性專注追求超常飾物，大開屏尾羽、

美麗犄角…不斷損益，發展的結果，就是為發展（炫麗）而發展（炫麗），

不為什麼呢！（已經忘掉了背後，勇往邁前！）。演化的現實是：其不改變

者從生命之樹淘汰出局！這就是雌性的願望（選擇的壓力）化為雄性的行動

（改變）的緣由，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翻譯過來，就是太太

（上司）喜歡的，丈夫（部屬）就瘋狂表現，以討好之。人類也不過如此！

也許這是人類遺傳到他們共同祖先鳥類、獸類的生命智慧，為當前近利或遠

利會諂媚、數典忘祖及賭徒般的賭他一把！）這看似瘋狂的行為，其實是基

因精密的算計。因為他確實掌握了「投其所好，必蒙所愛」的原則，而在行

動上，只是問渠來時路，欲辯已無言，她已斷絕前此深層的思考、牠忘情於

美的追求，牠唯一的參據，就是異性之愛。真正是「為美而美」（同理，亦

有「為道德而道德」的迂儒現實呢！）地獻出了一切，因為美的最後結局不

言而喻，不必費心！

　　基於以上的理由，達爾文明確宣示（演化出）「種內的性擇」理論。

　　華萊士對「性擇」理論，有其獨特見地。先則對達爾文的論述，採取

「有其事實，但對「原理」則持保留的態度，而後卻指論達爾文「多此一

舉，並有破壞『演化論』」的疑慮。他從生物繁衍的結果，回溯兩性間的關

係。如由產出子代的數目（量）及其品質（存活比率）等客觀現象與雌性選

擇的關連研究，證明繁衍效果，來自雌性的睿智。因為牠對雄性的選擇，

能保握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就是「資源擁有者，優先」。所謂「擁有最佳

資源者」意指「強健、勤勞（能築鳥巢）、顧家（鳥類適用）、體貼（能

歌善舞）…。而雌性如何去辨識這些因素的優劣呢？於是他更進一步指證

「（雄）性徵與資源」的絕對關係。對雌性擇偶思考而言，「力與美」（體

魄與性徵）是一體的兩面，也就是高資源者，確實與雄性性徵有高相關（動

物的智慧如水狸伐木，其選擇木材的大小品級與距離成正比。可見動物能辨

明最有利原理與實踐！）亦即色澤良好，開屏大而炫爛的雄孔雀為首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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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指證性擇仍是遵守「演化論」的物競天擇「功利」原理。兩性間彼此

的愛戀，皆取決於衡諸現實後的最佳選擇！包裝的誇飾，彼此討好，為的

是試探各取所需的底線--雄性為廣傳，雌性為久傳。廣傳則考量爭取更多對

象，所以行動是必要示好，希望更多雌性入殼；久傳則考量好品質，好資源

（擁有者），其行為表現則在慎選。他更進一步統計出好品質的雄性，繁衍

子代的功能較好（有較好的吸引力，甚且其子代亦相同。），且數目亦較多

（佛教思想，越有修養的人，越莊嚴，似正好適用呢！）因此，他立於「傳

統演化論」的立場，直言雌性孔雀，應該是明確明瞭『色澤越華麗，尾屏愈

寬大者』為雄中之上品。易言之，雌孔雀理性的選擇，不為華麗所迷惑，而

是確確實實地、深切理解華麗的尾羽是雄壯、健康、顧家，多子多孫…等等

優種的指標。她是從經驗的現實，確信「好種好子孫」的遺傳法則，並且充

分自信地，實踐「優種選擇」的智慧行為，歡歡喜喜地接受「好合」的邀

請。目的是為有利子代（而非為一己一時的炫惑衝動）而作決定呢！

結語

　　人是什麼？（What is human?）其實就是瞭解智人的本質及其表現型、

基因型等可能真象的問題，以便從這些「本然」的揭露，進而開展「應然」

的研究，包括對生死事大的反省，以及人生的目的，意義、行為、制度…等

等。她最重要的要求，便是真象的獲得（如實我見），而不是籠統事實、或

者猜測想定，以及華麗飾辭的堆積，如古人所說：「積篋盈尺，不外月露之

形」，辭豐而失真。這個「智人」縱橫系統剖析的基本研究，自古以來，便

是所有研究的核心重點，開發極早，只是限於研究工具、方法及相異思維，

所以數千年的成績，總是有限，所謂人心各如其面--雖有定則定向，但天下

同形同心的機率，只有七十兆之一呢！（赫許）。甚至更由於主要研究方

法，是從行為表現而逕作意涵詮釋，或引用某些「無證據力」的證據（如神

恩、過度上綱的因果攀緣）而造成極大偏差的理解，甚而導致錯誤判斷及嚴

重的後果。如人類文明史中各種文化衝突、戰爭、疾病、哲學偏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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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們對人自身的理解，只好保留神秘不可知的態度，所謂仁智互見。因

之，這也提供了神學家、倫理家很多可介入研究的空間，甚至希圖以玄奧、

神意作為「人類解碼」的工具。反倒把正宗的生物學、生態學、醫學、生

命科學等視為雕蟲小技，不能與聞人之大奧秘…。近代科學家，自啟蒙運

動以來，掙脫了「神明」的桎梏，並且大量使用科學器材，漸漸有能力直指

問題癥結，並下手剖析研究，不必再像從前，採行側擊旁敲的策略，來「建

構真象」。總之，研究實務，是一個「置身現場（宗教臨在，是靈修者，自

感正進入與天主結合的狀態，意義不同）」，另一個是建構「再現現場」，

其間差異極大，當然研究的品質，真有如宵壤之別。歸納而言，對於「人是

什麼」的「現場研究法」，首應剖析「人」的物質層面、生命層面及心智

（靈）層面，以便找出他們的基本性質、結構及運作（動）律則，以做為研

究的基礎知能。如確認人是全然的物質；證認人是，一元論所論述的「身

體及其作用」，便是她的一切--Body的運作就是Mind，就是Spirit，別無他

物；並且生命的運動（行為）遵照物質性質與物理定律，甚且毫無例外；然

後論證她的生命目的，以便理解她的行為原理；接著，再指證她在生態系

統，或生活介面上，所（應）扮演的角色及其優勢與限制；最後再予綜合評

估其行為及選擇的自由度，包括機率原理與環境理解的關係，才能精確描述

生命特徵，圖畫她生命真正「我相、人相、壽者相」的梗概。這個現代化的

研究，是真正的由內往外、由下往上的探索，是真正嘗試將智人自身視為

「標的物」的實相研究。…這個系統的探討，包含了「生命是什麼？」、

「人性是什麼？」等前題。相信她經過這些邏輯排序的實體探討，必能釐清

數千年來，人們從外圍相關知識，來描繪主體圖象的手法（即以「他相」類

比「本相」）而發展的的臆測論述。如從自然科學、社會學、人文學、美學

不同向度，甚至天文學、「神明學」…等超高層面，來鳥瞰探索的限制。這

門實相學術在啟蒙時代孕育，由科學直接碰觸生命本質與其去來，本著「實

是求是」的態度開始，經過物理、化學、生物的融通合作研究，尤其近數

十年來的基因學、大腦學的努力，更從融通、全面的、客觀的觀察，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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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邏輯的演算，以及事證的尋求，到今日生命學的內涵與真確性，已進

入到更高的新境，爾後，來自DNA，蛋白質，RNA的全面解讀，相信人類

對自身理解的細節及全貌，絕非四百年來人類所知的描繪，更不要說那些以

「非科學」（方法、態度）傳統探討的臆測，所可妄贊一辭了！

　　歸納而言，研究這個本根問題（人是什麼）大致可以從「由外（上）而

內（下）及「由內（下）而外（上）」等二種相對途徑入手。所謂「由外而

內」指的就是從人的「關係」探討，來推論人的印象。這種研究法就是人

類千百年來，所運用的傳統技術。如把「智人」放在「生態系統」當中，

經由縱面的解構，來討論她「應然」的思考，行為等及其背後的意涵，從而

「反推」她究竟是什麼！這種學問就是天文學、生物學、生態學、人類學…

等等；又如把人置於「環境」中心」，然後從橫切面來剖析，人在限制之

下，如何在「人 / 自然」、「人 / 人」、「人 / 自己」、「人 / 神」…等關

係角色，從有限資源的獲取與相互依存、對抗、共生等有限策略中，採取的

適應行為，從而「推論」人是什麼（面相下的真實）。這些學問就是哲學、

倫理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宗教學…等等。當然，在東西方傳統研

究的「路數」裏，都有一些不同的入手途徑。可惜這些「異軍突起」的反傳

統思考研究結構，不但不能揭露人的真相或本質，甚至連檢證的功能亦不

彰，更有掉入神秘體驗（悟）或攀緣生訓的「巫師」陷阱，其結果自是成

為大研究法的陣陣漣漪，頂多只是留下「戲論」一堆！如西方心理學在馮

德（Wilhelm Wundt, 1832～1920）突破學術界的「內省法」希望將客觀的

現象與「主觀」的判斷，經由「量化」的科學性質做成連絡，似頗有新象。

可惜這種嘗試，大都仍不能脫「近身經驗」（個案，無普通性的困窘）的範

疇，頂多只是一種常識的再印證，於真實內涵研究，並無相涉。譬如增加

多少燭光，眼睛會感受到（刺激物強度閥），但仍然不能瞭解「刺激  / 感官 

/大腦」間的真實。何況她亦不能跳脫離「神秘」的玄說，當中以20世紀初

的弗洛伊德「泛性論」最為無限上綱。東方則佛教的冥想、禪思，所謂「向

內看則佛」，最為標新立異，甚至以禪「師」取代佛「祖」。他們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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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徑，就是摒棄所有的「指」月思考，認為「文字」、「方物」、「說法」

等所代表的指相、解真……均非相非真，皆不利真相揭露……，故倡「不立

文字，直指本性」，謀道不在外境，只在本心，何必樣樣追究到「有修有

證」的客觀證據呢？反求諸己嚒！以為端坐雪蓮花，澄清思慮，心自明或者

念念止觀，（藉外物有限性的現象，激起內中的嚮往或一如。如四念處之

一，即思考人的涕尿糞物，而生厭棄人身之心。真是豈有此理！），更有甚

者，悟思常呈負面思考或情緒，（可能的原因是盤坐，使得血液不暢，又缺

水饑餓，使腦部營養不足、脉衝無力，而產生幻覺或出離生命之思考。）心

經裡說：「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這項冥思的報告，

竟是認為「人、我」皆為空無（兩相忘？）把明明實存的物體（色），解析

到種種因緣假合（空），甚而「以實為虛，以有為無」錯亂顛倒而不自知，

卻倒盡笑天下皆愚痴。這不但不能升起對「我」的認知，反倒是成為主張

「應無所住，不要有成見，也不要把念頭留下來，當去則去」的理論依據。

因為連「本體」都是空集合，那自然更不用說臨時的假合了，（緣散則滅，

何有可留戀之處？）禪的思想，朝向議題的根本之處，即在否認應有此一議

題的辯證。此猶如佛住世時，對「永生」的問題，採取根本的否認--只有徹

底消除「永恆」的盼望，才能完全解決無所「執（著）」的心性。這就是涅

槃入滅的圓滿佛境之所依傍。

　　第二種「由內而外」的本質採究，主要是植基於啟蒙運動後，新工具的

發現與運用，產生了新思維、新方法。她是以「人自身」為標的的研究，

是真正的把「人」當做主題性的探討。他們排除傳統研究的詮釋法，如引

喻說理（失義！）類推比量，或者襯托描繪等等。而是直接揭露這個「存

在生物（人）」的結構、功能其運作。如「智人大限115年」，即人類長壽

基因可能的主因是備載於第四號染色體的Cisd2基因(陽明大學，蔡婷芬等，

2009.5)或細胞端點等的消長問題，而不是道德祝福的「孝順得長壽」（聖

經，了凡四訓）、或猜測的「營養、運動…」等非關問題本質的外圍研究。

也就是以構成身體的物質及其作用，做為研究的中心，向前推向細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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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分子、原子，向後則推向器官、組織、神經、網絡、大腦、認知、心智

（心靈）作用，行為群我、…。這些學問就是基因學、大腦學、遺傳學、分

子生物學、演化論…及各種「引進本（第二種）研究結論」的傳統學術。這

個研究路數的優點，是在以「人」為標的，是一種實相或真相的探索，研究

的結果，是一項真實的呈現（及推證），可能包括功能的作用與限制。缺

點則在於有傾向「物質研究」可能，難免有「新唯物論」的質疑。因為事

實上，他們的確摒除了二元論的「靈性」假設，直接闡明精神 (spir i t )、心

（mind）、靈魂（soul）都是大腦或相關器官的作用。然而，倘若事實真

相，果真如研究所示，那麼人們放棄一種浪漫或無邊際的虛無假設，又有何

不可？譬如佛陀在二千五百年前，便對傳統的六道輪迴，聲言「業觀（文

化）」新解，一舉推翻婆羅門的「種性（基因）」輪迴原理。這難道不是一

種好例子嗎？（可惜兩者皆非！因為她們都是為了人類，最終的或子孫的生

存「利益期待」假設－永遠的婆羅門（祭司）或成佛。所進行的詮釋學說。

根本上，就是先「中的」，再畫標靶，為假設而預設迴旋餘地，把生命「遺

傳」強（誤）說成生命「輪迴」！）真相若要我們去確認「生命的永生，只

有透過『繁衍』才能實現」。那麼我們何必緊咬虛無的假設呢？再多的絕妙

好辭，再靈巧的思考，終究不能掩蓋事實！

　　DNA的生命圖譜，明確顯示生命真相及其運作原理。她指出所有生命

體，都會積極處理生命各項環節，並營造有利子代生存條件，更會指導他們

取得生存優勢，包括如何與同儕「同存與繁衍」，這就是最高的教育。而克

里克說：「堅持與放棄某些觀念，一樣重要！」，更是生命教育的精華--服

從有證據的真實，並演繹生命真理與實踐。

　　人類的秀異份子對終極的關懷，從不曾停止研究、思考。但限於思維與

工具，而所悟證的洞識，頗多文義性的描述，這是自謙的必然！如今，新一

代的探索，應進行檢證或開創新知。以下所簡述的事項，就是最好的例子。

　　法國哲學家梅特全（Jul ien offray de La Mett r ie ,  1709~1751）認為

「身體不過是一只錶」。如今，新分子生物學檢證與創新：這隻錶是依時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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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啟動」生命的機制，生命若違反了「開關指令」就有可能，造成本能與

功能的異常，甚至危亡。錶上刻劃很多「生命」行為的方程式及其最大限制

（疾病、衰老、壽命、形色、天賦…）。基本上，人們便依程序展開，來開

展生命的內容，尋繹各種意義，表現各種行為，並傳宗接代…。也就是在

「命定」的基礎上，來進行生存的奮鬥。然而，生命的「轉變」仍然有極大

的彈性空間，如以婚姻偶配，來改變基因；如接受「突變」來改變複製的命

運；如經過深刻環境學習…鍵入基因新指令…。其次，就是新達爾主義者道

金斯等的創新與論述，他們證述「基因」的自利本質。因此行為的預測，

只有從基因繁衍的驅動力，以及因應的措施（包括有機體的結構與功能，

對環境利用、厚生…）才能掌握到生命的大方向。再其次，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所說：「人，不過是他所知道的一切。」意思是指涉

思考與行為的範疇，就是環境所教導的內容。當然現在這個內涵，已經比培

根當時所理解的更加寬廣，亦即應包括跡近不學而能的本能，那些記載在

基因裡頭的生命智慧！也就是生命的表現，來自生命的「記憶」--基因記憶

（本能）、過去記憶（經驗）、當下記憶（自我自知）。直言之，這些人類

的智者，以其洞識評析人類樣貌的可能基礎，頗有一語「中的」的精煉。然

而，這些智慧雋語，畢竟是傾向文章之美。基本上，並無真正操作證驗的實

在。毫無疑問的，今日的先知不應再有冒「生命智慧」的風險，有一分證據

說一分話，才是「人類與生命的未來」之保證。

　　智人印象所提供的證詞或許質量均待加強。但他，的確是人類目前所知

的大要。何況她論述「行銷生命」的生命美學，提醒學者應再次深思達爾文

和華萊士的演化論--生命的出處，在成功的演化--物競天擇，亦有大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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