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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4 增智模式的展望 

 
聖的追尋――生命的提升 

 
林崇安 

中央大學太空所 

 

一、前言 
 

●總綱：科學哲學是以「科學方法」對各種「存在」追根究底，以增

加智慧、減除疑惑的一門學問。對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意義以及「凡、

聖」的存在問題追根究底，出現了「宗教學」，這是對精神世界的探

究，仍處於「前科學」的階段。 

 
二、生命的起源問題 
 

「植物」生命的起源 

 

A 演化論對「植物」生命起源的看法： 

「新生命」自生說（唯物模式）： 

【假說】身心現象的演變順乎因果法則 

【主因】多分子體系的小滴（具有突現原始生命的能力） 

【條件】原始海洋與大氣等適當條件 

【結果】突現原始生命體，演變成為細菌、真菌、植物。 

 

B 宗教對「植物」生命起源的看法： 

「生命能」移入說（心物模式）： 

【假說】身心現象的演變順乎因果法則 

【主因】多分子體系的小滴（具有吸收生命能的能力）＋生命能 

【條件】原始海洋與大氣等適當條件 

【結果】出現原始生命體，演變成為細菌、真菌、植物。 

 

「動物」生命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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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演化論對「動物」生命起源的看法： 

「新生命」自生說（唯物模式）： 

【假說】身心現象的演變順乎因果法則 

【主因】有些原始生命體（具有突現動物生命的能力） 

【條件】大氣等適當條件 

【結果】突現原始動物，再演變成為各種動物。 

→大尺度來看「個體」之生命無意義，早晚全消失故。 

B 宗教對「動物」生命起源的看法： 

「精神個體」移入說（心物模式）： 

【假說】身心現象的演變順乎因果法則 

【主因】有些原始生命體（具有吸收精神個體的能力）＋精神個體 

【條件】大氣等適當條件 

【結果】出現原始動物，再演變成為各種動物。 

 

「人」的生命起源 
 

A 演化論對「人」的生命的看法： 

生命自生說（唯物模式）： 

【假說】身心現象的演變順乎因果法則 

【主因】父精母卵的結合（有突現新生命的能力） 

【條件】營養的輸入等適當條件 

【結果】成長出嬰兒。 

（評）→從大尺度來看，個體之生命無意義，早晚全消失故。 

 

B 宗教對「人」的生命的看法 

精神個體移入說（心物模式）： 

【假說】身心現象的演變順乎因果法則 

【主因】父精母卵的結合（有出現新生命的能力）＋精神個體 

【條件】營養的輸入等適當條件 

【結果】成長出嬰兒。 

（評）→從大尺度來看，個體之生命有意義，可不斷提升故。 

 

二種模式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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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唯物模式和心物模式的主要差異，在於宗教體系認為：「物

質」之外還有「生命能」和「精神個體」的存在。 

 

論題：地球上最初的「原始生命」是怎樣產生的？ 
 

心物二元論的觀點： 

 

【1】基本假說：宇宙內一直存在著生命能與眾多的精神個體，此二

者屬精神界，其角色類同於物質界的電磁場與電子。 

【2】基本假說：一般所謂的「物質粒子」，除了擁有「波、粒雙象性」

外，還有吸收或釋放生命能的根本潛在能力。 

【3】基本假說：物質吸收生命能，滿足第一臨界條件後，演化成初

級生物（如細菌、真菌、植物）。 

【4】基本假說：物質要演化成為初級生物（如細菌、真菌、植物），

就需吸收生命能（須滿足第一臨界條件）。 

換言之，凡物質滿足第一臨界條件，就可吸收生命能，成為細菌、

真菌、植物，呈現出活力＝生命力。此處所謂生命能，就是傳統

所說的氣。（生命能＝氣） 

說明： 

∴原始海洋中最初（大同小異的）物質小滴＋[吸收生命能]（滿

足第一臨界條件）→（大同小異的）原始生命。 

（大同小異的）原始生命＋[吸收生命能]→細菌、真菌、植物。 

∴乾枯花生＋[吸收生命能]（滿足第一臨界條件）→生芽。 

∴花草給予精神關照（生命能的注入）長得好。 

【5】基本假說：物質吸收生命能，滿足第一臨界條件後，演化成初

級生物，繼續吸收生命能與物質，滿足第二臨界條件後，吸收一

精神個體，演化成高級生物（指動物）。 

【6】基本假說：物質要演化成為高級生物（指動物），除了吸收生命

能外，還需吸收一精神個體（須滿足第二臨界條件）。 

換言之，初級生物（如細菌、真菌、植物）並沒有一精神個體，

高級生物（指動物）必有一精神個體。 

說明： 

∴原始海洋中最初（大同小異的）物質小滴＋[吸收生命能]（滿

足第一臨界條件）→（大同小異的）原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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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小異的）原始生命＋[吸收一精神個體]（滿足第二臨界條

件）→動物。 

∴今日某動物的精或卵（各滿足第一臨界條件），將此二者結合：

精＋卵＋[吸收一精神個體]（滿足第二臨界條件）→某動物的一

新生命。 

【7】基本假說：所有動物皆具一精神個體（猶如一微觀粒子），並束

縛於一凹槽型精神位能內，處於量子化的生命能階層中。凹槽型

精神位能的形成，是來至精神個體對生命的執著力。 

任一精神個體只要貪戀生命就會受束縛。精神個體處在生命能階

層中，由於吸收或釋放生命能而升降，因而每一受束縛的精神個

體不斷在生死中輪迴。當生命能階層高時，精神境界相對也高。 

【8】基本假說：凡受束於物質界的精神個體，心理行為與腦部物質

互動（局部心物一體）。若使智慧不斷累積於載體（物），則處於

物質界的精神個體的能力得以提升。（純精神界無載體，不能提

升） 

精神個體要成為不受束縛，就必須以智慧頓悟生命的本質，不再

貪戀生命（束縛力消失），此時吸收高單位的生命能，超越凹槽

型精神位能的束縛，成為一自由精神個體（猶如自由電子），超

越了生命，不再生死，稱之為解脫。（提升過程屬宗教的領域） 

譬喻： 

【假說】物質現象的演變順乎因果法則 

【主因】硬體有承載軟體的能力 

【條件】適當條件＋外來軟體 

【結果】出現有計算功能的機體 

 

二種模式的比較 

A【唯物模式】新生命自生說，認為生命有起源，有生命的創生。 

以「突現」來解說： 

所謂突現，是指一個結構系統整合出較高層級的過程中，會突現一

些新的特質，而這些新特質是無法從低層組成的特性中預測得知。 

一個整合元可由較低層級的整合元組裝而成，並具有低層級整合元

所沒有的特質，生物學家說這些特質是「突現」出來的。 

B【心物模式】新生命移入說是「生命本有」，無所謂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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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物模式可以解釋雙胞胎個性之差異、天才兒童之出現、枯花生

之生芽、心電感應、手指識字。 

 

三、生命的有無意義 
 

個人生命的有無意義，完全繫於個人生命的延續和能力的提昇問

題。 

假說 a：物為心所成→個體生死如夢而心延續→個體之生死實無意義。 

說明：如人從睡到醒、從醒到睡，貫穿在中間的是精神的延續，

結果好夢惡夢一路走來，生命只是活著而已，任何作為都無意

義，因為一直處在從睡到醒、從醒到睡的人生大夢中。 

假說 b：心為物所成→個體死則心全無→個體之生命實無意義。 

說明：經由演化，從無生命之物衍生出有生命現象的植物、動物。

但每一個體生命一結束，個體的精神全消失，物質部分回歸大

地。就每一個體而言，只存在短暫的一生，其生命實無意義；就

整體生物界而言，將來太陽毀滅，回歸全無生命，演化也變得無

意義。 

假說 c：動物不同於植物→個體身死而心延續，分以下幾種可能： 

假說 c1：個體不斷生死而人再為人→個體之生死實無意義。 

假說 c2： 個體不斷生死而精神境界也不斷升降→大尺度看來只

是不斷生死，生命的意義也不大。 

假說 c3： 個體先前雖不斷生死，但最終可達成超越生死→大尺度

看來生命有其意義。 

分析： 

假說 a、假說 b、假說 c1，導致個人之生命毫無意義。 

假說 a 與假說 b，分別是唯心論與唯物論的觀點。 

假說 c1 主張人一再生為人，不符人口增多的事實。 

假說 c2，將生命用於個體之提升，此階段生命有意義，但若又會

下降，變成可逆，若只是不斷來回升降則生命的意義不大。（始

終處在凡夫的地位） 

譬喻：每一個體的心，猶如原子的電子，始終受束於庫倫力，而

在能階中升降。 

假說 c3，將生命用於個體之提升，故有意義，一旦達到超越最上

階層後，此時超越了生命，這將是終點。（進入聖者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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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喻：猶如原子的電子，不再受束於庫倫力，成為自由電子。 

○因此，談到「有意義」的生命時，只剩下要去成立假說 c2 和假說

c3 的相關基本命題：個體身死而心延續、個體在階層內有升降、

最後個體達成超越最上階層的束縛而獲得解脫（由凡入聖）。 

 

四、心物二元的問題 
 

A、笛卡兒的（人的）心物二元論 

笛卡兒所提出的（人的）心物二元論是「宏觀心物二元論」： 

個體＝「心識」（其內含有心智功能的習氣）＋「心智的各種功

能」＋身。 

如被麻醉者，「心智的各種功能」完全不起作用，而心識仍在，

表現出心跳、腦波等特徵。如果心跳、腦波等特徵都沒了，表示心識

已離身軀。 

B、達馬吉歐的心物一元論 

1998 年，美國神經學教授達馬吉歐寫了《笛卡兒的錯誤》

（Descartes' Error），認為大腦受傷了，「心智的各種功能」也就隨之

而變弱或消失，因而主張心物一元論。這種心物一元論其實是「局部

心物一元論」： 

心智的各種功能←→大腦物質（二者相互影響） 

評析： 

（1）應當注意「局部心物一元論」其實並沒有推翻「宏觀心物二元

論」。二論並存。「局部心物一元論」只是「宏觀心物二元論」

中的部分要素。 

（2）宏觀心物二元論中的「心」主要是指「心識」（其內含有心智功

能的習氣），「物」指主要是身體。此處的「心」是主級（primary）

之心。 

（3）「局部心物一元論」的「心」指心智的各種功能，「物」指各種

心智功能所對應的腦部物質（猶如載體）。此處的「心」是次級

（secondary）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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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昏迷、麻醉時，「心智的各種功能」不起作用，但「心識」仍

在，此心識之內，含有心智功能的習氣（種子）。心智功能的習

氣，是次級心之的習性、習慣性。 

（5）平時身心互動下，心智的功能與腦部相關物質（猶如載體）有

關。將腦部物質（載體）切除，則心智的相關功能就不出現，但

相關功能的習氣（種子）仍存於心識中。可以說，次級之「心智

功能」和「大腦物質」是一體之兩面，而其習氣（種子）則存於

主級之心識中。 

○宗教的補充看法： 

（6）投生時，是主級之心識，帶著習氣（種子）投生到下一世。 

（7）投生所攜帶的就是功能習氣（種子）。 

投生物質界後，心智的功能可以提升。 

投生精神界後，心智的功能不能提升，因為沒有物質做「載體」。 

（8）投生物質界後： 

→[心識＋能力習氣 a]（生時） 

→[心識＋能力習氣 a＋新能力習氣 b]＋[能力 a＋新能力 b]（臨死

時） 

→[心識＋能力習氣 c]（生時） 

→[心識＋能力習氣 c＋新能力習氣 d]＋[能力 c＋新能力 d]（臨死

時） 

→… 

此中，某一世之心理＝[能力 a＋新能力 b]； 

下一世之心理＝[能力 c＋新能力 d]。 

每一世之心理，各與當世的腦部（載體）相伴生。 

可知投生於物質界中可提升，與載體有關。 

（9）投生精神界後： 

→[心識＋能力習氣 a]（生時） 

→[心識＋能力習氣 a]（臨死時） 

→[心識＋能力習氣 a]（生時） 

可知投生於純精神界中難以提升，缺載體故。 

（10）心物二元模式下，宇宙的基本組成成分： 

a1 物質粒子、a2 物質場 

b1 精神個體、b2 生命能 

a 與 b 之差別： 



 8 

純 a 是純物質。純 b 是純精神。 

純 a 只會熵增加。a 與 b 結合則熵下降。 

 

五、潛能的問題 
 

存有論的議題：人的特異功能是否存在？ 

認識論的觀測：要對特異功能以科學方式觀察實驗、推理及檢驗

結果。 

（1）意識的潛能 

基本假說：個人之身心順著因果法則。 

主因假說：個人之意識有直接認知外在物質對象與心理對象的潛

能。 

條件：內心穩定度需達臨界值以上。 

結果：個人之意識直接認知外在物質對象與心理對象。 

（2）譬喻：鐵 

基本假說：物質順著因果法則。 

主因假說：鐵有融為液態的潛能。 

條件：不斷加溫需達臨界值以上。 

結果：鐵融為液態。 

（3）譬喻：芒果種子 

基本假說：生物順著因果法則。 

主因假說：芒果種子有成長為芒果樹的潛能。 

條件：不斷灌溉與照顧。 

結果：芒果種子成長為芒果樹。 

 

【生命的提昇】凡與聖：聖的完成 

（1）凡人 

假說：身心現象的演變順乎因果法則 

主因：種下再生之因。 

條件：以貪著灌溉。 

結果：再生。 

（2）提昇（提升過程屬宗教的領域） 

假說：身心現象的演變順乎因果法則 

主因：人有培養某正面能力的潛能[種子]。 



 9 

條件：經由智慧的輸入。 

結果：得到某正面能力。 

（3）成聖 

假說：身心現象的演變順乎因果法則 

主因：人有滅掉某負面習性的能力。 

條件：經由智慧的輸入，突破臨界點。成聖的一必要條件是破除

以自我為中心的主觀色彩，破除後才能看清世間的真相。 

結果：不再有某負面習性。 

（4）超越 

假說：身心現象的演變順乎因果法則 

主因：不播再生之新種。 

條件：以智慧滅除舊有種子、習性。 

結果：不再生。 

【退不退轉的問題】 

由凡入聖後，會不會退轉？有的自然現象是可逆的，如容器內的

水變蒸氣，蒸氣變水；有的現象是不可逆的，如瓶子跌碎，不能

回復原初。提升精神境界時，例如，只修內心專注的禪定，是屬

於可逆的，因而會退轉。若修定配合智慧，體證無我，破除以自

我為中心的主觀色彩後，由於看清了無我的事實，是屬於不可逆

的，不會退回以自我為中心，因而不會退轉。 

上述臨界點就是指自然現象產生相位變化時的轉換點。 

 
六、生物和無生物的區別 
 
論題：生物和無生命物質有沒有區別？植物與動物的分野？ 

以下摘錄生物學家麥爾（Mayr）的看法作參考： 

1a 機械論者，後來改稱為唯物論者認為：生物和無生命物質並沒有

什麼區別。 

化約論認為，只要將事物化約成較小的組成，表列整理後，並判定

每一個組成的功能，原則上就可算是解決了這道問題，因為有了對

組成的了解後，再去解釋組成中較高層次的每一個觀察現象，將會

是一件簡單的工作。 

1b 生機論宣稱：生物具有一些特質，是在無生命物質中找不到的，

因此生物的理論和觀念是不能完全簡化為物理和化學定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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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七世紀中葉以來，生命物質常被描述成像流質的物質，可和牛

頓的「重力」觀念相類比，「生命流質」的觀念最後為「生命力」

所取代。生機論受到許多盛行意識形態的支持，包括目的論和最終

論。 

2a 唯物論者在「生命在分子層面是可用物理化學定理解釋」的堅持

是正確的。 

2b 生機論者的據理力爭也是合理的：「生物和無生命物質是不同的，

生物有許多自發性的特徵，尤其是從歷史演進（演化）中獲得的遺

傳程式，是無生命物質所沒有的，生物具有多層秩序系統，這和無

生命世界所發現的任何事物都不一樣。 

小結： 

01 許多生機論者當年所提出的生命特點，如今都可用遺傳程式來解

釋。遺傳學的興起引發遺傳程式觀念的產生，所有具有目的方向的

生命現象，都可用遺傳程式的控制來解釋。 

02 而另一種同樣具有目的的過程—生物的適應性，則可利用達爾文

學說賦予全新的詮釋：生命的適應性是因為生物界的豐富變異，在

天擇的篩選下形成的。 

03 因此支撐生機論的兩大意識形態—目的論和反天擇說，都被徹底

摧毀了。從前須借用生命流質或生命力才能解釋的現象，都可由遺

傳學和達爾文學說提供合理有效的解釋。 

04 每個系統、每個整合元，在拆解的過程中，都會喪失一些特徵，

許多生物體內各組成間的交互作用是物理化學層次所沒有的，只出

現於較高整合層次中。每一個層次的有機整合元的活動和發展，均

受遺傳程式的控制。 

 

【生物的本質】 

01 在分子層次中，所有功能都是遵循物理及化學定律的。 

生物和無生命物質間卻存在著根本的差異，生物是一個有階層、次

序的系統，有著許多無生命物質所缺少的特質，而且最重要的是，

生物的活動受到了遺傳程式的駕馭，而遺傳程式所含的歷史訊息也

是無生命世界所沒有的。 

02 生物具有一些額外的能力，這些能力是無生命系統所缺乏的： 

演化的能力、自我複製的能力、在遺傳程式的控制下生長的分化的

能力、代謝的能力（吸收和釋放能量）、自我調節以維持複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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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的能力（例如保持體內生理平衡和回饋機制）、對環境刺激的

反應能力（透過感知和感覺器官）、改變基因型和表現型的能力。 

【評】： 

以上其實就是生命能所具的能力，生命能＝含有遺傳程式的精神軟

體，唯物模式認為來自突現，心物模式則認為生命能由外移入。 

 

七、演化論 
 

以下摘錄生物學家麥爾的看法作參考。 

生物有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二大類： 

A 原核生物類（無細胞核）＝由細菌組成的生物：真細菌界（bacteria）、

古細菌界。 

B 真核生物類（有細胞核）：古動物界、原生動物界、原生植物界、

植物界、真菌界（fungi）、動物界。 

1 密勒（Miller,1953）模擬原始海洋的組成，在混有甲烷、氨、氫和

水蒸氣的燒瓶中放電，結果產生了胺基酸、尿素、和其他有機分子。 

2 地球上首先形成的生物應是直接利用環境中的有機化合物，而不須

自行合成胺基酸、糖類。從環境中天然合成的簡單有機物，反應形

成聚合物，最後形成生物。 

3 達爾文主張所有的植物和動物均源自第一個誕生的生命。分子生物

學家發現即使是沒有細胞核的細菌，都含有與原生生物、真菌、動

物和植物相同的遺傳密碼。 

麥爾的的主張是「有機生物論」而不是「心物二元論」。 

心物二元論對此的看法： 

【最初物質小滴＋[吸收生命能＝氣]（滿足第一臨界條件）→原始生

命】 

植物：【最初物質小滴＋[吸收生命能＝氣]（滿足第一臨界條件）→原

始生命】＋[吸收生命能]→植物。 

動物：【最初物質小滴＋[吸收生命能]（滿足第一臨界條件）→原始生

命】＋[吸收生命體]（滿足第二臨界條件）→動物。 

 

論題：蛙卵為什麼一定會發育成青蛙，而不會變成魚、雞、或其它動

物？ 

麥爾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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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斯多德因而提出了「最終成因」，這種看來有些形上學的力量，

在現代來說，不過就是稱之為「遺傳程式」的物質，它絕對可用物

理化學因素來解釋。 

論題：胚胎發生學中「先成論」與「漸成論」之爭，麥爾的分析： 

a 先成論主張：生物成體的各個部位在發生最初期即已存在，只是較

小而已。在受精之時，精子或卵裡面早已存有迷你型的未來生物

（如，胚胎時迷你型雞形體→雞形體），而發育只是揭露原型的過

程。 

b 漸成論認為：胚胎發生是由一團形狀完全未定的團塊開始，在受到

某些力量的影響後，才逐漸賦予胚胎形體。成體的各個部位在胚胎

初期是不存在的，完全是發生過程下的產物。1759 年，胚胎學家伍

爾夫認為有一種「本質力」可讓一團形狀不定的胚胎，轉化成某一

物種的成體。 

在顯微技術日益增進後，人們仍無法在受精卵中找出任何一絲預成

個體的蹤跡時，更是削弱了先成說的氣勢。 

二十世紀才撥雲見日，遺傳學將生物性狀分成基因型（個體的遺傳

組成）和表現型（個體可觀察到的外表特徵）。 

在發生過程中，基因型可控制外表特徵的表現，基因型提供發育所

需的資訊，引導形狀未定的受精卵，漸進發展成物種的成體模樣。

因此基因既是生物的 a 預成因子，亦是漸成說所說的 b 本質力。分

子生物學在引入 DNA 即為生物遺傳物質的觀念後，更是排除了最

後的一絲疑雲，終結了生物學界長久以來的爭執。基因不是蛋白

質，基因也非架構發育胚胎的建材，基因只是建築工程所需的藍圖

指引。 

最後歸納所得的結論，是先成說和漸成說的綜合體。 

c 生機論和唯物論最後皆為有機生物論所取代。 

這個新的典範接受分子層次是可完全以物理化學機制來解釋的想

法，但也同時相信，物理化學機制在越高整合層次中所扮演的角色

越小：組織系統會有一些突發的特徵來取代或附加在機械性的機制

上：生命最特殊的性質並非來自組成元件，而是組成元件的組織。

這類觀點現在通稱為「有機生物論」，著重高度複雜秩序系統的特

徵和生物演化遺傳程式的歷史特性。 

所謂突現，是指在一個結構系統下整合出較高層級的過程中，會突

現一些全新的特質，而且這些新特質是無法從低層組成的特性中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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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得知的。 

一個整合元可由較低層次的整合元組裝而成，每一個組合元都具有

低層級整合元所沒有的特徵和能力，我們可說這些特徵和能力是

「突現」出來的。 

一個整體要比它各組成的加成總和還多。 

【結合的觀點】 

麥爾的看法：這種結合兩相對陣營，歸納出真正解答的現象，在生

物學界屢見不鮮。 

a 梅克塞瑞法則：又稱為重演論，主張生物在個體發生時期，會重演

其祖先曾經歷過的演化階段。 

海克爾比任何人都強烈地強調發生的重演現象，它並提出「囊胚時

期相當於無脊椎動物的演化，發生晚期則顯現高等動物的形態演

化」的想法。 

b 馮貝爾法則：馮貝爾認為個體發生由簡而繁，個體早期會出現與較 

低等生物相似的現象，純粹是因為早期較簡單、較均質，而發生晚

期較特化、較異質性關係。 

 

【麥爾對演化論的看法】 

（1）演化如今所表示的涵意，是地球生命史中的三個觀念：變質演

化（跳躍式演化）、變形演化（漸變式演化）、變異演化。 

a 變質演化：意指新型個體的起源，是經由一個人重大的突變或跳躍

突然產生的；再透過該名個體繁殖後代，而形成一新物種。 

b 變形演化：主張物體的漸進改變，例如受精卵發育為成體的過程、

發光星體的顏色由黃轉紅，幾乎所有無生命世界的變化，都是變

形演化。 

c 變異演化：基本上代表達爾文的天擇觀念，生物在每一世代都有無

數的遺傳變異產生，但他們所產下的大量子代，僅有小部份能成

功地繁衍下一代，而最能適應環境的個體，將具有最佳生存和繁

殖的機會。 

 

（2）達爾文已意識到演化的兩個次元：時間與空間。 

隨時間而轉變的種系變化，面對的是物種獲得新特質時的適應問

題。 

隨空間而衍生的改變（物種形成和生物譜系的增加），則可在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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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族群外，建立多個新族群，這些新族群將可演變成新物種，這

種物種增加的現象即稱為「物種形成」。 

 

（3）達爾文的《物種原始》樹立了「變異演化」的五大理論： 

A 演化論：生物會隨時間穩定地演化。 

B 共祖說：不同的生物皆傳承自共同的祖先。 

C 物種增生理論或物種形成：物種數會隨時漸增加。 

D 演化的漸變論：演化透過族群的逐漸改變而得以發生。 

現今我們可能比達爾文還要更篤信「漸變論」，許多證據都明顯

指向演化發生在族群層級，而行「有性生殖」的族群只能逐漸演

變，絕不可能會有突然跳躍發展的情形。 

E 天擇說：演化的機制是因諸多獨立個體競爭有限的資源，而導

致生存和繁殖的變異。 

○與「天擇說」相對抗的三大對手，分別是跳躍演化說、目的論和拉

馬克學說。 

a 跳躍演化是極稀有的案例，並非多數生物的演化模式。 

b 目的論則宣稱，自然界具有內在法則，可引導所有的演化譜系逐趨

完美。 

c 拉馬克學說或新拉馬克學說則主張，生物因用進廢退，或更直接地

受到環境力量的影響，而獲得一些後天性狀特質，這些新特質的遺

傳，造成生物逐漸演化轉變。 

 

（4）達爾文的「天擇說」是今日普遍認同的演化機制，其過程可分

為兩個步驟：「變異」和「選擇」。 

a「變異」發生於生物的每一個世代，這是基於遺傳物質的重組、基

因流、隨機因子和突變所產生的遺傳變異。 

b 天擇的第二步驟則是「選擇」，大多物生物在每一世代中，都只有

一小部份的個體能夠存活下來，在眾多遺傳變異的子代中，必有某

些個體的基因形式較能適應環境。「選擇」一詞真正的涵義是「非

隨機性的汰除」，以及自然界並不存在有任何選擇力量的事實。 

 

（5）達爾文的學說基本上建立在五件事實和三項推理上： 

事實 A1：族群具有等比級數增加的潛力； 

事實 A2：族群實際大小呈現穩定平衡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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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A3：自然資源的有限性。 

推論 B1：個體間必有競爭存在。 

事實 A4：每個個體的遺傳獨特性； 

事實 A5：個體變異的遺傳性。 

推論 B2：個體生存率的差異＝天擇； 

推論 B3：經過多代持續的天擇，即可造成演化現象。 

 

（6）當達爾文發表〈物種原始〉時，手邊並無天擇的證據，而是依

據推論得來的觀念。 

第一個明顯支持天擇現象的證據：貝芡（Bates,1862）觀察到兩

種不相關的蝴蝶物種，其中一種色彩鮮麗但有毒，會成為另一種

無毒蝴蝶的模仿對象，以逃避鳥類的捕食。 

論題：世界的改變是偶然還是必然？ 

麥爾認為，達爾文為這古老的難題提供了出色的解答：世界的改

變是偶然，也是必然的。在遺傳「變異」過程中，機率是主導因

素；而在「選擇」適者時，必要性則是操控因子。 

論題：弱小動物知道擬態以生存，這智慧來自何處呢？ 

評析： 

弱小動物之知道擬態以生存，以及生物之所以懂得進化，就是因

為有「生命」的緣故。生命又來自何處？這就回到「唯物模式」

或「心物模式」的不同看法。「唯物模式」認為，生命從物質演

變而來。心物模式認為，無始以來，宇宙中一直就有物質和生命

（以及生命能），都各自演變著；物質能量和「生命能」可以分

開，也可以合併，合併時「生命能」移入物質而呈現生命。如何

觀測生命能或生命？原則上，用肉眼和物質所製造的儀器不能直

接觀測到；想要直接觀測，就應以「生物本身」作儀器來觀測。 

 
八、結語 
 

生命的問題，是大家的共同問題，目前這一問題的探索還是屬於

「前科學」的階段，雖有不同假說的提出，還要經過科學方法的嚴格

檢驗，通過檢驗後，才能進入「科學」的階段，這樣才是正確的「增

智」過程。生命有無意義？人生的目的何在？這取決於採用何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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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決定。一個簡單的看法是：如果，人的尊嚴是不做習氣的奴隸，那

麼，人生就有其正面的意義――拔除負面的習氣，如此而已。 

 

―― 
生命不是憑空而來， 

你早參與其中， 

也受困其中。 

先接受此刻這一存在的事實， 

再尋找超越的途徑， 

因為你不想一直受困其中。 

―― 

是否我們太渺小 

所以不可能看清生命？ 

但是 

我們認知的潛能 

都還未開發 

那麼 

怎麼可以說我們不能看清生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