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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物質科學的，物質和能量兩方面是我們研究的主要對象，在近代科學

中，我們操縱物質和能量的本事已經達到歷史上前無來者的地步，而且仍然進展

神速，近代科學是從西方傳過來的。我自己學歷史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並不

是我中學學歷史時就這樣想。在我開始就業的時候。覺得需要學習找到自己的定

位，思考自己的定位在別人的範疇以及在同儕社群的範疇中，以及環境制度的範

疇中，到底是居於什麼樣的處境，然後據此決定自己的工作標竿。思考個人的定

位可說是需要一點歷史觀。 
思考個人在群體中的定位，或是將自己放在何種群體中，是很有趣的事，定

位就要考慮認同。剛剛跟周教授談到，台灣人目前有一個困難，或是一個大家很

不容易走出來的困境，就是意識型態的定位。意識型態是一個人心靈的基本需

要，我們平常說，身份證叫做 ID card，身分叫 identity，identify 是說你跟何人或

何者認同，認同感是人的基本需要，可是認同有不同的面向，不見得認同的對象

一定要在相同的人種、民族、國家上，像我的工作，大部分的認同對象可能比較

是科學圈內的人。科學也是文明裡面的一部份，是文明的產品。所以除了為自己

定位之外，對自己認同的群體的定位也有其重要性。 
今天的演講，給你們的課綱中可以看出來我要談到人類學，我的投影片會有

很多人類學的素材。從早先年代的科技到近代科技的實際發展，只是淺談點到為

止，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講科學知識或科技發展的過程當中，所產生的一些思維

以及影響包括普羅大眾的疑懼。 
近代科學與科技對人類影響深遠，其實產生的問題也很多。譬如手上有一個

科技，卻不知怎麼善用它。或是說希望學習別人的科技，學習的態度如何？如果

拿捏定位不準確的話，就可能衍生很多問題。 
第一張投影片顯然是一張非洲的照片，兩個問題是 Who are we？What can 

we do? 每次大家在談歷史，或是在談哲學，或是在談人生重大事情的時候，有

些人會問這種問題，不知道這兩個問題對大家重不重要，很可能對有些人來講，

永遠不是那麼的重要。因為我這邊不是問 Who am I？而是問 Who are we？就是

說我們到底是誰？我們這種人到底是誰？ 
在我小時候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考試時就有標準答案，常以人是萬物

之靈來回答。再問說我們可以作些什麼事情的話，小時候的標準答案不知道跟你

們的是不是有點像？老師總是喜歡鼓勵小孩子要積極、要進取，因為有志者事竟

成，人定勝天就是第二個標準答案。 
我沒去過非洲，可是如果真的有機會去非洲，站在非洲看著廣袤無際的草

原，問這樣的問題，很可能會有不同的想法。下一張投影片裡頭有兩種動物，黑

猩猩和大象。這隻母猩猩是在用一支棍子敲核桃。有人發現在某一群的黑猩猩會

用工具，譬如用石頭和木頭敲碎核桃，吃裡面的核仁，像這樣的動作大猩猩做完

之後，小猩猩在旁邊看，等牠長大之後牠就會跟著作。可是別的地方的黑猩猩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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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這樣的動作。也有發現在另外一個地方的黑猩猩會拿樹枝伸到樹洞，吃沾出

來的白蟻，螞蟻是蛋白質非常豐富的食物。牠們會用樹枝沾白螞蟻來吃的，卻不

會用樹枝去敲核桃；會敲核桃的猩猩又不會用樹枝去沾螞蟻，這兩群猩猩從生物

學上看來完全相同，牠們會作的事情卻是不太一樣的，這些事情是後天學會的。

如果文化是後天發展出來的，是不是只有人類才有文化？以前的人認為只有人才

有文化，上面的發現對這個想法已經產生了挑戰。 
至於大象，現在發現大象會對牠們死去的同伴或至親，作出好像是哀悼懷念

的行徑情狀，牠們在死亡大象的屍體旁邊徘徊很久很久。甚至可以在幾年之後再

回到同一個地方，在骨骸旁邊作出那樣的動作。這個是非常特別的。如果你要問

說大象是否會慎終追遠？有沒有文化？這也許只是大象的動物本性，蘊藏在牠基

因裡的本能，不見得是後天學習來的。如果你去注意猩猩和大象的很多行為，或

其他動物的行為，也許會發現很多地方跟人非常像，只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

事實上以生物學來看，我們人類跟黑猩猩的基因來比較，DNA 的差異不到百分

之二，當然 DNA 這種東西只要差一點點外在表現差異就可能非常大。我們跟黑

猩猩長的不是太像，可是如果跟其他動物比較的話，我們跟黑猩猩其實長得非常

像。所以你把人跟動物比較的話，就會發現我們人要怎麼定位是一個大問題。 
我上次在我通識課的班上講了一句話，說在我四十歲以後，人生中有相當大

自的一部分智慧，是來自於認識自己是一個動物的自覺，有很多學生跑來跟我討

論這個講法，對我這個講法好像非常 shocking，其實不是說我要充分發揮我的獸

性，好比教授是會叫的野獸，我主要的意思，是我們跟其他動物在相類比的時候，

把自己看成是一個 animal，其實在找自己的定位時常常更為準確，把自己看成萬

物之靈，認為自己凡事強過其他動物，不一定是準確的定位。 
談到演化的話，很多漫畫是以比較嘲諷或有趣的方式來表達演化。像這張從

猩猩到人猿類，再到比較古早的「人類」，現在的人類，現在窩在電腦前面的人

類其實跟直不起來的黑猩猩又有點像了，這個漫畫嘲諷演化究竟是進步或退步。

除了前面問的「我們是誰？」「我們可以作什麼樣的事情？」我們再增加一個問

題是，「我們到底會走到哪裡去？」最後一個問題「走向何方？」也是我們應該

好好問自己的。 
今年我已經有好幾次的機會，問我的學生、我的小孩，我兩個小孩一個念大

四、一個念大二，所以跟你們年紀差不多。我問他們說：「你們有沒有對你們的

未來或你們未來的環境有一點點的危機感？」他們基本上跟我答非所問，看來對

這個問題並不很感興趣，不過我多問了幾次後，他們才開始比較正經的思考，這

幾個問題如果你們沒想過的話，我會希望你們從今天開始好好想想看，我們到底

往哪裡走？當然今天我的演講是談人類要往哪裡走？但是你們可以問自己，我們

在台灣要往哪裡走？你們自己要往那個方向走？  
下面幾張投影片都是有關人類學的，對同學來講也許有點枯燥，就麻煩你們

稍微忍耐一下。人類學對我是我蠻有趣的。我最近的十幾年以來對地質考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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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學還包括一些生物學，都略有涉獵，雖然只是外行的稍微接觸一點點。最近的

三十年到五十年裡頭，人類學因為考古技術的發展、地質學、生物學知識的增加，

事實上有不少的進展。大概自然科學的每一學門或相關科學、科技，在第二次大

戰結束後，進步都是非常神速。當然我們還有很多不知道的事情，但是跟以前比

起來真的是進步神速。 
談到人類的起源的話，故事就應該從東非的大裂谷開始，這塊三角地帶正好

就在阿拉伯半島的南面，包括伊索比亞、肯亞，坦桑尼亞，地圖上很多的紅點都

是發現化石遺跡的地方。東非的大裂谷出現的時間大約距今一千兩百萬年，在恐

龍滅絕後已經好一陣子了。恐龍的滅絕約在距今六千五百萬年，白堊紀時期，一

千兩百萬年時哺乳類在整個地球上已經是非常普遍。所以你會發現一個物種的滅

亡可能換來了另一物種蓬勃發展的契機，在自然界裡頭看這件事情時，似乎是一

個定則，但是自然界的規則在人類社會裡頭未必能隨便應用，人雖然也是一種動

物，但是跟其他生物有什麼不一樣呢？這正是我們今天要討論的一部份，你看在

非洲相對來講這麼小的一塊地方，找到相當多化石的遺跡。在裂谷的天然屏障之

間，成為人和猩猩分道揚鑣的關鍵，裂谷的西方依然是濕潤、茂密的天然叢林，

許許多多的黑猩猩今天還普遍存活在西非的森林中，似乎不需要有太大的改變來

協調適應。但是裂谷以東的部分降雨量漸次減少，林地消失出現草原，一部份猿

類為適應新的環境，從樹上面跑到地面，學習地面的活動，今天從人類學上來講，

環境促成直立仍然被認為是演化上非常重要的改變。 
人類的直立，能夠用兩隻腳站立起來，突顯出許多特點，從功能的角度看來，

譬如說手可以騰出來活動，雖然兩隻腳跑起來沒有四隻腳快，有兩隻手可以用，

非常方便。這可能導自於大腦的演變，而大腦的變化也很可能與直立有關，直立

了以後我們的背脊伸直、頭部更直接地曝曬在陽光底下，使得大腦要發生許多內

在因應的變化，譬如說：可能為了排熱，血管就必須要更豐富，血管增多以後，

神經網路也更活躍，這非常符合我們現在用進廢退的養生道理。身上任何一個部

位，如果血液循環好的話，通常是比較健康的，所以為什麼運動有益於健康，因

為你用得到的部位血脈活絡。 
古猿出現的階段大約是從六百萬年前開始，真正的化石證據多是距今四百萬

年以內，峽谷的出現孕育了一些勉強以雙足著地、雙手做輔助的靈長類動物，稱

為南方古猿。他們大腦的體積大概只有我們智人的 1/3。一般認為，大腦體積是

決定一個生物智力的重要指標，當然這不是絕對的。我們講一個人 bird brain，
聽起來就很侮辱人，事實上鳥聰明的也不少，有些人頭腦很大也未必有好好用。

這是笑話，大腦大小不是智力唯一的依據。未來的三五十年中大腦科學將是一門

很重要的科學，你們學光電的都會有跟大腦科學結合的發展。大腦除了尺寸之

外，很重要的是它的神經網絡如何運作，也就是大腦裡面是怎麼樣進行訊息的聯

繫，這才是大腦最重要的地方。 
現在發現最早的南方古猿的腦容量相對的比較小，雄性體魄明顯遠比雌性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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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腦的差別則十分有限。男人和女人的身材大致相差不遠，動物的雄性和雌

性體型相差越遠的話，越少一對一配偶的情形，社群生活也就不同。 
1974 年衣索比亞發現一個年輕雌性南方古猿的化石出土，身高一百四十五

公分，骨骼相當完整，可以確定古猿的行走方式。如果跟黑猩猩比較並非非常的

像，雄性的體重約六十五公斤，雌性的約三十五公斤。南方古猿存在的時間可以

從四百多萬年一直延續到一百多萬年。 
有幾種看起來跟南方古猿不太一樣，事實上比南方古猿更早發現的化石是

「巧人」，時間差不多距今兩百萬年，巧人顧名思義，因為他們留下一些最早的

石器工具。 
兩百萬年的時間其實值得記下來，我曾經有一年在東華大學客座，花蓮那個

地方正好有一個縱谷，叫做花東縱谷，花東縱谷是因為菲律賓板塊的推擠，兩百

萬年前形成一個山脈叫海岸山脈，西邊則是一個更大的中央山脈，中間夾著一個

縱谷，縱谷也常常是一個有水的地方，很多生物可以依水而居，所以巧人出現的

時間跟台灣的地質歷史差不多，約是兩百萬年。 
我不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台灣的歷史差不多就是兩百萬年，很年輕。我第

一次知道台灣的歷史約兩百萬年相當驚訝，因為在非洲已經有一些和我們相關的

猿類出現了，而我們生存的土地才剛出現，與洲陸相較真是十分年輕。 
巧人的化石有還算完整的頭骨，大腦約為 590-650 cc，只有我們現在智人的

一半，並不算是很大，可是他們在兩百萬年以前的時候已經可以製作砍器、刮刀、

鎚石，可以用來捕食生物，看他們製作出來的工具，除了人類沒有任何一種其他

生物可以做出類似的東西，黑猩猩也沒有辦法作出這樣的工具出來，要把堅硬的

石頭敲成合乎自己用的工具，是在兩百萬年前就發生的事情。 
我們在課本上學得比較多的應該是直立人，由一百多萬年前一直到比較近代

的二三十萬年，都可以稱是直立人。我三十年前讀到的爪哇人和北京人，都算是

直立人，你會發現在東方亞洲也有直立人遺跡。直立人出現的時間很長，他們已

經有用火的能力。有一個土爾卡那少年，也是 Leaky 發現的，有一副相當完整的

骨骸，對於瞭解早期猿人的幫助非常大。集結現代的技術知識，我們可以根據骨

骼揣摩他們的生理學與基本行為。 
較早的原始智人是尼安德塔人，尼安德塔人最近的遺跡距今約三萬年，可是

你要注意現代人或稱現代智人，也就是 Homo Sapiens，Homo 這個字就是人屬，

所有人屬物種的智力，雖然不見得比你聰明，生物裡頭只要是人屬的，智力都比

黑猩猩高，現代智人發生的時間可能約為十萬年以內，距今時間已算非常的短。 
比較早期一點的智人，最有名的應該是尼安德塔人，腦容量已經超過 1300 

cc，我們的腦容量大概是 1300-1500 cc，所以差不多已經具備我們的大腦容量，

可是尼安德塔人的生活習慣跟現代智人差別非常的大，考古學家揣摩尼安德塔人

跟現代智人之間是否有關。除了基因的傳遞之外，文化的影響是不是可以跟基因

並駕齊驅？換句話說，你的父母或祖先遺傳給你的本能可能決定你大部分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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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可是後天學習的生活、思維方式可能也影響我們的生存。 
真正和我們相同的智人，最早發現的應該是克羅馬農人。差不多從七萬年一

直到一萬年。一萬年大約是最接近我們的冰河時期剛好結束之後，最後一次的冰

河時期很長，約為十一萬年到一萬年之間。可能是克羅馬農人勝出，而尼安德塔

人滅絕的關鍵。許多科學家揣摩地球上的環境較大的變化時，強迫很多生物必須

有徹底的適應。適應環境的能力也正是現代智人的重要特徵之一。不適應的生物

會輸在生存競爭上。我們現在的瞭解，克羅馬農人和我們基因上完全相同，他們

的生物性智力跟我們應該是相當的，但生活方式和我們仍然有很大的差別。 
這兩張法國洞穴的壁畫，已距今約兩萬年。你看這樣的畫並不寫實，不像傳

真的照片。什麼叫傳真度？照片照出來得人清清楚楚，就完全是親眼看到的樣

子，可是照片照出來是平面的，不是立體的，肉眼看一個人跟看照片的觀感其實

並不一樣。 
我們平常視覺是三度空間，看這一隻牛，它雖然不是寫實的牛，可是你會覺

得它表現得非常有力，非常傳神。我們如果研究繪畫，會發現人類的認知能力並

非外觀形象越真就越感動。你腦筋裡已經有個印象，譬如看「全民大悶鍋」，為

什麼有些人模仿時你會覺得很像？你仔細去看，可能臉並不是很像，但抓住了被

模仿的特徵。所以畫這隻牛的人，大腦裡頭大概是靠印象運作。跟我們大概是差

不多的，審美能力應該也是差不多的。 
如果你把黑猩猩的頭骨，南猿的頭骨，與現代人的頭骨相比較，黑猩猩的腦

約有 390 cc，南猿超過 400 cc，現代人則超過 1350 cc，可以看出大腦的成長非

常明顯。我剛剛說過腦容量的飛躍不是人屬演化的唯一條件，人的生長曲線也很

特別，人生出來之後和父母在一起的時間非常的長。嚴格來講，人其實是早產的

動物，初出生時根本沒有任何存活的能力。在非洲看，不論是牛羚也好、羚羊也

好、斑馬也好，生下來之後的一小時之內就要會站而且還要會跑，不然牠們的存

活機率非常小，生物之所以會存活一定有能存活的條件，在強敵環繞的情況下，

一定要一生下來就是運動量非常大。可是人不是如此，人大概是五歲、六歲都還

可以被其他生物叼跑，他的生長曲線在十幾歲才進入少年期或青年期，平均壽命

也相對的比較長，可以活到七十年、八十年、甚至現代醫學上看九十歲到一百歲。 
我剛剛說過人類嬰兒時期非常軟弱無助，事實上是早產兒，這跟直立也可能

有關，直立的子宮沒辦法承重。嬰兒早產，童年時代延長了，社會結構也因而不

一樣了，你看獅子的社會結構與大象的社會結構，都是母系社會，人類的社會到

底是母系的還是父系的，其實要看文化。但是社會結構一定要增強，幼弱的嬰兒

才有成長的機會。我們還發展出婚姻制度及家庭制度，整個的社會結構在生物中

是非常特別的。 
早期南猿也吃肉，雖然他們大多時候吃蔬果、植物，現代人類吃肉的比例增

加得很多，肉食使得攝取的蛋白質增加，身體可以更強壯。我們的運動能力也是

靠超強的大腦配合強壯的身體。我們現在看電視播出的極限運動，許多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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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動或韻律都可以被人發現、發展、發明出來，我們的運動能力、適應能力、

製造工具，均賴大腦之賜。 
我們現在還知道集體生活、集體勞動、使用話語文字、發展了畜牧農業與工

業。我們的文字發生的歷史其實距今只有幾千年，農業時期其實也不長，都是最

後一次冰河時期之後，一萬年以內的事。換句話說冰退了後，地球上有很多新的

植物出現，人類的智力或生活方式又有一次轉折，使得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比以前

更緊密。 
因為開始有農業就需要勞力，人口增加，人就聚集在一起，農牧有出產，就

產生經濟，經濟促成王國君權的出現，勢力強的會投諸政治與軍事勢力，所以國

家制度開始出現，君王更加強了集體勞動、集體生活。文字則累積紀錄了思考，

知識才得以進步。現代智人的出現在生物中實在是一個異數，並非常態，事實上

許多我們現在視為理所當然的事情可能都是很特異的例子。 
一萬八千年仍是舊石器時代，非洲伊索比亞一帶所看到的石刀和魚網墜子類

的東西，跟我們的卑南文化十分相像。以現在的文明遺跡看來，智人可能有好幾

次的大遷徙，從東非往世界各方移動。其中一支從東非往南京中東印度走到印

尼、南洋、波里尼西亞，對台灣文化影響很大。另一支往北走，從東非經中亞，

亞洲到東亞，對我們的文化影響更大。你如果去花蓮瑞穗可以看到台灣的巨石文

化，似乎不同民族的文化偶有相似之處。而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文化的精緻

程度其實差別甚大，新石器時代手工的精細程度，遠非舊石器時代可比。你看這

個箭簇，把矛或箭簇磨到如此精緻，或將骨頭磨成針，而且鑽出細小的針孔。這

種精緻的手工藝不只是技巧增加了，其實對物件美的訴求也大有進展。技術跟美

感是分開的嗎？我從來不這麼認為。光電技術也好、纖維工程也好，你們在作設

計的時候，大腦對功能與審美的要求可能是同時考慮的。 
新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或有重疊銜接的時間，3000 B.C.大約就是文字記錄

出現的時代。這張投影片是中國的鏤花青銅劍及三足毛公鼎，除了用途之外，已

經極具工技之巧與設計之美。另一張是 250 B.C.約為戰國時期，你們看他們住的

房舍都已經具備非常恢宏的規模，知道如何從自然界採集需要的素材，改良製作

成更合乎需要的物件、器具。 
青銅就是我們現在的合金，把兩種金屬融合在一起，顯示已經具備冶煉的技

術，對我們化學家來講，冶煉的技術大概也是觀察仿效於大自然，譬如火山周圍

的金屬礦石等都是高溫冶鍊工技的範本。除了青銅器之外，陶器、玻璃，或是其

他的材料也在發展，人類會利用的物質已經十分進步了。金屬當然有別於木、石

物料，牽涉的工技與知識都更困難，加工及品質控制也更複雜，重要的是人類學

會了調整工技的製備過程與條件，製作出功能更新穎、更合用的物料。 
鐵器時代可追溯自 2000B.C.到羅馬帝國時期。你可以看到這 1300 B.C.在埃

及挖出來的鐵製匕首，還有非常豐富的金器，也可以看到極為精緻的冶煉技術。

剛剛和周教授談到玻璃的部分，玻璃對於近代工技民生的影響十分重要，化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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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用玻璃對不對？學社會文史的同學可知道玻璃與陶器都是泥土砂石的產

物？玻璃最重要的原料是沙，海邊比較純白的最好，學纖維的同學一定知道，製

造光纖就需要氧化矽的原料，玻璃的製作基本上就是把砂加熱溶解之後吹鑄成需

要的物件。從祖先製作的玻璃到現在製造的玻璃光纖，直徑只有 10-4~10-5 m，也

就是 0.1~0.01 mm，真是精益求精。 
陶瓷也是源之於泥土，陶器、瓷器，都是將黏土鍛燒而成。黏土的土質是層

狀結構，高嶺土在比較高溫的情況下可以燒出質地比較細純的瓷器。所以我說：

「在我們已知的世界中，人類創造美的心靈與欣賞美的方法，沒有其他生物堪與

比擬。而人類跨越時空疆界的理性思維，也是無物可及。」智人的工技文明之所

以會進入到這樣的境界，(我再一次強調)其實也是因為我們的大腦。我們的大腦

受到環境與需要的激發，習得的能力不是我們自己能預見的，人類的前途很大的

一部分是決定於我們如何發展運用我們的 brain power。你們仔細去想一想，如果

活了一輩子，不知道你的大腦其實和其他生物有別，就像我的小孩，他們有時會

問我一些問題，我就跟他們講：「Use your brain。」他們說：「我想過了」，我說：

「Use more」。雖然有些機車，但是你們好好想想，自己的大腦，這輩子有沒有

當一回事的好好用它，還是不知道他的特別，視為理所當然，或把它當作猩猩或

猴子的大腦在用？ 
人類駕馭物質的能力及智識的來源一開始很可能多習之於大自然。受制於大

自然，雖然是一種困境，可是人類的大腦天生能在困境中加速學習，如果從困境

中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就可能開創出新猶，這叫做「啟蒙」。地球上沒有任何

其它的生物看到森林大火，除了逃命，還能想出用火的知識，只有人類現在可以

用火，而且用火早已不是稀奇的事，我們已經可以用電了。 
這一張投影片是埃及的金字塔，我這邊寫的一段：「巴比倫的君王以碩高的

城牆宮庭及金碧輝煌的空中花園展示了人類巧奪天工的建築能力；而古埃及與印

加帝國的金字塔則不約而同且更上層樓的表現了人類能洞燭抽象幾何之美的獨

特天賦。」只有人會用抽象幾何的方式來營造居住的地方。你可以說，蜜蜂住的

蜂巢不就是六角型嗎？可是蜜蜂作巢的能力是隱藏在它的基因裡面，蜜蜂無法造

出五角的蜂巢。人類則是靠我們對抽象幾何的思考能力，表現在建築中。地球上

沒有其他生物可以建造出這麼大的抽象幾何建築。 
人類的科技發展能力顯然跟我們大腦的思維模式有關，嚴格來講是跟我們心

智裡面的一些慾望有關係。這張比薩斜塔不是一蓋起來就是斜的，而是蓋的時後

不小心變成斜的。可是人類挑戰高度，往上越蓋越高。我有一段時間訪問法國，

史特拉斯堡(Strasborg)是剛好介於法國和德國邊界的一個城，在萊茵河邊，它在

歷史上有一段時間屬於法國，有一段時間屬於德國，現在是屬於法國，我跟的那

位教授是 1987 年化學諾貝爾獎得主，他說他父親是替法國打仗的，他的祖父是

替德國打仗的，他自己現在是為歐盟促進科技合作。史特拉斯堡自古是交通的要

衝，市中心有一座十三世紀的哥德式教堂，塔尖高聳，充分展現人類希望能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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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天庭的慾望。 
人類除了使用方便的木頭蓋房子，也會希望尋求能夠持久的建築。木頭的建

築很難保存，能夠留到現在的木造古蹟已經是鳳毛麟角，因為實在太容易被火燒

掉或是腐朽。如果用石頭蓋的話，上千年的建築都可以留下來，所以你要製作耐

用持久的東西，就要注意材料的物質成分是什麼。東方西方都有煉金術或煉丹

術。的話，西方的煉金術曾經希望轉換改變物質，把價值低的銅煉成金。東、西

方都曾經有煉丹術，秦始皇希望求得長生不老藥。西方則有更奇怪的想法。這張

奇怪的畫是煉金術士在描述，一種物質被另一種物質吞噬掉後，經過烈火焚燒，

它會如浴火鳳凰，變出另一種物質來。你看這邊是一個死掉的勇士，被狼吞噬後，

經過烈火，就出來了一個活生生的君王。這張圖其實是煉金術士在敘述一個化學

變化，古時煉金術士的思維是否和今天很多玄異的想法十分相似呢？ 
我剛剛也在和周教授談到東方的五行或是陰陽的理論，早先人們常常對自然

界的龐雜變化看法籠統且多穿鑿附會，早先的理論可以解釋的自然現象是越來越

有限，越來越顯得模糊混淆，雖然近代科學未必能武斷的說它們都是錯誤而不具

意義的想法。近代科學是來自於西方，我常常想為什麼近代科學不是源生自東

方。前一陣子聽到中研院史語所王道環的演講，提到西方文明在人類所有文明裡

頭，其實也是一個異數。換句話說，人類的出現在所有的生物史來講是個異數，

並不是任何生物世界走著走著就必然會出現高智力的生物。同樣地，今天人類的

世界也不是順理成章就必然該發生進步的科技文明。這個世界上出現的文明中，

所謂原始文明的數目遠超過先進文明的數目。能源遠流傳發揮巨大影響力的文明

並不多，中國雖然有過相對傲人的工技，卻沒有發展出先進的機械科技文明，所

以近代歐洲文明是特例，而不是通則的產物。 
因為近代歐洲科技文明窮源厚生的影響太大了，從西歐經過美國早已推展到

全世界。我們台灣人現在生活的環境是典型直接受近代西方科技的洗禮。所以近

代科技文明的出現，也許並不是理所當然，而是因運而生的。要問一個社會在什

麼樣的情況或條件下可以運作出進步的文明？這就要回到先前我問的一個問題

「where are we going?」我們在台灣所有遭遇的事情都是理所當然的嗎？還是我

們有可能開創出自己希望的生活方式與大多數人願意共同遵守的遊戲規則？兄

弟登山個自努力，我們的明天就會更好嗎？這些話正是我對自己小孩講的。 
近代科學的先驅，我們看看哥白尼、伽利略，這兩人在中古世紀提倡「地動

說」的創新啟蒙思想，因為挑戰且改變了當代對生存環境認知的基本信仰，造成

周圍許多人的不安，所以都曾被當時的宗教或政治勢力所迫害。你自己想一想，

當你周遭環境改變時，是不是會感到不安？聯考或升學制度要改變時你會不會不

安？換一本課本時你會不會不安？到底換一本課本對你的學習有什麼不好？到

底聯考制度改變對你有什麼不好？可能對你一生的學習發展是有益的，但是許多

人第一個反應是不安與排拒。當你產生一個疑懼的時候，擬擔心的對象可能正是

一個啟蒙與創新。伽利略怎麼講？他說：「第一眼看上去認為不可能的事，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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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用少許理性的分析或解釋，就可以把遮蔽的掩飾除去，顯露簡單赤裸的真理之

美。」照他的講法，我們台灣人是不是應該檢討自己心靈的眼睛是否被矇蔽起來

了，我們的分析辨識的能力都跑到哪裡去了？ 
法蘭西斯培根在 17 世紀講了一段話：「至於我沒有比尋求真理更適合我的工

作，有足夠敏感廣釋的心靈，能看穿萬物的同，足夠堅定穩固的心智分辨萬物細

微的異，以上蒼賦予的探索慾望，以堅毅的懷疑，喜愛靜思冥想，不急於定論，

隨時思考，謹慎取捨，不固守舊習也不盲從於新奇，且立志憎惡虛假。」會講這

種話的究竟是何許人？如果說克羅馬農人的大腦其實跟培根的差不多，為什麼克

羅馬農人不像是過著知識智慧發達的生活？你看克羅馬農人在洞穴的壁上畫出

來的馬，就應該相信他們的智力應該跟我們相若。但是克羅馬農人的想法和培根

的想法相同嗎？我們的想法和培根的想法相同嗎？大腦的能力相似想法就相同

嗎？文明真的是像一條線漸進？凡事都可順理成章的推測嗎？ 
自然界的生物演化常常有突變或突發的意外出現，它的發展不是線性的，文

化可能也是演化的。有些文化是在其他文化勢微之後意外地發展出來的。有時一

些啟蒙睿智的想法可能改變一整個社會或一整個世代，使得文明開闢出異於他人

的境界。17 世紀培根說的這些話到今天仍然是科學家奉為圭臬的智慧話語，甚

至在我們的基礎教育中都可以看到影響，小學生的智力測驗中，有些題目會叫你

看兩張圖，分辨其中相似或有差異的地方，我們科學的工作中經常要分辨數據或

實驗結果的異與同。分辨異同的精為能力本來就是人的本能，可是如何把本能發

揮出信念與力量，這可能不是順理成章或理所當然我有你就有的。 
在十八世紀化學史上有兩個重要的人物，一個是英國的道耳吞(Dalton)，一

個是法國的拉瓦節(Lavoisier)，他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不幸被砍頭處決。道耳吞

在十九世紀初提出他的「原子說」。領導十九世紀的西方文明率學習先從微小的

角度去看我們的世界。什麼叫微小的角度？衣料纖維眼睛看得見，光纖卻細到眼

睛幾乎看不見，眼睛看不見的東西夠小嗎？看不見的東西你如何操控它？顯微鏡

能看到多小呢？ 
近代科學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是早期的工技所不能及的，科技有三個基本面

向，就是現象面、應用面與理論面。古時的技術也有現象面與應用面，看到燒火

了，發現火產生熱，能拿來取暖煮食，現象面。但是理論面的內涵卻取決於思維

的模式與信念，想出來的道理必須和當代與眾人的想法、信念或習俗吻合，才能

夠被接受。希臘的亞理斯多德曾提出物質界四個元素是水、火、氣、土，用來解

釋物質界的運作。有點像東方金、木、水、火、土的五行，金生木，木生水，水

生火…，反過來就是相剋，火剋水，水剋木，木剋金，…，可是怎麼樣的理論才

是正確且能夠持久呢，我現在不爭論理論正確或真實的絕對性，真理的絕對與否

是哲學或宗教的問題，一個要持久的理論，如何才經得起考驗？ 
西方近代科學做到了一件事情，它在理論面、現象面，與應用面之間，建立

了一個非常有效的互動機制，就是理性的檢驗。非常積極挑剔地重複驗證，我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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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完以後，你再驗證，這次驗證了下次還要再驗證，此時此地驗證後，換個情況

再重新驗證，這樣子反覆的做，只要其中有不一致的地方，就回頭檢討。所以近

代西方的文明發展出的科技，找出自己錯誤與缺陷的能力是常有效率的。近代科

技的產出雖然並非絕對正確，但是就找出可能犯錯的途徑而言，可真是突飛猛進。 
所以你看近代的原子理論，雖然多數人沒有看到原子，可是我們假原子之名

做了很多事情，對不對？下面這一句話是美國十九世紀的散文家梭羅所說的，「靈

魂和自然結合，才能開創出真正的智慧，也才能真正產生出想像力」，梭羅是浪

漫主義的思想，他強調心靈要和自然結合。早期的科學發展並不乏人文素養，科

技引發了工業革命，促進了殖民主義，生活品質大幅的改善，激化了資源和利益

的經濟競爭，甚至激化了衝突與戰爭的規模，人類的科技熊熊向前衝了兩百年，

才覺悟到對地球資源的盲目掠奪是不智的。資源在沒有禁忌的狀態下用了兩百

年，以四十六億年之久成為現在這樣能養育萬物的地球，我們僅以兩百年就發現

地球資源已經捉襟見絀，原來地球資源並不是用之不竭的，環境的永續是人類在

二十世紀末才開始學習的一個新的智慧。 
剛剛我們講微觀的世界，問人到底可以看到多小？你看這張是二十世紀 80

年代，IBM 公司發明穿隧掃描顯微鏡所拍出來的一張原子的相片。金原子排列

得十分整齊，表面上附著有一些氣體分子，雙原子分子附著在金箔的表面，所以

今天科學家用儀器可以看到了原子，道爾吞是在十九世紀初期就提出原子說了。

你們學光電的同學，也可以用電子顯微鏡觀察半導體材料，許多半導體材料屬於

精密陶瓷，今天的精密陶瓷已經不是從黏土製備材料了，化學家是用合成的，許

多合呈的材料含有很多的孔洞，就像這張照片中原子的排列。另一張是酵素的模

型，黃色的是硫原子，灰色的是鐵原子。所以十九世紀就提出的微觀世界，二十

一世紀才能「看」得到。像酵素這麼複雜的組成結構，在活體內是如何發揮它的

功能，正是現在生命科學方興的熱門課題，酵素的功能無法用「看」的方式觀察，

但是回想道耳吞的發現，顯然人類的知識不是只靠眼睛或感官而得到的。你如果

只靠你的視覺或視力去看事情的話(sight)，永遠走不遠，如果你能夠靠你思想的

洞見(insight)去「看」事情的話，才是今天近代科技能有一些作為的原因。能源

是二十世紀所有科學家最大的挑戰。二十世紀顯然是原子的時代，核能的發現可

以用來發電，也可以造核彈，科技怎麼用？顯然是二十一世紀科學家的重大挑戰。 
這是邁阿密明日世界(EPOCT)的球形建築，建築師造出一個這麼大的球，裡

面可以展覽，化學家就用原子作了一個小球就是碳六十，是由六十個碳原子形成

的一個球形分子。化學家眼中所有的物質都是可用的素材，還有什麼新的挑戰

呢？ 二十世紀也是合成材料的時代，人類已經不僅從自然界裡頭直接取用材

料，化學家用合成技術製造出自然界裡頭從來沒有自然發生過的物質。譬如塑

膠，合成材料的概念與技術已經和以前使用物質的概念完全不一樣了。我們可以

製造出人造纖維，人造纖維的衣料穿在身上，耐用、舒適、衛生、又足堪和許多

生物媲美。這並不是說合成技術已經無所不能。天然的生物纖維對我們仍然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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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挑戰，化學家仍然沒有辦法製造出一條蜘蛛絲那樣那麼強靭的材料，蜘蛛絲化

歸塵土，回到大自然裡面時毫無污染。而化學家合成的聚乙烯、聚丙烯廢料丟在

福德坑的話，大概一千年也不會爛掉，一千年雖然很長，也不夠演化出能消化塑

膠廢料的微生物，所科技的產物也可能帶來很多新的問題與麻煩。  
民生物件如免碎的眼鏡玻璃、高功能的運動器材、醫療用器材如人造關節、

髋骨等多用陶瓷，也是合成材料。科幻小說中所謂的智慧材料(smart materials)，
將來家居的環境可能漆料就可照明，你只要說生「亮」，牆壁就會發光，走進餐

廳，你說「粉紅色」，牆壁就呈粉紅色光，你就可以享用浪漫的晚餐。這樣的智

慧房屋已不足奇，積體電路已經小到眼睛都看不見了，手機的色彩已經用合成放

光材料，再過三十年，這些都不會是夢想。 
人類已經合成了大自然原來沒有的物質，IC 及電子產品是高經濟附加價值

產品。雖然我們沒辦法把鐵轉換成金，可是我們從泥土中開採出來的物質，化學

及物理學家已經製造出來比金子都還有價值的物質了，所以從經濟的角度來講，

煉金術早就已經達成了。 
煉丹術呢？我們現在還是沒有辦法做出長生不老葯。但是基因改造的食品已

很普遍，台灣吃的玉米絕大部分是從美國進口的基因改質產品，避孕藥可以幫助

人調整人口，健康的改善使得人口增加，遍布全地，人類在這個世界上完全滅亡

消失掉，我相信已經不太容易了，你可以說從社會的角度來看，煉丹術的目的也

已經達到。 
科技的突破究竟是利多還是弊多？以複製人為例，以前有人認為這種事情不

會發生，現在談複製人的問題，大家都在討論應該不應該有複製人，人類的智慧

到底能不能睿智的決定什麼該做，什麼不該做？這個問題並不簡單。你們不可以

忘掉一件事情，我剛剛讓你們看伽利略的遭遇，伽利略的案子在天主教裡到二十

世紀才被平反，二十世紀末天主教的教廷才承認教會當初對伽利略的定罪是一項

錯誤，這表示一個新的啟蒙知識，會對週遭不明白的人造成許多疑懼，但是這所

疑懼的事物真的會造成害處嗎？如何對一件新的發現決定他是啟蒙的思想還是

禍害呢，我們的智慧常常是看不遠的。人類的文明其實是一直在這種茫然無知的

情形下蹣跚前行。可是面對未知的世界往前走的，我們如何承擔自己的責任呢？

我們又如何迎接適應我們將面臨的環境呢？這正是我們應該好好思想的事情。 
在二十一世紀有很多可能發生的災難，這並不是要嚇大家，而是希望大家能

未雨綢繆，趨吉避兇。電影已經有不少災難片，有些在現實的世界已經發生了。

如果我們自問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有沒有我們自己的危機，也許這才是我們應該

多花一點時間關懷的。你如果看過星際迷航(Star Trek)的電影，有這樣的一段話： 

 “Space, the final frontier.  These are the voyages of the starship Enterprise.  
Its five-year mission: To explore strange new worlds. To seek out new life and 
new civilizations.  To boldly go where no man has gone before.” 



正修科技大學 96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科技與人文的對話』第六講--國立台灣大學化學系陳竹亭教授 
 

 

    
 
 

12

生命在這個星球上出現，本身就是一種探險，人類自古就是大膽的邁向從來

沒有旁人走的方向，今天我們仍然是如此。人類第一次開始從東非開始往外遷徙

的時候，大概就是這種態度，他們帶著和我們一樣的大腦，卻有著不一樣的經驗。

2001 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 是二十世紀六十年代的經典科幻片電影，

也曾經描繪人類智慧的大步躍進就是一種探險的經驗。問題是那一群使得智慧躍

進的人們，他們到底具備什麼樣的條件，心智才能有不俗的遠見，勇敢的跨步？

可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我們問人類到底能夠看多遠，老鷹的眼睛可以看得遠比人類遠，你們聽過一

個縛著翅膀嚐試飛翔的希臘神話嗎？伊卡午斯披著蠟羽飛翔，因為飛得太高離太

陽太近，蠟熔而摔死了。但是伊卡午斯悽美墜落之前，他可能已經看到了老鷹可

以看到的群山大地。二十世紀人類的太空船拍回這張地球的全景，除了人類以

外，地球上沒有任何其他生物能夠像這樣子看到地球。可是我們現在真的有比以

前看得更遠嗎？我們可以看出自己和別的生物的差別嗎？儀器幫助我們的視力

更清楚了一點，可是我們的視野有更寬廣嗎？我們心靈的眼睛更明亮了嗎？ 
最後這一張照片中有兩個大腦，左邊這一張是患失智症的大腦，皺摺變得平

滑，右邊是正常的腦。大腦很可能是人類的最後疆界。我們可以用核磁共振顯影

看大腦，用機器看穿大腦。所以我這邊寫著 see through mind，我剛剛說不能只

靠視力，更要有洞見，要 see wuth mind，不要只會看大腦，要能用大腦去「看」，

你說我們平常不是用眼睛去看嗎？你如果學著用大腦去看的話，也許更能夠看到

眼睛無法看到的東西。 
人類會往哪裡走？我們是什麼樣的生命？要走到哪裡去？台灣會往哪裡

走？我們跟美國人、歐洲人、非洲人有什麼不一樣？我們都是 Homo Sapiens。
今天的地球上只有一種人類(one species)，猴子不一樣，猴子有很多種，猩猩也

不只一種。人只有一種，黃種、白種，只是亞種的差異。所以我們雖然生活在台

灣一隅，卻是世界的一份子，我們住在台灣，面臨一個新的時代，是不是應該為

自己開闢出自己的視野。我們在台灣能否發生啟蒙運動，是否能激發出影響世界

的文化，如果我們能開闢出一些啟蒙的思想，或許往下我們才能走的比今天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