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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早期教改的回顧── 

兼談 BSCS 對台灣教改的影響 

李學勇1
 

（台灣大學植物科學研究所教授，本會會員） 

 

人類因知識的限制，一直以達爾文的競爭哲學作為思想的準則。若能參考教科書中

的誤置，再參閱徐仁修先生的臨場經驗，就不會再把自然界的假象誤認了達爾文用

人擇類比天擇的虛擬迷思一誤再誤了。 

 

一、我參加了「師大科教中心」的編輯組 

當 1960-1970 年代，正好是小兒輩就讀國小和國中的時

候。我也正在台大擔任吃重的普通植物課程。偶爾在國中課

本中看到誤把芹菜的葉柄稱為「芹菜的莖」拿來作維管束輸

送水分及養分的圖片（圖 1），感到非常吃驚。為什麼由「師

大科教中心」編寫的標準教科書會有這麼基礎上的錯誤？所

以就在專為中小學學生發行的《國語日報》上，簡單用圖畫

說明那是葉柄而不是莖。可是沒有任何批評或是回應。於是

我只好在當年常批評政府的《自立晚報》上用稍強的語氣寫

道：「加強編審陣容，減少課本錯誤」的標題，希望引起師大教授們的注意。 

果然有了反應，不久即邀我參加了編輯小組，並且把他們的資料來源拿給我來參

考。原來他們選作藍本的美國教科書上就已經把芹菜的葉柄當作莖來描述（圖 2）。不但

把葉柄叫做「莖」，而且把維管束的位置錯置。使初學植物的學生誤解。直到筆者重新

安排（圖 3），已是第四版的事了（該版仍有圖說將「葉柄」誤植為「芹菜莖」）。至於運

輸作用的實驗從第一版到第六版，都把葉柄誤標示為「莖」，直到第七版時在「器材」

項目中註明：「芹菜莖很短，不易剝取，故取葉柄代替莖。」圖片仍用葉柄。翻開版權

頁，才知道這本教科書的書名叫做 IMB（Interaction of Man and the Biosphere），由芝

加哥的 Rend McNally 公司 1975 年出版。編寫的著者有四位著名的教授都是「BSCS」

編輯小組的作者。我們才第一次看到高中生物 BSCS 的大名）。 

  

圖 2：美國 IMB 國中教科書。 圖 3：國中《生物》教科書，第四版（1980）。 

                                                        

李學勇，台灣大學植物研究所教授，中華科技史學會現任監事。 

 

圖 1：國民中學《生物》

教科書，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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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芹菜葉柄的錯誤以外，又發現在葉綠素提製實驗中的裝置不太合理（圖 4）。

葉綠素溶於酒精，而酒精的沸點比水要低，所以必須把盛酒精的燒杯放在水槽中隔水加

溫。盛酒精的燒杯內的液面一定要比水槽中的水面更高才能讓酒精燒杯立在水中而不致

傾倒。但課本中都沒有達到這個標準。不知道如何進行實驗？並且從第一版到十一版的

圖中都沒有正確的安排。我也曾繪出簡易改良的設計，但編輯小組未能採用。我也很失

望的退出了編輯小組（包括高中生物組）。 

 

圖 4：國中《生物》教科書，第一到第十一版（1973-84）。 

 

二、後續的發展 

1. BSCS 課本的採用小史 

民國 97 年（2008）9 月 7 日，在媒體上讀到已成學者的某君，回憶他受 BSCS 教科

書的激勵而獻身生命科學的故事。他說： 

「1960 年代中葉，國內的科學教育發生了革命；從美國移植了整套高中課程標準

（BSCS）。我是受益者。……我進入高中後，第一門引起我強烈興趣的學科，就是生

物。……我從小上學，對教科書早有定見：認為教科書不是書，不是我尋求閱讀樂

趣的書。而這本（BSCS）《高中生物學》無論描述現象，說明原理，都娓娓道來，……

顛覆了我的成見。我很快就忘了它是『教科書』；我甚至愛上了生物學。」 

這位高中生後來果真成長為著名的生命科學家。 

民國 75 年（1986）大學聯考的生物科非選擇題中有一題問道： 

「卡北千柯用甚麼方法育出甚麼新品種？」 

媒體在第二天刊出某補習班的答案：（圖 5） 

（1）她用蘿蔔和白菜雜交（染色體數 2n都是 18）。 

（2）育出多倍體的新品種（蘿白菜 2n=36）。 

在戈定邦教授直接翻譯的（BSCS）教科書中的甘

藍（cabbage）細胞中具有 2n=18 的染色體，但在台灣

自編的課本中改為白菜（Chinese cabbage）的染色體

2n=20。根本不會有卡北千柯的結果。那不是她的實驗。

而且就連她所獲得多倍體「蘿藍 2n=36」實際上也不是

一個可以自行生殖的「新品種」。因為在 BSCS「綠皮版」

中早已寫有不同的結論： 

「此一故事的結局卻非常令人失望。假若卡氏的新物種具有蘿蔔的根與甘藍的葉

球，他必定會獲得列寧農業獎。但是這個所謂「蘿藍」的新物種，卻長出甘藍的根

（粗硬而不堪食用）和蘿蔔的葉（多刺而無用）。數年之後就與那些只研究遺傳理論

而不能增加實際生產的蘇俄遺傳學家一起遭到清算鬥爭而消失，不過卡氏的成就仍

是生物學上的一個里程碑。雖然他的人造物種已經消失，但是總有一天人們會把他

圖 5：戈定邦等，高中《生物》

教科書。（1966,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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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經由遺傳工程所造成的物種，陳列在博物館中，供人憑弔。」 

卡氏的故事在各本遺傳學或生物學的教科書中極少提到。只有在 BSCS 的高中課本

中有讚賞性的報導。而我國教育部的「教材大綱」中卻採用來讚賞她的成就。筆者由此

感慨台灣科技的落後，寫了一篇鼓勵的小文，刊在《中國時報》1986 年的副刊上。實在

是誇大其詞了。 

2. 我所感受 BSCS 的第三個激勵 

在 1990 年的《國中生物》下冊中看到長頸鹿因短頸而慘遭淘汰的描述。為要證明

達爾文「物競天擇」的原理，舉出了如（圖 6）中短頸鹿倒地死亡的結果，真是令人「觸

目驚心」不寒而慄。後來獲知這個圖片只是採用了 BSCS 高中課本的圖片而改為橫列，

現在來看看 BSCS 的長頸鹿圖吧！（圖 7） 

 

 

這個圖全是憑空臆想的「神話」。因為長頸鹿生長的

東非草原是一種有高樹也有矮樹的「疏林草原」。除了散

生的樹木以外還有廣大的草地。無論長頸鹿的頸長或頸

短，絕對沒有吃不到樹葉而餓死的情形。倒斃的短頸鹿口

邊就是茂密的綠草。所以這張圖片所代表的學說是一個虛

偽的假象。因為達爾文和拉馬克一樣從未到過東非。 

筆者的意念來自《國語日報》1985 年 5 月 11 日由黃

驤先生摘譯美國《時代》周刊的文章，題目叫做「白堊紀的神話故事」。他說： 

「如果物種（因彗星撞擊地球）而滅絕的理論是真實的，那麼許多有關生物進化的

假說都要被推翻。」  

因此生物新課本（BSCS）中的長頸鹿因生存競爭而滅絕的故事不正是一個神話嗎？ 

因為達爾文環遊世界時從沒有到過長頸鹿分佈的東

非。（圖 8）他只讀到拉馬克（Lamarck）在 50 年前所寫的

《動物哲學》。拉馬克未曾到過東非，所以他寫道： 

「哺乳類中身體最高的長頸鹿，棲息於非洲的內地；因

為生活的地域土地極為乾燥，而且「不生青草」，故這

種動物不得不隨時努力使牠的嘴碰到樹葉以便果腹。」 

達爾文才用他的「淘汰原理」推想在拉馬克「不生青

草」的環境中，短頸鹿必然會飢餓而倒斃。忽略了那些地

區其他食草動物的存在。張之傑先生曾經翻譯一本

Hamilton 的《有蹄類》。書的附圖中有山羊，長頸鹿，長頸

羚，弟弟羚，顯示各高度的草食動物，各有自己適合的植

物，互相並無競爭。（圖 9） 

實際上達爾文在他的鉅著《物種起源》中雖然舉出了數百種動植物的故事，但卻沒

有一種動植物是經由「物競天擇」程序產生的。他只好用「假想」（imaginary）的「狼」

圖 7：高中《生物》教科書，

第四版。（取自 BSCS） 

圖 6：國中《生物》（1990） 

圖 8：達爾文小獵犬號之旅

（1831-1836），回程中並未

登陸東非長頸鹿棲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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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天擇」的例證。 

「為要弄清楚自然選擇（天擇）如何起作用，請允許我舉出一兩個想像的事例。讓

我們以狼為例。狼吃各種動物。如果例如鹿，在某種情況中數目減少。……只有最

敏捷的和最狡猾的狼才具有最好的生存機會，因而被保存或被選擇下來。」 

 

三、近代的實例，卻是與達爾文「物競天擇」恰好相反「物不競人競，天

不擇人擇」 

1.真實的畫面，錯誤的旁白 

筆者自從讀過 BSCS 的教科書，對長頸鹿因頸短而遭淘汰的神話圖片以後，就發現

科學界中許多為達爾文原理「生存競爭，優勝劣敗」而進行的科學實驗，幾乎都沒有正

面的結論。其中最令人嘆息的是一位物理學家從電視動物影片中看到有關雄海豹（seals）

打鬥而爭取雌海豹交配的故事。文中說： 

「那是兩隻公海豹為一隻母海豹而戰。」 

生物學家以逐漸興奮的語氣補充道： 

「這種過程可以確保母海豹選擇到強健的配偶，以便生下健康強壯的下一代。」 

依據美國加州大學列比夫（LeBoeuf）教授研究海象（elephant seals）的多年紀錄。

他說，這些海棲陸生哺乳類動物，大多具有一夫多妻式的交配習慣。在生殖季節之前雄

海豹就會先回到熟悉的海灘，選定適於生殖交配的場所，並佔據以為地盤。待產的雌海

豹也到這些地盤中集棲。此時若有其他雄海豹也來參加，就會和先來的雄海豹打鬥，以

決定勝負。失敗的雄海豹也會另覓地盤。通常年長的雄海豹不但身體巨大，經驗也足。

所以 8 歲的雄海豹常能有 70%左右的交配機會；7 歲的雄海豹只有 35%的交配機會；6

歲的雄海豹約有 12%的機會；5 歲的只有 4%的機會；5 歲以下的雄海豹發育尚未成熟，

不會進行交配。所以雄海豹的交配機會不是依據打鬥的勝敗為條件，而是依年齡層的自

然結果。 

2.孔雀及其他鳥類的性擇實驗 

在許多學者及專家所做過的鳥類性擇實驗中，以英國柯若寧女士所寫的科普名著

《螞蟻與孔雀》（台北天下文化版 1997）中的孔雀及其他鳥類的性擇最為著名。本書引

用了英國科學家皮雀里女士的話說： 

「雄孔雀交配的成功率一半以上都可用雄性孔雀尾羽上的眼斑數目來解釋。……在

十一次成功中的十次都是眼斑最多的雄性孔雀。」 

圖 9：W. R. Hamilton，張之傑譯，《有

蹄類》。（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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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若寧女士說：「鳥類性擇的最高象徵──孔雀，終於能夠出面拯救達爾文了。」 

可是柯女士在稍後又說：「孔雀的眼斑數目會隨年齡而改變。」 

好像又把雄孔雀交配成功的原由推給了年齡，和前文所提海豹的情況若何相似，那不是

自己推翻達爾文的性擇原理了嗎？ 

隨後筆者根據柯女士書尾所附的「延伸閱讀」，陸續找到包括孔雀在內的許多鳥類

及蛙類的性擇實驗。發現所有的結論多為交配成功率，卻都沒有繁殖出後代的遺傳機

率。既然沒有遺傳的確實效果，怎麼能證明達爾文性擇原理的正確可信呢？如 Bowerbird

（花亭鳥）、sage grouse（松雞）、ruff（流蘇鷸）、widow bird（寡婦鳥）、倉穀燕（barn 

swallow）……等，都和孔雀一樣只有交配成功的紀錄，而沒有後代優良性狀的遺傳比

率。對支持達爾文「演化原理」都不夠堅強。後裔雄性動物中依舊是強弱互見。 

3.徐仁修的現場報導 

民國 82 年（1993）4 月 3 日，台北《聯合報》上刊載了徐仁修的〈婆羅洲雨林探

險記〉。他和嚮導正在林中搜索。嚮導阿貢忽然想起了什麼，小聲說： 

「狐蝠棲居的附近，常有蟒蛇出沒！蟒蛇喜歡吃狐蝠。那些老的、病的、弱的、警

覺性差的，都會被蟒蛇吞食。」 

這正是生態平衡最佳的例子，蟒蛇使狐蝠不會過度繁殖，而導致食物不足，反過來

可能造成狐蝠的災難。許多生物之間，看來似乎是一場生死鬥爭。可是事實上卻對彼此

種族的延續有利。所以「弱肉強食」只是個體間呈現的現象，可是在族群的生存上來說，

彼此卻是一種「共生共榮」。 

後來在民國 100 年（2011）5 月 23 日《聯合報》的〈副刊〉上又刊載了徐仁修先

生的「老虎來了」（在印度的山間湖泊區親眼看到老虎與水鹿間的動人故事）。 

他們的遊覽汽車在一條小溪旁停下，注視著

一隻老虎正安靜地守在溪邊草叢中，耐心地看到

對岸有水鹿走來溪邊喝水。突然有一隻孔雀因受

胡狼的追逐而驚飛，嚇得群鹿奔逃。一隻水鹿以

為有強敵迫來，就不顧一切的跳入溪中，努力游

向對岸。在剛剛跳上溪岸時，埋伏的老虎猛然竄

出，水鹿閃避，老虎從左後方跳躍撲上水鹿後半

身，兩隻虎掌由背上環抱水鹿的兩肋，這是完美

的一擊。（圖 10）水鹿只要被抱住，就很難死裡逃

生。車上的人都在為水鹿祈禱。 

「但說時遲，那時快，鹿背上的老虎正張口下咬，卻因鹿身上的水漬，卻突然後滑，

叭的一聲，掉了下來，是溪水救了水鹿一命。車上一片歡呼。但卻忘了飢餓的老虎。

我們很少有知識、夠智慧看入那殘酷的表面下一種深沉的慈悲。即使是達爾文，也

只看到了小景淺相（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 

我認為達爾文只觀察到不同動物個體彼此間的生存關係，就下了他的結論。他沒有

思考觀察動物族群之間的生存關係。事實上，不同動物在族群之間並非競爭而大多

是互相幫忙，是一種雙贏的共存共榮關係。……如果仍固執地認定生命就是「生存

競爭」，那麼人間就會充滿各種鬥爭與戰爭，就像今天的世界一樣──哀鴻遍野。」 

4.人類社會的競爭 

民國 72 年（1983）的聯合〈副刊〉上有一篇小文，題目是「不信東風喚不回」。文

中說： 

圖 10：徐仁修的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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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有爭：盲目愚昧的爭，無休無止的爭。家長跟家長在「望子成龍，望女成鳳」

的心理上爭；學校跟學校在升學率的高低上爭；教師跟教師在班級之間的成績上爭；

學生跟學生在考試分數上爭；爭，爭、爭，爭得你死我活，每個參與競爭者都想把

對方踩在腳底下才甘心。 

作者亦耕聲嘶力竭地最後在文中說：「期待著教育的春天」。 

 

四、總結 

依照上述各節的討論，希望諸君能看清達爾文的「競爭哲學」能有澈底的認識。所

謂嚴復絞盡腦汁所創意的「物競、天擇」，才真正是用人類自己的惡習，對大自然的扭

曲。若能看清楚人類行為違反自然的認知，才能真正看清「物不競，人競；天不擇，人

擇」的真義，趕快拋棄達爾文的迷思，走上真正「天下太平」的「大同世界」。競爭既

為人類的習慣，自然應力求公平，而且勝勿驕；敗勿餒。勉之！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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