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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洗著由迷信中抽科學初探 
張之傑 

（本會會員）  

 

 

摘要 朱洗（1900-1962），當代著名生物學家、科普作家，所著《由迷信中抽科學》，1949

年 1月出版。該書導言之外，有 7章，其主旨是以科學解釋迷信，並證實其無稽。本文

試就朱洗傳略、著作年代、內容簡介等略加闡釋，結尾試作討論。朱洗是無政府主義者，

從無政府主義的角度觀察，更能了解此書。 

關鍵詞：朱洗，迷信，《由迷信中抽科學》，無政府主義 

 

一、前言 

朱洗（1900-1962），當代著名生物學家、科普作家，其科普著作《由迷信中抽科學》

1，1949 年元月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同年 5 月 27 日，共軍進入上海。共產黨人視無政

府主義為異端邪說，朱洗的無政府主義者背景，此書易幟後未曾在大陸重印。台灣方面，

有兩個重印本：仙人掌出版社重印本（1970），大林出版社重印本（1977），後者與費鴻

年《迷信》（原商務出版，1931 年）合輯為一帙。這個版本 1978 年、1984 年各再印一

次，筆者所據文本為 1978 年本。 

《由迷信中抽科學》導言之外，有 7 章，其主旨是以科學解釋迷信，並證實其無稽。

此書出版至今逾 70 年，迄未見有人介紹，遑論研究。筆者不揣淺陋，試就朱洗傳略、

著作年代、內容簡介等略加闡釋，結尾試作討論，如能拋磚引玉，則善莫大焉。 

 

二、朱洗傳略 

朱洗為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社會主義，自 1864 年第一國際成立，主

張階級鬥爭的馬克斯主義者，就和主張互助的無政府主義者水火不容。2目前大陸有關

朱洗的傳記，較全面的只有陳阜著《朱洗》3一種，該書對於朱洗與李石曾的過從、朱

洗的無政府主義信仰與實踐等等，都加以避諱或曲解。筆者嘗撰〈朱洗與無政府主義─

─為生物學家朱洗傳記補遺〉4，稍補陳阜著《朱洗》之不足。本節以節略拙文為主。 

 
張之傑，本會發起人，業餘科學史研究者。電郵：zjzhang@seed.net.tw 

 
1 大林出版社重刊本，封面誤植「從迷信中抽科學」，但書名頁、版權頁和書楣仍為「由迷信中

抽科學」，本文依原書名。 
2 《維基百科》「無政府主義」條：「在 1872 年，第一國際中衝突達到頂點，馬克斯主義者靠人

數優勢在海牙大會投票逐出了巴枯寧和巴枯寧主義者，並將第一國際的總部遷往紐約。這通常被

認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斯主義者之間衝突的由來。」 
3 陳阜《朱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此書根據第一手資料寫成，可惜受限於意識形態，

未能為傳主傳神寫真，且此書係青少年勵志讀物，每每浮光掠影，未能深入。 
4 該文略作修改，刊《科學文化評論》5 卷 3 期，頁 21-34，2008 年 6 月。原文刊《中華科技史

學會學刊》第 12 期，頁 25-38，200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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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洗（1900-1962），字玉文，浙江臨海人。早歲就讀回浦學校（小學）、台州浙

江省立第六中學，1919 年響應五四運動被學校開除，前往上海，在商務印書館當學徒。

1920 年，蒙回浦學校校長引介，往見吳稚暉，得以參加留法勤工儉學。 

吳稚暉、李石曾和同為無政府主義者的蔡元培，是勤工儉學運動的主要推動者。

1915 年，李石曾在巴黎成立「勤工儉學會」，以「勤以做工，儉以求學，以進勞動者

之智識」為宗旨。朱洗赴法時（1920），勤工儉學運動的實際推動者為李石曾。 

朱洗旅法的前 5 年在工廠做工，可能因研讀克魯泡特金《互助論》5，立志研究生

物學。1925 年，以其積蓄考入蒙彼利埃大學生物系，師從以研究孤雌生殖聞名的實驗胚

胎學家巴特榮（J. F. Batallon）教授。後蒙其師提供工讀機會，又蒙李石曾為之取得官費，

始得完成學業。1931 年以論文〈無尾類雜交的細胞學研究〉獲法國國家博士學位。 

1932 年 11 月，朱洗離法返國，應聘至廣州中山大學任教。1935 年春，李石曾安

排朱洗到國立北平研究院動物研究所任研究員，另在中法大學生物系兼課。國立北平研

究院為李石曾所創立，並為首任院長。 

當時日本侵華日亟，北平人心惶惶，1937 年春，李石曾安排朱洗到上海，在其所

主持的「世界社」之下，成立生物研究所。朱洗一到上海，就積極參與「文化生活出版

社」。該社由吳朗西、巴金等無政府主義文化人於 1935 年成立，朱洗加入後，成為該

社重要成員。同仁談到要出版一套現代科學叢書，朱洗提議編寫「現代生物學叢書」。

「現代生物學叢書」為朱洗科普代表作，共 6 冊，1939 出版第一冊，1946 年出齊，壓

卷作《愛情的來源》，是借動物和人類的例證，宣揚「合群互助是應付不良環境最有效

的方法」（該書導言），可視為《互助論》的普及本。 

抗戰勝利，輾轉從雲南遷回的國立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與世界社生物研究所

合併，改稱北平研究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由朱洗任所長。1946 年，朱洗應台大校長羅

宗洛之邀，出任台大動物系首任系主任，其本職仍為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長，寒暑假返滬

照料所務。 

朱洗 1946 年 8 月來台，1947 年元月間返滬。同年二月，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台

灣逐漸平靜後，上海又發生五二○學潮，朱洗羈留上海將近一年，直到 1947 年 12 月才

回台大。此次來台，至 1948 年暑假始返上海。1949 年元月按例返滬，但一去不返，從

1946 年 8 月至 1949 年元月，朱洗在台期間約一年半。6 

大陸變色後，北平研究院上海生理研究所併入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朱洗

任研究員，兼發生生理室主任。1958 年 4 月起任所長。當時科研講究實用，朱洗在蓖

麻蠶馴化（1954），鰱魚及鱅魚（大頭鰱）人工繁殖（1958）方面都取得成就。實驗胚

胎學方面，培育出世界首例「沒有外祖父的癩蛤蟆」（1961），在孤雌生殖研究上具有

劃時代意義。 

 
5 《互助論》共八章，前兩章以動物學事例，駁斥達爾文主義者過分強調競爭，認為互助才是進

（演）化的動力。朱洗赴法第三年，已讀過《互助論》，見所譯《互助論》附錄〈中國人的互助〉，

頁 389。 
6 劉廣定、張之傑〈朱洗在台灣——1946 年 8 月至 1949 年 1 月〉，《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頁

55-66，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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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秋，朱洗因長期咳嗽，檢查出罹患肺癌。就醫期間，在病榻上仍寫作不輟。

1962 年 7 月 24 日病逝，享年 62 歲。前台大校長羅宗洛輐之曰：「海外十年磨長劍，

生涯半世歷艱辛；劇憐抱負無由展，死去應知目不瞑。」朱洗去世後，胚胎學家童第周

撰文說：「有人估計自清朝末年以來，我國科學家用本國文字所寫的科學書冊最多的是

朱先生，寫通俗科普讀物最多的也是朱先生。這並非過分之言。」7 

朱洗在世時，蒙陳毅、聶榮臻（皆為留法勤工儉學生）保護，未被打成右派。文

革時，被批為反動學術權威、漏網右派、無政府主義者，1968 年遭到刨墳批鬥。「死

去應知目不瞑」，可謂一語成讖。 

 

三、該書著作年代 

《由迷信中抽科學》一書，筆者所據文本並無序文和後記。託請自然科學研究所

研究生張彤陽女士代查 1949 年世界書局本，確知原版就是如此。因此，關於此書作於

何時，只能從文本中的蛛絲馬跡查尋。 

該書「導言」有這樣一段話：「時至今日，竟有人還以為在這充滿不合時宜的陳

腐習慣的古國中，只要添加一二件科學的新衣冠，更換一些機關的新名稱，就能使外人

見而生敬，矯裝擠入文明的隊伍中，冒充四強之一！」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接受《波

茨坦宣言》，向中美英蘇無條件投降，確立四強之說。因此，《由迷信中抽科學》當啟

筆於勝利之後。 

該書第六章「迷信的浪費」第一節「物力的浪費」，三度提到「民國三十六年初」，

依次抄錄如後。關於燒紙錢：「中國每年燒毀的紙錢，究竟若干，無有確鑿的統計。若

按每戶年以二千元計算，也得要花費九千億（指三十六年初說）」。（頁 98） 

紙錢上貼有錫箔，關於燒掉的錫箔：「按近時報載，上海市政府禁錫箔的通告發

佈以後，紹興的錫箔工人即大受影響，群起反對。據說：此類工人有二萬以上。……每

一工人每日所產錫箔，姑且算他值十萬元，則紹興每日可產二億，每月六十億，每年以

十月計，也有六百億元。其他各地的出產假設比紹興多二十倍，則其總值將有一萬二千

億（指三十六年初）。（頁 99） 

其他花費「香燭、爆竹、紙人紙馬、塑像、開光、祭儀等消費，加上僧、道、尼

姑、花婆、卜、相、算命等迷信……再加上每年新建的廟宇、坭像、添像、開光的工資……

為得到一個容易記憶的數目，我們可以大概決定，中國每年的迷信費是十萬億元。今年

（三十六年初）國家開支總預算是九萬三千億。……迷信浪費之巨大，可想而知了。」

（頁 99） 

朱洗擔任台大動物系系主任期間，寒暑假返滬，處理上海生理研究所工作。1947

年元月返滬，因二二八事件及五二○學潮，同年 12 月才回到台大。由第六章三度提及｢

三十六年初」來看，這一章應作於返滬期間。以此推論，該書前半部不無可能有相當一

部份作於台灣。 

該書第七章「結論——以科學代迷信」，有這樣一段話：「自從三年前美國兩顆

小小的原子彈放在廣島與長崎，嚇壞了日本好戰的軍閥，志願放下武器，束手投降之後，

 
7 童第周〈朱洗先生生平及其學術成就〉，《科學通報》，1962 年。轉引自陳阜《朱洗》，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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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又向前一大步，世界的工業遂發生一種大革命。」（頁 115） 引文中的「三年前」，

指 1945 年 8 月 6 日與 8 月 9 日美國在廣島和長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彈。以此反推，這段

文字當寫於 1948 年 8 月之後。朱洗按例暑假返滬，這段文字當作於返滬期間，或暑假

結束返台不久。 

朱洗 1949 年元月返滬，該書恰於是月出版。該書可能於朱洗返滬之後付梓，也可

能在他返滬之前已發排，待他返滬，校閱過清樣出版。 

 

四、該書內容 

《由迷信中抽科學》約 8 萬言，導言之外，凡 7 章：通論、人為什麼要迷信鬼神、

鬼神真的存在麼？鬼神真有靈驗麼？成仙成佛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迷信的浪費、結

論——以科學代迷信。謹簡述導言及各章梗概如後。 

 

導言 

可視為序文，凡 4 頁。文前敘說文明進化有快有緩，進化快的大多務實，重視教

育。文明國家即使仍有迷信，但影響有限。反觀中國，仍籠罩在迷信的迷霧中。謹抄錄

導言末三段如下。 

要想改造中國，必將許多不能適應新時代的腐敗習慣，一刀斬斷，全部廢棄。在

這些腐敗的舊習慣中，迷信算是最傷民族根性的一種，而其浪費人力與物力亦最多。迷

信不除，科學難興。這是一條鐵則！ 

那末，迷信如何排除呢？我們以為，第一，要用理智去開導人民；第二，要用所

有的方法禁絕此類虛偽的活動。前者屬於教育的範圍，後者屬於社會整個的問題。 

迷信的思想，在往古科學沒有發達，日常事物未有合理解釋之前，還可以說聊勝

於無，有他存在的理由。時至今日，這樣的理由已不存在了。下文只就中國日常見聞的，

有關迷信鬼神的事實，一一加以考察，加以辨證，謹將其中合於科學的一小部份，抽了

出來，加以合理的解釋，其餘虛偽的部份，便將不攻自破了。 

引文「只就中國日常見聞的，有關迷信鬼神的事實，一一加以考察，加以辨證，

其中合於科學的一小部份，抽了出來，加以合理的解釋。」說明該書討論的迷信，限於

中國日常見聞。討論的目的，是以科學解釋迷信，駁斥迷信，這是該書的主軸。 

 

第一章 通論 

計 8 頁（頁 1-8），首先說明，迷信可用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接著討論迷信

的起源，以及迷信心理的產生。末段作一結論，抄錄如下。 

總之，自古以來，求知的方法，早有兩類：一類是難能可貴，實事求是，被稱為

科學方法；另一類是易學易懂，利用虛玄，曲解事實，這就是玄學與神學的方法。他們

兩者的鬥爭，早已開始；直至目前勝負業已分判：科學日見勝利，神學日感敗亡。目前

還有少數偏執者流，有的因飯碗問題，內心雖已屈服，而外表仍堅持，自知不能堅持的

成見；有的比較聰明，拼命躲到科學尚無法解釋的罅隙裡去，作消極的抵抗。但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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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堤防十中之九，已被科學的怒濤所衝毀；他們過去的領域十分之九，已被科學的潮流

所淹沒。完全消滅的時日，距今決不在遠。（頁 7-8） 

 

第二章  人為什麼要迷信鬼神 

計 14 頁（頁 9-22）， 4 個小節：（一）夢中的人物，（二）靈魂脫離肉體的傳說，

（三）靈魂的寄留所，（四）鬼神的世界。關於夢中人物，作者解析做夢的原因，結論

是：「夢的構成是因為紀念過深，腦筋疲勞的結果。與鬼神毫無關係！」關於靈魂脫離

肉體的傳說，其起因是，人將死時，只有吐氣，沒有吸氣，便以為靈魂由吐氣中飛出體

外。作者以生理學解釋，吸氣是主動的，吐氣是被動的。臨終時已無力吸氣，何來靈魂

可隨空氣出入人體之說！關於靈魂的寄留所，古人認為靈魂寄留體內，魂去人死。作者

解釋死亡的定義，結論是：死亡是漸進的，先起於局部，再遍及全身。關於鬼神世界，

人們因為怕死，而創造鬼神，相信鬼神。作者解釋，恐懼是動物的本能，人類尤甚。「狡

黠者流，便利用這一人心的弱點，想出祀神祭鬼的妙法來，欺騙一般迷信人民。」 

 

第三章  鬼神真的存在麼？ 

計 22 頁（頁 23-45），7 個小節：（一）夢中的鬼神，（二）病人的鬼神，（三）

恐懼時的鬼神，（四）黑暗環境中的鬼神，（五）冷屋、寺廟、喪家的鬼神，（六）鬼

神多欺厄運人、不欺幸運人，（七）醉漢眼中沒有鬼神。其主旨是用科學解釋上述現象。

例如｢黑暗環境中的鬼神」一節，解釋鬼聲和夜行性動物有關；鬼動則和墳中的老鼠、

黃鼠狼等小獸有關；鬼火則和枯骨所發出的磷光有關。其餘多和衛生及心理作用有關，

不贅述。 

 

第四章  鬼神真有靈驗麼？ 

計 18 頁（頁 47-65），5 個小節：（一）求神的把戲，（二）神前問卜的把戲，（三）

祈夢與託夢，（四）喪葬，（五）結論。其主旨不言可喻，直斥其虛妄無稽。關於喪葬，

主張薄葬，這和無政府主義的主張有關。 

 

第五章  成仙成佛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計 26 頁（93-67），5 個小節：（一）修練上天堂，（二）天堂地獄是否存在，（三）

成仙成佛的合理解釋，（四）悲觀厭世的思想是否自然，（五）結論。其主旨在於說明

天堂地獄並不存在，仙佛只是想像之物。若干隱居山林者之所以高壽，最後無疾而終，

是因為無欲無憂，且山上空氣新鮮，少有病菌的關係，和仙佛無關。第三節成仙成佛的

合理解釋，頗有創見，是該章精華所在。 

 

第六章  迷信的浪費 

計 9 頁（頁 95-104），5 個小節：（一）物力的浪費，（二）人力的浪費，（三）

喪葬改良，（四）結論。鬼神既不存在，一切敬神敬鬼的活動皆屬浪費。「只就物質一

方面說，每年迷信的費用要超過整個國家的開支預算，總數不下十萬億元。假使破除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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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節省迷信費用，而拿這筆巨款興辦實業，……而中國無須另籌建國經費，不到數十

年，就能使中國現代化，民生問題就能實際做到解決。」（頁 103）  

 

第七章  結論——以科學代迷信 

計 12 頁（頁 116-105），5 個小節：（一）人類的弱點：能力有限，希望無窮，（二）

生活困苦、需要安慰，（三）迷信的理論是兩可的、虛偽的、騙人的，（四）科學已能

補償人類的缺點、改進人類的生活，（五）萬人康樂，無神無鬼的世界。從各章題目，

已可看出該章的旨意，無需贅言。 

 

五、討論 

朱洗是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是一種社會主義，大凡激進的社會主義（例如共產主

義、無政府主義），無不主張推翻舊秩序，建立新秩序，且莫不是無神論者。從無政府

主義的角度觀察，更能了解此書。 

無政府主義分成許多流派，朱洗服膺克魯泡特金，除了譯有克魯泡特金《互助論》

8，著書立說經常引述克魯泡特金言論。無政府主義關注自由和平等，主張互助，反對

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統治與權威。宗教也是一種權威，亦在反對之列。 

《由迷信中抽科學》在導言中已言明，所考察、辨證的迷信，限於中國日常見聞。

關於西方，只在導言略微提及： 

文明國度裡，即使還保留著一些迷信的習慣，只能作為古代的遺物看待，對於整個

社會不會發生多大的影響。那裡，雖然到處都有信奉上帝的教堂，只是一些清靜蔭涼的

聚會所，浪費並不很多。真正信仰的人，早就減少了。迷信都與科學勢不兩立。科學家

是決乎不會相信鬼神的。（導言頁 3）  

這段引文透露出兩個訊息：其一，基於無政府主義信仰，朱洗視宗教為迷信；其二，

由於迷信與科學勢不兩立，所以朱洗認為科學家絕對不信鬼神（此指上帝）。關於科學

家是否信神，聯合國曾經做過調查：近 300 年間的 300 位最著名科學家，信神（上帝）

者占 92.4％。9近代科學的奠基者幾乎都是基督徒，包括哥白尼、伽利略、牛頓、巴斯德、

愛迪生、愛因斯坦等等。愛因斯坦有句名言｢上帝不擲骰子」，宇宙井然有序到不可思議，

使他不能不相信有位至高無上的主宰存在。 

關於宗教是否為迷信？吾人討論迷信，應將宗教神話——包括民間宗教神話，和尋

常的迷信分開。以基督教的創世、童貞生子、復活等神話來說，牽涉到基本教義。對信

徒來說，基本教義不容置疑。其他宗教的神話亦復如此。宗教神話是不宜妄議的。 

科學與宗教是兩條互不交錯的平行線。宗教的存在，不是因為它是顛簸不破的真

理，或經得起科學考驗，而是人類需要它。人類是種智慧生物，也是唯一知道生命結局

的生物。面對生老病死及種種不可預測，宗教可以安頓心靈。世俗的知識或學問，都不

能取代宗教。 

 
8 平明書店，1939 年出版。台灣有 1980 年帕米爾書店翻印本。 

9
 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hottopic/20160511005148-260809?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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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無神論者才會以負面言詞批判宗教。馬克思就說：「宗教裡的苦難既是現實苦

難的表現，同時又是對這種現實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沒有人性世

界中的人性，是沒有靈魂處境裡的靈魂。它是人民的鴉片。」10這就是「精神鴉片」一

詞的由來。退一步說，即使宗教真的是精神鴉片，試問種種政治思想或教條可以取代宗

教嗎？答案是不能，因為實踐已經證明。 

話題回到《由迷信中抽科學》。該書所考察、辨證的迷信，限於中國日常見聞。中

華文化以儒釋道為基礎，書中所列舉的種種迷信，常與佛道法事有關。該書對於僧道常

有貶詞，作者雖未明言反對佛道兩教，但字裡行間已表現出來。 

朱洗是科學主義者，該書只著眼科學，並不考慮文化傳統和社會習俗。例如第六章

第三節「喪葬的改良」，「活人為什麼要花費有用的金錢，作此無益的祭奠，為什麼要以

隆重的排場，葬此惡氣熏蒸的腐屍呢？」甚至認為「將來更科學化的社會裡，必須要有

一種利用人屍，消滅人屍的工廠。一方面節省喪葬費用，一方面還可以好好利用這一廢

物。」（頁 102），這些極端唯物的言詞，使我不禁想起《論語》的話：「子貢欲去告朔之

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由迷信中抽科學》精闢之處，是以科學解釋若干迷信現象。譬如居住冷屋 （久

已無人住的房屋）何以容易致病，或聽到異聲？作者解釋，是微生物孳生，和蛇鼠等小

動物盤踞之故。延請僧道祈禳，燃燒香燭、紙錢，所產生的煙火有消毒作用；一陣喧鬧

嚇跑了寄居的小動物。其次祈禳後屋主不再害怕，得以安居，自然大病減輕，小病速癒。 

又如，何以鬼神多欺厄運人？作者指出，所謂厄運人，｢多數是精神頹喪，身體早

失健康，事事挫折，處處碰釘，過去或在某時某地做過不能對人的惡事。」在迷信的作

祟下，以致日夜恐懼，身心疲憊，精神頹唐，以為隨時有鬼魅跟著。因而，所謂鬼神多

欺厄運人，是生理、心理不健康所致，和鬼神全然無關。                                                                                                                                                                                                                                                                                                                                                                                                                                                                                                                                                                                                                                              

限於篇幅，類似的例子不能枚舉。本會前大陸博客網管蘆笛博士告知，此書國家圖

書館有電子本11，讀者可上網瀏覽，這裡就不贅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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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chou Su's Extracting Science 

from Superstition 

 Zhang Zhijie 

（Member of CAHS）  

 

Tchou Su (1900-1962) was a famous biologist and popular science writer of modern 

China. His book Extracting Science from Superstition was published in January 1949. In 

addi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this book has 7 chapters, and the gist of which is to explain 

superstition in science and to prove its nonsens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tudy briefly Tchou 

Su's biographical sketch, the time of writing this book,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each chapter, 

and ends with a discussion. Tchou Su is an anarchi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archism, we 

can understand this book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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