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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與改變他一生的三位中國友人： 

魯桂珍、王應睞與沈詩章 
 

潘震澤 

（科普作家） 

 

 
摘要  以寫作《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系列叢書知名於世的李約瑟（1900-1995），在年滿

四十歲以前已是著作等身的生化胚胎學者。他於壯年開始學習中文、並轉而從事中國科技

史研究，主要受到三位劍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影響。其中魯桂珍成為李的長期合作夥伴，

更於晚年與李結成連理。王應睞學成後返回中國，成為中國生化學界的領導人物，帶頭完

成了胰島素及轉移 RNA 兩項世界第一的生化合成工作。至於沈詩章則下落不明，遭人遺

忘。作者找到沈氏家人，得知沈的一生經歷，補足一段空白。 

 

關鍵詞：李約瑟、中國之科學與文明、魯桂珍、王應睞、沈詩章 

 

一、前言 

出身牛津大學地質學者的賽門‧溫契斯特（Simon Winchester，他另有中文名：文思

淼），後來走上記者生涯，以報導性寫作為生。他根據本行寫過《長江萬里行》（The 

River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1996）、《改變世界的地圖》（The Map that Changed the 

World, 2001）、《1883 年印尼喀拉喀托火山爆發》（Krakatoa, 2003）及《1906 年美國舊

金山大地震》（A Crack in the Edge of the World, 2005）等書，其中《長江萬里行》（馬可

波羅出版）與《改變世界的地圖》（時報出版）國內有中譯本。 

但溫契斯特更為國內讀者所知的著作，當是《瘋子、教授、大字典》（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 1998）與《OED 的故事》（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 2003）這兩本談

《牛津英語辭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ED）編纂歷史的書（中譯本都由「時報

出版」發行）。至於《愛上中國的人》（The Man Who Loved China）這本 2008 年出版的

書，是給英國生化學家及中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所作的

傳，並由本文作者翻譯成繁體中文（時報出版）1。 

 

二、李約瑟其人其事 

 
潘震澤，前陽明大學生理所教授，現從事科普寫作與翻譯。電郵：jenntser@yahoo.com 

 
1 《愛上中國的人》繁體字版於 2010 年出版；2016 年北京出版社向時報出版社購買譯文並出版簡體字版，只

不過簡體字版刪除了原書整個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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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李約瑟其人，在中國科技史學界，可是家喻戶曉的名字；主要是他編撰了一整套

二十來本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2。該部大頭書共分

七卷，前三卷是單冊，但從第四卷起，每卷又細分好幾冊，其中尤以第五卷《化學與化

工》分成十三冊為最多。此外，李約瑟與助手魯桂珍長達五十年的戀情，且在年逾八旬後

才結成連理，都是膾炙人口的事。 

李約瑟對於古代中國的科技，不但推崇備至，還多有溢美，因此他提出「現代科學為

什麼發揚光大於西方，而非中國」這個問題，給人稱為「李約瑟大哉問」（Needham's 

Grand Question）。李氏自己提出的答案，不外乎中國社會受到儒道兩家思想的影響，以

及封建官僚制度的壓制，以至於沒有多少人在科技問題上花更多工夫。 

不過，李氏似乎也同多數人一樣，把科學與科技給混為一談。中國工匠長於技術，也

就是經驗與竅門的累積，但沒有像古希臘人建立了邏輯系統，也沒有如文藝復興時期的歐

洲人，以系統的實驗方式，來了解事物的因果關係。因此，愛因斯坦說：「中國聖哲在這

方面沒有建樹，一點也不讓人奇怪。真正可怪的，是這些科學方法還是給人發現了。」3 

對筆者這種非以科學史為專業的人而言，對李約瑟先前的了解大抵也就這麼多了；因

此看到這本溫契斯特寫的新傳出版，自然是饒富興趣，先睹為快。從書中介紹，得知李約

瑟的父親是位醫生，母親則是位藝術氣質重，但脾氣多變的女性。他父母的婚姻並不幸

福，因此他的成長過程中，獨處的時間多於與父母相處的時間，平日生活則是由一位無趣

的法國籍管家照顧打點。 

不過李約瑟的父親非常重視兒子的教育，從小就提供了他許多知性的刺激，不只是家

庭圖書館裡擺滿了書本，任李約瑟取閱，他父親還傳授他有關木工、賞鳥、地理、動植物

分類，外語以及人體解剖等知識及訓練，培養他多方面的興趣。他父親有句名言讓他受用

終生：「只要是知識，就會有用，不應該輕視。」（No knowledge is ever wasted or to be 

despised.） 

溫契斯特的書裡，還提到李約瑟父親的其他幾句教訓，除了「今日事今日畢」是老生

常談外，像「別空著手上樓」、「任何食物都不要拿第三回」，以及「蜂蜜要比醋能抓到

更多蒼蠅」等，都饒富趣味及深意。 

李約瑟十四歲時，就同一般英國上流家庭的小孩，給送往離家一百六十公里外北安普

敦郡的昂德爾（Oundle）公立學校寄宿就讀。這所學校號稱是英格蘭最古老、最昂貴，且

 
2這套大書的卷首有經濟學家冀朝鼎（1903-1963）的中文題名：《中國科學技術史》，但劉廣定教授曾為文指

出：《中國科學技術史》是冀朝鼎先生的誤題，漏了「文明」一辭，而應該採用台灣商務印書館的中譯本名

稱：《中國之科學與文明》。 
3愛因斯坦這句話的原文如下：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during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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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學校，同時，該校還因為當時的校長桑德森（F. W. Sanderson）而知名。看到這

一段，不禁讓我想起新竹中學的老校長辛志平來4。 

中學時期是孔老夫子所說「有志於學」的年紀，也是一個人建立起自我期許的時期；

此時如果碰上位好老師，或是所謂的「榜樣角色」（role model），對於這個人將來的成

就，會有莫大影響。桑德森校長經常掛在嘴上的，是要學生「思考」，並且要「從大處著

眼」（think big），別在枝微末節上花太多力氣。顯然，李約瑟後來的成就，深受桑德森

的影響。 

其實，李約瑟在以寫作《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而聞名於世前，早就是位著作等身的生

化胚胎學家。李原本想克紹箕裘，當個外科醫生，但在 1918 年進入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基

斯（Gonville and Caius）學院就讀後不久，就受到導師影響，放棄了醫學，而主修化學。

他的首位導師哈帝（W. B. Hardy）告訴他說：「我的好學生，未來是奠基在原子與分子上

的。」 

李在三年內就取得了學士，再四年，又在劍橋新興的霍普金斯（F. G. Hopkins）生化

實驗室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該實驗室除了老闆霍普金斯的名頭不小外（1929 年諾貝爾生

理或醫學獎得主），裡頭年輕聰敏的女性甚多，是另一項吸引李約瑟的因素。但這還不算

什麼，他在取得博士學位前，就獲准加入岡維爾與基斯學院，成為該學院的正式院士

（fellow），享有一切特權；這對年方 24 歲的年輕學者而言，可是少見的殊榮。 

當然，李約瑟的學術成就也非比尋常。除了為數甚多的期刊論文外，他在 31 歲那

年，就獨立寫作了一部三大卷的《化學胚胎學》（Chemical Embryology）；39 歲時，又出

版了《生化學與型態發生》（Biochemistry and Morphogenesis）一書。哈佛大學一位教授

給該書的書評中寫道：「該書將名留科學史鑑，給後人視為李約瑟的『傑作』（magnum 

opus），也註定要成為自達爾文以來，生物學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當然，該書評作者

不會曉得，李約瑟這一生真正的「傑作」，還在後頭。 

當時「李約瑟」這個中文名字也還沒問世，當時華人生物學界最多只聽過「約瑟夫‧

尼德姆」（Needham 有人譯成「尼德罕」，不過 h 在此不發音），而不知有「李約瑟」；

如今則反之，華人只知科學史家「李約瑟」，而不知生化學家「尼德姆」。 

在學術上能專心一致，做出非凡成就者，都會有些異於常人之處；溫契斯特的書裡，

一路以「古怪反常」（eccentric）來形容李，可見一斑。譬如李雖出生上流社會，但從年

輕時就同情勞工階級，一路走來都是個左傾的共黨同路人，經常參加示威遊行活動。還有

他雖然相信演化，卻一直維持基督教信仰，甚至一度想加入某個教派，成為世俗修士；但

他性好女色，未能發「守貞願」而作罷。此外，他還是個天體主義者，經常騎車到劍橋市

郊小鎮池塘裡裸泳。這些行徑，都讓學院的資深同事側目。 

 

 
4辛校長強調「三育並重」的均衡教育，不偏廢任何智育、美育、體育、工藝等術科，並給竹中訂下「誠慧健

樸」四個字為校訓。他數十年如一日的治校理念，給台灣光復後整整三十年間的竹中學生，帶來無比寶貴的身

教。有關辛校長事蹟，可上網參閱《辛志平校長紀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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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魯桂珍 

李約瑟是位生化胚胎學家，不是科學史家，與中國研究更扯不上關係；他之所以會對

中國的文明以及科技發展史感興趣，乃是出自對一位中國女子的愛。這位與李約瑟共處了

54 年、在過世前兩年才結成連理的女子，是 1937 年從中國南京來到劍橋大學修習生化學

的魯桂珍（1904-1991）。 

魯桂珍是南京一位知名藥材商之女，小時候因為家裡躲避戰爭，被迫從南京搬到上

海，遲自 9 歲才正式上學。魯小時候反叛性及民族性甚強，曾發誓不學英文，因為她不想

做「賣國賊與笨蛋」。但她 18 歲進入美國麻州「史密斯學院」的東方姐妹校「金陵女子

大學」就讀後，馬上就受到美式教育的自由開放風氣吸引，並迷上英文，而發奮學起新語

言來。從魯後來中英文俱佳的表現看來，先把母語學好，再學習外文，應該還是正確的

（就算帶點口音，也無傷大雅）。 

1937 年魯搭船前往英國留學時，年已 33 歲，大學畢業也超過 10 年，她在這段時間的

經歷，溫契斯特的書裡沒有什麼紀錄，只說她從閱讀科學文獻，對李約瑟及其夫人桃樂希

的研究工作甚為了解與仰慕，而劍橋方面看了魯的履歷、對於魯的研究資歷很滿意，馬上

就接受了魯的申請，桃樂希也答應擔任魯的導師。其中沒有說明的是，魯的生化學研究，

是在哪裡進行的？由誰指導？ 

大陸的王錢國忠先生寫過一本《魯桂珍與李約瑟》，裡頭提到魯「畢業後，去北平協

和醫院深造……不久就到上海，在聖約翰大學任講師職……後來她到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

所工作。」這樣就說得過去了。抗戰前的協和醫學院有林可勝、吳憲、張錫鈞等人，其研

究已達世界水準；至於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是以英國建築師富商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1840-1926）的遺產所建並命名，下設生理部、病理部與臨床部，也網羅了許多出

名的中外生理學家。因此魯桂珍能迅速得到劍橋大學生化所的認可，其來有自。 

然而，當年 30 好幾的女性沒有結婚，還要出國深造的，只怕少之又少，我們不免好

奇，魯在出國前是否已經有過婚嫁。王錢國忠的書中還提到：「由於抗戰開始，魯桂珍在

空軍任軍官的未婚夫不幸犧牲……遂使她產生斷絕結婚，乃至赴海外留學的念頭。」顯然

魯桂珍是有過結婚對象的，甚至可能已經結過婚。根據溫契斯特的書中記載，魯桂珍是在

1937 年 6 月離開中國的，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時，她人還在駛赴英倫的船上；王錢國忠

的書中則說，魯是該年 10 月下旬才登上前往英國的船隻，而於 11 月底才抵達倫敦。因

此，這兩種說法一定有一個是錯的。由於溫契斯特還說魯桂珍是與沈詩章與王應睞兩位同

船前往英國，這明顯是錯誤的（見第六節腳註），因此我對溫的說法持保留意見。 

由於魯到劍橋進修時，早已不是初出校門、不諳世事的年輕姑娘，而有過一段傷心

史，故此她會接受李約瑟的追求，甘心做李的情婦（英國沒有納妾的習俗），也較能讓人

理解。當然啦，兩情相悅，外人其實是無由置喙的。 

 

四、李約瑟的異性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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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李約瑟與夫人桃樂希（Dorothy Moyle，李也幫她取了個中文名字叫李大斐，與桃

樂希的小名 Dophi 諧音）的婚姻關係，也是個特例。他們在結婚之初，就互相明言（也對

朋友講清楚），他們的婚姻是「完全」現代的婚姻；也就是說，不受繁文縟節的束縛，也

不必為對方守貞，如果碰上了讓他們心動的其他對象，他們都有追求的自由。因此，對於

李約瑟追求自己的學生魯桂珍，桃樂希也很有風度的未予干涉。 

這種所謂的「現代婚姻」（或稱「開放式婚姻」），通常理想多於現實，給男方的拈

花惹草找藉口；只要有一方無法忍受，婚姻就不容易維持下去。好在桃樂希比李約瑟大四

歲，顯然對李約瑟帶有母性的寵愛，不那麼容易吃醋。再來，李約瑟雖然一生風流韻事不

斷（根據溫契斯特，當時劍橋的年輕女子，沒有幾個沒被李約瑟追求過的，後來李在中國

期間也一樣），卻維持紳士風度，並不下流；再者，他們三人除了生活常在一起外，工作

上也是好夥伴，因此得以維持了近五十年的三角關係5。 

由於溫契斯特新書的主角是李約瑟，因此下筆時多是根據李約瑟的日記與書信，對於

桃樂希與魯桂珍的內心世界少有觸及。不過書裡提到 1970 年代，年已 70 多歲的李約瑟還

迷上一位加拿大的華裔女子6，有過短暫卻熾熱的交往，甚至提及離婚再娶。溫契斯特

說，桃樂希與魯桂珍二人進行中國式的「妻妾聯盟」（concert of the concubinage），共同

澆熄了李約瑟的愛苗（或是慾火），頗為有趣。 

 

五、李約瑟、魯桂珍與《中國之科學與文明》 

李約瑟把《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的第一冊獻給了魯仕國，也就是魯桂珍的父親，可見

魯桂珍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仕國」其實是魯桂珍父親的字，其本名是「茂庭」；獻辭上

說，魯仕國是「南京商人及藥材商」（Merchant-Apothecary in the City of Nanking）。王錢

國忠說他原籍湖北蘄春，因改良及販售雪花膏致富，在南京擁有一整條街的店面；溫契斯

特還說魯桂珍生於基督教家庭，顯然魯氏家族西化甚早。 

至於李約瑟感謝魯茂庭的理由，是該卷序言中有所著墨： 

「魯茂庭培養了一位能欣賞並了解現代科學的女兒，同時讓她相信：中國古代及中

古時代的技師與工匠能做的事，要比大多數的中國通所願意相信的高明太多。人類

歷史上，一些基本技術曾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成長；如果進行挖掘，將會發現有價值

的東西。再不濟，整個中國的科學與技術史也是全球人類完整成就史的一部分。這

就是魯茂庭的女兒成功傳達給我的訊息，也足以讓我把這部書的第一卷題獻給

他。」 

 
5桃樂希與魯桂珍一生均未生養，因此也減少了一些起摩擦的機會。據溫契斯特書中所言，這是李約瑟的問

題：精蟲數過低。因此，李到處留情，卻未造成什麼後遺症。 
6書上說該女子是加拿大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的前館長 H. Y. Shih（時學顏）。1991 年，

魯桂珍去世後，李又寫信給這位時女士求婚，而遭到拒絕。加拿大國家美術館網站上有關時女士的資料如下：

「時學顏（Hsio-Yen Shih，1933–2001）生長於中國、加拿大、南非及台灣；1977 年至 1984 年擔任本館館

長。曾獲中國藝術史博士學位、並曾任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館館長；在其任內大幅擴增了本館亞洲藝術及工藝品

的收藏。」有網友告知，時學顏的父親是中華民國外交官時昭瀛（1901–1956），故能解釋時學顏成長過程的

多樣化。此外何丙郁的自傳《科學、人文、李約瑟》（2006）也提到了 1974 年 8 月，他參加第 14 屆國際科學

史大會時，在東京見到李約瑟與時學顏住在一起，並因旅館的書桌太小，而另覓旅館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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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對中國文化的興趣，自然是給魯桂珍給挑起的。溫契斯特從李的日記中，發掘

出他最早對中文發生興趣，是在 1938 年 2 月裡的一個晚上，他同魯桂珍躺在床上一起抽

菸時，問魯 cigarette 的中文怎麼寫。他發現 cigarette 這個拼音文字，在中文裡變成「香

煙」（fragrant smoke）兩個字，覺得非常有意思，於是下定決心要學中文。這一年，37

歲的李約瑟已是國際知名的生化胚胎學者，在這個時候改行研究中國科技，可是要下極大

的決心。但後來的機緣，讓他得以在抗戰後期的中國大陸待了整整四年（ 1943/2-

1947/4），也讓他跨過了學術界的「分水嶺」，進入真正的中國科技史研究領域。 

1943 年初，李接受英國外交部的邀請以外交官身分，前往抗戰期間的中國陪都重慶，

從事科技援華工作。他在中國四年期間幾乎跑遍了整個大後方，結識了許多中國友人；他

還曾遠征敦煌、滇緬邊境及被日軍包圍的福州等地。他除了拜訪散居各地的大學及研究機

構、設法供應所需外，他還趁機為他的寫書計畫收集資料，預做準備。李約瑟的這段訪華

經歷，詳細記錄在《科學前哨》（Science Outpost）這本書中。 

二次大戰結束後，李約瑟曾參與籌組「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自然科學組的

任務，在巴黎待了兩年；後來他受不了政治立場不同的猜忌與束縛，毅然辭職，於 1948

年初返回劍橋，重任教職。他幾乎是馬上就開始了《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的寫作計畫，當

時他已年滿 48 歲了。他的寫作計畫從原本的一卷擴增到七卷，後來每卷又再細分為冊；

完成時間也從原來的 10 年，到後來的無限期延伸。 

《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的第一卷於 6 年後出版，李已 54 歲。到他過世時（1995

年），該套叢書已出版 18 冊，如今則多達 27 冊，分屬七大卷。任誰在圖書館的書架上看

到那成排的著作，都會忍不住出聲讚嘆；如果他們知道那大部分是李約瑟在手動打字機上

一字一字敲出來的話，只怕會更佩服不已。 

大凡世間成就大事業者，都有股旁人不及的傻勁；俗話說：「天使不敢走的地方，傻

子一步就跨過去了」，就是這個意思。這些人除了傻之外，都還有點怪；因為讓他們感興

趣及發願要做的事，多半是耗時耗力、甚或賠上身家性命的苦差事，旁人避之猶恐不及，

他們卻甘之若飴。像發動十次革命的國父孫中山以及李約瑟都是現成的例子。 

 

六、李約瑟的大哉問 

李約瑟對中國的一切幾乎都喜愛不已，也不遺餘力地向西方推介；這看在國人眼裡，

自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終於有人正視中國人一向引以為傲的文明與智慧，憂的

則是怕「外人」介紹得不夠正確，反為不美。李約瑟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七卷第二

冊的結論裡，列了不下 250 條「中國第一」的發明，《愛上中國的人》的附錄也列出大部

分。甚至有人說，李約瑟在每件事情上，都要找出「中國第一」的證據；對此，李在結論

中鄭重否認。但不可諱言，一味強調「中國第一」並沒有多大意義，因為現代科學並沒有

在中國（也沒有在大多數國家）發生，確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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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自己是傑出的科學家，他當然曉得科學是不分國家種族的；此外，他也曉得現

代科學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將有關大自然的假說數學化，另一則是持續不斷的實驗驗證。

他只是好奇：中國在中世紀（明朝）以前科技領先全球，為什麼後來卻停滯不前，也沒有

發展出現代科學。 

李約瑟對古代中國人的觀察記錄、實驗精神、邏輯思考、時間觀念與教育系統都推崇

備至，認為是造成科技進步的原因；餘如中國的象形寫意文字、官僚系統、書寫紀錄工

具，以及各種測量儀器等，也都有正反影響。但他認為中國在大一統的專制制度下，少了

相互競爭的城邦及中產階級商人的興起，也就少了進一步發展科學的動力（商人在中國曾

被視為四民之末，也種下失敗之因）。 

反之，15 世紀以降的西歐，由於封建制度、國家、教會及蒙古帝國的相繼瓦解（在

此，黑死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導致中產階級的興起。商人重利，會在測量、記錄及試

驗上精益求精，科學方法也由此萌生。當然，西歐還承襲了古希臘的歐幾里得數學，發展

出複雜的科學方法，這也是中國所欠缺的。因此，近代中國會飽受船堅炮利的東西列強欺

凌，也就不讓人意外了。 

當然，今日在台灣的國人讀這本書，感覺可能更是複雜，因為書中提到的中國，實質

上早已不再屬於我們；再者，從科學日新月異的角度看，李約瑟在故紙堆中撿拾的努力似

乎意義不大。但個人以為，中國文明的遺產我們當然有權繼承，也絕不應該放棄；再者，

歷史是由人寫就的，鑑往方能知來。一個自由開放、公平競爭的社會，是促使科技進步的

不二條件；鎖國心態，只會步上清朝以及 40 年前大陸後塵。因此，閱讀李約瑟其人其

事，自有其時代意義。 

 

七、王應睞其人其事 

李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一卷的自序中，還提到了另外兩個人的名字，那就是沈

詩章（1912-2002）與王應睞（1907-2001）。根據溫契斯特，他倆是與魯桂珍搭同一條船

從中國出發、一起前往劍橋的生化學系攻讀博士學位的，但這點可能只是溫的猜測7。不

論如何，這三人是在同一年來到劍橋攻讀生化學，可謂難得。李的序言是這麼寫的： 

近 20（1937）年前，有三位來自中國的生化學家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

們分別是沈詩章、王應睞與魯桂珍……促成這本書的功勞，應該歸於他們三人……

他們留給劍橋（的我）一個寶貴的信念：中國文明在科技史上扮演的角色之重，至

今尚未為世人所知。承蒙他們在劍橋求學期間的好意幫忙，使我對中國語文有粗淺

的了解，並讓我有練習的機會，寫了一批好笑及煩人的信函給他們。 

這三人當中，魯桂珍跟著桃樂希做肌肉生化學的研究，沈詩章追隨李約瑟研究胚胎

學，王應睞則同一位哈里斯博士（L. J. Harris）研究維生素。他們三人都在劍橋取得了博

 
7溫契斯特的報導有猜測的成分，魯、沈、王三人很可能並非同船前往英國。根據筆者找到的沈詩章自述，他

是七七事變後才從北京逃難到上海，再搭上前往英國的船隻；至於魯桂珍前往英國的時間，也有七七事變前與

後兩種說法。至於王應睞前往英國的時間就更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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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學位，但後來的發展，卻各不相同。魯桂珍的一生，已有許多記述（但魯極重隱私，對

其過去絕口不提），而沈詩章與王應睞二人，較不為人所知，值得在此簡述一二。 

王應睞是福建金門人（正是台澎金馬當中的金門），從小就父母雙亡，由兄嫂撫養長

大。他曾因肺結核休學數次，可謂出身坎坷。王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金陵大學化學系，並曾

在燕京大學及母校進修及任教。他於一九四一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在劍橋又多待了四年，

並在發現細胞色素（cytochrome）知名的凱林（David Keilin, 1887-1963）教授實驗室研究

血紅素蛋白，抗戰結束後才整裝返國。 

王回國後，先在南京中央大學、後轉往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籌備處任職。大陸易幟

後，中研院改名中國科學院，王則在中科院生化所任職，歷任副所長及所長，而於 1984

年退休，獲頒榮譽所長頭銜，每日仍到所上班，直到 2001 一去世。 

在王應睞領導下的上海中科院生化所，有兩項號稱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其一是 1965

年的人工合成牛胰島素（insulin），另一則是 1981 年的人工合成丙胺酸轉移核糖核酸

（alanine-tRNA）。前項成果曾於 1970 年代末，由楊振寧、王浩等人提名諾貝爾獎，由參

與合成的有機化學家鈕經義為代表受獎人，但沒有得獎8。 

熟悉蛋白質激素化學研究進展的人，會曉得人工合成胰島素雖然是困難的工作，卻不

具有太大的開創性9。再者，蛋白質化學技術進展甚為快速，於工作完成後十多年後再提

名，也錯過了良機。最後一點，則是拆解與合成胰島素是集體成果，參與人數甚多，其中

任何一位的代表性與個人成就，都不夠份量扛下這個大獎。 

說起來，王應睞在這些工作上扮演的都是組織與協調的工作，而非真正動手的科學

家。但從他過世後受到同儕與學生的推崇來看，他的領導風格是相當突出的。他在奠定研

究基礎上，好比人才的羅致及基本試劑（胺基酸）的製備，居功厥偉。他功成不居，甚至

不在正式發表上掛名，這點讓人敬佩。若按歐美學術傳統，實驗室老闆通常是獲得獎項及

接受表彰的人；由此觀之，王應睞也當得起人工合成胰島素第一人的頭銜。 

大陸開放後，王應睞曾接受過好幾項國際大獎的肯定，包括 1996 年的香港何梁何利

基金科學技術成就獎，獎金高達一百萬元港幣。過世後，英國《自然》期刊也刊登了他的

訃聞10，這些雖是遲來的禮讚，但他的努力總算沒有遭到埋沒11。 

 

 
8可參考熊衛民〈解密人工合成胰島素（上、下）〉（http://zqb.cyol.com/content/2005-

11/23/content_1207223.htm，http://zqb.cyol.com/content/2005-12/07/content_1214221.htm）一文。 
9諾貝爾獎頒給有關蛋白質（包括短鏈的蛋白質：胜肽）激素研究的紀錄如下：1923 年，諾貝爾生醫獎頒給了

純化胰島素的班廷（Frederick Banting, 1891-1941）及麥克勞德（John Macleod, 1876-1935）；1958 年，諾貝爾

化學獎頒給了定出胰島素胺基酸組成的桑格（Frederick Sanger, 1918-2013）；1955 年的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頭

一位純化合成腦下腺後葉胜肽激素（催產素與血管加壓素）的杜維諾（Vincent du Vigneaud, 1901-1978）；

1977 年，諾貝爾生醫獎頒給了純化下視丘胜肽激素的紀勒門（Roger Guillemin, 1924-）及薛利（Andrew 

Schally, 1926-）；1984 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發明固態胜肽合成法的梅利菲爾德（Bruce Merrifield, 1921-

2006）。另一位將腦下腺前葉六種激素純化及定序而知名的華裔生化學家李卓皓（Choh Hao Li, 1913-

1987），曾多次接受提名，終究也因類似理由，而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 
10 Wang, L. Ling-chi: Wang Ying-lai (1907–2001). Nature 412:38, 2001. 
11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有紀念王應睞誕辰 110 周年的網頁，其中可讀

到許多紀念他的文章 http://119.78.66.231/wyl/jnwz.php，有興趣者可以上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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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遭人遺忘的沈詩章 

至於真正在李約瑟指導下完成博士學位的沈詩章，其下落卻是三人中最鮮為人知的。

筆者最早從美國生理學家坎能的傳記《坎能：科學與社會》（Walter B. Cannon, Science 

and Society）12中，見到沈的大名。那是 1935 年春，坎能到北平協和醫學院講學三個月；

當時沈是協和生理系主任林可勝的助手，奉派協助坎能進行實驗。一年後，沈和坎能還聯

名發表了一篇文章在《中國生理學雜誌》13。因此，沈在出道前，就與林可勝、坎能與李

約瑟等三位名師的名字連在一起，可謂前途無量。 

然而沈於 1941 年從劍橋畢業後，卻下落不明。我在網上找到一篇李約瑟的簡短自傳

〈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14，裡頭提到沈「就職耶魯大學，直到去世」。經由進一步搜

尋，我在《紐約時報》網站找到了沈的訃聞15，全文翻譯如下： 

沈詩章生於上海，北平燕京大學學士，北平協和醫學院醫學博士及英國劍橋大學哲

學博士。沈原將出任國立上海生理學研究所所長，但因二次世界大戰，未能返國履

新。沈於 1948 年至 1958 年任職耶魯大學動物學教授，1958 年至 1975 年任職哥倫

比亞大學醫學院，講授解剖與神經生理學。沈退休後，定居舊金山，於 2002 年 3

月 5 日過世，享年九十。沈身後留有夫人克拉拉、子悉奧多、女琳達、瓊安與柯

琳，還有 6位孫兒與 6位曾孫。 

這篇簡短訃聞，大致讓人曉得了沈的一生經歷，也看出李約瑟自傳裡的敘述有誤：沈

並非一直待在耶魯，而且是在李約瑟過世之後才去世。但訃聞中仍有許多不清楚及空缺之

處，好比 1941 至 1948 年間沈的去向，以及沈任職耶魯與哥大期間的學術活動等，都讓人

好奇。 

經過一番搜尋，筆者聯絡上沈的兒子悉奧多以及沈的遺孀劉燕平女士（英文名克拉

拉）。劉女士當時已 96 歲高齡，仍頭腦清晰且四肢靈活，親自以打字機回信，回答我許

多問題，並提供沈氏生前一篇口述自傳，填補了沈氏生平裡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空檔。 

沈生於 1912 年 1 月 4 日。1933 年從燕京大學畢業後，即進入協和醫學院就讀。他在

第一年修習生理學時表現優異，為林可勝延攬進實驗室。林並答應沈可以研究成果代替臨

床實習，取得醫學博士學位。1937 年，沈在林的推薦下，獲得洛克斐勒基金會獎學金，準

備畢業後前往英國深造。沒想到七七事變爆發，日軍攻入北京，沈在英國使館協助下，倉

皇逃到天津，再經由水路抵達上海，才踏上留學之路。根據沈的說法，該年協和沒有舉行

畢業典禮，因此他沒有拿到學位證書；但我在協和的畢業名錄上，並沒有找到沈的名字

16。 

 
12 Wolfe E. L., Barger A. C. and Benison S. Walter B. Cannon. Science and Society. Boston Med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USA, 2000, pp. 340-341. 
13 Shen,S. C. and Cannon, W. B.. Sensitization of denervated papillary sphincter to acetylcholin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 10: 359-371, 1936. 
14 https://www.pinshiwen.com/cidian/yanjiang/201904087645.html，這是從李約瑟的演講稿翻譯而成。 
15 《紐約時報》的訃聞有兩種，一是報社為過世名人所作，另一則是家屬付費刊登；沈的訃聞屬於後者。 
16 Bullock, M.B. (1980)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USA.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6 期（2021 年 12 月） 

24 

 

沈在劍橋李約瑟的實驗室待了四年，發表不下六篇文章，除了兩篇由他單獨掛名、探

討誘導神經管發育的水溶性物質的文章，顯然是他的博士論文外，其餘四篇都是與物理學

家勞倫斯（A. S. C. Lawrence）合作，探討肌原蛋白的物理性質。沈在回憶中提到，他使

用丹麥科學家林德斯特羅姆—蘭格（Linderstrom-Lang）發明的超顯微氣相分析法，協助

李測定胚胎組織中呼吸酵素的量，只不過沈的名字沒有出現在這方面的發表上17。沈對李

約瑟的酵素分析研究，並不是那麼感興趣。而李當時興趣已轉向中國科技史的研究，之後

又前往戰時的中國待了四年，顯然也無心關懷自己的學生。 

沈在劍橋取得博士學位後，於 1941 年底整裝經由美國返國。他抵達美國東岸那天

（12/7），正逢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向日本宣戰。等他到達美國西岸時，返鄉的太平洋

航線已斷，只好暫留美國找事。他先後在加州史丹福大學及紐約布魯克林理工學院待過，

並於 1944 年與來自香港的鋼琴家劉女士成親。1948 年起，沈開始在耶魯大學生物系波埃

爾（Edgar J. Boell）的實驗室工作；波埃爾也曾師從李約瑟學習，與沈有同門之誼。 

沈身在美國，仍與國內的林可勝與郭任遠等人保持聯繫，準備二次大戰結束後返國。

據沈夫人相告，沈於 1947 年將大批圖書及儀器以海運送回中國，為返國接任某個新成立

醫學院及生理學研究所的所長職務做準備（機構確實名稱已不可考）。不想國共內戰又

起，林可勝到了台灣又移民美國，郭任遠則定居香港，沈也斷了回國的念頭。 

沈在波埃爾的實驗室待了有十來年之久。他利用組織化學染色法決定了乙醯膽鹼在中

樞神經系統分布，發表了好幾篇頗具份量的論文。然而，波埃爾卻只希望沈在他手下幫

忙，而不支持沈晉任正式教職。波埃爾的學經歷與沈相比差多了：他出身愛荷華州鄉下，

一路唸的都是愛州當地的學校，包括博士學位在內。沈是否因此受到排擠，不得而知。等

波埃爾當上了系主任後，沈便決心求去，在哥倫比亞大學眼科找到一份工作，可以不用每

天上下班（他得從康乃狄克州漢姆登鎮搭火車到紐約市）。只不過沈在哥大的職位，仍屬

兼任性質，像哥大解剖系主任出缺，他也無緣角逐；因此，沈在年滿 64 歲那年，就退休

了。 

沈在哥大期間，除了給第一年的醫學生講授解剖學外，並沒有收研究生，也幾乎沒有

發表什麼論文。但他曾指導過一位醫學生里斯（Thomas S. Reese），讓里斯實現初衷，放

棄臨床、走上研究之路。里斯曾任美國國家神經疾病與中風研究院（NINDS）結構細胞生

物組主任，目前仍是該院的資深研究員。 

在里斯給我的電郵中，對沈當年的指導，感激備至。他說沈放手讓他自己摸索，但時

時關心，在他碰上困難時，提供許多有用的建議。里斯並說沈以身教樹立榜樣，讓學生發

揮潛力。里斯的第一篇文章，就發表於《細胞生物學期刊》（Journal of Cell Biology）18，

且是唯一作者，沈並未掛名，里斯僅在致謝中感謝沈的指導。里斯並說，沈是完美主義

者，不輕易發表，讓他印象深刻。 

 
17 網上李約瑟自傳及王錢國忠的書，都說沈詩章是經由丹麥的林德斯特羅姆—蘭格介紹才到李約瑟實驗室

的，其實大謬不然，沈根本沒去過丹麥，他只是使用了丹麥科學家的研究方法。顯然那是由誤讀誤譯李的演講

稿造成的，之後則以訛傳訛。 
18 Reese, Thomas S, Olfactory cilia in the frog. The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25:209-30,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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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上世紀中因戰亂而滯留海外、有志難伸的中國科學家，為數不算少，沈的一

生只是另一個鮮明的例子。不論如何，第一代移民注定是要吃點苦頭的，總要到第二代以

後，才比較容易融入當地社會，一展長才。沈自稱自己是「身在專家之國的通才」（a 

Jack of all trades in a country of specialists），因此「不合時宜」（misfit）。沈的子女表現

均極優異，兒子泰德曾任職華爾街投顧銀行高層，如今則是沈氏家族基金會董事長，積極

贊助藝術演出。沈的女兒琳達（Linda Shen），是 70 年代美國著名的華裔電視台記者，與

宗毓華（Connie Chung）齊名，其報導還得過艾美獎，這些或可稍解沈一生不得志之抑

鬱。 

 

九、結論 

李約瑟從生化胚胎學者改行從事中國科技史研究，得力於許多中國友人的幫忙，其中

尤以魯桂珍、王鈴、黃興宗與何丙郁等幾位出力最多，也最出名。但最早引起李約瑟興趣

學習中文及中國科技史的三位劍橋留學生裡，除了魯桂珍外，王應睞與沈詩章兩位較不為

人所知。本文除了介紹李約瑟與魯桂珍外，對王應睞及沈詩章也多有著墨，尤其是幾乎已

遭人遺忘的沈詩章。所謂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只待有心人的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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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Needham and His Three Chinese Friends Who 

Changed His Life: Lu Gwei-Djen, Shen Shih-Chang and 

Wang Ying-Lai. 

 

Jenn-Tser Pan 

（science writer） 

 

Abstract: Joseph Needham, the historian and sinologist famous for authoring/coauthoring the 

multi-volume series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was already a world-renown biochemist in 

his thirties. Needham’s interest in Chinese and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 piqued by 

three Chinese who came to Cambridge, England in 1937. Of the three, Lu Gwei-djen became 

Needham’s long-time partner and collaborator. Wang Ying-Lai returned to China and became a 

leader in Chinese biochemical society, and led the efforts of world’s first biochemical synthesis 

of bovine insulin and Ala-transfer-RNA. Shen Shih-Chang’s whereabouts was the least known of 

the three. The author sought out Shen’s family in the US and presented his lifelong history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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