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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李春生對進化主義的反駁 
看其在近代思想史的定位  

王嘉弘∗ 

【提要】 

  本文主旨在討論臺灣哲學家李春生，如何以基督教神學思想對抗進化主

義，他認為人類的進步是以合作為基礎，而並非以競爭為手段的觀念切入其

學說中心。李氏同時也融鑄傳統儒學思維來佐證其基督教神學思想的可行

性。清末時期，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以進化主義作為救亡圖存的強心劑時，

李春生提供了另一種思維方式來反思如何解救中國。他反對物競天擇，適者

生存的觀念，主張以博愛、和平的基督教精神才能解救清末的中國。在基督

教尚不普及的清末時期，他的論點是可以拿來跟進化主義影響的中國知識份

子所秉持的思維來作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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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李春生（1838∼1924），原籍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清道光 17 年 12 月

17 日（1838.1.12）生，卒於 1924 年 10 月 5 日，享年 87 歲。咸豐元年（1851），

年 14 歲，隨父親李聲德，在廈門基督教長老教會竹樹腳禮拜堂受洗為基督徒，

此後便熱心於研習英語，並自力學習漢文、四書五經、中外史學、地理、哲學

與新舊約《聖經》。  

  咸豐 7 年（1857），20 歲，李春生曾於香港學習英語，其後任職廈門英

商怡記洋行（Elles & Co.）從事洋貨及茶葉貿易。咸豐 11 年（1861），24 歲，

在廈門自營四達商行兼營茶葉。同治 3 年（1864），27 歲時，太平軍流入閩

南地區，直陷漳州，廈門商業因而摧毀，李春生多年經營事業因此停頓。隔年，

李春生受怡記洋行店主愛利士（Elles）介紹，與蘇格蘭商人杜特（John Dodd）

結識，成為臺灣寶順洋行買辦，經營茶葉等貿易。同治 8 年（1869），李春生

與杜特於淡水試種烏龍茶成功，是年寶順洋行以二艘帆船，載“Formosa 

Oolong Tea”21 萬斤茶葉到北美紐約銷售，大受歡迎，自此臺灣茶葉直銷歐、

美市場。臺灣茶葉日益發展，李春生亦有「臺灣茶葉之父」美譽。同治 11 年

（1872），是年 35 歲，馬偕牧師至淡水傳教，李春生極力協助宣教。光緒元

年（1875），38 歲，任清廷洋藥釐金局總局監察委員。光緒 4 年（1878），

41 歲，受臺北知府陳星聚任命為臺北城建築委員，與板橋林本源家之林維源

共同督建臺北城。後任大稻程港岸堤防修築工程監造委員長、臺北府土地清丈

委員、蠶桑局副總辦、蠶桑局局長、臺灣鐵路道敷設委員等。光緒 20 年（1894），

57 歲，彙集 1837 至 1895 年投稿於《中外新報》、《萬國公報》之各篇而成

《主津新集》，並於 1896 年於日本橫濱出版。  

  甲午戰爭（1895）後，清日議和，臺灣割讓，臺北陷入無政府狀態，李春

生與美國記者禮密臣（J.W.Davidson）、英商托姆遜（Thompson）、德商奧利

（Ohly）3 人前往基隆，請日軍入臺北維持治安，並請設立保良局，李春生任

全臺保良總局長，明治 29 年（1896），59 歲，獲明治天皇頒單光旭日章，是

年以視察員身分，隨樺山資紀前往日本觀光考察 64 日，後著成《東游六十四

日隨筆》。明治 35 年（1900），65 歲，著《民教冤獄解》、隔年（1901）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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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教冤獄解續篇》。明治 40 年（1907），70 歲，著《天演論書後》，駁斥

進化論。同年，日人中西牛郎著《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隔年（1908）著《東

西哲衡》，評論近代東西方最新學說。其後又著《宗教五德備考》、《哲衡續

論》、《東西哲衡》、《耶穌教聖讖闡釋備考》、《聖經闡要講義》等十餘種

著作。  

  身為基督徒的李春生，力抗當時中國知識界「進化主義」思潮，駁斥「物

競天擇」、「適者生存」等演化的觀念，而以「上帝」、「博愛」等觀念以強

調人世間生存原則。他強調仁義、道德的方式來看待整個社會，才是正確的道

路。以下將以《天演論書後》、《東西哲衡》、《哲衡續論》等著作分成三節，

分論李春生如何對「進化主義」作反駁，並以基督教思想加以修正之，並論述

其基督教思想在臺灣近代思想史上的定位。  

二、《天演論書後》對進化論的反駁 

  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份子如嚴復、康有為、梁啟超、胡適等人都將進化主義

視為中國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強心針時，李春生卻在日治下的臺灣出版《天

演論書後》（1907 年出版）加以駁斥赫胥黎（Thomas.Huxley）所著、嚴復翻

譯《天演論》，並視進化論為邪說亂談。李春生《天演論書後》開頭提到：  

若彼赫氏之創為《天演論》，命意專在謗瀆道德，諆詵仁義，藉期覆滅宗教

神學。而其最不能相容者，猶在造物真宰，故凡言皆證萬物無主，庶類是由

自然遞變而來；其次則誨人必競必爭，必優必勝，謂不如是，則不能存立於

人閒世。無奈其所援為口實者，皆持之有故，說亦近理；加有嚴復先生深文

周內之筆，為之譯詮。故自正面觀之，未有不歎聖人復起，說皆至理名言。

若由背面細考詳察，幾無片言隻字，不是傷天理，滅人道。   

李春生認為赫胥黎（Thomas.Huxley）著書的背後目的在於消滅宗教信仰，尤

其是基督教。《天演論》傳到東方後，又加上嚴復的翻譯得以傳播於中國境內，

給保守的中國極大的衝擊。這現象在李春生看來，仁義道德的傳統觀念與宗教

                                                 
   引李春生《天演論書後》(李明輝、黃俊傑、黎漢基合編《李春生著作集》第 4 冊)，臺北市，南天出版社，2004
年，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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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的基礎，因為《天演論》所帶來的衝擊，而受到知識份子的質疑，故其遂

將《天演論》全文、加上嚴復所案的勘語，配合自己對此書的駁語，而成《天

演論書後》。  

  李春生在《天演論書後》的批評分成兩大類，以評赫胥黎（Thomas.Huxley）

和評嚴復案語兩種。而對天演學說的駁斥，如赫胥黎《天演論》〈導言一．察

變〉提到：「雖然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是名天演。以

天演為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  又提到：「天擇者，擇於自

然。雖擇而莫之則，猶物競之無所爭，而實天下之至爭也。」  李春生認為

赫胥黎乃不信上帝的人，其「天」義必是指「自然」，李春生質問「天演」為

何不翻成「自然演」？且「演」屬動詞，必藉背後的有機物，方能為之擇、為

之演，李春生言：「今方欲主張無神為說以誨人，奈何反欲以無五官四肢、無

神通感覺之自然，誣其能擇能演，以啟人誚，謂『是自然者，亦有神乎？』不

智孰甚！」  李春生更用美國以「大伯里璽」之名，取代帝號，雖然是四年

一任，卻是與天子受禪讓無異的例子來質疑赫胥黎為何使用含有形上義的「天」

字，其心可議  。另外對嚴復評語中：「知有生之初，始於同，終於異；造

物立其一本，以大力運之，而萬類之所以底於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無所謂

創造者。」  懷疑嚴復有遺漏錯簡之處，認為能「大力運之」的必為造物者，

並舉聖經「摶土造人」以治理萬物的說法來反斥無造物者之說。由上述可見，

李春生是以宗教的神學理論與科學所發現的事實相抗衡，並認為達爾文之說有

大缺失，倘若依其進化公式，是獸變為人。李春生是以「有神論」的角度來切

入進化論，又如李春生質疑：「蓋力是人與禽獸同者，智則惟人獨有。惟需知

智之由來，是天授之靈明。」  認為人智是神所賦予的，並非演化而來。以

上除了以譯名的不妥來質疑《天演論》，更是直指此書為滅宗教而作，為赫胥

黎（Thomas.Huxley）私心自用所出。  

  若萬物非進化之說，則世間之萬物萬事如何而來？李春生的解答是「神」。 

                                                 
   同註 1，頁 9-10。 
   同上註。 
   同註 1，頁 11。 
   赫胥黎《天演論》為嚴復所翻譯，是否嚴復將赫胥黎的本意翻出，或翻譯時有新解，則筆者暫不論此問題。 
   同註 1，頁 14。 
   同註 1，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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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間獨無而僅有者，厥惟一物，字曰至神。運其大智，行同至愚，富有全

宇，仁並天地，榮逾日月，博施濟眾，任取任攜，誰毀誰譽，不予立計。若

而神者，舍造物真宰，豈一自然語助能當之乎？彼赫氏輩，欲譭而滅之，亦

多見其不自量也。   

正因「神」的力量是如此強大，為宇宙惟一主宰，祂希望世界是以博愛、道德

等來主宰人世間運作的原則。因此「優劣勝敗」、「適者生存」、「物競天擇」

便與身為教徒的李春生根深柢固的基督教思維產生極大的衝突。除了明指《天

演論》書中用「天」字來取代「自然」的謬誤外，李春生也以基督教教義，如

博愛、道德等觀念來反駁之。如他認為赫胥黎學說  

自其馴者讀之，堪資鼓勵民志，誠可佳也。若在黠者行之，正以激其生心劫

奪，小者狡謀不義，大者若列強之攖取殖民土地者，何一而不循此物競方針，

以掠奪他人之邦國？讀者宜其必援此為鑑，庶乎可焉者矣！   

對李春生而言，天演學說是會導致道德的敗壞，並帶來惡果，所以他以此來批

判進化學說。如「若不加以宗教，併行道德仁義，則吾敢決言，是進蠻也，非

進化也」  或是「大同也者，捨道德則無以為；道德也者，捨宗教則無以立。

今者徒恃智巧，日以侮辱宗教，謗瀆天道，詎能有補於郅治，而無害於人群者

乎？」  李春生更認為人與人相爭，國與國交戰，也是因為天演學說所導致，

如「若必終守赫氏之學說，一味以人治與天行相牴觸，又欲以人事與敵國相頡

頏，不亡悉可得哉？」就黃俊傑說法：「他心目中的世界圖像是建立在『存有』，

而不是建立在『變遷』之上的。他所持的這種拒絕『變遷』的觀點，也使他反

對競爭而崇尚合作，認為世界大同的基礎也是在協同，而不是競爭。」  由

此可知，李春生對變遷的社會觀，持反對的態度，基本上是屬於傳統價值的維

護者，但他的傳統價值除了來自於傳統的仁義道德價值觀之外，大部份是來自

西方基督教的神學觀念與博愛思想。而李春生將這兩種既定存有的價值觀作了

統合，並且成為他對抗進化思想的工具。他不但在《天演論書後》以觀念的錯

                                                 
   同註 1，頁 34-24。 
   同註 1，頁 26。 
   同註 1，頁 94-95。 
   同註 1，頁 33。 
  黃俊傑〈李春生對天演論的批判及其思想史的定位〉，同註 1，附錄 1，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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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無神的謬論與天演學說會被有心人士利用來迫害他人等幾個面向來駁斥天

演學說，更以基督教精神來對無神論者作砰擊，李春生唯心思想的核心便是基

督教的理論，也可以說從李春生的言論，我們看到了「傳統神學」與「科學」

的對抗，或者是說「傳統世界觀」與「新興世界觀」的抗衡  。  

三、《東西哲衡》、《哲衡續編》對進化論的反駁 

  此二書為《天演論書後》之後，李春生再對東、西方近代哲學、文化、政

治與神學等作了綜合評論，由福州美華書局，分別在 1908、1911 年出版。書

中多有論到對進化思想的批判。其中以《東西哲衡》中的〈懲妄擬宇宙胚胎之

謬〉、〈懲妄擬地球年齡之謬〉、〈懲妄擬四千年未旦之謬〉、〈原人解〉、

〈懲強存弱亡之謬〉、〈懲物競淘汰之謬〉、〈星縮略解〉、〈續星縮略解〉

等文，與《哲衡續編》中〈論增縮〉等文，是直接對進化論中的科學理論進行

批判，然而近代進化論的進展與發現，如遺傳工程的進步、化石考古學的新發

現，都讓李春生這些反駁顯得粗糙，也使得基督教的信仰面臨危機。如〈原人

解〉一段反駁達爾文的話可見李春生對進化思想的嘲弄與誤解  

大抵達氏物變之說，引證不窮，間有謂優勝劣敗，強存弱亡，無非欲援此以

循其所謂進化公例。故又曰：「物之變必取其形似相近以為易。」若然，吾

又不能不復詰之曰：「世界上大都以男剛女柔為正理，雄鳴雌服為公例。誠

依優勝劣敗、強存弱亡之見解，是女當盡變而為男。如此者，其於禽之雌者，

當盡變而為雄；其於獸之牝者，當盡變而為牡。如是者，不但有合進化，而

亦無背於形似相近。奈何不變，而仍其公母牝牡對待之依然，無乃奇乎？」

  

李春生以男強女弱來揶揄進化論，說女性是處於較弱的處境，那依優劣勝敗的

原則，那女性應該被淘汰等近乎調侃的話來反駁達爾文優勝劣敗之說。這些言

論，李春生沒有基於嚴格的科學觀點所發出的評論，多不能成立。曾天從評論

                                                 
   傳統神學與科學的對抗、傳統世界觀與新世界觀的抗衡的兩個觀念，援用黃俊傑：〈李春生對天演論的批判及

其思想史的定位〉文中提到的說法。 
   引李春生《東西哲衡》(李明輝、黃俊傑、黎漢基合編《李春生著作集》第 1 冊)，臺北市，南天出版社，2004
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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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生的哲學思想時，就論到「其思想活動亦不過是宗教與科學、信仰與知識

之傳統爭論中之一特例而已。蓋天演論中，關於其所主張之『進化之原因』問

題雖尚存有將來詳細討究之餘地，但對其所謂『進化本身之事實』則於現今學

界似已獲得一般之公認。李先生對於天演論之極端駁論，其志雖壯，惜其成果

對於學術殆無貢獻。凡抱有科學眼光之讀者，不難發現其內容多屬無稽之談。」

 曾氏評論的尚稱公允，李春生對科學的駁斥有欠考慮，但李春生本身哲學

基本觀點、價值，卻是可以看出受到進化主義衝擊的中國，那些抱持著傳統基

督教神學觀與道德觀的士紳們，在當時提出對進化論掛帥的社會所反思之言

論，產生的意義與價值。譬如在〈範圍說〉一文提到  

凡學亦須有往有復，然後能成為循環道理，斷不能越此道理範圍，別造一有

往無復之直切，成一私家之怪學，若彼西怪哲，造種種忘謬學說。及至達爾

文、斯賓、赫胥黎之三子，匪惟挺其武斷，集厥大成，而尤畫蛇添足，變本

加厲，若者曰自由平等、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強存弱亡。諸凡此，皆為誨

人反道背德、誣民惑世之怪學；乃更詡為能破壞前人野蠻之學界，特造文明

進化之新學，恥也。   

李春生係根據傳統的「循環史觀」  來批評近代的「進化史觀」  。然而西

方以「進步」的概念來理解歷史，是啟蒙運動以降近代西方文明的看法。就李

春生的看法，達爾文等人所倡的「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學說即是這種學說

的代表，是一種往而不復的觀念，對其中心思想「範圍之道」相違背，也因此

李春生會不斷的對進化主義猛列抨擊。  

  李春生更從「無形之學」來批評進化論。其文〈懲實驗考據之謬〉、〈續

懲實驗考據之謬〉、〈再續懲實驗考據之謬〉等，批評科學思維只重有形的世

界，卻忽略無形的上帝，如他在〈再續懲實驗考據之謬〉1 文中提到 

我甚怪赫胥黎氏《天演論》一書，宗旨專為實驗考據。所謂實驗考據者，其

                                                 
   林熊祥等監修《臺灣省通志稿》，第 34 冊，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4 年，頁 28-29。 
   同註 14，頁 134。 
   循環史觀，是指歷史會持續重複，世界是永恆且不斷循環的，如古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中國等古文明多持

這種史觀。 
  即樂觀的進化史觀，19 世紀後斯賓塞、赫胥黎、馬克斯，達爾文進化論的提出使思想家受到激勵，對人類未來

充滿樂觀，此為樂觀的進化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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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視聽摸索、有形實質之現物，故能為實驗考據之標準。若在憑虛無形、

不能目營手治者，雖神若無形之帝天，聖如既往之孔子，亦不能免其視等怪

誕不經之說。所以然者，是其存心摒棄一切憑虛無形之神學。獨不解何其書

中復有句曰：「大學必自不可思議為起點。」試問「不可思議」云者，豈非

憑虛無形之極則，特與實驗考據相衝突者乎？   

李春生站在基督教的立場上，自然是以神創造萬物之論，對抗實證主義，以期

為宗教神學爭一席之地，他不但批判進化主義忽略無形的形上思想，更進一步

提出「藉曰勢必至競，則所競亦僅微，非若今此與將來，越激越熾之慘烈。以

其有憑無形之道存在，則無至於不可收拾之一日。」  來說明若無形之理具

滅，則人類社會的混亂將不可設想。  

四、李春生中心思想—基督教神學思維 

  李春生對於進化主義的詰難，其背後動機為護教以維護基督教的神學基

礎。而其認為基督教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理由，在於「聖讖」(《聖經》中的預

言)的靈驗，與近代西方文明的強盛首當歸功於基督教。他對基督教教義的闡

明與看法除了上述的《東西哲衡》、《哲衡續編》、《天演論書後》3 本著作

有論及之外，尚有《宗教五德備考》、《耶穌教聖讖闡釋備考》、《聖經闡要

講義》、《民教冤獄解》、《民教冤獄解續篇》等專門為基督教宣揚教義與論

述自己對基督教的看法的重要著作。  

  西方傳教士自十九世紀藉著船堅炮利的帝國主義來到中國後，基督教一直

與傳統中國文化進行對抗與融合，而李春生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下，企圖去融合

西方傳進來的基督教，並讓中國人的接受度能更增加，但是又要去對西方傳入

的進化主義進行批判，以達到基督教的基礎思維不至於瓦解的局面下，李春生

可謂為中國或是臺灣的神學鬥士。在《天演論書後》力駁天演之說，言其可能

的惡果；在《東西哲衡》、《哲衡續編》強調「無形之學」的重要。由此可見

李春生不僅非一昧的強調進化論的惡果與謬誤，更從進化論的立論基礎來駁

斥，試圖全面性的去瓦解進化論的哲學基礎，以穩固神學的地位。然而他更是

                                                 
   同註 14，頁 26。 
   同註 14，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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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聖讖」的重要，在《宗教五德備考》中認為宗教的五德中，「異蹟」、

「預言」、「經權」三項以非實驗主義，超乎人類理性的特性來強調宗教的不

可或缺性、神秘性，可見這是開西方啟蒙主義的倒車。他另有《耶穌教聖讖闡

釋備考》一書專門闡釋「聖讖」之事。  

  李春生在為基督教辯護時，雖力指「實驗主義」的不是，但卻強調基督教

是「為實驗考據以為教者」  ，言基督教之預言都是有靈應效驗的根據，如

他舉例日俄戰爭勝敗，早在《舊約．以西結書》第 7 章第 24 節中「我將使異

邦之惡者至，據其第宅，玷其聖所，滅其所挾以誇人者。」  以為應驗日本

打敗俄國之「聖讖」，他更批評基督教傳教士只稱道德仁義，卻忘記援用預言，

可見他深信「聖讖」的效力，但以「聖讖」能以實證來說明，卻是李春生論述

上的一大矛盾。  

  李春生對基督教深信不疑的另一項線索，即是他認為基督教對文明有重要

貢獻，他在〈讀基督教歷史者須知〉一文中認為自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後，

西方近代文明自此昌盛，而日本雖然非基督教國家，但明治維新後允許自由傳

教，正是日本在亞洲興起的重要原因，如〈基督教不為枯寂而傳〉提到「雖曰

日本尚屬異邦，然究其憲法，宗教自由，且其間居顯要之奉基督教者，亦實繁

有徒。天假其手，以懲悍俄，亦理固其所也。其視夫支那之受鞭笞、被抑制者，

詎非因鬧教、抗教由取耶？」  若平心而論，將複雜的文化問題化約成宗教

問題，似乎李春生也犯了深信「聖讖」的同樣錯誤，過於簡化問題。 

  《聖經闡要講義》更能看出李春生對基督教的了解。他認為基督教有地獄

和罪中救世的教義，且要完全服從基督教的教義才為正途。另外則是談到上帝

的愛是一種神聖的偏愛，超乎其它愛之上。吳光明認為李春生寫《聖經闡要講

義》是「充滿守法主義，缺乏邏輯，充滿火藥味的救世觀，以及基督教沙文主

義。」  這點在李春生《天演論書後》也是以基本基督教義對進化論作反駁。 

  當時十九世紀末剛接受基督教文化的臺灣社會裡，若能以臺灣社會所習慣

                                                 
   同註 14，頁 143。 
   引李春生《哲衡續編》(李明輝、黃俊傑、黎漢基合編《李春生著作集》第 1 冊)，臺北市，南天出版社，2004
年，頁 303。 

   同註 13，頁 130。 
   吳光明：〈李春生的基督教人生原則〉，引李明輝、黃俊傑、黎漢基合編《李春生著作集》第 3 冊，臺北市，

南天出版社，2004 年，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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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統儒學觀念，再配合基本的基督教教義，是比較容易為臺灣社會的知識份

子所接受。李春生自幼受過傳統儒學教育，因此對傳統儒學與基督教的融合，

可見於《聖經闡要講義》，也可見李春生以儒學觀念來「格義」  基督教教

義  。也可見中國接受外來西學時，也有以傳統學術的術語、觀念進行類比，

以達到傳播基督教目的。  

五、中西牛郎《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 

對李春生基督教思想評論 

  明治 41 年(1908)11 月，日本學者中西牛郎撰寫《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

來說明李春生的學術思想。中西牛郎曾建議李春生向日本某大學爭取榮譽博士

之頭銜，並請對自己的學問作了範圍之道、對待之理、數學之義與無形之學等

歸類，說明自己的哲學基礎是基於此四點而發，以此真理來駁倒英國四大哲學

家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與穆勒等人的謬說。中西牛郎《泰東哲學家李公小

傳．緒論》說到  

李公之絕大思想，即在哲學，因其夙奉耶蘇宗教，破邪顯正之論尤為得意。

故凡遇有力之新說譭謗宗教者出現於世，輒縱橫辯難，不奏摧陷廓清之功不

已。此非為好辯而然，亦非為釣名沽譽而然，必有不得已者焉。豈徒為不得

已者哉？亦必有大所見者在焉，此則李公有神哲學也。有神哲學之中心點，

固宗教問題也，而政治、社會、倫理、學術諸問題，亦皆綜括在乎其中，而

宗旨見矣。   

這裡點出中西牛郎認為李春生的哲學成就，在於神學。而中西牛郎又提到李春

生為何認為歐洲文明為何獨超絕然，他說：「歐洲文明之所以獨超絕於他者，

                                                 
   「格義」是以中國固有的思想來理解詮釋佛教的思想，尤其是用魏晉玄學的底子，來詮釋、來理解釋佛教的般

若學。這是由於道家的本體觀念，特別是關於「無」這個觀念，與佛教般若思想中屢屢強調的「空」的理念，

從表面上看來是極為相似的，因而在中國佛教的思想及語彙尚未發展十分成熟前，為了傳達佛教的理念，僧人

們一方面既跳脫不出當時號為顯學的玄學思維的範疇，另一方面也就極為輕易地順手取來最為相近的道家概

念，來作為表達佛教思想的譬喻。這種以中國傳統思想為例來解釋佛教思想的方法，即是所謂「格義」。而在

此所稱的「格義」即是李春生以儒家學說與中國其它思想經典中的語句來闡釋基督教神學。 
   李春生《聖經闡要講義》曾援用《詩經》、《論語》、《孟子》、方孝孺〈深慮論〉及其它傳統儒學經典來解

釋基督教教義。 
   引中西牛郎《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李明輝、黃俊傑、黎漢基合編《李春生著作集》附冊)，臺北市，南天出

版社，2004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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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為地理使之然乎？人種使之然乎？抑宗教使之然乎？此三者必有一是矣，而

李公則主持宗教使然之說也。」  其中提到李春生對宗教使歐州強大的特別

說法，記上一筆。對歐洲黃禍之說，中西牛郎說李春生此說並非耶蘇敬天愛人

之教，而歐洲流行的進化之說，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是導致亞洲陷入西方列

強瓜分的導火線。而同樣傳自西方的基督教，所導致的後果卻是截然不同。  

  中西牛郎對李春生的文章多有評語，如評其〈論範圍〉一文說：「至於範

圍循環之理，則為大本所在。以是明道，何道不明？以是窮理，何理不窮？所

謂自微生血輪、汽泡質點之細，至於日月山岳、滄海之鉅，各有循理合線，聚

而合之，亦不能外一穹蒼廣漠之範圍者，一大實理也。」  又如中西牛郎評

其〈論天演〉一文說：「今達爾文、赫胥黎之徒，開口輒曰自然，曰經驗，以

此為格致之極功，外逐乎物形，內不返求於心。」   又說「雖然達爾文、赫

胥黎之徒亦人耳。彼飾妄說，排斥一切，欲使天下之人，相率歸於無神無靈魂

之說，而彼等之天性，乃有不之許者，於大謬中，反見真理。此其『天擇』二

字，所以無意偶用，而適自破其宗旨也。彼等於此，尚有辯解乎？愚之所以推

服李公者，畢竟在此。」  可見中西牛郎和李春生都是持「反天演」之說。

又如評〈論原人〉是說明達爾文等進化說以少數幾種物種的變化，並且是物種

內部的變化，而中西牛郎認為李春生以進化論的缺點在物種之間不能互變。而

李春生主張「萬物別造」之說，缺點正是不能言物種內變。但中西牛郎對李春

生將「萬物別造」加以改良，以造物之「原理」  、「製造」  兩義來截長

補短，融和進化說與萬物別造之說，是李春生的學說自己發明之處。〈論強弱〉

中西牛郎以順天意而興，逆天意必亡的說法，來應和李春生的奉教則強，棄教

則弱的說法。其它如〈論自賤〉是李春生諷刺奉天演學說者，把自己比喻為動

物，中西牛郎評「以心生物，以心運物，以心化物，以心觀物，在神在人，具

斯四義，而有神之論，乃完全矣。」  以說明李春生思維其實是唯心論者，

                                                 
   同註 22，頁 16-17。 
   同註 22，頁 62。 
   同註 22，頁 81。 
   同註 22，頁 81。 
   按中西牛郎說法，李春生言原理是：「乃稟造化之天然，不待人之干預者。如虫變蛹，蛹化蛾，蛋化禽，胎變

獸…之類是也。」同註 22，頁 118。 
   按中西牛郎說法，李春生言原理是：「乃憑三德而成，一者天材，二者原理，三者人事。凡如致格製造，必取

材於造物，效法於原理，調劑於人事，乃方可變也。」同註 22，頁 118。 
   同註 22，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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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說明了「有神哲學」的精義。 

  中西牛郎《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對李春生是褒過於貶，可謂完全信服李

春生有神哲學、反進化、尊上帝的說法。然而雖對李春生評論進化、天演的諸

文之中，多表贊同，但也點出李春生在評論進化論時，不足的地方。因此中西

牛郎可以說是第一位研究李春生哲學思維的學者，但由於兩人均持「有神論」

思想，所以彼此產生的衝擊不大，但中西牛郎也對李春生的哲學作了初步評論

與整理。  

六、李春生基督教思想在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定位 

  李春生以基督教神學觀力駁進化論思想，就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背景來看，

可以注意的是：基督教神學在中國傳統士紳西學接受史上，是否在李春生所處

的晚清時期，在基督教義的接受與吸收上，已達到一定水準，所以才有李春生

雖為中國人，卻以西方基督教神學力排所謂能救亡圖存中國的進化論。   

  自道光 22 年(1842)，中英鴉片戰爭後，與英國簽定「南京條約」，開放

上海、寧波、廣州、福州、廈門等 5 處為通商口岸後，廈門便是中英貿易的重

鎮，並且規定「耶穌、天主教原係為善之道，自後有傳教者來到中國，一體保

護。」  因此基督教英國長老教會便在廈門獲得傳教權，距李春生受洗（1851）

約早 7 年，李春生父親李德聲為何帶李春生受洗為基督徒已不可考，但就當時

中國大環境來看，身為基督徒的中國人仍為少數。所以李春生對基督教的教義

吸收，是否有障礙，這是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李春生時常在其著作中以「格

義」的方式來解釋基督教神學，在吳光明〈李春生的基督教人生原則〉一文中，

提到李春生迴避許多晦澀的基督教教義，甚至認為其解釋教義錯誤。因此對基

督教教義的接受，吳光明認為只限於表面的接受，卻不能提出更深層的論述。

但從李春生著作十二種都跟基督教提倡或反駁非基督教思想有關，就連遊記性

質的《東遊六十四日隨筆》最後都提到要提倡基督教的信念，不難看出其為虔

誠的教徒。而當時清末基督教的中國信仰人口「1877 年中國教會與西方教會

會召開第一次全國宣教大會，當時全國有西洋宣教士約五百名，中國傳道人七

                                                 
   中英天津條約第八條：「第八款：一、耶穌聖教暨天主教原係為善之道，待人知己。自後凡有傳授習學者，一

體保護，其安分無過，中國官毫不得刻待禁阻。」1859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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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五十名。1890 年召開第二次大會，當時有西洋宣教士約一千三百名，中國

傳道人約一千七百名。1907 召開第三次大會，當時有西洋宣教士約三千四百

名，中國傳道人約九千九百名。」  就當時人口四億多人來說，所占比例不

高，即便傳教者有很多信眾，所占的人口比亦是少數。因此就現實層面來看，

李春生即使有很高的神學基礎，恐怕當時仍是以傳播基督教教義為主要考量因

素，而非進入所謂的神學研究。  

  晚清當時所翻譯的中文《聖經》就「臺灣《聖經》公會」網站資料提到：

「中文聖經有一段漫長的翻譯史。馬禮遜牧師踏入中國的那一年，亦即 1807

年，他就開始進行翻譯工作，1814 年出版新約的《馬禮遜譯本》，1823 年出

版了新舊約全書。接著還有其他譯本出現，像 1822 年的《馬士曼譯本》，1840

年的《新遺詔書》，1854 年的《委辦譯本》，1862 年的《裨治文譯本》，1868

年的《高德譯本》，這些都是以文言文譯成。」  由李春生引用《聖經》經

文來比對，為《委辦譯本》（Delegates Version）  ，跟其受洗於廈門英國基

督長老教會有關，此書也為不同教會首次合作在 1852 年中譯的《聖經》版本，

但所遇到的問題是不同教會對翻譯名詞的爭論。尤思德《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

譯》一書提到：「《委辦譯本》是十九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中文《聖經》譯本。

評論者譴責《委辦譯本》對原文太不忠實，即使它的支持者也同意這樣的批評，

然而他們卻認為，其優美的文筆，比起與原文的差異來，是更重要的。」  

可知雖然李春生使用《委辦譯本中文聖經》版本來進行基督教義的闡揚與對進

化論的反駁，但此書對基督教原文的翻譯有些落差，因此就論爭所使用的材料

來看，李春生恐怕也難免拘泥於《委辦譯本中文聖經》中翻譯錯誤的語句來進

行辯論。就外在的環境來看，信教的中國人少，加上翻譯尚未出現較合乎《聖

經》原文的中譯本，都使李春生會採取類似教條式的宣教來宣揚基督教，並且

會有些教義詮釋錯誤的現象產生。因此為何李春生不能駁倒當時進化主義思

潮，恐怕與中國基督教人數少與教義接受尚在初期階段有很大的關聯。  

  李春生在晚清時代所代表的是對基督教有熱情且積極護教的中國知識份

                                                 
   參考網路資料：伊斯蘭、基督教、真理網站 http://answering-islam.org.uk/Chinese/index.htm。 
   參考網路資料：臺灣聖經公會 http://www.biblesociety-tw.org/cb.htm。 
   比對《舊約文理委辦譯本》1904 年大英聖書公會本，發現李春生《聖經闡要講義》引用文與此版本同，參考網

路資料：珍本聖經數位典藏查詢系統 http://cbol.fhl.net/new/ob.html。 
   蔡錦圖譯，尤思德著，《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 年，第 3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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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與嚴復等支持「進化學說」知識份子分廷抗禮，雖然都是接受西方的哲學

思維，但卻是兩種不同的路徑。如嚴復認為中國的未來在變法圖強，否則會為

「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等進化法則所淘汰。而李春生卻是以西方如果沒

有進化學說，而是以基督教的博愛、道德來看待東方的話，那世界各民族將會

和平共存，中國也不必要學西方那套進化論，也能自保。 

  進化論對中國知識份子造成的影響，遠大於基督教的神學觀。當時多數有

見識的知識份子多以進化論為救亡圖存的強心針。李春生是否對中國、臺灣所

面臨的危機視若無睹？實則不然，李春生《主津新集》書中對自強運動的運作

相當關心，但其卻認為僅強調增強軍備、築砲臺、開鐵路、採煤礦等都是不是

當務之急，而是要注意興盛宗教、翻譯西學、廣設學校、發行日報等廣開民智

的作為才是正途。對臺灣受到列強侵擾的問題，更是主張自大陸移民、開拓富

源、擴興實業等。李春生認為傳播基督教福音到臺灣與中國，並且普及一般百

姓，才是救亡圖存之道，因此可見李春生的基督徒色彩大於他身為中國近代知

識份子的色彩。  

  李春生並非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而是接受過西學的中國近代知識份子。

因此對於如何讓中國藉著現代化建設而強大，或是如何藉著討論中學西用、全

面西化、全面排斥西化等讓中國救亡圖存等議題放在次等地位，而其首要的則

是宗教傳播問題。李春生認為宗教議題大於政治議題，而強調基督教能解決中

國所面臨到的列強瓜分與入侵問題。因此我們可以將他放在宗教神學家的角度

來觀察，才能突顯李春生的時代意義。李春生是近代中國思想中，強調「存有」

的一派，但是又不同於以中國傳統儒教的價值觀，而是受西方基督教洗禮的知

識份子。因此對「進化論」傳播的挑戰，除了章太炎「反進化主義」對激進進

化主義進行修正之外，仍有李春生「有神主義」對其反擊。讓當時在中國知識

界所謂主流思潮的進化論有傳統儒學的挑戰外，尚有章太炎的修正進化思潮與

代表少數基督教徒的李春生為中國未來共同擬出一個遠景。如果以宗教史的觀

點來看，則李春生則可代表清末民初中國教徒的思想代表人物之一，對近代學

術思想與近代宗教史來說，李春生的著作是值得我們再去思考的重要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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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Chun-sheng’s Ideas of Evolution 
and His Position in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Wang, Chia-hu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Li Chunsheng, a Taiwanese philosopher, uses his 

Christian thought to fight the idea of evolution in Late Qing period. Li asserts that 

the evolution of humanity should base on cooperation instead of competition. In 

addition, Li Chunsheng tries to incorporate Confucianism into his Christian 

thought to prove the latter’s feasibility and reliability.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while many Chinese scholars saw principles of Evolution as solution to many 

problems, Li Chunsheng on the other hand used Christianity as alternative. He 

opposed the ideas of natural selection,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He advocated the 

idea that universal love, peaceful Christian spirit and so on could rescue the Qing 

China. When Christianity was till not popular at the time, Li’s support and 

argument for Christianity can be used to compare with the thoughts held by other 

intellectuals who believed in Evolution. 
 
 
Keywords: Li Chunsheng  Christianity  Anti-Evolutionism   

philosophy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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