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數學化
(取自 http://mkd.lyge.cn/zhanzheng/a131/y3/060.htm)
在任何特定的理論中，只有其中包含數學的部分才是真正的科學。
——康得
科學中的數學定律是真理，體現在上帝對宇宙的設計之中，如果這個信念還須加
強，那麼它已由以撒·牛頓爵士極好地完成。牛頓是劍橋大學的數學教授，被稱為最偉大
的數學家之一，他還被譽為一個物理學家。他的工作提供了一整套新的科學方法，開創
了科學的一個新紀元，並因之加強和深化了數學的作用。
哥白尼、開普勒、笛卡爾、伽利略、帕錫卡都證明了自然界的一些現象與數學定律
相吻合。他們深信上帝不僅創造了世界，而且其創造與人的數學思維相一致。統治 17
世紀的哲學或科學方法論由笛卡爾系統地闡述和發展，笛卡爾甚至認為全部物理學都可
以歸結為幾何學。幾何學這個詞被他和其他人常常用作數學的同義詞。笛卡爾的方法論
被大多數牛頓時代以前的人所採納，尤其是惠更斯，後者認為，科學具有另外一種附加
的功能，即提供一個自然現象的物理解釋。
希臘人，尤其是亞里斯多德，也用物理學術語來解釋自然現象的行為。他們的主要
理論是，所有的物質是由四種元素：土、氣、火和水組成，它們具有一種或多種性質，
重性、浮性、幹性和濕性。這些性質可解釋物體的表現：火向上燃燒是因為火輕，而土
質的物質向下落是因為它具有重量。對於這些性質，中世紀的學者們還增加了其他許多
性質，如共振和不相容。共振解釋了一個物體相對於另一個物體，如鐵對磁石的吸引。
不相容則解釋了一個物體被另一物體所排斥。
另一方面，笛卡爾卻擯棄了所有這些性質，堅持認為所有物理現象都能由物質和運
動來解釋。物質的這些基本屬性具有廣延性，並且可以度量，因此可以歸結為數學。再
進一步，由於沒有物質，也就沒有廣延性，因此真空是不可能的。空間充滿著物質，並
且物質只可能由於直接接觸而相互作用。然而，物質是由大小、形狀和其他特徵各異的
不可見顆粒所構成的，正是因為這些顆粒小得不可見，所以有必要對它們的行為作一些
假設，以解釋人們可以觀察得到的大的現象。依據這個觀點，空間充滿了微粒，它們可
以推動更大的物體，如行星繞太陽旋轉。這也就是笛卡爾的漩渦理論的精髓所在。
笛卡爾是機械唯物主義的奠基人。法國哲學家，基督教士伽桑狄(Pierre Gassendi)，
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荷蘭數學家與物理學家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
繼承了他的學說。惠更斯在他的《光論》（1690 年）一書中，假設空氣中充滿能傳遞光
的運動的乙太微粒，從而解釋了光的各種現象。事實上這本書的副標題就是：對反射和
折射發生原因的解釋。在緒論中，惠更斯認為，在真正的哲學中，“
人們構想所有自然
界作用的原因是機械運動，因此，依我的觀點，我們或者是搞清楚所有的物理現象，或
者是放棄這一希望。”
但另一方面伽桑迪卻堅信，原子是在真空中運動。
物理學有關微粒作用的假設確實，至少在大體上，解釋了自然界的總體行為。但這
些都是心智的創作，而且笛卡爾和他的追隨者們的物理學假設是定性的，因此也就僅能
解釋而已，而不能精確地預言觀察和實驗中所出現的現象。萊布尼茨稱這種物理學假設
為一個美麗的神話。

一種關於科學的，與上述哲學完全相反的哲學由伽利略所開創。科學必須尋求數學
描述而不是物理學解釋，而且，基本理論應由實驗和根據對實驗的歸納而得出。根據這
種哲學，同時受他的老師巴羅的影響，牛頓改變了科學研究的程式。他採用數學前提來
取代物理學假設，從而使預言具有培根所倡導的確定性，而這些前提是由實驗和觀察得
來的。
伽利略先於牛頓探討了物體的下落和拋物體的飛行，牛頓卻解答了一個更為深廣的
問題，一個 1650 年左右在科學家們腦海中佔據最主要地位的問題：能否在伽利略的地
上物體運動定律和開普勒的天體運動定律之間建立一種聯繫？所有運動現象都應遵循
一套定律，這種想法似乎有點過於自信和不凡，但確實在 17 世紀嚴謹的數學家們的頭
腦中很自然地產生了。上帝設計了宇宙，因此可以推測所有的自然現象都遵循一個總的
規劃，上帝極可能用一套基本原理來支配相聯的事物。對於 17 世紀致力於揭示上帝的
自然設計的數學家和科學家來說，合乎情理的做法似乎應該是去尋求控制各種地面物體
運動和天體運動的統一規律。
在實施他推導宇宙運動規律的計畫的過程中，牛頓對代數、幾何、尤其是微積分（見
第六章）做出了許多貢獻，而這些僅僅是為達到其科學目標的輔助工作。事實上，牛頓
認為數學是枯燥和乏味的，只是表述自然定律的一種工具。他致力於尋找能導出一個統
一地上物體運動和天體運動的定律的科學原理，幸運的是，正如狄德羅所說的，自然界
把秘密告訴了牛頓。
牛頓當然熟悉由伽利略建立起來的定律，但這些還不夠。由運動學第一定律可以很
清楚地知道，行星受一個被吸往太陽的力，如果沒有這個力，每一顆行星將作直線運動。
總是有一個力將行星拉向太陽的想法許多人都有過。哥白尼、開普勒、著名實驗物理學
家胡克、物理學家和著名建築學家雷恩(ChristopherWren)、天文學家哈雷(Edmund Halley)
以及其他一些人，甚至在牛頓之前就開始了探索的工作。而且有人推想，這種力對一個
較遠星球的作用必定比對較近星球的要弱，而且隨著太陽與星球的距離的增大，力成平
方反比減小。然而在牛頓的工作以前，這些有關引力的想法都沒有推進到能超過觀測結
果。
牛頓吸收了他的同時代人所作出的推想，即在任何兩個質量為 m 和 M，相距為 r
的物體之間的引力 F，可由以下公式

給出。在這個公式中，G 是常量，即無論 m、M 和 r 為何值，它都不變。這個常量
的值取決於所用的質量、力及距離的單位。牛頓還將伽利略的地上物體運動定律進行普
遍推廣，這些推廣現在稱之為牛頓運動三定律。其中第一定律已由笛卡爾和伽利略所導
出：如果一個物體不受力，它將保持靜止或做勻速直線運動；第二定律說：如果一個力
作用在一個質量為 m 的物體上，那麼它將給此物體一個加速度，準確一點說，這個力等
於質量與加速度的乘積，用公式表示即 F＝ma；第三定律則認為：如果物體 A 給 B 一
個作用力 F，那麼 B 給 A 一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作用力 F。由這三個定律及萬有引
力定律，牛頓可以很容易地推斷地球上所有物體的運動規律。
就天體運動來說，牛頓真正的成就在於他證明了開普勒經過多年觀測和研究得出的
開普勒三定律可以由萬有引力定律和運動三定律用數學方法推導出來。在牛頓以前關於

行星運動定律的研究工作，曾被認為與地面物體運動無關，現在的結果則表明行星運動
遵循與地面物體運動同樣的規律。從這種意義上說，牛頓解釋了行星運動規律。此外，
由於從萬有引力定律所推導出來的開普勒定律與觀測結果十分吻合，也為萬有引力定律
的正確性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
用運動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所推導出來的這些結果只是牛頓所完成的工作的一小
部分。他應用萬有引力定律解釋了以前一直難以解釋的海洋潮汐現象，對大範圍的水域
來說，引力主要來自於月亮，其次是太陽。由收集到的太陰潮，即由月球所引起的潮的
高度的資料，牛頓算出了月球的質量。牛頓與惠更斯計算了地球沿著赤道的隆起度，牛
頓還與其他人一起說明了彗星的軌道與萬有引力定律保持一致，因此可以認為彗星也是
我們太陽系的一個合法成員，而不是什麼突發事件或上帝派出來泄怒降災的天外來客。
牛頓接著說明了月亮和太陽對地球赤道隆起帶的吸引力使地球的自轉軸形成一個週期
大於 26000 年的錐，其不總指向天空中的同一顆星。地軸軸向的這種週期性變化使每年
的春分和秋分都發生些微的變化，這一事實喜帕恰斯早在 1800 多年前就觀察到了，這
樣牛頓就解釋了歲差。
最後，牛頓用近似的方法，解決了許多有關月球運動的問題。例如，月球運動所在
平面略微向地球運動平面傾斜，牛頓能夠說明太陽、地球、月球三者之間的相互吸引而
引起的這種現象遵循萬有引力定律。牛頓和他的直接繼承者們推導出了如此浩繁而又傑
出的有關恒星、彗星、月球、海洋運動的結果，以至於他的成就在接下來的兩百年裏被
譽為“
世界體系的闡述”
。
在所有這些工作中，牛頓採納伽利略的提議去尋求數學描述而不是物理解釋。牛頓
不僅將開普勒、伽利略、惠更斯的大量實驗和理論性成果融彙起來，而且將數學描述和
推導置於所有科學描述和預言之前。在他巧妙地命名為《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1687
年）一書的序言中，他寫道：
古人（如帕普斯所告訴我們的）認為在研究自然事物時，力學最為重要，而今人們
則捨棄其實體化的形式和深藏的實質，而力圖以數學定律說明自然現象。我在本書中致
力於用數學來探討有關的哲學問題。……因此我把這部著作稱為哲學的數學原理，因為
哲學的全部任務就在於從各種運動現象來研究各種自然之力，而後用這些力去推證其他
現象。本書第一、第二編中的一些普遍命題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提出來的。……然後根
據其他同樣是數學上論證過的命題，從這些力中推演了行星、彗星、月球和海潮的運動。
很明顯，數學在這裏起了主要作用。
牛頓有充分的理由強調定量的數學定律來反對物理學解釋，因為在他的天體力學
中，核心概念是萬有引力，而萬有引力的作用根本不能用物理學術語解釋。不管兩個物
體相距多麼遙遠，它們仍然相互吸引，這種萬有引力的概念簡直和亞里斯多德派及中世
紀的學者們為了解釋科學現象而發明“
質”
的概念一樣令人難以置信。這種概念尤其不能
為牛頓的同時代人所接受，他們堅持力學的解釋並且認為力只有在一個物體“
推”
另一物
體時才有可能發生。這種放棄物理機制而採取數學描述的方法震撼了甚至是最偉大的科
學家。惠更斯認為萬有引力的想法是荒謬的，因為這種超空間的作用不屬於任何一種機
械運動。他對牛頓沒有根據而不厭其煩地只用萬有引力的數學原理作那麼多繁瑣的計算
感到吃驚。其他許多人，包括萊布尼茨，也反對萬有引力的純數學解釋。萊布尼茨自 1690
年讀完了牛頓的《原理》後就開始抨擊它直至逝世。伏爾泰(Voltaire)1727 年在出席了牛

頓的葬禮後，調侃牛頓把一個真空留在了倫敦，又在法國找到了一個實空(Plenum)，在
那兒，笛卡爾的哲學仍然盛行。為解釋“
超距作用”
而作的努力一直持續到 1900 年。
即使完全沒有物理學解釋，而僅僅依靠數學描述，牛頓也使得他那無與倫比的貢獻
成為可能。作為對物理學解釋的替代，牛頓確實有一個有關重力作用定量的公式，這個
公式既重要又實用，因此，在他的《原理》開篇中，牛頓說：“
我在此只為這些力提供
一個數學的概念，並沒有考慮他們的物理因果。”
在書末他又重複了這種思想：
但是我們的目的，是要從現象中尋出這個力的數量和性質，並且把我們在簡單情形
下發現的東西作為原理，通過數學方法，我們可以估計這些原理在較為複雜情形下的效
果。……我們說通過數學方法（著重號為牛頓所加），是為了避免關於這個力的本性或
質的一切問題，這個質是我們用任何假設也確定不出來的。
在他 1692 年 2 月 25 日寫給牧師本特利博士的信中，牛頓這樣寫道：
至於引力是物質所內在的，固有的和根本的，因而一個物體可以穿過真空超距地作
用於另一個物體，毋須有任何一種東西的中間干預，用以把它們的作用和力從一個物體
傳遞到另一個物體，這種說法對我來說，尤其荒謬。我相信凡在哲學方面有思考才能的
人決不會陷入這種謬論之中。引力必然是由一個按一定規律行事的主宰所造成的，但是
這個主宰是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我留給讀者自己去思考。
儘管有牛頓在數學上的成功，但物理機械論的久不出現依然困繞著科學家們，然而
他們想得到這樣一種物理機械論的努力一直沒有實現。貝克萊(Bishop George Berkeley)
在他的對話《艾西弗倫》（Alciphron，1732 年）中闡述了以下觀點：
（尤弗拉洛簡記為尤，艾西弗倫簡記為艾）。
尤：……我請求您，艾西弗倫，不要被那些術語所迷惑，把力這個字放一邊吧，把
其他任何事情從你的思想裏去除，然後看你對力有什麼明確的見解。
艾：力是存在於能發生運動和其他可知後果的物體中的東西。
尤：那麼力與那些後果是截然分開的嗎？
艾：是的。
尤：那我們現在很高興不用考慮力的主體和後果，而只須考慮力本身的準確概念
了。艾：我認為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尤：看來你我都不能用自己才智範圍內的語言構造一個力的概念，因為人的思維和
才能如此相似，那麼我們可以設想其他人也不會有比我們更好的想法了。
牛頓確實希望引力的本質能為人們探究和知曉，但事與願違，沒有人能解釋引力是
如何作用的，這種力的物理真實性從未得以證明，而只是人類能力試圖影響這種力的一
個科學幻想。然而，由定量定律得到的數學結論被證明是如此有效，以致於這種方法被
認為是自然科學的一個整體部分。科學所做的就是犧牲物理上的可解釋性而得到數學上
的可描述性和可預測性。
17 世紀的成就常被概括為數學物理學家們構造了一個像機器一樣運轉的力學世
界。當然，如果力學僅僅是指通過作用在微粒及它們的延展而成的物體上的力，用重性、
浮性、共振和前面所提及的一些概念解釋所產生的運動，那麼，亞里斯多德及中世紀的
科學家們的科學也是力學。然而，17 世紀的人，尤其是笛卡爾及其追隨者，擯棄了前人
用以解釋運動的質量多元性的假設，而將力限定為物質的、明顯的：扔出一個物體必須
有重量或力。可以稱這種牛頓以前的物理學為物質物理學，數學可以描述它但數學不是
根本。

牛頓力學和他以前的力學的本質不同不只在於引入了數學來描述物體的狀態，數學
對物理學的幫助也不只因為它是一種更方便、更簡潔、更清晰、更普遍的語言，而是因
為它提供了最基本的概念。重力只是一個數學符號的名稱，同理在牛頓第二運動定律（F
＝ma，力等於質量乘以加速度）中，力可以是使物體產生加速度的任何東西。力本身的
性質在物理上也許是不可知的，因此牛頓談到而且使用了向心力和離心力的概念，儘管
他並不知道這些力的機制。
在牛頓力學中甚至質量的概念也是虛構的。確切而言，質量是物質，而物質卻如同
撒母耳所“
證明”
的像踢一塊石頭一樣真實。對牛頓來說，質量最基本的性質是慣性，其
意義已在第一運動定律中表述，即若一個物體處於靜止且不受力作用時，它將繼續保持
靜止；若它處於運動狀態，則它將作勻速直線運動。為什麼是直線而不是曲線呢？伽利
略將慣性運動理解為曲線運動。那麼，為什麼會是勻速運動呢？如果沒有力的作用，物
體為什麼總保持靜止或做勻速運動？慣性是一個虛構的概念，並非實驗事實，質量不可
跟所有的力分開。牛頓運動定律中唯一具有物理真實性的部分是加速度，我們可以觀察
並度量出物體加速度的大小。
但牛頓終於放棄了物理的解釋，他用數學概念及量化了的公式，還有能導致公式的
數學推導重鑄了整個 17 世紀的物理學①。牛頓的光輝業績呈現給人類一個嶄新的世界秩
序，和一個用一套普遍的，僅用數學表述的物理原理控制的宇宙。這是一個包括了石頭
下落、海洋潮汐、行星及其衛星運動、彗星挑戰性的大尾巴以及恒星輝煌莊嚴的運動的
宏大的規劃。牛頓這個規劃使世人折服：自然界是依數學設計的，自然界的真正定律即
數學。牛頓的《原理》是物理解釋的墓誌銘。拉普拉斯曾說過，牛頓是最幸運的人，因
為只有一個宇宙，而他成功地發現了它的定律。
在 18 世紀，數學家們，同時也是偉大的科學家們繼承了牛頓的想法，拉格朗日的
《分析力學》（1788 年）可視作是牛頓數學方法的典範。在這本書中，力學完全數學化
地處理，與物理過程無甚聯繫。事實上，拉格朗日誇口他不需這些，甚至連幾何圖形也
不需要。牛頓力學和天文學的方法，也被用於處理物理學一些較新的分支，如流體力學、
彈性力學和電磁學。定量的、數學化的方法構成了科學的本質，真理大多存在於數學之
中。
17 世紀的叛逆者們借助於數學描述進行研究，發現了一個量化了的世界。他們將物
理世界的具體事物轉換成數學公式，從而留給後人一個數學的、定量的世界，這就是繁
榮至今的自然的數學化的開始。而當詹姆斯·鐘斯爵士(James Jeans)在《神奇世界》（1930
年）中稱：“
宇宙的偉大建築師現在看起來似乎是一個純粹的數學家”
時，他至少已落後
於時代兩個世紀。
雖然如我們所說，單純依賴於不被物理解釋所支援的數學公式，牛頓也頗感不安，
但他不僅竭力提倡他的關於自然哲學（物理學）的數學原理，而且確信其是他所描述的
現象的真正解釋。他為何有這種信念呢？原因是，正如他那個時代的所有數學家和科學
家一樣，牛頓相信上帝創造的世界與數學原理相吻合。最具說服力的是牛頓在《光學》
（1704 年）中，有關上帝作為宇宙框架構造者而存在的一段經典論述：
自然哲學的主要任務是不作虛構假說而從現象來討論問題，並從結果中導出其原
因，直到我們找到第一個原因為止，而這原因一定不是機械的。……在幾乎空無一物的
地方有些什麼？太陽和行星之間既無稠密物質，它們何以相互吸引？何以自然界不作徒
然之事，而我們在宇宙中看到的一切秩序和美麗又從何而來？出現彗星的目的何在，並

且何以行星都是一樣在同心的軌道上運動，是什麼在阻止一顆星下落到另一顆的上面？
動物的身體怎麼會造得如此巧妙，它們的各個部分各自為了哪些目的而設？沒有光學的
技巧，是否能造出眼睛，沒有聲學知識，是否能造出耳朵？身體的運動怎樣依從意志的
支配，而動物的本能又從何而來？……這些事情都是這樣井井有條，所以從現象來看，
是否好像有一位沒有形體的、活的、最高智慧的、無所不在的上帝，他在無限空間中，
像在他的感覺中一樣，仿佛親切地看到形形色色的事物本身，深刻地理解並全面地領會
它們，因為事物就直接呈現在他的面前？
在他的《原理》第三版中，牛頓回答了他自己的問題：
太陽、行星和彗星這個最美麗的系統只能開始于一個有智慧、有能力的人的聖旨和
支配。……這個人統治了天下萬物，他不僅是世界的靈魂，而且是一切的主宰。
牛頓也確信，上帝是一個全能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他在一封 1692 年 12 月 10 日
給理查·本特利的信中寫道：
為了形成（宇宙）系統及其全部運動，就得有這樣一個原因，它瞭解並且比較過太
陽、行星和衛星等各天體中的質量以及由此確定的重力，也瞭解和比較過各個行星與太
陽的距離，各個衛星與土星、木星和地球的距離，以及這些行星和衛星圍繞這些中心體
中所含的質量運轉的速度。要在差別如此巨大的天體之間比較和協調所有這一切，可見
那個原因決不是盲目的和偶然的，而是非常精通力學和幾何學的。
科學將揭開上帝輝煌設計的秘密，牛頓在給本特利的同一信中開頭如此表達自己的
觀點：“
在我撰寫關於我們系統（譯注：指太陽系）的著作（譯注：指《原理》）時，
我曾著眼于這樣一些原理，用這些原理也許能使深思熟慮的人們相信上帝的存在；而當
我看到它對這個目的有用時，可以說沒有別的什麼東西能使我更加高興的了。”
牛頓還
有許多類似這樣的信件。
牛頓對宗教的興趣是他進行數學和科學研究的真正動力。他相信基督教的教義就是
上帝的啟示，上帝是所有自然力和萬事萬物存在與發生的原因，神的意志、引導、控制
無所不在。從他青年時代開始，牛頓就做過嚴格的有關宗教方面的研究和解釋工作，他
的後半生也全部獻給了神學。在他的著作《對丹尼爾的預言和聖約翰的啟示錄的觀察》
（1733 年）和《古代王國編年史修訂本》殘存的數百頁手稿中，他試圖確定《聖經》事
件年表。雖然科學研究本身就是要從神秘和超自然中解放出來，但牛頓認為科學也是崇
拜上帝的一種形式。牛頓為自己的工作揭示了無所不在的上帝之秘密而倍感欣慰。他重
視加強宗教的基礎遠勝過重視數學和科學成就，因為後者只不過是展示了上帝對宇宙的
設計而已。他經常為自己那艱難有時甚至是枯燥的工作辯護，因為這些工作通過提供上
帝安排宇宙秩序的證據支援了宗教，他就像拜讀《聖經》一樣虔誠地工作。上帝的智慧
可以通過展示宇宙的結構而被證明，上帝也是天下萬事發生的原因，奇跡只是上帝常規
活動之外的即興創作。上帝偶爾也必須修正一些小紕漏，正如鐘錶匠修理鐘錶那樣。
上帝設計了宇宙，數學和科學的作用是揭示這些設計，如果這一信念還須加強，那
麼這一工作已由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來擔當。像笛卡爾一樣，萊布尼茨
主要是個哲學家，他多才多藝，對數學、科學、歷史、邏輯學、法律，外交和神學的貢
獻都是首屈一指的。同牛頓一樣，萊布尼茨視科學為一種宗教使命，科學家們有義務去
肩負之。在 1699 年或 1700 年的一封沒署名日期的信中他寫道：“
在我看來，整個人類
的首要追求目標應該是理解和發展上帝所創造的奇跡，這也是上帝賜給人類地球這個帝
國的原因。”

在《神正論》（1710 年）中，萊布尼茨肯定了到那時為止這樣一些類似的想法，即
上帝是位偉大的智者，正是她創造了這個精心設計的世界。萊布尼茨對現實世界和數學
世界的和諧，以及對數學在現實世界適用性的最終辯護是，上帝與世界是統一的，因為
上帝已精心計算在先，所以世界就是如此，數學與自然之間，有一種先天的默契。宇宙
是盡善盡美的，是所有可能有的世界中最美好的世界，而且是理性的思維揭示了它的規
律。
真正的知識在我們頭腦中是與生俱來的，儘管不是如柏拉圖所說，是先驗存在的。
感覺永遠不能教給我們諸如上帝存在，或所有直角都相等之類最起碼的真理。因此，數
學的公理是先天存在的真理，正如它是力學和光學等推理科學中的基本原理一樣。“
為
了確定被感知的事物，感覺不可或缺，同樣，為了確定事實，實驗不可或缺。……但證
明的力量在於理性的概念和真理，只有它們能使我們識別什麼是必需的。……”
萊布尼茨的數學和科學工作廣泛而有價值，我們以後還將詳述。但有點像笛卡爾，
他的貢獻是技術性的。他在微積分及微分方程創立之初所做的工作，還有他對某些新出
現的概念——如我們今天稱之為動能——的重要性的確認，都是第一流的。但萊布尼茨
沒有貢獻任何新的關於自然的根本性法則，倒是他的以數學為基礎的科學哲學認為，在
激勵人們尋求真理時，數學最為重要。
18 世紀的人們極大地發展了數學和數學科學，使有知識的人確信，數學和科學中的
數學定律是真理，但他們的工作大部分是前人工作的延伸。貝努利家族，尤其是詹姆斯·
貝努利(JamesBernoulli)、其弟約翰·貝努利(John Bernoulli)及約翰之子丹尼爾·貝努利
(Daniel Beroulli)，還有歐拉、達蘭貝爾、拉格朗日、拉普拉斯及其他許多人繼續對自然
進行數學探索，他們都對微積分的技巧有所發展，並創建了一些全新的數學分支，如常
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微分幾何、變分法、無窮級數及複變函數。這些學科本身不僅
被作為真理接受，而且為探索大自然提供了更加強有力的工具。正如歐拉 1741 年所言：
“
數學的用處，通常認為是其基礎部分，但數學的用處，不僅不囿於較高深的數學，而
且事實上，科學越向縱深發展，數學的作用就越顯著。”
數學研究的目的在於獲得更多的自然規律，更深刻地瞭解自然的設計。為了繼續牛
頓描述和預言天體運動的工作，人們在天文學上所做的努力最多。牛頓的主要理論，即
行星的軌跡是橢圓，只當天空中僅有太陽和一顆行星時才正確，他對此也很清楚。但在
牛頓時代和幾乎整個 18 世紀，人們已得知有 6 顆行星，每一顆相互吸引而所有的行星
又被太陽吸引。更進一步，一些行星，如地球、木星、土星均有衛星，因此橢圓形軌道
會受到干擾。那麼，真正的軌道又是什麼呢？所有 18 世紀的偉大數學家們都在考慮這
個問題。
問題的關鍵在於三個物體之間相互有引力作用。如果能夠設計某種方法以測定第三
個物體的干擾作用，那麼這種方法也同樣適用於第四個物體，並可依此類推下去。然而，
即使到了今天，就算是三個物體運動的一般問題也還沒有確切的解答，不過，人們已經
設計出近似程度越來越好的方法。
即便是採用了近似的方法，18 世紀的成就仍然是令人矚目的。克萊洛
(Alexis-ClaudeClairaut)對哈雷彗星回歸的預言證明了數學工作在天文學上的精確性，這
是最富有戲劇性的論據之一。有好幾個人都曾觀測過這顆彗星，哈雷在 1682 年曾試圖
測定出它的軌道，他預言說這顆彗星將於 1758 年返回。1758 年 11 月 14 日，在巴黎科
學院的一次會議上，克萊洛宣佈哈雷彗星將於 1759 年 4 月中旬返回到它的近日點，可

能的誤差是 30 天。這顆彗星比預料的早到了一個月，一個月的誤差似乎很大，但是人
們最多只能在幾天中看到，而且這顆彗星 77 年才能見到一次。
天文學中另一輝煌的成就應歸功於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的工作。人們觀測到月球和
行星的運動不很規則，這些不規則的運動可能意味著行星將越來越遠離太陽或是移向太
陽。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證明了，人們所觀測到的木星和土星速度的不規則是週期性變
化的，因而它們的運動基本上是穩定的。這個世紀的天文學工作都收錄在拉普拉斯恢宏
的科學巨著《天體力學》中，這本書在 1799 到 1825 年間共出版了五卷。
拉普拉斯實際上將他的全部生命獻給了天文學，他將他所涉獵的每一個數學分支都
應用於天文學。眾所周知的一個事實是，他在他的著作中經常省略一些困難的數學步
驟，並且說：“
易知…… ”
這說明他實際上對數學細節並無耐心，而只管應用。他對數學
的許多基本貢獻只是他在自然科學的偉大工作中的副產品，而由別人發展起來的。
同樣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且富有戲劇性的是海王星的發現。雖然海王星遲至 1846 年
才發現，但是這一發現都是建立在 18 世紀數學工作的基礎之上的。 1781 年，赫謝耳
(William Herscher)通過一個大功率的新式望遠鏡發現了天王星，但是天王星的軌跡與人
們所預測的並不相符。於是，布瓦德(Alexis Bourard)提出這樣一個假想：還有一顆未
知的行星在干擾著天王星的運動。人們通過觀測和計算這顆未知行星可能的大小和軌
跡，以試圖確定這顆行星的位置。1845 年，亞當斯(John Couch Adams)，劍橋大學的一
個 26 歲的學生，對這顆假想的行星的質量、位置及軌道做了詳細的估算。當得知這一
工作時，格林威治皇家天文臺台長，著名的艾利(George Airy)爵士對之不予理睬。但是
另外一位年輕的天文學家、法國的列維利爾(Urhain J.J.Leverrier)也獨立地推出了和亞當
斯相同的結論，並給德國天文學家加勒(JohannGalle)寄去了一套如何找到這顆行星的位
置的說明。加勒於 1846 年 9 月 23 日收到了這份資料並於當天晚上發現了海王星，其方
位與列維利爾預測的僅差 55 分。在預測能夠精確到萬分之一的情況下，對於使這種驚
人的預測成為可能的天文學理論，誰又會懷疑它的真實性呢？
除了天文學以外，光學這門學科甚至在古希臘時代就已經部分數學化了。17 世紀早
期顯微鏡和望遠鏡的發明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研究光學的興趣，並且像古希臘時代一樣，
17、18 世紀的每一位數學家都致力於這一領域的研究。在 17 世紀史奈爾和笛卡爾就已
經發現了托勒密求而無獲的光折射定律：光通過突然改變的介質時，如從空氣到水，會
發生什麼現象。羅伊默(OlausRoemer)注意到光速是有限的，而牛頓則發現白光是從紅到
紫所有顏色的光的混合物。這兩個事實極大地激發了人們對光學的興趣。牛頓在《光學》
（1704 年）一書中大力提倡這門學科並將其歸功於顯微鏡與望遠鏡的改進。在這裏，數
學仍然是主要的工具，而歐拉關於光學的一部三卷著作則是另外一個里程碑。
但光的物理本質卻一點也不清楚。牛頓認為光是一種微粒的運動，惠更斯則認為光
是波的運動，雖然並不是通常意義的波。而歐拉卻是第一個用數學處理光振動並得出光
的運動方程的人。他力主光的波動本質並在這個問題上成為唯一反對牛頓的人。19 世紀
早期菲涅爾(Augusfin-JearFresnel)和湯瑪斯·揚(ThomasYoung)的工作都為他的理論作了
辯護。但是光的本質即便在那時也沒有變得更清楚些，數學定律依然佔據主導地位。現
在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光理論、電磁理論，在那時離誕生還有 50 年之遙。
18 世紀時，人們還開闢了一些新的研究領域，並且至少取得了部分成功。第一個就
是樂音的數學描述和分析。這一過程頗為冗長，其起源於對一根振動弦，比方說，一根
小提琴弦發出的聲音的研究，丹尼爾·貝努利、達蘭貝爾、歐拉及拉格朗日，對此均做出

了貢獻。但在對其進行數學分析時，他們之間產生了嚴重分歧，直到 19 世紀初傅立葉
的工作問世後，這種分歧才得以消除。儘管如此，在 18 世紀，這方面的研究仍然取得
了巨大的進展。我們現在知道，每個樂音都是基音和泛音組成，泛音的頻率，用音樂術
語來講就是音高，都是基音頻率的整數倍，這些已在 18 世紀大師們的著作中明確指出，
在今天的錄音及播放設備，如電話、電唱機、收音機和電視機的設計中都是最基本的知
識。
還有一個數學物理的分支至少也是起源於 18 世紀，即對流體（氣體或液體）及流
體中物體運動的研究。牛頓考慮過這樣的問題：一個物體欲在流體中以最小的阻力前
進，應當取什麼樣的形狀？在丹尼爾·貝努利的奠基性著作《流體動力學》（1738 年）
中，他順便提及，這個理論可用於描述人體動脈和靜脈中血液的流動。隨後，歐拉的一
篇重要文章（1755 年），推導出了可壓縮流體的運動方程。他寫道：
如果我們仍不能透徹領悟有關流體運動的完整知識，那麼歸結其原因，並非因為我
們對力學或對已知的運動原理認識不足，而是因為（數學）分析本身背棄了我們，因為
所有的流體運動理論已經歸結於分析公式的求解了。
事實上，流體理論比歐拉想像的要複雜得多，以後的 70 年，又增加了許多知識。
比方說，歐拉忽視了粘體（水是無粘流體，但油，則有些粘性，因而流得緩慢）。然而，
可以說，歐拉創立了可用於船舶和飛機運動的流體力學。
大自然是數學化的，而上帝肯定是世間萬事萬物的設計者且是最有效的設計者，對
這種觀點，如果說 18 世紀的人還需什麼另外的佐證外，他們已在其他的數學發現中找
到。海倫證明了（見第一章）光經過一面鏡子的反射，從 P 點至 Q 點遵循最短的路線，
因為光在此以勻速運動，所以最短距離即最少時間。
17 世紀的費馬 (Pierre de Fermat)作為數學巨擘之一，在相當有限的事實基礎上，證
明了他的最少時間原理。該原理認為，光在從一點到另一點的過程中，總是選擇所需時
間最短的路徑，顯然上帝不僅讓光服從數學定律，還讓其遵循最短路徑。當費馬成功地
從史奈爾和笛卡爾先前發現的光的折射定律中得到這一原理時，他愈發相信他的原理的
正確性了。
到 18 世紀初，數學家們對自然界總試圖將某些重要量取成極大或極小值這一事實
有了一些很鮮明的實例。惠更斯起初也反對費馬的原理，他認為費馬原理不能解釋光在
連續變化的介質中傳播時的現象。但甚至牛頓第一運動定律，即一個運動的，不受任何
力干擾的物體，將作直線（最短路線）運動，也是自然界力圖節約的範例。
18 世紀的人們確信：因為一個完美的世界不能容忍浪費，所以自然的作用應該是花
費最少即能達到目的，於是，一個尋找普遍原理的工作開始了。此種原理的第一個公式
由莫帕圖伊斯(Pierre-LouisMoreau de Maupertuis)提出。他主要是一個數學家，曾率領一
支探險隊到拉普蘭地區（挪威、瑞典、芬蘭和前蘇聯各國靠近北極的地帶）丈量沿著子
午線一度的長度。他的測量顯示了地球確如牛頓和惠更斯通過理論證明得到的那樣，其
兩極是扁平的。莫帕圖伊斯平息了 J·凱西尼(Jean-DominiqueCassini)及其子亞金(Jacques)
相反的論調。莫帕圖伊斯因此得了個綽號叫“
弄平地球的人”
，或者像伏爾泰所說的，他
壓平了地球和凱西尼們。
1744 年，在進行光的理論的研究時，莫帕圖依斯在他題為《迄今為止看起來似乎不
相容的自然界不同法則的協調性》的論文中提出其著名的最小作用原理。他從費馬的原
理出發，但考慮到當時的一些不同見解，如光在水中的速度是否比在空氣中大（笛卡爾

和牛頓的觀點），或者比在空氣中小（費馬的觀點），摒棄了最少時間說法而代之以作
用的概念。莫帕圖伊斯認為，作用是質量、速度及所經距離乘積的積分（在微積分的意
義上），而自然界的任何改變都是要使作用最小。莫帕圖伊斯多少有點糊塗，因為他沒
有規定乘積是在什麼時間區間上取的，又因為他在光學和某些力學問題的每個應用中對
作用賦以不同的意義。
雖然莫帕圖伊斯有一些物理實例來支援他的原理，但他提倡這個原理還是出於宗教
理由。物質行為的各種規律應具有上帝創造的完美性，而最小作用原理似乎滿足這一準
則，因為這個原理顯示出自然界是經濟的。莫帕圖伊斯宣稱他的原理是自然界的普遍規
律，是上帝存在和她富於智慧的第一個科學明證。
歐拉，是 18 世紀最偉大的數學家，在 1740 年至 1744 年間，他一直就這個話題與
莫帕圖伊斯通信。他贊同後者的觀點，即上帝根據某種基本原理建造了宇宙，這種原理
的存在即證明了上帝的能力。他用這樣的話來表述他的堅信不疑：“
宇宙的結構是最完
美的，它是一位最為睿智的創造者的傑作。所以，如果沒有某種極大或極小的法則，那
就根本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歐拉的觀點比莫帕圖伊斯更進了一步。歐拉認為所有自然現象之所以表現如此，是
因為它們要使某些函數達到極大或極小，因而，基本的物理原理應包括達到極大或極小
的函數。無疑，上帝這位數學家比 16、17 世紀人們所稱頌的更為英明，歐拉的宗教信
仰還使他確信，上帝賦予人類的使命是運用人類自身的才能去理解她的法則，自然之書
已經打開展現在我們面前，但它是用我們一時半會不能理解的語言寫成的，只有用毅
力、熱愛、堅忍和鑽研才能讀懂，這種語言便是數學。因為我們的這個世界是最好的，
所以其法則也應是最好的。
最小作用原理是由拉格朗日闡明並推廣的。作用成為基本能量，從這個基本原理出
發，可以推導出更多的力學問題的解答，這個原理成了變分法（由拉格朗日在歐拉所作
初步工作的基礎上創立的一個新的數學分支）這門學科的核心。英國的“
牛頓第二”
，哈
密爾頓(William R. Hamilton)對這個原理作了更進一步的推廣，今天，其是力學中最富內
涵的原理，同時也成為物理學其他分支中類似的原理，稱為變分原理的範例。然而我們
應知道，到哈密爾頓時代，莫帕圖伊斯和歐拉關於上帝設計宇宙融合了最小作用原理的
推斷已被摒棄，一些徵兆表明在解釋該原理意義時已發生了某種改變。伏爾泰在《阿卡
基亞博士的歷史》一書中嘲弄了這種證明上帝存在的論點。然而，18 世紀的人們還是堅
信這樣一個無所不包的原理只可能意味著世界理所當然地是由上帝設計並與這一原理
相吻合的。
數學支配一切，18 世紀最偉大的智者對此深信不疑。著名的數學家鄧尼斯·狄德羅
(Denis Diderot)，編纂《法國大百科全書》的主要參與者，說“
世界的真正體系已被確認，
發展和完善了。”
顯然，自然法則就是數學法則。
拉普拉斯還有一段更著名的論述：
我們可以把目前的宇宙狀態看作是宇宙過去的結果和將來的原因。如果一個有理性
的人在任何時刻都知道生物界的一切力及所有生物的相互位置，而他的才智又足以分析
一切資料，那麼他就能用一個方程式表達宇宙中最龐大的物體和最輕微的原子的運動。
對他來說，一切都是顯然的，過去與未來都將呈現在他眼前。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實用主義》一書中描述了這個時期數學家們的態度：

當最初數學的、邏輯的和自然的統一體，最初的定律被發現時，它們的清晰、美妙
和簡潔深深地吸引了人們，使眾人相信似乎他們已真正成功地讀出了萬能之主的真正思
想。上帝的心智發出轟鳴，作為對演繹法的回聲，她也陷入對圓錐曲線、平方、方根和
比例的沉思，像歐幾裏得那樣進行幾何研究。她為行星運動確立了開普勒定律，她使落
體的速度與時間成比例地增長。她還創造了正弦定律，使光在折射時遵循。……上帝構
想出一切物體的原型，設計出它們的變體，而當我們重新發現了其中任何一個神奇創作
時，也就是說我們理解了她的原始本意。
堅信自然是上帝依據數學設計的，甚至在詩中也得到了反映，例如，約瑟福·艾迪生
(Joseph Addison)在他的《讚美詩》中寫道：
高高蒼天，
藍藍太空，
星漢燦爛，
正是它們本源使然。
太陽東升西落，日復一日，
把她有力的聖光，
灑向四面八方，
這就是萬能的主，功德輝煌。
……
所有的行星都恪守規矩，
在它們自己的軌道上旋轉，
把真理傳到每一寸土地上。
到了 18 世紀末，數學已如同一棵根深蒂固的參天大樹，紮根于現實之中已有兩千
年之深，它威風凜凜的枝條覆蓋了所有其他知識體系，無疑，這棵大樹將永遠生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