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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專訪：
周瑞仁教授談無人機系統跨領域研究
採訪／李宛芝　撰文／李宛芝

　　為提供有意申請科技部整合型計畫案的研究者，能於提案前，先行組織團隊並建

構完備申請計劃，中心提供「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業務，希望輔助

學者預先為計畫案打下基礎。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周瑞仁教授，於108年

申請此業務，執行期間不僅獲得豐碩的成果，也展現跨領域合作的重要性，此次特地

邀請周教授分享執行的心得與收穫。

無人機系統（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UAS）研究面向

　　近年來，無人機興起，在其正面而廣泛的應用目的背後，還有許多值得深究的課

題。就正向影響來看，無人機有許多功用。在產業面，無人機可以用來探索、巡查與

監測，例如山林濫伐巡查、環境汙染監測、走私監看等。又或是可以用來輔助產業的

運作，如專門用來噴灑農藥的植保無人機。另外，也有利用無人機進行物流運送的嘗

試，如108年疾管署和交通部合作，運用無人機運送蛇毒血清至阿里山上就是一次成

功的試驗。在教育面，許多教育學者都希望提升國民的STEAM（Science, Tech-

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教育，無人機作為機器人的一種，

本身就具有一定吸引力，且無人機的相關知識十分豐富，從小學至研究所，不同階段

都有可以學習研究的重點。對於推動STEAM的教育者而言，無人機是兼顧實作與理

論的良好教學工具。此外，在媒體傳播中，無人機亦可進行實況報導，如全方位轉播

體育賽事，又或是可以使用無人機的飛行，進行藝術表演等。若提升至國家層面，無

人機可以用來做政策的廣播與宣導、維安監控等，在軍事上，亦能成為偵查儀器或攻

擊武器的載具。

　　相對正面的影響及廣泛的運用，其負面效果亦是可預見的。無人機的飛航狀況與

空拍擷取的影像、聲音等，可能侵犯小至一般民眾或社區的隱私、安全與安寧，大至

國家軍事情報的外流與國安，都是必須考慮的問題。但若為了防範負面影響而過度限

制無人機系統的運用，可能於保障眾人隱私安全之虞，反而阻礙無人機產業的發展。

　　有鑑於此，周教授此次前置規劃案的議題為：「無人機系統發展對社會之影響與

對策」，正是希望尋求無人機系統在對社會正面與負面影響間取得平衡的發展。無人

機系統除了無人機機體外，也包含對無人機進行控制、通訊與監管等。因此首先須解

決的是對策問題，特別是法規的建立。

　　在訂立法規時，須要考量的有維護安全、安寧、隱私與土地所有權等因素。周教

授以土地所有權為例，以往購買土地，土地歸屬購買人，但上方空域仍屬於國家，以

利飛航路線的規劃與航空產業之發展。且一般民用飛機，除了機場附近的建築高度有

限制，以免影響起降安全外，其飛行高度夠高與航管甚為嚴格，比較不易造成隱私或

安全上的疑慮。

　　但是無人機多數為低空飛行，也能定點滯空，因此影響的範圍從個人、社區到國

家都有可能。再加上無人機的價格從幾千元到數億元的差別，且機體大小差異甚大，

小到可輕便攜帶，大到可以搭載物品。對於有興趣的個人使用者而言，親民價格的無

人機唾手可得。緣此，無人機的使用頻率與密度就快速上升，隨之而來的隱私與安全

問題就更需重視。

　　此外，法規訂定也須考量無人機牽涉的各面向。一是空間問題，無人機飛行牽涉

到平面、低空及高空，在不同高度環境，會產生不同的問題。目前法規主要參考有人

機的航空法規及判例，但有許多規範，仍有很多的討論空間。二則是從無人機飛行空

間的利害關係人角度出發，由於無人機除了操作者外，其飛行時也會影響到居民、社

區、政府、學校、法人團體等的安全與隱私，在訂定法規時，亦須讓無人機涉及的社

會網絡中的利害關係人可以參與討論，提供意見。

　　除訂定相關法規外，對無人機的監管也很重要。無人機可能因天候或人為操作因

素而發生意外，造成人員傷亡或設施的損害，其發出的聲音也可能對飛行路線中的居

民造成干擾。此外更值得關注的，在於無人機所搭載的軟硬體，這些設備可以蒐集照

片、影片或聲音，不論是拍攝當下對他人隱私安全的侵犯，或是事後將這些資料進行

分析、傳播等，都可能對個人乃至國家帶來危害，甚至可能引發衝突。周教授以跟監

個人行蹤為例，以空拍機持續追蹤個人行為，竊錄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等，恐

構成涉嫌妨害秘密罪，甚至進而散布、播送、或恐嚇要脅等，這都影響到個人合理的

隱私期待或不受侵擾之自由。。

　　109年3月31日，民用航空法中增訂的遙控無人機專章開始上路，使用250克以上

的無人機須進行登記並認證取得專屬ID後才能使用，且無人機操控者必須考取相關的

操作證，並為無人機投保。但由於考照有些難度及保險費高，若違規，罰鍰也重，對

於購買輕型且便宜的無人機使用者來說，可能選擇不登記或無證操作，這可能成為管

制漏洞。雖然目前已有專章規範無人機系統的相關事項，但尚有許多值得檢討與改善

的空間，有待持續蒐集資訊，進一步地探討與研究，以期凝聚社會共識。

申請契機及執行過程分享

　　周教授申請前置規劃案的契機，在於4年前借調至國立宜蘭大學擔任學術副校

長，當時周教授就在思考宜蘭大學有哪一部分可以發展成具有全國獨一無二的特色，

打造無人機國家型基地是其中一項。恰好周教授得知中心有隨到隨審的前置規劃案

後，就向中心提出申請，希望可以將此想法付諸實現。

　　之所以想在宜蘭大學進行此計畫，首要原因在於宜蘭縣有絕佳的空域。因為宜蘭

縣沒有機場，也無航道經過，又有一望無際的平原、山林、海岸與島嶼。且宜蘭大學

本身共有4個校區，共兩百多公頃，腹地廣大，包含農、林、漁、牧、山川、海岸等

各種無人機可以實驗的場域。其中，最新的城南校區，過去一直是空軍基地，日本時

代它就是神風特攻隊的基地，在空軍撤出後，留下良好的飛行跑道與場域，周邊建築

物高度有限，使城南校區具有廣闊的視野。種種優勢，讓宜蘭大學4個校區可串聯成

一個很棒的無人機系統實驗廊道。

　　此外，宜蘭縣有無人機相關產業，例如有一家專門製作高性能伺服馬達的公司，

過去主要提供模型飛機或競賽競技表演的伺服馬達，產品以外銷為主，擁有尖端的技

術。若在宜蘭建置基地，結合宜蘭科學園區與附近的工業區，可一併建設成無人機的

產業聚落。

　　由於無人機屬新興產業，具有發展優勢，宜蘭縣政府對此計劃也大力支持。借調

期間，周教授於官產學各方面，都有密切合作往來。目前洽談合作的對象，在學界方

面，主要為宜蘭大學、臺灣大學與長榮大學等校；政府方面，除了地方政府外，還有

海巡署、農林航空測量所（利用無人機監看山老鼠、調查森林生態或農作生產）、農

業藥物毒物試驗所（使用無人機噴灑藥物，合作共同培訓飛手）等。產業界則是臺灣

的無人機整合應用公司經緯航太，該公司亦利用宜蘭場域進行訓練，與宇正精密科技

公司進行無人機的認證合作。

　　在與官產學各方合作的過程中，周教授也深感現行的規範與監管，仍是遠落後技

術發展的。周教授表示，雖然此次前置規劃案執行時間不長，但已經舉辦多場會議、

座談、公聽會跟訪談等，希望多方徵詢利害關係人的想法，以便提供後續制定法規的

建議。同時，周教授也與宜蘭縣政府及相關單位商討執法問題，例如警察雖然可以協

助取締，但因目前執法工具有限，如規定無人機不能靠近建築物30公尺範圍內，那麼

如何採證的確進到30公尺內。透過舉辦會議、座談、訪談，就是希望全面了解可能發

生的問題，並試圖尋求解決之道。也因為許多問題並非單靠工程人員即可解決，因此

本計畫除了工程背景專家之外，也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如法律、社會、管理、農業

等領域專家，擴展討論的面向。

　　周教授表示執行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引起很大的迴響，除了在宜蘭舉辦的

各類會議座談、與官產學都有聯繫接觸外，後續宜大也成立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而

周教授歸建臺大後，適逢臺大正欲進行無人載具（包含無人機、無人車等）的研發，

因此由工學院、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及電機資訊學院共同籌組成立「無人載具研發設

計中心」，目前已有70多名臺大教師投入相關研究，其中不僅囊括工程與農學領域，

也包含大氣科學、地理、地質或考古探勘、建築產業等相關領域研究團隊。

　　再者，對周教授來說更大的收穫是跨領域學習。周教授坦言，在學界30多年，主

要與農、工或科教領域學門的學者合作居多。但在此次的前置規劃案中，有法律學

者，協助處理無人機的法規問題，法律用語的用字遣詞講究精準，字斟句酌，與工程

傳達概念的文字不同，讓周教授印象十分深刻；另有經營管理領域的學者，曾於民調

公司任職，後來轉到學界任教，而無人機利害關係人的意見收集，就是由該位學者協

助，也讓周教授了解更多意見收集方式及其分析工具或方法的重要性；亦有社會領域

的學者，提出不同的討論方式，如世界咖啡館、公民議會等，發展出更多洞察問題與

尋求解方的腦力激盪模式。不同領域的刺激，也帶來更多的議題及視野，對此計畫透

過問卷調查、訪談、座談、資料蒐集、彙整與比較分析提供許多助益。

未來規劃

　　談到規劃案後續延伸，周教授期待能將宜蘭大學的實驗場域申請成為沙盒，以此

沙盒進行無人機系統的各種試驗，並進行沙盤推演，包含無人機飛航管理（UAS 

Traffic Management, UTM）、場域經營、空間與飛航資訊的建置等，以利提出更

完善的法規及相關配套措施。同時，也考慮引進科技的方法與工具，例如通訊、雲

端、機器學習、大數據等，希望建置安全的飛航區域資訊，以及相關的風險評估模式

等。

　　周教授也期望臺灣的無人機資訊及相關法規，可以與國際接軌。從法規面來看，

飛行高度不超過400呎（約120公尺以下）無人機的監管由地方政府負責，但若對特

殊用途，如颱風洪水或森林調查等需長滯空的定翼型無人機，高度就會超過400呎，

可能與有人機的空域重疊，執行任務時就要有人在遠端機場塔臺協同控管。國際間針

對有人機已訂有一套共通規範，針對高空飛行的無人機，也應發展一套相應的國際標

準，統一認證及監管。考量到無人機運用範圍很廣，因此法規上也須因應不同情境狀

況。目前周教授亦與國外學者洽談交流及合作，未來也會朝此目標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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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供有意申請科技部整合型計畫案的研究者，能於提案前，先行組織團隊並建

構完備申請計劃，中心提供「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業務，希望輔助

學者預先為計畫案打下基礎。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周瑞仁教授，於108年

申請此業務，執行期間不僅獲得豐碩的成果，也展現跨領域合作的重要性，此次特地

邀請周教授分享執行的心得與收穫。

無人機系統（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UAS）研究面向

　　近年來，無人機興起，在其正面而廣泛的應用目的背後，還有許多值得深究的課

題。就正向影響來看，無人機有許多功用。在產業面，無人機可以用來探索、巡查與

監測，例如山林濫伐巡查、環境汙染監測、走私監看等。又或是可以用來輔助產業的

運作，如專門用來噴灑農藥的植保無人機。另外，也有利用無人機進行物流運送的嘗

試，如108年疾管署和交通部合作，運用無人機運送蛇毒血清至阿里山上就是一次成

功的試驗。在教育面，許多教育學者都希望提升國民的STEAM（Science, Tech-

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教育，無人機作為機器人的一種，

本身就具有一定吸引力，且無人機的相關知識十分豐富，從小學至研究所，不同階段

都有可以學習研究的重點。對於推動STEAM的教育者而言，無人機是兼顧實作與理

論的良好教學工具。此外，在媒體傳播中，無人機亦可進行實況報導，如全方位轉播

體育賽事，又或是可以使用無人機的飛行，進行藝術表演等。若提升至國家層面，無

人機可以用來做政策的廣播與宣導、維安監控等，在軍事上，亦能成為偵查儀器或攻

擊武器的載具。

　　相對正面的影響及廣泛的運用，其負面效果亦是可預見的。無人機的飛航狀況與

空拍擷取的影像、聲音等，可能侵犯小至一般民眾或社區的隱私、安全與安寧，大至

國家軍事情報的外流與國安，都是必須考慮的問題。但若為了防範負面影響而過度限

制無人機系統的運用，可能於保障眾人隱私安全之虞，反而阻礙無人機產業的發展。

　　有鑑於此，周教授此次前置規劃案的議題為：「無人機系統發展對社會之影響與

對策」，正是希望尋求無人機系統在對社會正面與負面影響間取得平衡的發展。無人

機系統除了無人機機體外，也包含對無人機進行控制、通訊與監管等。因此首先須解

決的是對策問題，特別是法規的建立。

　　在訂立法規時，須要考量的有維護安全、安寧、隱私與土地所有權等因素。周教

授以土地所有權為例，以往購買土地，土地歸屬購買人，但上方空域仍屬於國家，以

利飛航路線的規劃與航空產業之發展。且一般民用飛機，除了機場附近的建築高度有

限制，以免影響起降安全外，其飛行高度夠高與航管甚為嚴格，比較不易造成隱私或

安全上的疑慮。

　　但是無人機多數為低空飛行，也能定點滯空，因此影響的範圍從個人、社區到國

家都有可能。再加上無人機的價格從幾千元到數億元的差別，且機體大小差異甚大，

小到可輕便攜帶，大到可以搭載物品。對於有興趣的個人使用者而言，親民價格的無

人機唾手可得。緣此，無人機的使用頻率與密度就快速上升，隨之而來的隱私與安全

問題就更需重視。

　　此外，法規訂定也須考量無人機牽涉的各面向。一是空間問題，無人機飛行牽涉

到平面、低空及高空，在不同高度環境，會產生不同的問題。目前法規主要參考有人

機的航空法規及判例，但有許多規範，仍有很多的討論空間。二則是從無人機飛行空

間的利害關係人角度出發，由於無人機除了操作者外，其飛行時也會影響到居民、社

區、政府、學校、法人團體等的安全與隱私，在訂定法規時，亦須讓無人機涉及的社

會網絡中的利害關係人可以參與討論，提供意見。

　　除訂定相關法規外，對無人機的監管也很重要。無人機可能因天候或人為操作因

素而發生意外，造成人員傷亡或設施的損害，其發出的聲音也可能對飛行路線中的居

民造成干擾。此外更值得關注的，在於無人機所搭載的軟硬體，這些設備可以蒐集照

片、影片或聲音，不論是拍攝當下對他人隱私安全的侵犯，或是事後將這些資料進行

分析、傳播等，都可能對個人乃至國家帶來危害，甚至可能引發衝突。周教授以跟監

個人行蹤為例，以空拍機持續追蹤個人行為，竊錄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等，恐

構成涉嫌妨害秘密罪，甚至進而散布、播送、或恐嚇要脅等，這都影響到個人合理的

隱私期待或不受侵擾之自由。。

　　109年3月31日，民用航空法中增訂的遙控無人機專章開始上路，使用250克以上

的無人機須進行登記並認證取得專屬ID後才能使用，且無人機操控者必須考取相關的

操作證，並為無人機投保。但由於考照有些難度及保險費高，若違規，罰鍰也重，對

於購買輕型且便宜的無人機使用者來說，可能選擇不登記或無證操作，這可能成為管

制漏洞。雖然目前已有專章規範無人機系統的相關事項，但尚有許多值得檢討與改善

的空間，有待持續蒐集資訊，進一步地探討與研究，以期凝聚社會共識。

申請契機及執行過程分享

　　周教授申請前置規劃案的契機，在於4年前借調至國立宜蘭大學擔任學術副校

長，當時周教授就在思考宜蘭大學有哪一部分可以發展成具有全國獨一無二的特色，

打造無人機國家型基地是其中一項。恰好周教授得知中心有隨到隨審的前置規劃案

後，就向中心提出申請，希望可以將此想法付諸實現。

　　之所以想在宜蘭大學進行此計畫，首要原因在於宜蘭縣有絕佳的空域。因為宜蘭

縣沒有機場，也無航道經過，又有一望無際的平原、山林、海岸與島嶼。且宜蘭大學

本身共有4個校區，共兩百多公頃，腹地廣大，包含農、林、漁、牧、山川、海岸等

各種無人機可以實驗的場域。其中，最新的城南校區，過去一直是空軍基地，日本時

代它就是神風特攻隊的基地，在空軍撤出後，留下良好的飛行跑道與場域，周邊建築

物高度有限，使城南校區具有廣闊的視野。種種優勢，讓宜蘭大學4個校區可串聯成

一個很棒的無人機系統實驗廊道。

　　此外，宜蘭縣有無人機相關產業，例如有一家專門製作高性能伺服馬達的公司，

過去主要提供模型飛機或競賽競技表演的伺服馬達，產品以外銷為主，擁有尖端的技

術。若在宜蘭建置基地，結合宜蘭科學園區與附近的工業區，可一併建設成無人機的

產業聚落。

　　由於無人機屬新興產業，具有發展優勢，宜蘭縣政府對此計劃也大力支持。借調

期間，周教授於官產學各方面，都有密切合作往來。目前洽談合作的對象，在學界方

面，主要為宜蘭大學、臺灣大學與長榮大學等校；政府方面，除了地方政府外，還有

海巡署、農林航空測量所（利用無人機監看山老鼠、調查森林生態或農作生產）、農

業藥物毒物試驗所（使用無人機噴灑藥物，合作共同培訓飛手）等。產業界則是臺灣

的無人機整合應用公司經緯航太，該公司亦利用宜蘭場域進行訓練，與宇正精密科技

公司進行無人機的認證合作。

　　在與官產學各方合作的過程中，周教授也深感現行的規範與監管，仍是遠落後技

術發展的。周教授表示，雖然此次前置規劃案執行時間不長，但已經舉辦多場會議、

座談、公聽會跟訪談等，希望多方徵詢利害關係人的想法，以便提供後續制定法規的

建議。同時，周教授也與宜蘭縣政府及相關單位商討執法問題，例如警察雖然可以協

助取締，但因目前執法工具有限，如規定無人機不能靠近建築物30公尺範圍內，那麼

如何採證的確進到30公尺內。透過舉辦會議、座談、訪談，就是希望全面了解可能發

生的問題，並試圖尋求解決之道。也因為許多問題並非單靠工程人員即可解決，因此

本計畫除了工程背景專家之外，也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如法律、社會、管理、農業

等領域專家，擴展討論的面向。

　　周教授表示執行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引起很大的迴響，除了在宜蘭舉辦的

各類會議座談、與官產學都有聯繫接觸外，後續宜大也成立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而

周教授歸建臺大後，適逢臺大正欲進行無人載具（包含無人機、無人車等）的研發，

因此由工學院、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及電機資訊學院共同籌組成立「無人載具研發設

計中心」，目前已有70多名臺大教師投入相關研究，其中不僅囊括工程與農學領域，

也包含大氣科學、地理、地質或考古探勘、建築產業等相關領域研究團隊。

　　再者，對周教授來說更大的收穫是跨領域學習。周教授坦言，在學界30多年，主

要與農、工或科教領域學門的學者合作居多。但在此次的前置規劃案中，有法律學

者，協助處理無人機的法規問題，法律用語的用字遣詞講究精準，字斟句酌，與工程

傳達概念的文字不同，讓周教授印象十分深刻；另有經營管理領域的學者，曾於民調

公司任職，後來轉到學界任教，而無人機利害關係人的意見收集，就是由該位學者協

助，也讓周教授了解更多意見收集方式及其分析工具或方法的重要性；亦有社會領域

的學者，提出不同的討論方式，如世界咖啡館、公民議會等，發展出更多洞察問題與

尋求解方的腦力激盪模式。不同領域的刺激，也帶來更多的議題及視野，對此計畫透

過問卷調查、訪談、座談、資料蒐集、彙整與比較分析提供許多助益。

未來規劃

　　談到規劃案後續延伸，周教授期待能將宜蘭大學的實驗場域申請成為沙盒，以此

沙盒進行無人機系統的各種試驗，並進行沙盤推演，包含無人機飛航管理（UAS 

Traffic Management, UTM）、場域經營、空間與飛航資訊的建置等，以利提出更

完善的法規及相關配套措施。同時，也考慮引進科技的方法與工具，例如通訊、雲

端、機器學習、大數據等，希望建置安全的飛航區域資訊，以及相關的風險評估模式

等。

　　周教授也期望臺灣的無人機資訊及相關法規，可以與國際接軌。從法規面來看，

飛行高度不超過400呎（約120公尺以下）無人機的監管由地方政府負責，但若對特

殊用途，如颱風洪水或森林調查等需長滯空的定翼型無人機，高度就會超過400呎，

可能與有人機的空域重疊，執行任務時就要有人在遠端機場塔臺協同控管。國際間針

對有人機已訂有一套共通規範，針對高空飛行的無人機，也應發展一套相應的國際標

準，統一認證及監管。考量到無人機運用範圍很廣，因此法規上也須因應不同情境狀

況。目前周教授亦與國外學者洽談交流及合作，未來也會朝此目標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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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供有意申請科技部整合型計畫案的研究者，能於提案前，先行組織團隊並建

構完備申請計劃，中心提供「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業務，希望輔助

學者預先為計畫案打下基礎。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周瑞仁教授，於108年

申請此業務，執行期間不僅獲得豐碩的成果，也展現跨領域合作的重要性，此次特地

邀請周教授分享執行的心得與收穫。

無人機系統（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UAS）研究面向

　　近年來，無人機興起，在其正面而廣泛的應用目的背後，還有許多值得深究的課

題。就正向影響來看，無人機有許多功用。在產業面，無人機可以用來探索、巡查與

監測，例如山林濫伐巡查、環境汙染監測、走私監看等。又或是可以用來輔助產業的

運作，如專門用來噴灑農藥的植保無人機。另外，也有利用無人機進行物流運送的嘗

試，如108年疾管署和交通部合作，運用無人機運送蛇毒血清至阿里山上就是一次成

功的試驗。在教育面，許多教育學者都希望提升國民的STEAM（Science, Tech-

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教育，無人機作為機器人的一種，

本身就具有一定吸引力，且無人機的相關知識十分豐富，從小學至研究所，不同階段

都有可以學習研究的重點。對於推動STEAM的教育者而言，無人機是兼顧實作與理

論的良好教學工具。此外，在媒體傳播中，無人機亦可進行實況報導，如全方位轉播

體育賽事，又或是可以使用無人機的飛行，進行藝術表演等。若提升至國家層面，無

人機可以用來做政策的廣播與宣導、維安監控等，在軍事上，亦能成為偵查儀器或攻

擊武器的載具。

　　相對正面的影響及廣泛的運用，其負面效果亦是可預見的。無人機的飛航狀況與

空拍擷取的影像、聲音等，可能侵犯小至一般民眾或社區的隱私、安全與安寧，大至

國家軍事情報的外流與國安，都是必須考慮的問題。但若為了防範負面影響而過度限

制無人機系統的運用，可能於保障眾人隱私安全之虞，反而阻礙無人機產業的發展。

　　有鑑於此，周教授此次前置規劃案的議題為：「無人機系統發展對社會之影響與

對策」，正是希望尋求無人機系統在對社會正面與負面影響間取得平衡的發展。無人

機系統除了無人機機體外，也包含對無人機進行控制、通訊與監管等。因此首先須解

決的是對策問題，特別是法規的建立。

　　在訂立法規時，須要考量的有維護安全、安寧、隱私與土地所有權等因素。周教

授以土地所有權為例，以往購買土地，土地歸屬購買人，但上方空域仍屬於國家，以

利飛航路線的規劃與航空產業之發展。且一般民用飛機，除了機場附近的建築高度有

限制，以免影響起降安全外，其飛行高度夠高與航管甚為嚴格，比較不易造成隱私或

安全上的疑慮。

　　但是無人機多數為低空飛行，也能定點滯空，因此影響的範圍從個人、社區到國

家都有可能。再加上無人機的價格從幾千元到數億元的差別，且機體大小差異甚大，

小到可輕便攜帶，大到可以搭載物品。對於有興趣的個人使用者而言，親民價格的無

人機唾手可得。緣此，無人機的使用頻率與密度就快速上升，隨之而來的隱私與安全

問題就更需重視。

　　此外，法規訂定也須考量無人機牽涉的各面向。一是空間問題，無人機飛行牽涉

到平面、低空及高空，在不同高度環境，會產生不同的問題。目前法規主要參考有人

機的航空法規及判例，但有許多規範，仍有很多的討論空間。二則是從無人機飛行空

間的利害關係人角度出發，由於無人機除了操作者外，其飛行時也會影響到居民、社

區、政府、學校、法人團體等的安全與隱私，在訂定法規時，亦須讓無人機涉及的社

會網絡中的利害關係人可以參與討論，提供意見。

　　除訂定相關法規外，對無人機的監管也很重要。無人機可能因天候或人為操作因

素而發生意外，造成人員傷亡或設施的損害，其發出的聲音也可能對飛行路線中的居

民造成干擾。此外更值得關注的，在於無人機所搭載的軟硬體，這些設備可以蒐集照

片、影片或聲音，不論是拍攝當下對他人隱私安全的侵犯，或是事後將這些資料進行

分析、傳播等，都可能對個人乃至國家帶來危害，甚至可能引發衝突。周教授以跟監

個人行蹤為例，以空拍機持續追蹤個人行為，竊錄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等，恐

構成涉嫌妨害秘密罪，甚至進而散布、播送、或恐嚇要脅等，這都影響到個人合理的

隱私期待或不受侵擾之自由。。

　　109年3月31日，民用航空法中增訂的遙控無人機專章開始上路，使用250克以上

的無人機須進行登記並認證取得專屬ID後才能使用，且無人機操控者必須考取相關的

操作證，並為無人機投保。但由於考照有些難度及保險費高，若違規，罰鍰也重，對

於購買輕型且便宜的無人機使用者來說，可能選擇不登記或無證操作，這可能成為管

制漏洞。雖然目前已有專章規範無人機系統的相關事項，但尚有許多值得檢討與改善

的空間，有待持續蒐集資訊，進一步地探討與研究，以期凝聚社會共識。

申請契機及執行過程分享

　　周教授申請前置規劃案的契機，在於4年前借調至國立宜蘭大學擔任學術副校

長，當時周教授就在思考宜蘭大學有哪一部分可以發展成具有全國獨一無二的特色，

打造無人機國家型基地是其中一項。恰好周教授得知中心有隨到隨審的前置規劃案

後，就向中心提出申請，希望可以將此想法付諸實現。

　　之所以想在宜蘭大學進行此計畫，首要原因在於宜蘭縣有絕佳的空域。因為宜蘭

縣沒有機場，也無航道經過，又有一望無際的平原、山林、海岸與島嶼。且宜蘭大學

本身共有4個校區，共兩百多公頃，腹地廣大，包含農、林、漁、牧、山川、海岸等

各種無人機可以實驗的場域。其中，最新的城南校區，過去一直是空軍基地，日本時

代它就是神風特攻隊的基地，在空軍撤出後，留下良好的飛行跑道與場域，周邊建築

物高度有限，使城南校區具有廣闊的視野。種種優勢，讓宜蘭大學4個校區可串聯成

一個很棒的無人機系統實驗廊道。

　　此外，宜蘭縣有無人機相關產業，例如有一家專門製作高性能伺服馬達的公司，

過去主要提供模型飛機或競賽競技表演的伺服馬達，產品以外銷為主，擁有尖端的技

術。若在宜蘭建置基地，結合宜蘭科學園區與附近的工業區，可一併建設成無人機的

產業聚落。

　　由於無人機屬新興產業，具有發展優勢，宜蘭縣政府對此計劃也大力支持。借調

期間，周教授於官產學各方面，都有密切合作往來。目前洽談合作的對象，在學界方

面，主要為宜蘭大學、臺灣大學與長榮大學等校；政府方面，除了地方政府外，還有

海巡署、農林航空測量所（利用無人機監看山老鼠、調查森林生態或農作生產）、農

業藥物毒物試驗所（使用無人機噴灑藥物，合作共同培訓飛手）等。產業界則是臺灣

的無人機整合應用公司經緯航太，該公司亦利用宜蘭場域進行訓練，與宇正精密科技

公司進行無人機的認證合作。

　　在與官產學各方合作的過程中，周教授也深感現行的規範與監管，仍是遠落後技

術發展的。周教授表示，雖然此次前置規劃案執行時間不長，但已經舉辦多場會議、

座談、公聽會跟訪談等，希望多方徵詢利害關係人的想法，以便提供後續制定法規的

建議。同時，周教授也與宜蘭縣政府及相關單位商討執法問題，例如警察雖然可以協

助取締，但因目前執法工具有限，如規定無人機不能靠近建築物30公尺範圍內，那麼

如何採證的確進到30公尺內。透過舉辦會議、座談、訪談，就是希望全面了解可能發

生的問題，並試圖尋求解決之道。也因為許多問題並非單靠工程人員即可解決，因此

本計畫除了工程背景專家之外，也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如法律、社會、管理、農業

等領域專家，擴展討論的面向。

　　周教授表示執行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引起很大的迴響，除了在宜蘭舉辦的

各類會議座談、與官產學都有聯繫接觸外，後續宜大也成立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而

周教授歸建臺大後，適逢臺大正欲進行無人載具（包含無人機、無人車等）的研發，

因此由工學院、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及電機資訊學院共同籌組成立「無人載具研發設

計中心」，目前已有70多名臺大教師投入相關研究，其中不僅囊括工程與農學領域，

也包含大氣科學、地理、地質或考古探勘、建築產業等相關領域研究團隊。

　　再者，對周教授來說更大的收穫是跨領域學習。周教授坦言，在學界30多年，主

要與農、工或科教領域學門的學者合作居多。但在此次的前置規劃案中，有法律學

者，協助處理無人機的法規問題，法律用語的用字遣詞講究精準，字斟句酌，與工程

傳達概念的文字不同，讓周教授印象十分深刻；另有經營管理領域的學者，曾於民調

公司任職，後來轉到學界任教，而無人機利害關係人的意見收集，就是由該位學者協

助，也讓周教授了解更多意見收集方式及其分析工具或方法的重要性；亦有社會領域

的學者，提出不同的討論方式，如世界咖啡館、公民議會等，發展出更多洞察問題與

尋求解方的腦力激盪模式。不同領域的刺激，也帶來更多的議題及視野，對此計畫透

過問卷調查、訪談、座談、資料蒐集、彙整與比較分析提供許多助益。

未來規劃

　　談到規劃案後續延伸，周教授期待能將宜蘭大學的實驗場域申請成為沙盒，以此

沙盒進行無人機系統的各種試驗，並進行沙盤推演，包含無人機飛航管理（UAS 

Traffic Management, UTM）、場域經營、空間與飛航資訊的建置等，以利提出更

完善的法規及相關配套措施。同時，也考慮引進科技的方法與工具，例如通訊、雲

端、機器學習、大數據等，希望建置安全的飛航區域資訊，以及相關的風險評估模式

等。

　　周教授也期望臺灣的無人機資訊及相關法規，可以與國際接軌。從法規面來看，

飛行高度不超過400呎（約120公尺以下）無人機的監管由地方政府負責，但若對特

殊用途，如颱風洪水或森林調查等需長滯空的定翼型無人機，高度就會超過400呎，

可能與有人機的空域重疊，執行任務時就要有人在遠端機場塔臺協同控管。國際間針

對有人機已訂有一套共通規範，針對高空飛行的無人機，也應發展一套相應的國際標

準，統一認證及監管。考量到無人機運用範圍很廣，因此法規上也須因應不同情境狀

況。目前周教授亦與國外學者洽談交流及合作，未來也會朝此目標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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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供有意申請科技部整合型計畫案的研究者，能於提案前，先行組織團隊並建

構完備申請計劃，中心提供「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業務，希望輔助

學者預先為計畫案打下基礎。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周瑞仁教授，於108年

申請此業務，執行期間不僅獲得豐碩的成果，也展現跨領域合作的重要性，此次特地

邀請周教授分享執行的心得與收穫。

無人機系統（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UAS）研究面向

　　近年來，無人機興起，在其正面而廣泛的應用目的背後，還有許多值得深究的課

題。就正向影響來看，無人機有許多功用。在產業面，無人機可以用來探索、巡查與

監測，例如山林濫伐巡查、環境汙染監測、走私監看等。又或是可以用來輔助產業的

運作，如專門用來噴灑農藥的植保無人機。另外，也有利用無人機進行物流運送的嘗

試，如108年疾管署和交通部合作，運用無人機運送蛇毒血清至阿里山上就是一次成

功的試驗。在教育面，許多教育學者都希望提升國民的STEAM（Science, Tech-

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教育，無人機作為機器人的一種，

本身就具有一定吸引力，且無人機的相關知識十分豐富，從小學至研究所，不同階段

都有可以學習研究的重點。對於推動STEAM的教育者而言，無人機是兼顧實作與理

論的良好教學工具。此外，在媒體傳播中，無人機亦可進行實況報導，如全方位轉播

體育賽事，又或是可以使用無人機的飛行，進行藝術表演等。若提升至國家層面，無

人機可以用來做政策的廣播與宣導、維安監控等，在軍事上，亦能成為偵查儀器或攻

擊武器的載具。

　　相對正面的影響及廣泛的運用，其負面效果亦是可預見的。無人機的飛航狀況與

空拍擷取的影像、聲音等，可能侵犯小至一般民眾或社區的隱私、安全與安寧，大至

國家軍事情報的外流與國安，都是必須考慮的問題。但若為了防範負面影響而過度限

制無人機系統的運用，可能於保障眾人隱私安全之虞，反而阻礙無人機產業的發展。

　　有鑑於此，周教授此次前置規劃案的議題為：「無人機系統發展對社會之影響與

對策」，正是希望尋求無人機系統在對社會正面與負面影響間取得平衡的發展。無人

機系統除了無人機機體外，也包含對無人機進行控制、通訊與監管等。因此首先須解

決的是對策問題，特別是法規的建立。

　　在訂立法規時，須要考量的有維護安全、安寧、隱私與土地所有權等因素。周教

授以土地所有權為例，以往購買土地，土地歸屬購買人，但上方空域仍屬於國家，以

利飛航路線的規劃與航空產業之發展。且一般民用飛機，除了機場附近的建築高度有

限制，以免影響起降安全外，其飛行高度夠高與航管甚為嚴格，比較不易造成隱私或

安全上的疑慮。

　　但是無人機多數為低空飛行，也能定點滯空，因此影響的範圍從個人、社區到國

家都有可能。再加上無人機的價格從幾千元到數億元的差別，且機體大小差異甚大，

小到可輕便攜帶，大到可以搭載物品。對於有興趣的個人使用者而言，親民價格的無

人機唾手可得。緣此，無人機的使用頻率與密度就快速上升，隨之而來的隱私與安全

問題就更需重視。

　　此外，法規訂定也須考量無人機牽涉的各面向。一是空間問題，無人機飛行牽涉

到平面、低空及高空，在不同高度環境，會產生不同的問題。目前法規主要參考有人

機的航空法規及判例，但有許多規範，仍有很多的討論空間。二則是從無人機飛行空

間的利害關係人角度出發，由於無人機除了操作者外，其飛行時也會影響到居民、社

區、政府、學校、法人團體等的安全與隱私，在訂定法規時，亦須讓無人機涉及的社

會網絡中的利害關係人可以參與討論，提供意見。

　　除訂定相關法規外，對無人機的監管也很重要。無人機可能因天候或人為操作因

素而發生意外，造成人員傷亡或設施的損害，其發出的聲音也可能對飛行路線中的居

民造成干擾。此外更值得關注的，在於無人機所搭載的軟硬體，這些設備可以蒐集照

片、影片或聲音，不論是拍攝當下對他人隱私安全的侵犯，或是事後將這些資料進行

分析、傳播等，都可能對個人乃至國家帶來危害，甚至可能引發衝突。周教授以跟監

個人行蹤為例，以空拍機持續追蹤個人行為，竊錄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等，恐

構成涉嫌妨害秘密罪，甚至進而散布、播送、或恐嚇要脅等，這都影響到個人合理的

隱私期待或不受侵擾之自由。。

　　109年3月31日，民用航空法中增訂的遙控無人機專章開始上路，使用250克以上

的無人機須進行登記並認證取得專屬ID後才能使用，且無人機操控者必須考取相關的

操作證，並為無人機投保。但由於考照有些難度及保險費高，若違規，罰鍰也重，對

於購買輕型且便宜的無人機使用者來說，可能選擇不登記或無證操作，這可能成為管

制漏洞。雖然目前已有專章規範無人機系統的相關事項，但尚有許多值得檢討與改善

的空間，有待持續蒐集資訊，進一步地探討與研究，以期凝聚社會共識。

申請契機及執行過程分享

　　周教授申請前置規劃案的契機，在於4年前借調至國立宜蘭大學擔任學術副校

長，當時周教授就在思考宜蘭大學有哪一部分可以發展成具有全國獨一無二的特色，

打造無人機國家型基地是其中一項。恰好周教授得知中心有隨到隨審的前置規劃案

後，就向中心提出申請，希望可以將此想法付諸實現。

　　之所以想在宜蘭大學進行此計畫，首要原因在於宜蘭縣有絕佳的空域。因為宜蘭

縣沒有機場，也無航道經過，又有一望無際的平原、山林、海岸與島嶼。且宜蘭大學

本身共有4個校區，共兩百多公頃，腹地廣大，包含農、林、漁、牧、山川、海岸等

各種無人機可以實驗的場域。其中，最新的城南校區，過去一直是空軍基地，日本時

代它就是神風特攻隊的基地，在空軍撤出後，留下良好的飛行跑道與場域，周邊建築

物高度有限，使城南校區具有廣闊的視野。種種優勢，讓宜蘭大學4個校區可串聯成

一個很棒的無人機系統實驗廊道。

　　此外，宜蘭縣有無人機相關產業，例如有一家專門製作高性能伺服馬達的公司，

過去主要提供模型飛機或競賽競技表演的伺服馬達，產品以外銷為主，擁有尖端的技

術。若在宜蘭建置基地，結合宜蘭科學園區與附近的工業區，可一併建設成無人機的

產業聚落。

　　由於無人機屬新興產業，具有發展優勢，宜蘭縣政府對此計劃也大力支持。借調

期間，周教授於官產學各方面，都有密切合作往來。目前洽談合作的對象，在學界方

面，主要為宜蘭大學、臺灣大學與長榮大學等校；政府方面，除了地方政府外，還有

海巡署、農林航空測量所（利用無人機監看山老鼠、調查森林生態或農作生產）、農

業藥物毒物試驗所（使用無人機噴灑藥物，合作共同培訓飛手）等。產業界則是臺灣

的無人機整合應用公司經緯航太，該公司亦利用宜蘭場域進行訓練，與宇正精密科技

公司進行無人機的認證合作。

　　在與官產學各方合作的過程中，周教授也深感現行的規範與監管，仍是遠落後技

術發展的。周教授表示，雖然此次前置規劃案執行時間不長，但已經舉辦多場會議、

座談、公聽會跟訪談等，希望多方徵詢利害關係人的想法，以便提供後續制定法規的

建議。同時，周教授也與宜蘭縣政府及相關單位商討執法問題，例如警察雖然可以協

助取締，但因目前執法工具有限，如規定無人機不能靠近建築物30公尺範圍內，那麼

如何採證的確進到30公尺內。透過舉辦會議、座談、訪談，就是希望全面了解可能發

生的問題，並試圖尋求解決之道。也因為許多問題並非單靠工程人員即可解決，因此

本計畫除了工程背景專家之外，也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如法律、社會、管理、農業

等領域專家，擴展討論的面向。

　　周教授表示執行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引起很大的迴響，除了在宜蘭舉辦的

各類會議座談、與官產學都有聯繫接觸外，後續宜大也成立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而

周教授歸建臺大後，適逢臺大正欲進行無人載具（包含無人機、無人車等）的研發，

因此由工學院、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及電機資訊學院共同籌組成立「無人載具研發設

計中心」，目前已有70多名臺大教師投入相關研究，其中不僅囊括工程與農學領域，

也包含大氣科學、地理、地質或考古探勘、建築產業等相關領域研究團隊。

　　再者，對周教授來說更大的收穫是跨領域學習。周教授坦言，在學界30多年，主

要與農、工或科教領域學門的學者合作居多。但在此次的前置規劃案中，有法律學

者，協助處理無人機的法規問題，法律用語的用字遣詞講究精準，字斟句酌，與工程

傳達概念的文字不同，讓周教授印象十分深刻；另有經營管理領域的學者，曾於民調

公司任職，後來轉到學界任教，而無人機利害關係人的意見收集，就是由該位學者協

助，也讓周教授了解更多意見收集方式及其分析工具或方法的重要性；亦有社會領域

的學者，提出不同的討論方式，如世界咖啡館、公民議會等，發展出更多洞察問題與

尋求解方的腦力激盪模式。不同領域的刺激，也帶來更多的議題及視野，對此計畫透

過問卷調查、訪談、座談、資料蒐集、彙整與比較分析提供許多助益。

未來規劃

　　談到規劃案後續延伸，周教授期待能將宜蘭大學的實驗場域申請成為沙盒，以此

沙盒進行無人機系統的各種試驗，並進行沙盤推演，包含無人機飛航管理（UAS 

Traffic Management, UTM）、場域經營、空間與飛航資訊的建置等，以利提出更

完善的法規及相關配套措施。同時，也考慮引進科技的方法與工具，例如通訊、雲

端、機器學習、大數據等，希望建置安全的飛航區域資訊，以及相關的風險評估模式

等。

　　周教授也期望臺灣的無人機資訊及相關法規，可以與國際接軌。從法規面來看，

飛行高度不超過400呎（約120公尺以下）無人機的監管由地方政府負責，但若對特

殊用途，如颱風洪水或森林調查等需長滯空的定翼型無人機，高度就會超過400呎，

可能與有人機的空域重疊，執行任務時就要有人在遠端機場塔臺協同控管。國際間針

對有人機已訂有一套共通規範，針對高空飛行的無人機，也應發展一套相應的國際標

準，統一認證及監管。考量到無人機運用範圍很廣，因此法規上也須因應不同情境狀

況。目前周教授亦與國外學者洽談交流及合作，未來也會朝此目標持續努力。



5

人物專訪

people

　　為提供有意申請科技部整合型計畫案的研究者，能於提案前，先行組織團隊並建

構完備申請計劃，中心提供「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業務，希望輔助

學者預先為計畫案打下基礎。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周瑞仁教授，於108年

申請此業務，執行期間不僅獲得豐碩的成果，也展現跨領域合作的重要性，此次特地

邀請周教授分享執行的心得與收穫。

無人機系統（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UAS）研究面向

　　近年來，無人機興起，在其正面而廣泛的應用目的背後，還有許多值得深究的課

題。就正向影響來看，無人機有許多功用。在產業面，無人機可以用來探索、巡查與

監測，例如山林濫伐巡查、環境汙染監測、走私監看等。又或是可以用來輔助產業的

運作，如專門用來噴灑農藥的植保無人機。另外，也有利用無人機進行物流運送的嘗

試，如108年疾管署和交通部合作，運用無人機運送蛇毒血清至阿里山上就是一次成

功的試驗。在教育面，許多教育學者都希望提升國民的STEAM（Science, Tech-

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教育，無人機作為機器人的一種，

本身就具有一定吸引力，且無人機的相關知識十分豐富，從小學至研究所，不同階段

都有可以學習研究的重點。對於推動STEAM的教育者而言，無人機是兼顧實作與理

論的良好教學工具。此外，在媒體傳播中，無人機亦可進行實況報導，如全方位轉播

體育賽事，又或是可以使用無人機的飛行，進行藝術表演等。若提升至國家層面，無

人機可以用來做政策的廣播與宣導、維安監控等，在軍事上，亦能成為偵查儀器或攻

擊武器的載具。

　　相對正面的影響及廣泛的運用，其負面效果亦是可預見的。無人機的飛航狀況與

空拍擷取的影像、聲音等，可能侵犯小至一般民眾或社區的隱私、安全與安寧，大至

國家軍事情報的外流與國安，都是必須考慮的問題。但若為了防範負面影響而過度限

制無人機系統的運用，可能於保障眾人隱私安全之虞，反而阻礙無人機產業的發展。

　　有鑑於此，周教授此次前置規劃案的議題為：「無人機系統發展對社會之影響與

對策」，正是希望尋求無人機系統在對社會正面與負面影響間取得平衡的發展。無人

機系統除了無人機機體外，也包含對無人機進行控制、通訊與監管等。因此首先須解

決的是對策問題，特別是法規的建立。

　　在訂立法規時，須要考量的有維護安全、安寧、隱私與土地所有權等因素。周教

授以土地所有權為例，以往購買土地，土地歸屬購買人，但上方空域仍屬於國家，以

利飛航路線的規劃與航空產業之發展。且一般民用飛機，除了機場附近的建築高度有

限制，以免影響起降安全外，其飛行高度夠高與航管甚為嚴格，比較不易造成隱私或

安全上的疑慮。

　　但是無人機多數為低空飛行，也能定點滯空，因此影響的範圍從個人、社區到國

家都有可能。再加上無人機的價格從幾千元到數億元的差別，且機體大小差異甚大，

小到可輕便攜帶，大到可以搭載物品。對於有興趣的個人使用者而言，親民價格的無

人機唾手可得。緣此，無人機的使用頻率與密度就快速上升，隨之而來的隱私與安全

問題就更需重視。

　　此外，法規訂定也須考量無人機牽涉的各面向。一是空間問題，無人機飛行牽涉

到平面、低空及高空，在不同高度環境，會產生不同的問題。目前法規主要參考有人

機的航空法規及判例，但有許多規範，仍有很多的討論空間。二則是從無人機飛行空

間的利害關係人角度出發，由於無人機除了操作者外，其飛行時也會影響到居民、社

區、政府、學校、法人團體等的安全與隱私，在訂定法規時，亦須讓無人機涉及的社

會網絡中的利害關係人可以參與討論，提供意見。

　　除訂定相關法規外，對無人機的監管也很重要。無人機可能因天候或人為操作因

素而發生意外，造成人員傷亡或設施的損害，其發出的聲音也可能對飛行路線中的居

民造成干擾。此外更值得關注的，在於無人機所搭載的軟硬體，這些設備可以蒐集照

片、影片或聲音，不論是拍攝當下對他人隱私安全的侵犯，或是事後將這些資料進行

分析、傳播等，都可能對個人乃至國家帶來危害，甚至可能引發衝突。周教授以跟監

個人行蹤為例，以空拍機持續追蹤個人行為，竊錄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等，恐

構成涉嫌妨害秘密罪，甚至進而散布、播送、或恐嚇要脅等，這都影響到個人合理的

隱私期待或不受侵擾之自由。。

　　109年3月31日，民用航空法中增訂的遙控無人機專章開始上路，使用250克以上

的無人機須進行登記並認證取得專屬ID後才能使用，且無人機操控者必須考取相關的

操作證，並為無人機投保。但由於考照有些難度及保險費高，若違規，罰鍰也重，對

於購買輕型且便宜的無人機使用者來說，可能選擇不登記或無證操作，這可能成為管

制漏洞。雖然目前已有專章規範無人機系統的相關事項，但尚有許多值得檢討與改善

的空間，有待持續蒐集資訊，進一步地探討與研究，以期凝聚社會共識。

申請契機及執行過程分享

　　周教授申請前置規劃案的契機，在於4年前借調至國立宜蘭大學擔任學術副校

長，當時周教授就在思考宜蘭大學有哪一部分可以發展成具有全國獨一無二的特色，

打造無人機國家型基地是其中一項。恰好周教授得知中心有隨到隨審的前置規劃案

後，就向中心提出申請，希望可以將此想法付諸實現。

　　之所以想在宜蘭大學進行此計畫，首要原因在於宜蘭縣有絕佳的空域。因為宜蘭

縣沒有機場，也無航道經過，又有一望無際的平原、山林、海岸與島嶼。且宜蘭大學

本身共有4個校區，共兩百多公頃，腹地廣大，包含農、林、漁、牧、山川、海岸等

各種無人機可以實驗的場域。其中，最新的城南校區，過去一直是空軍基地，日本時

代它就是神風特攻隊的基地，在空軍撤出後，留下良好的飛行跑道與場域，周邊建築

物高度有限，使城南校區具有廣闊的視野。種種優勢，讓宜蘭大學4個校區可串聯成

一個很棒的無人機系統實驗廊道。

　　此外，宜蘭縣有無人機相關產業，例如有一家專門製作高性能伺服馬達的公司，

過去主要提供模型飛機或競賽競技表演的伺服馬達，產品以外銷為主，擁有尖端的技

術。若在宜蘭建置基地，結合宜蘭科學園區與附近的工業區，可一併建設成無人機的

產業聚落。

　　由於無人機屬新興產業，具有發展優勢，宜蘭縣政府對此計劃也大力支持。借調

期間，周教授於官產學各方面，都有密切合作往來。目前洽談合作的對象，在學界方

面，主要為宜蘭大學、臺灣大學與長榮大學等校；政府方面，除了地方政府外，還有

海巡署、農林航空測量所（利用無人機監看山老鼠、調查森林生態或農作生產）、農

業藥物毒物試驗所（使用無人機噴灑藥物，合作共同培訓飛手）等。產業界則是臺灣

的無人機整合應用公司經緯航太，該公司亦利用宜蘭場域進行訓練，與宇正精密科技

公司進行無人機的認證合作。

　　在與官產學各方合作的過程中，周教授也深感現行的規範與監管，仍是遠落後技

術發展的。周教授表示，雖然此次前置規劃案執行時間不長，但已經舉辦多場會議、

座談、公聽會跟訪談等，希望多方徵詢利害關係人的想法，以便提供後續制定法規的

建議。同時，周教授也與宜蘭縣政府及相關單位商討執法問題，例如警察雖然可以協

助取締，但因目前執法工具有限，如規定無人機不能靠近建築物30公尺範圍內，那麼

如何採證的確進到30公尺內。透過舉辦會議、座談、訪談，就是希望全面了解可能發

生的問題，並試圖尋求解決之道。也因為許多問題並非單靠工程人員即可解決，因此

本計畫除了工程背景專家之外，也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如法律、社會、管理、農業

等領域專家，擴展討論的面向。

　　周教授表示執行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引起很大的迴響，除了在宜蘭舉辦的

各類會議座談、與官產學都有聯繫接觸外，後續宜大也成立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而

周教授歸建臺大後，適逢臺大正欲進行無人載具（包含無人機、無人車等）的研發，

因此由工學院、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及電機資訊學院共同籌組成立「無人載具研發設

計中心」，目前已有70多名臺大教師投入相關研究，其中不僅囊括工程與農學領域，

也包含大氣科學、地理、地質或考古探勘、建築產業等相關領域研究團隊。

　　再者，對周教授來說更大的收穫是跨領域學習。周教授坦言，在學界30多年，主

要與農、工或科教領域學門的學者合作居多。但在此次的前置規劃案中，有法律學

者，協助處理無人機的法規問題，法律用語的用字遣詞講究精準，字斟句酌，與工程

傳達概念的文字不同，讓周教授印象十分深刻；另有經營管理領域的學者，曾於民調

公司任職，後來轉到學界任教，而無人機利害關係人的意見收集，就是由該位學者協

助，也讓周教授了解更多意見收集方式及其分析工具或方法的重要性；亦有社會領域

的學者，提出不同的討論方式，如世界咖啡館、公民議會等，發展出更多洞察問題與

尋求解方的腦力激盪模式。不同領域的刺激，也帶來更多的議題及視野，對此計畫透

過問卷調查、訪談、座談、資料蒐集、彙整與比較分析提供許多助益。

未來規劃

　　談到規劃案後續延伸，周教授期待能將宜蘭大學的實驗場域申請成為沙盒，以此

沙盒進行無人機系統的各種試驗，並進行沙盤推演，包含無人機飛航管理（UAS 

Traffic Management, UTM）、場域經營、空間與飛航資訊的建置等，以利提出更

完善的法規及相關配套措施。同時，也考慮引進科技的方法與工具，例如通訊、雲

端、機器學習、大數據等，希望建置安全的飛航區域資訊，以及相關的風險評估模式

等。

　　周教授也期望臺灣的無人機資訊及相關法規，可以與國際接軌。從法規面來看，

飛行高度不超過400呎（約120公尺以下）無人機的監管由地方政府負責，但若對特

殊用途，如颱風洪水或森林調查等需長滯空的定翼型無人機，高度就會超過400呎，

可能與有人機的空域重疊，執行任務時就要有人在遠端機場塔臺協同控管。國際間針

對有人機已訂有一套共通規範，針對高空飛行的無人機，也應發展一套相應的國際標

準，統一認證及監管。考量到無人機運用範圍很廣，因此法規上也須因應不同情境狀

況。目前周教授亦與國外學者洽談交流及合作，未來也會朝此目標持續努力。

「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申請受理時間：隨到隨審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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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
撰文／吳皇儀（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生）

　　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於2019年12月2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行，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教授作為論壇

的主持人。在論壇中，廣邀臺灣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關

於「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的科學哲學問題。

　　此次論壇以「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為核心，歸因於這兩個主題與部分科

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有關。這個概念試圖描述：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與

生態產生巨大變化。並在這個概念底下，其中一種廣為流傳的猜測就是：生物的滅絕

是否是由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透過學者們在論壇中的報告，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

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議題中，有什麼是未曾想過、更是值得省思、關切的問題，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兩個現象。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在上半場，邀請了趙相科教授、林宗德副教授與游立安博士候選人三位進行講

座。首先，趙教授為眾人說明了氣候科學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並且

以部分的科學工作為例──透過科學結果駁斥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說明科學哲學在其

中的角色。雖然在臺灣，抱持著氣候變遷懷疑論立場的人不多，但是在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存在著許多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立場主要的挑戰就是「人為導

致的氣候變遷是否存在？」而氣候科學的許多研究就是在尋找相關的證據。與其他科

學研究不一樣的是，因為大氣系統是開放空間，這使得氣候科學研究並不能透過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找到因果關係，科學家們只能透過

模擬模型進行氣候模擬。

　　模擬模型這個策略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是：受限於不同地域所面對的不

同現象或現象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因此，研究結果缺乏普遍適用性；或是，模型建模

的參數設定等等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對於模型客觀性的質疑；又或是研究過程中有許

多人為的因素──政治、經濟投資與資源分配的影響力──參雜其中等等。有些哲學

家提出替代的因果關係研究方法，像是：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推論等等。

　　同時，NASA氣候研究調查的結果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於

相關文獻的統計顯示：因果關係與證據不只受科學哲學家所關注，也是氣候科學所關

心的內容（科學研究大量使用「證據」、「因果」、「造成」等等詞彙）。並且，無

論是哪一方都同意證據是有程度之分的，IPCC還為此立定的證據可信度之標準（由

證據與科學社群的共識(agreement)所決定），更有學者據此提出證據信度與因果關

係之間支持關係的說明。除此之外，關於證據的可信度是否受人為因素所影響，像

是：美國一保守派的報告書以仿造美國官方氣候研究報告書的外觀、排版的方式呈現

其研究成果。上述種種也都是氣候研究中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而在林副教授的演講中，則是針對模擬模型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模型，像是：玩具模型、國高中課程中會看到的DNA雙

股模型或是滑車模型。又或說，物理所學到的許多數學公式。這些模型的意義在於：

因為這些模型與他們的原型存在著某些重要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型，

對原型有更清楚的認識。若要達到這個目的，科學家們就需要確保這些模型與其原型

有足夠強的相似性、確保該模型是合用的，而傳統的檢證方式就是將該模型所得到的

結果與經驗證據相比對。像是DNA結構模型，在二股與三股模型競爭之時，一方

面，三股模型的水分子含量在預估上與實際上的計算是有差異的；另一方面，雙股螺

旋較吻合結晶繞射的圖片。

　　但就如趙教授所說，大氣系統是個開放且巨大的系統，因此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

實驗，所以必須要過模擬模型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氣候模型中，科學家們的預設

是將大氣均勻地切成一個個的立方體，這也伴隨了氣候模型的第一個變數：人們對於

大氣觀測的數據是不均的。舉例來說：陸地區的大氣觀測資料會遠多於海洋區的大氣

觀測資料。

　　也因此，許多缺乏資料的地區往往是套用數學公式或是透過模型模擬所得到的資

料，並且這些資料是經過篩選、除錯而得到的結果。雖然這在科學或是工程界並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但這個方法跟我們上述談論的傳統實驗方法是有一段差異的，也跟

我們一般的哲學認知不太一樣。這裡的問題是，與一般情況相比較──資料是獨立

的，因此可以用以檢證實驗結果，但在氣候模型中，資料是透過模型模擬出來，再用

以檢證模型。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的比對是否是有意義的？並且透過「許多氣候模型

預測熱帶地區對流層之暖化狀況會比地表來得高」這個事件為例。許多懷疑論者引用

了衛星與太空儀的資料指出氣候模型的預測是失準的。但是有些科學家為此辯護方

式，他們認為受限於觀察方式，衛星資料與太空儀資料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

的數值。甚至觀測儀器還需要透過一些數學模型的校正，才能得到科學家們想要的原

始資料，但這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對模型的檢證還有許多值得討

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大氣物理，科學家們還是有許多不了解，而這些不了解就用一些數

值取代；另一方面，對於模型的參數是有許多上下其手的空間的，透過這些微調，讓

模型的輸出結果更吻合實際觀測結果。但這種方法與我們對於基本科學研究的了解相

當不同，怎麼模型裡有資料，但資料又包含了模型的因素，到底如何將模型輸出結果

與資料相對照？這樣似乎意味著資料被汙染？但模型的輸出結果又是相對精確的。那

麼，又要如何檢證資料？可能的作法是：找尋其他類型的原始資料作為檢證資料，或

是將檢證資料與建模資料區分開等等。林老師透過上述種種例子，簡單的介紹氣候科

學的複雜性。

　　與前面兩位講者不同，游博士所關切的問題是：「『對氣候狀態的理解』及『氣

候行動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而民主及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作為臺灣社會的重

要價值在具體的氣候（或廣義的環境）政策制定情境時會面臨哪種知與行之間的難

題。對於這個主題，他分成三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前兩個部

分。在第一個問題，以科學哲學家Philip Kitcher的理論為例，說明科學與民主之間

的衝突與互補。Kitcher在2000年時主張理想的科學發展必須要與民主制度相輔相

成：科學的發展需要國家監督、補助；國家的單位也需要有足夠科學素養的參與者。

在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之下，民主不會成為一種低俗的制度；科學的發展方向也不會

只有一種聲音。但到了十來年後，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Kitcher的態度改變了，他

提出了「人類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目標，他認為原本對於科學發展重要

的民主價值（也就是透過有科學素養的審議人在民主的審議過程去選擇投資具備社會

效益的科學研究）會因為某些人蓄意曲解科學而變成「達成有利人類福祉」這個目標

的阻礙（比如：無法採取緊急的氣候行動）。為了成就人類福祉，似乎要程度上犧牲

民主：一方面，民主的審議程序耗力費時；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的科學問題可能是具

有急迫性的，像是：需要在氣候變遷無可挽回之前做出決斷。除此之外，這種角力也

常常發生在日常的例子中，複雜的環境工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民意？

　　在第二個問題，則是討論與言論自由有關的爭議。雖然在臺灣不常見，但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會出現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這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分別為

「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到底（climate denalism）」與「對最極端氣候災害的危言聳

聽（climate alarmism）」。一方面，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提出警告，對於氣候

變遷否認到底的人為了私利的緣故，故意去維持科學上的爭議，使得對於有重大公共

利害的氣候政策無法做出有效決議，這件事其實拖延了人們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的時

間；另一方面，以Michael Crichton的恐懼之邦為例，點出「有心人士常常透過建

構一種恐怖的政治環境，讓政治人物為了某些「迫切的」外在威脅而「不得不」採取

某些行動或是政策(而這樣的外在威脅可能是故意選擇災難性但科學上極端不可能實

現的情境去加以強調)。進而去限制其他行動或言論的可能。」比較denialism與

alarmism兩種極端的立場，我們可以去思考所謂言論自由到底在有效政策之間扮演

何種角色。，言論自由是否該受到限制？並且該限制又在哪裡？如何不讓有心人士利

用該限制，進而避免恐懼之邦的情況發生？這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在下半場，則是邀請了洪廣冀助理教授、歐陽敏助理教授與陳立昇博士進行講

座。首先，在洪助理教授的演講中，他藉由兩個故事，介紹他所梳理的、關於「生物

滅絕」這個概念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社群，如何理解「生物滅

絕」這個概念？並且，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變化。第一個故事是關於

Louis Agassiz對於生物滅絕的理解：「大鯢近親──美洲大鯢──遠在美洲，並

且，在歐洲也曾經出現類似於鯢的物種化石。這種物種多元起源的現象是無法透過科

學得到解釋的，而在神學的解釋底下──所有物種都是由造物者所造，這種現象合理

的解釋是：『造物者在相似的環境下投下了相同的物種，但因為特定區域環境的變

化，所以導致該物種生存不下去而滅絕。』」並且，這種說法在當時被美國支持蓄奴

制度的人們用來說明蓄奴是必要的：「若是不蓄奴，那麼非洲的黑人會因為無法適應

美洲的環境而滅絕。因此，蓄奴制度可以保存『黑人』這個物種的延續。」

　　第二個故事則是由Louis Agassiz的對立立場──演化論──所延伸出來。在演

化論的觀點下，物種都是單一起源，而物種的滅絕則是歸因於該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

不適應。因此，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提出另一種解釋方式：「在某個時間之前，地球氣

候相對溫暖，因此，物種可以透過白令海峽相互交流、在北半球的分布相對平均。但

在那之後，地球兩極開始變得寒冷，迫使許多生物往南遷，幸運的族群在南下的過程

中找到適合的棲地變生存下來；不幸運的族群則是滅絕。」並且，要注意到兩件事

情：第一，這種觀點與當代生物保育的觀點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只有在這種觀點之

下，生物保育才會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否則在神學解釋之下，生物的滅絕並不是什麼

重要且嚴重的問題。第二，延續上一個說法，生物保育的重要性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

制定以及制度的設計；並且，這樣的觀點在透過國家政策與制度的落實後，可能進一

步對其他物種與環境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以上，是這兩個故事試圖帶給大家的啟

發。

　　提到「生物滅絕」，就不得不想到侏儸紀公園的恐龍復活。歐陽敏助理教授以此

為開頭，點出他的主題：關於「去滅絕（de-extinction）」這個概念的哲學討論。

一直到1993年，「去滅絕」都還是一種科幻的想像。但過了幾年，1996年桃莉羊的

出現、2003年重新出現於世上的布卡多野山羊似乎宣告著，滅絕生物的復活不再只

是想像。而去滅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一、回溯繁殖：早期的技術，若某物種滅

絕，且該物種由仍存在且已知的兩物種交配而來，那麼透過兩物種的重新繁殖，人們

便可以將該滅絕之物種重新復育；二、基因轉殖：桃莉羊的複製技術；三、基因編輯

技術：CRISPR／Cas9，較新的技術，復活旅的技術。

　　根據以上對於去滅絕的科學技術有所認識後，對於「去滅絕」的概念，可以提出

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去滅絕」可能嗎？二、「去滅絕」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前者

是知識論問題，後者則是倫理學問題。在倫理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我們有什麼

理由接受／拒絕去滅絕？兩個接受的理由是：一、科學技術可以挽回人因滅絕的物

種；二、滿足人類的好奇心，由於有些滅絕的物種擁有特殊的構造，這些構造對人類

的科技發展可能是有益的。相反的，也有不接受的理由：一、「去滅絕」的實驗過程

對生物個體的福祉造成非常強烈的侵害；二、「去滅絕」有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災

害；三、「去滅絕」和「保育」似乎是有衝突的，若是「去滅絕」是合適的，那麼

「保育」就不會是有意義的行為。然而，在直覺上，保育會是有意義的行為。

　　不過，歐陽助理教授主要想關切的是另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物種復活的可能？

這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討論，並且這兩個部分會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個衝

突在生物哲學的討論中需要進一步釐清，此處涉及兩個關於物種的形上學觀點：一方

則認為物種是一種類（class）；另一方認為一物種就是個體。就前者的理解，物種

是不會滅亡的；以後者思考則物種卻有滅絕這回事。若同時以此兩觀點來看待物種，

矛盾即出現。進一步的討論需要先釐清「滅絕」與「去滅絕」的定義。還要注意的

是，去滅絕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帶回一物種，但科學家所能操弄的只有個體。復活一個

體算不算是帶回一個物種？這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後，在陳博士的講座中，呼應上一節游博士的講題，是關於科技政策方面的討

論──以美國蜂群崩潰症候群（CCD）為例。蜂群崩潰症候群指的是一蜂群的成蜂

非常態的、大規模的死亡，科學家也提出許多的假說，試著說明CCD的發生，其中

的一種類尼古丁農藥假說──也是這次的討論核心。類尼古丁農藥是透過機轉的方式

施作，藉以減少害蟲對農作物的侵害，而類尼古丁農藥之假說是主張：蜂群在授粉的

過程中，將類尼古丁農藥帶回蜂巢，進而導致CCD的發生。因為類尼古丁農藥的毒

性較低──為了農藥減少對哺乳類動物、農夫的毒害，因此傳統的毒性研究對該農藥

對蜜蜂之影響是較難研究的。也因此，類尼古丁農藥在自然界如何對蜜蜂構成威脅？

如何與其他因素產生負面影響？仍是存在爭議的。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之處在於：

實驗室的結果如何連結到自然狀況？舉例來說，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自成一套運作體

系，實驗室持續且穩定地給予單一個體類尼古丁農藥是否可以有適當說明類尼古丁農

藥對於蜂群的影響？這還需要考量到，自然狀況下的蜂群之食物來源是多元的、採食

範圍是廣泛的，這使得蜂群暴露在尼古丁農藥的狀況是更加不穩定的。加上農業施作

與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因此，若是試圖以自然狀況下研究蜂群的狀況，會使得

科學研究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無法承受的。

　　雖然關於類尼古丁假說的科學研究仍存在這些限制，但在近年來，在美國社會與

科學社群中逐漸地由類尼古丁假說占上風，甚至有科學家公開宣稱尼古丁農藥對蜜蜂

來說是最毒的農藥。在這個情況底下，可以更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科學家可以忽略

其研究之科學不確定性而如此宣稱？」有哲學家提供歸納風險的概念說明這種現象：

發言人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判斷，判斷甚麼樣程度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進而達到避免較

差的後果發生。舉例來說：在類尼古丁農藥的例子，若是科學家主張類尼古丁農藥有

害，則可能導致農藥市場受到影響，施作農要回歸傳統農藥，進而對人體產生較多害

處；相反的，若主張無害，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科學家可以根據自身歸納

風險的考量，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但當我們考量到科學家在公眾中的地位，似乎需要進一步地思考：歸納風險的考

量是否適用於科學家。原因是：科學家在公眾中是具有權威身分的，換言之，科學家

的言論會被視作是實際的結果而被聽信。這意味著，當科學家考量自身的價值觀而發

表其科學觀點時，其價值觀也加諸在其聽眾身上。而溝通倫理中的一重點是要尊重彼

此的價值觀，因此，當科學家這麼做，則可能違反溝通倫理。除此之外，若是科學家

在公眾場域中以嚴格的科學社群標準所發言，其實更有利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使用不

同研究相互溝通。

Q&A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提問1：

　　因為我自己在生醫科領域做類似的研究，在生醫科研究的過程中，若是實驗結果

與現實不符合，那麼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對實驗環境的設計、參數的設定，再次進行實

驗；或說，透過再實驗、再干預、然後再發現。而在剛剛的簡報過程中，林副教授跟

趙教授都說氣候研究難以像是生醫研究一樣，有「再實驗」的過程。若是實驗結果需

要趨近於現實，那在氣候研究中，科學家們如何在數據資料與模型共生、有著模型背

負的情況下，讓實驗結果趨近於真實？

回答1：

　　（林宗德副教授）面對這問題，當我們討論模型，就如提問者所說，無可避免地

要涉及模型結果是否為真，或說是趨近於真。一個方式就是，比對模型輸出的結果與

實際趨勢是否相符合。舉例來說，1996年到現在的溫度趨勢，若是跟模型結果相符

的話，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模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其實也做了

很多關於過去氣候的預測，畢竟我們也留了一些關於過去幾百年來氣候的紀錄可以比

對。如果預測結果與紀錄是相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模型已經足夠的了、

我們該考量的因素都考量到了」。至於，「人為因素佔了多少比重？」其實科學家們

也有相關實驗的：像是將人為因素拿掉，那麼氣候的預測就會失準。另外，我們也是

有一些獨立的資料──冰心或是年輪等等──可以作為結果是否趨近真實的判準。有

興趣的話可以參考Elizabeth Lloyd的研究。

　　（趙相科教授）這邊簡短的回答一下，面對你的問題，那些科學家可能會主張：

「如果做很多模擬，並且那些結果都是一致的話，那麼結果跟程序就是可信的。」

　　（游立安博士）針對這點，我可以講一些我知道的。關於氣候模擬的問題，其實

已經預設了我們對於經濟與人口成長的預測。也就是說，溫度變化與二氧化碳排的預

測是基於經濟與人口預測。但在這之間是否存在著線性關係、是否存在強烈的關聯

性，在「科學」上存在很大的爭議比較對，特別是經濟學中的預報，還有如何轉換經

濟學中的預報應用在大氣科學的建模之中。而科學哲學的工作是去分析這樣的科學假

設還有假設之間的關聯恰不恰當。

提問2：

　　游博士提到兩種關於氣候議題的態度──危言聳聽與否認到底──在臺灣並不明

顯，根據你的研究與觀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回答2：

　　（游立安博士）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時候，我沒有要說臺灣沒有危言聳聽，這種

情況是會存在的。但我認為臺灣沒有「否認到底」的言論出現，這也是我在最後想提

出的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這個可能跟宗教觀有關

係。在臺灣的比較傳統宗教觀中，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世界是比較不穩定、世界

本來就是重新與毀滅中循環的」這類型的觀點。也許可以說，對於災害的認識一直存

在在臺灣的公共性知識體系（Folk Epistemology）中。

　　二、這也可能跟臺灣人本身就有面對災難的經驗，像是颱風、地震等等自然界的

災難。因為有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臺灣人對於災難界定的社會閾值（social thresh-

old）比較低。因此要針對災難採取行動比較容易，因為社會上的阻礙比較小。有些

想要推遲氣候活動的地方，比較可能是因為有關於溫度差異之於災難情境間的關聯離

自身實際經驗太遠。像是加拿大幾個中部的省，主要以產油為主業。若是你跟他說很

遙遠的地方，或是氣溫上升一兩度，他們可能會覺得：「一天氣溫就可以差十幾度

了，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一兩度的溫度？」換個方向來說，將他們的產業整個關閉，反

而可能讓這些人失去維生工具、帶來更大的生活危害。這種資源分配與環境政策的問

題，不只在國際，在國內可能都沒有一個共識。

提問3：

　　想問游博士：像花蓮開發，雖然已經通過環境評估的程序，但是仍會有人反對。

因為反對方主張該程序是不正當的，因此，這種開發案啟動變得僵持不下。在國際

間，面對這樣的課題是否有提供新的方向？

回答3：

　　（游立安博士）關於程序與審議的問題，至少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中，我沒有看

到讓人非常滿意的考量、關於民主審議程序的說明。並且，這個問題也涉及剛剛趙老

師所談論的，關於氣候變遷災害折現率的主觀爭議。如何判斷在未來，我們會面對多

少損失與災害，這是一個經濟預測。這種預測不可避免地會帶入主觀判斷。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提問1：

　　目前的科學案例都是復活一兩個個體，像是桃莉羊。就生物學的觀點來說，一個

「物種」需要維持穩定的族群，有多的基因、穩定的數量。因此，若是僅僅是復活一

個個體或是許多個體卻單一的基因，似乎稱不上是一個物種的去滅絕。

回答1：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說的東西正是我想要主張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都只是

一個個的個體，遠遠不及一個物種。最有趣的案例是旅鴿，旅鴿是群體生物，他們沒

有辦法單獨生存。在該物種最興盛的時期，其物種數量堪比當時的人類人口總數。因

此，我認為，目前的工作只能稱作是初步工作。除非這個物種可以獨立地在自然環境

中穩定生存，相互交配等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叫做去滅絕。

提問2：

　　我比較好奇的是，被去滅絕的物種要如何處置？將這些物種是放在人工環境呢？

還是放回適合牠們生存的環境？若是後者的話，這些生物算不算外來種？或者問，這

些生物在生態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生物雖然在原棲地瀕臨面絕，

但卻在寵物市場中是很興盛的，像是墨西哥鈍口螈。那這樣我們是否可以放任這些生

物在棲地消失，因為基本上這些物種無論是基因庫或是繁衍都有這良好的狀況。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是科學家的問題。我對這個地

方沒有太多的涉略，所以無法告訴你，如何讓一個群體重返自然界，也許洪助理教授

可以給一些回應。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這問題涉及「滅絕」這個概念，並且我將

這個概念分成了三種定義：一、一個物種只剩下單一性別；二、最後一個體滅絕；

三、連基因訊息都消失。那麼，可以用你的說法延續討論，「物種消失在自然界但興

盛於寵物市場」算不算是去滅絕？這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想這個跟保育比較有

關，像是有些生物受到人為影響而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用人工養殖的

方式去養殖牠們。而人工養育則是保育生物學倫理學的層面，這個問題很有趣，但這

也超過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洪廣冀助理教授）櫻花鉤吻鮭就是大規模人工養殖再野放，雖然棲地範圍小，

但現在不再面臨絕種的危機。而你剛剛的問題都會延伸出來問：「在當代的狀況下，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種』概念？」我們在念生物學的時候，都會一個表定的物

種概念，像是交配可以產生健全後代，但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其中一種定義而已。並

且，這種物種概念只限用於動物，無法適用於植物，因為有些植物可以一種交配可以

產生後代、甚至具有生殖能力。顯然，我們生存的時代就如你剛剛所描述，「可能物

種在野外滅絕，但是在寵物市場上興盛。」這種情況算不算是滅絕，這牽涉到我們如

何定義這件事。

　　而每一個時代都會根據當下的特定政治經濟氛圍而產生特定的物種概念，並且，

「物種」這種東西常常是科學家說了算，或說某一些科學家說了算。我想說的是，

「物種」這個並不只是生物學概念，還牽涉政治與經濟的立場。所以要回答，一個物

種為何滅絕、如何把物種帶回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治理或是資本主

義社會的反思，並不是僅限於那個生物本身而已。

提問3：

　　關於去滅絕的可能性，除了教授提到關於復活的復活悖論還是復活的是物種還是

個體的問題。我這邊想到一些說明不可能去滅絕的理由。根據那些主張「去滅絕是有

道德考量在背後支撐」的立場──像是為了把那些因為人為因素而導致物種滅絕的生

物帶回來等等，他們試圖透過去滅絕所達到的目的就會是把讓那個曾經存在在地球歷

史上的物種復活，而不只是該物種下的一個個個體。這似乎會兩個難處：一、即便物

種被帶回來了，但環境與時代是帶不回來的──舉例來說：即便復活了長毛象，也無

法回到冰河時期；二、即使前一項困難被克服了，那些存在在一物種中非基因的傳承

也無法被帶回來──像是一物種特定的撫育關係等等。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所說的就是去滅絕不可能的其中一種論證，而這部分因為

時間與議題安排的關係沒提到。你說的沒錯，去滅絕確實是要把物種帶回來，不是要

把生物關在動物園裡面。像是猛瑪象的計畫，他們基本上是要重建生態系統。但一方

面，生態是物種的一環，另一方面，這個論證的主張就如你剛剛所說，一個物種的生

態過去就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去滅絕所想要的目的。

綜合討論

提問1-1：

　　立昇博士的理論似乎有在暗示科學家對類尼古丁假說的興盛是因為社會價值凌駕

了認知價知，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另外，我印象可能有誤，歐洲似乎

比美國還要早禁止、約束類尼古丁，那麼是否有研究顯示蜂群的死亡數量有減少？若

是有的話，是否可以視作是類尼古定假說是趨近真實的證據？

提問1-2：

　　接著這個問題，因為你沒有講完，所以政治的部分你都沒談到。並且，你在前面

地方花了不少時間介紹方法論的介紹，並且在這過程中也不斷強調政府、科學社群的

影響力。但這個部分，我認為關聯性不明顯，是否可以多加說明？

回答1： 

　　（陳立昇博士）剛剛礙於時間問題沒有介紹完，所以藉此簡短介紹我這篇文章的

目的。這篇文章我主要談論的核心是科學家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言。我認為，科學家基

於其認知權威的身分，應該在公共媒體上更加謹言慎行一點。舉例來說，該哲學家對

類尼古丁的說法可以採取比較偏向環境保護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需要承擔什麼樣的

風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讓他的聽眾在聽取了他的說法後自行決定對一該議題的

立場，而不是科學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後，告訴聽眾該怎麼做。我之所以如此主張的

理由有二：一、科學家可能對聽眾的自主性不夠尊重；二、科學家的宣稱若是太過獨

斷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像是哪個科學家才是對的等等。「科學家內部的爭議」的

相關問題，應該是之後再解決。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目前的研究資料都是美國的研究結果，未來也許可以加入歐

洲的研究結果作為比對。至於政治的部分，因為我認為政治決斷涉及任意性，所以希

望科學體制可以減少這樣的決斷。並且我希望這樣的科學體制並不只是侷限於科學期

刊或是特定科學社群，而是受到科學家自我約束的行為所劃定，只要一個科學家依據

嚴格的科學規範在生產知識、傳遞知識或分享知識，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生存在一個

科學社群裡面。

　　（游立安博士）補充一下我的觀點，有關於「政治價值或是政治許諾（com-

mit-ment）對於科學內部」這件事情，氣候科學就是一個例子。像是為什麼我們要

相信現在的大氣-海洋環流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想法是，人類活動是大氣變化重要

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在建模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基本預設是：「選

擇的參數是有窮盡的。」也就是影響大氣活動的動力因子是有窮盡的。但這樣的封閉

系統是否能夠對應到現實的開放系統，這就是一個大假設。

　　至於採取這套系統的好處在於，這套系統可以強調人為的責任，而這是有著政治

建議的意義在其中的。如果今天拒絕了這套封閉系統可以表徵實際的狀態，那麼政治

上的建議或指導性的意涵就會減弱。那也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該封閉系統的參數

化過程中完整地表徵真實的大氣系統？」這個問題是有人在探究的，就像是林副教授

同樣提到的「大氣模型如何貼近真的問題」。這反應了，科學方法論的選擇本身有可

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像是「人類活動對於大氣活動影響」的建議。

提問2：

　　氣候變遷跟滅絕這兩個概念是這次講座的兩個主題，想知道各位講者們對這兩個

主題的關聯性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針對歐陽助理教授的議題，歐陽助理教授曾

談到「去滅絕」跟「保育」是背道而馳的。若是人們有一天可以帶回足夠數量的個

體、雄性與雌性，進而形成穩固的群題，另一方面也創造一個保育的環境給該族群，

不知道歐陽助理教授對於「人類可以介入到甚麼程度」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僅僅是提到這兩個概念在直覺上會

是衝突的，當然這在細節上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而你所描述的狀況也不無可能。

　　（陳瑞麟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之所以將這兩個議題聯結在一起是基於一個猜

測：「生物滅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並且，若氣候變遷是人為的因

素呢？譬如：溫度升高。而溫度升高不利於某些生物生存，進而導致物種大規模滅

絕。這個猜測關乎一個由部分科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這個詞是試圖描

述：人類行為導致整個地球與生態產生巨大變化。更具體來說，假想地球發展的歷程

中，地球的氣候環境與生物演化回朝向一個方向前進；但如今面臨人類行為對於氣候

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別是，大規模生物滅絕會帶來新物種的產

生），而人類世便試圖描述後者──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然，

這是一種假說，並且這種假說與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有緊密關聯。

　　但是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雖然

說，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對人類來說都是正常的，畢竟，在人類所知的歷

史中是不斷地發生的。但這些現象對於地球、世界的衝擊是什麼、是否屬於異常現象

等等問題，仍都是值得討論的，也是這次論壇的核心。

提問3：

　　我個人從事生醫領域的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家與病毒的對抗過程中，我一直認

為，目標就是把病毒消滅就好。在病毒學家的觀點中，與病毒的對抗不是以消滅病毒

為目標，而是試圖與病毒共存，即使這些病毒會週期性的爆發等等。雖然有些人不同

意，但假設把病毒同樣當作是一個物種，那麼病毒學家的說法是否在哲學上有一些見

解？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談一下個人看法好了，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談，一個問題

是：細菌對我們是需要的，畢竟弄死了對我們不好的、對我們不能帶來益處的，不一

定就是好的。背後支持的理由是「我們其實與細菌的共生群」的想法有關係。另一個

問題是很有趣，許多人會認為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的。這也是今天這個論談的重

點，我們認為是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並且最好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擔心主觀性從

社會、經濟等等面向對結果的客觀性構成威脅。我要說的是，我過去一直以為科學可

以把主觀性拿掉，但從我的觀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保育或是去滅絕的物種

也是精心挑選的，跟我們長得像的，我們希望留下來。或是，可愛的留下，不可愛的

滅絕。並且這是事實跟價值的區分在硬科學中似乎可以建立，但到了軟性科學的部分

則便難以區分。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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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於2019年12月2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行，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教授作為論壇

的主持人。在論壇中，廣邀臺灣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關

於「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的科學哲學問題。

　　此次論壇以「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為核心，歸因於這兩個主題與部分科

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有關。這個概念試圖描述：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與

生態產生巨大變化。並在這個概念底下，其中一種廣為流傳的猜測就是：生物的滅絕

是否是由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透過學者們在論壇中的報告，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

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議題中，有什麼是未曾想過、更是值得省思、關切的問題，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兩個現象。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在上半場，邀請了趙相科教授、林宗德副教授與游立安博士候選人三位進行講

座。首先，趙教授為眾人說明了氣候科學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並且

以部分的科學工作為例──透過科學結果駁斥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說明科學哲學在其

中的角色。雖然在臺灣，抱持著氣候變遷懷疑論立場的人不多，但是在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存在著許多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立場主要的挑戰就是「人為導

致的氣候變遷是否存在？」而氣候科學的許多研究就是在尋找相關的證據。與其他科

學研究不一樣的是，因為大氣系統是開放空間，這使得氣候科學研究並不能透過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找到因果關係，科學家們只能透過

模擬模型進行氣候模擬。

　　模擬模型這個策略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是：受限於不同地域所面對的不

同現象或現象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因此，研究結果缺乏普遍適用性；或是，模型建模

的參數設定等等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對於模型客觀性的質疑；又或是研究過程中有許

多人為的因素──政治、經濟投資與資源分配的影響力──參雜其中等等。有些哲學

家提出替代的因果關係研究方法，像是：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推論等等。

　　同時，NASA氣候研究調查的結果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於

相關文獻的統計顯示：因果關係與證據不只受科學哲學家所關注，也是氣候科學所關

心的內容（科學研究大量使用「證據」、「因果」、「造成」等等詞彙）。並且，無

論是哪一方都同意證據是有程度之分的，IPCC還為此立定的證據可信度之標準（由

證據與科學社群的共識(agreement)所決定），更有學者據此提出證據信度與因果關

係之間支持關係的說明。除此之外，關於證據的可信度是否受人為因素所影響，像

是：美國一保守派的報告書以仿造美國官方氣候研究報告書的外觀、排版的方式呈現

其研究成果。上述種種也都是氣候研究中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而在林副教授的演講中，則是針對模擬模型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模型，像是：玩具模型、國高中課程中會看到的DNA雙

股模型或是滑車模型。又或說，物理所學到的許多數學公式。這些模型的意義在於：

因為這些模型與他們的原型存在著某些重要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型，

對原型有更清楚的認識。若要達到這個目的，科學家們就需要確保這些模型與其原型

有足夠強的相似性、確保該模型是合用的，而傳統的檢證方式就是將該模型所得到的

結果與經驗證據相比對。像是DNA結構模型，在二股與三股模型競爭之時，一方

面，三股模型的水分子含量在預估上與實際上的計算是有差異的；另一方面，雙股螺

旋較吻合結晶繞射的圖片。

　　但就如趙教授所說，大氣系統是個開放且巨大的系統，因此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

實驗，所以必須要過模擬模型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氣候模型中，科學家們的預設

是將大氣均勻地切成一個個的立方體，這也伴隨了氣候模型的第一個變數：人們對於

大氣觀測的數據是不均的。舉例來說：陸地區的大氣觀測資料會遠多於海洋區的大氣

觀測資料。

　　也因此，許多缺乏資料的地區往往是套用數學公式或是透過模型模擬所得到的資

料，並且這些資料是經過篩選、除錯而得到的結果。雖然這在科學或是工程界並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但這個方法跟我們上述談論的傳統實驗方法是有一段差異的，也跟

我們一般的哲學認知不太一樣。這裡的問題是，與一般情況相比較──資料是獨立

的，因此可以用以檢證實驗結果，但在氣候模型中，資料是透過模型模擬出來，再用

以檢證模型。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的比對是否是有意義的？並且透過「許多氣候模型

預測熱帶地區對流層之暖化狀況會比地表來得高」這個事件為例。許多懷疑論者引用

了衛星與太空儀的資料指出氣候模型的預測是失準的。但是有些科學家為此辯護方

式，他們認為受限於觀察方式，衛星資料與太空儀資料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

的數值。甚至觀測儀器還需要透過一些數學模型的校正，才能得到科學家們想要的原

始資料，但這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對模型的檢證還有許多值得討

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大氣物理，科學家們還是有許多不了解，而這些不了解就用一些數

值取代；另一方面，對於模型的參數是有許多上下其手的空間的，透過這些微調，讓

模型的輸出結果更吻合實際觀測結果。但這種方法與我們對於基本科學研究的了解相

當不同，怎麼模型裡有資料，但資料又包含了模型的因素，到底如何將模型輸出結果

與資料相對照？這樣似乎意味著資料被汙染？但模型的輸出結果又是相對精確的。那

麼，又要如何檢證資料？可能的作法是：找尋其他類型的原始資料作為檢證資料，或

是將檢證資料與建模資料區分開等等。林老師透過上述種種例子，簡單的介紹氣候科

學的複雜性。

　　與前面兩位講者不同，游博士所關切的問題是：「『對氣候狀態的理解』及『氣

候行動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而民主及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作為臺灣社會的重

要價值在具體的氣候（或廣義的環境）政策制定情境時會面臨哪種知與行之間的難

題。對於這個主題，他分成三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前兩個部

分。在第一個問題，以科學哲學家Philip Kitcher的理論為例，說明科學與民主之間

的衝突與互補。Kitcher在2000年時主張理想的科學發展必須要與民主制度相輔相

成：科學的發展需要國家監督、補助；國家的單位也需要有足夠科學素養的參與者。

在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之下，民主不會成為一種低俗的制度；科學的發展方向也不會

只有一種聲音。但到了十來年後，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Kitcher的態度改變了，他

提出了「人類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目標，他認為原本對於科學發展重要

的民主價值（也就是透過有科學素養的審議人在民主的審議過程去選擇投資具備社會

效益的科學研究）會因為某些人蓄意曲解科學而變成「達成有利人類福祉」這個目標

的阻礙（比如：無法採取緊急的氣候行動）。為了成就人類福祉，似乎要程度上犧牲

民主：一方面，民主的審議程序耗力費時；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的科學問題可能是具

有急迫性的，像是：需要在氣候變遷無可挽回之前做出決斷。除此之外，這種角力也

常常發生在日常的例子中，複雜的環境工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民意？

　　在第二個問題，則是討論與言論自由有關的爭議。雖然在臺灣不常見，但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會出現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這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分別為

「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到底（climate denalism）」與「對最極端氣候災害的危言聳

聽（climate alarmism）」。一方面，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提出警告，對於氣候

變遷否認到底的人為了私利的緣故，故意去維持科學上的爭議，使得對於有重大公共

利害的氣候政策無法做出有效決議，這件事其實拖延了人們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的時

間；另一方面，以Michael Crichton的恐懼之邦為例，點出「有心人士常常透過建

構一種恐怖的政治環境，讓政治人物為了某些「迫切的」外在威脅而「不得不」採取

某些行動或是政策(而這樣的外在威脅可能是故意選擇災難性但科學上極端不可能實

現的情境去加以強調)。進而去限制其他行動或言論的可能。」比較denialism與

alarmism兩種極端的立場，我們可以去思考所謂言論自由到底在有效政策之間扮演

何種角色。，言論自由是否該受到限制？並且該限制又在哪裡？如何不讓有心人士利

用該限制，進而避免恐懼之邦的情況發生？這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在下半場，則是邀請了洪廣冀助理教授、歐陽敏助理教授與陳立昇博士進行講

座。首先，在洪助理教授的演講中，他藉由兩個故事，介紹他所梳理的、關於「生物

滅絕」這個概念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社群，如何理解「生物滅

絕」這個概念？並且，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變化。第一個故事是關於

Louis Agassiz對於生物滅絕的理解：「大鯢近親──美洲大鯢──遠在美洲，並

且，在歐洲也曾經出現類似於鯢的物種化石。這種物種多元起源的現象是無法透過科

學得到解釋的，而在神學的解釋底下──所有物種都是由造物者所造，這種現象合理

的解釋是：『造物者在相似的環境下投下了相同的物種，但因為特定區域環境的變

化，所以導致該物種生存不下去而滅絕。』」並且，這種說法在當時被美國支持蓄奴

制度的人們用來說明蓄奴是必要的：「若是不蓄奴，那麼非洲的黑人會因為無法適應

美洲的環境而滅絕。因此，蓄奴制度可以保存『黑人』這個物種的延續。」

　　第二個故事則是由Louis Agassiz的對立立場──演化論──所延伸出來。在演

化論的觀點下，物種都是單一起源，而物種的滅絕則是歸因於該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

不適應。因此，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提出另一種解釋方式：「在某個時間之前，地球氣

候相對溫暖，因此，物種可以透過白令海峽相互交流、在北半球的分布相對平均。但

在那之後，地球兩極開始變得寒冷，迫使許多生物往南遷，幸運的族群在南下的過程

中找到適合的棲地變生存下來；不幸運的族群則是滅絕。」並且，要注意到兩件事

情：第一，這種觀點與當代生物保育的觀點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只有在這種觀點之

下，生物保育才會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否則在神學解釋之下，生物的滅絕並不是什麼

重要且嚴重的問題。第二，延續上一個說法，生物保育的重要性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

制定以及制度的設計；並且，這樣的觀點在透過國家政策與制度的落實後，可能進一

步對其他物種與環境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以上，是這兩個故事試圖帶給大家的啟

發。

　　提到「生物滅絕」，就不得不想到侏儸紀公園的恐龍復活。歐陽敏助理教授以此

為開頭，點出他的主題：關於「去滅絕（de-extinction）」這個概念的哲學討論。

一直到1993年，「去滅絕」都還是一種科幻的想像。但過了幾年，1996年桃莉羊的

出現、2003年重新出現於世上的布卡多野山羊似乎宣告著，滅絕生物的復活不再只

是想像。而去滅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一、回溯繁殖：早期的技術，若某物種滅

絕，且該物種由仍存在且已知的兩物種交配而來，那麼透過兩物種的重新繁殖，人們

便可以將該滅絕之物種重新復育；二、基因轉殖：桃莉羊的複製技術；三、基因編輯

技術：CRISPR／Cas9，較新的技術，復活旅的技術。

　　根據以上對於去滅絕的科學技術有所認識後，對於「去滅絕」的概念，可以提出

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去滅絕」可能嗎？二、「去滅絕」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前者

是知識論問題，後者則是倫理學問題。在倫理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我們有什麼

理由接受／拒絕去滅絕？兩個接受的理由是：一、科學技術可以挽回人因滅絕的物

種；二、滿足人類的好奇心，由於有些滅絕的物種擁有特殊的構造，這些構造對人類

的科技發展可能是有益的。相反的，也有不接受的理由：一、「去滅絕」的實驗過程

對生物個體的福祉造成非常強烈的侵害；二、「去滅絕」有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災

害；三、「去滅絕」和「保育」似乎是有衝突的，若是「去滅絕」是合適的，那麼

「保育」就不會是有意義的行為。然而，在直覺上，保育會是有意義的行為。

　　不過，歐陽助理教授主要想關切的是另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物種復活的可能？

這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討論，並且這兩個部分會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個衝

突在生物哲學的討論中需要進一步釐清，此處涉及兩個關於物種的形上學觀點：一方

則認為物種是一種類（class）；另一方認為一物種就是個體。就前者的理解，物種

是不會滅亡的；以後者思考則物種卻有滅絕這回事。若同時以此兩觀點來看待物種，

矛盾即出現。進一步的討論需要先釐清「滅絕」與「去滅絕」的定義。還要注意的

是，去滅絕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帶回一物種，但科學家所能操弄的只有個體。復活一個

體算不算是帶回一個物種？這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後，在陳博士的講座中，呼應上一節游博士的講題，是關於科技政策方面的討

論──以美國蜂群崩潰症候群（CCD）為例。蜂群崩潰症候群指的是一蜂群的成蜂

非常態的、大規模的死亡，科學家也提出許多的假說，試著說明CCD的發生，其中

的一種類尼古丁農藥假說──也是這次的討論核心。類尼古丁農藥是透過機轉的方式

施作，藉以減少害蟲對農作物的侵害，而類尼古丁農藥之假說是主張：蜂群在授粉的

過程中，將類尼古丁農藥帶回蜂巢，進而導致CCD的發生。因為類尼古丁農藥的毒

性較低──為了農藥減少對哺乳類動物、農夫的毒害，因此傳統的毒性研究對該農藥

對蜜蜂之影響是較難研究的。也因此，類尼古丁農藥在自然界如何對蜜蜂構成威脅？

如何與其他因素產生負面影響？仍是存在爭議的。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之處在於：

實驗室的結果如何連結到自然狀況？舉例來說，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自成一套運作體

系，實驗室持續且穩定地給予單一個體類尼古丁農藥是否可以有適當說明類尼古丁農

藥對於蜂群的影響？這還需要考量到，自然狀況下的蜂群之食物來源是多元的、採食

範圍是廣泛的，這使得蜂群暴露在尼古丁農藥的狀況是更加不穩定的。加上農業施作

與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因此，若是試圖以自然狀況下研究蜂群的狀況，會使得

科學研究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無法承受的。

　　雖然關於類尼古丁假說的科學研究仍存在這些限制，但在近年來，在美國社會與

科學社群中逐漸地由類尼古丁假說占上風，甚至有科學家公開宣稱尼古丁農藥對蜜蜂

來說是最毒的農藥。在這個情況底下，可以更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科學家可以忽略

其研究之科學不確定性而如此宣稱？」有哲學家提供歸納風險的概念說明這種現象：

發言人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判斷，判斷甚麼樣程度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進而達到避免較

差的後果發生。舉例來說：在類尼古丁農藥的例子，若是科學家主張類尼古丁農藥有

害，則可能導致農藥市場受到影響，施作農要回歸傳統農藥，進而對人體產生較多害

處；相反的，若主張無害，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科學家可以根據自身歸納

風險的考量，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但當我們考量到科學家在公眾中的地位，似乎需要進一步地思考：歸納風險的考

量是否適用於科學家。原因是：科學家在公眾中是具有權威身分的，換言之，科學家

的言論會被視作是實際的結果而被聽信。這意味著，當科學家考量自身的價值觀而發

表其科學觀點時，其價值觀也加諸在其聽眾身上。而溝通倫理中的一重點是要尊重彼

此的價值觀，因此，當科學家這麼做，則可能違反溝通倫理。除此之外，若是科學家

在公眾場域中以嚴格的科學社群標準所發言，其實更有利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使用不

同研究相互溝通。

Q&A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提問1：

　　因為我自己在生醫科領域做類似的研究，在生醫科研究的過程中，若是實驗結果

與現實不符合，那麼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對實驗環境的設計、參數的設定，再次進行實

驗；或說，透過再實驗、再干預、然後再發現。而在剛剛的簡報過程中，林副教授跟

趙教授都說氣候研究難以像是生醫研究一樣，有「再實驗」的過程。若是實驗結果需

要趨近於現實，那在氣候研究中，科學家們如何在數據資料與模型共生、有著模型背

負的情況下，讓實驗結果趨近於真實？

回答1：

　　（林宗德副教授）面對這問題，當我們討論模型，就如提問者所說，無可避免地

要涉及模型結果是否為真，或說是趨近於真。一個方式就是，比對模型輸出的結果與

實際趨勢是否相符合。舉例來說，1996年到現在的溫度趨勢，若是跟模型結果相符

的話，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模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其實也做了

很多關於過去氣候的預測，畢竟我們也留了一些關於過去幾百年來氣候的紀錄可以比

對。如果預測結果與紀錄是相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模型已經足夠的了、

我們該考量的因素都考量到了」。至於，「人為因素佔了多少比重？」其實科學家們

也有相關實驗的：像是將人為因素拿掉，那麼氣候的預測就會失準。另外，我們也是

有一些獨立的資料──冰心或是年輪等等──可以作為結果是否趨近真實的判準。有

興趣的話可以參考Elizabeth Lloyd的研究。

　　（趙相科教授）這邊簡短的回答一下，面對你的問題，那些科學家可能會主張：

「如果做很多模擬，並且那些結果都是一致的話，那麼結果跟程序就是可信的。」

　　（游立安博士）針對這點，我可以講一些我知道的。關於氣候模擬的問題，其實

已經預設了我們對於經濟與人口成長的預測。也就是說，溫度變化與二氧化碳排的預

測是基於經濟與人口預測。但在這之間是否存在著線性關係、是否存在強烈的關聯

性，在「科學」上存在很大的爭議比較對，特別是經濟學中的預報，還有如何轉換經

濟學中的預報應用在大氣科學的建模之中。而科學哲學的工作是去分析這樣的科學假

設還有假設之間的關聯恰不恰當。

提問2：

　　游博士提到兩種關於氣候議題的態度──危言聳聽與否認到底──在臺灣並不明

顯，根據你的研究與觀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回答2：

　　（游立安博士）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時候，我沒有要說臺灣沒有危言聳聽，這種

情況是會存在的。但我認為臺灣沒有「否認到底」的言論出現，這也是我在最後想提

出的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這個可能跟宗教觀有關

係。在臺灣的比較傳統宗教觀中，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世界是比較不穩定、世界

本來就是重新與毀滅中循環的」這類型的觀點。也許可以說，對於災害的認識一直存

在在臺灣的公共性知識體系（Folk Epistemology）中。

　　二、這也可能跟臺灣人本身就有面對災難的經驗，像是颱風、地震等等自然界的

災難。因為有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臺灣人對於災難界定的社會閾值（social thresh-

old）比較低。因此要針對災難採取行動比較容易，因為社會上的阻礙比較小。有些

想要推遲氣候活動的地方，比較可能是因為有關於溫度差異之於災難情境間的關聯離

自身實際經驗太遠。像是加拿大幾個中部的省，主要以產油為主業。若是你跟他說很

遙遠的地方，或是氣溫上升一兩度，他們可能會覺得：「一天氣溫就可以差十幾度

了，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一兩度的溫度？」換個方向來說，將他們的產業整個關閉，反

而可能讓這些人失去維生工具、帶來更大的生活危害。這種資源分配與環境政策的問

題，不只在國際，在國內可能都沒有一個共識。

提問3：

　　想問游博士：像花蓮開發，雖然已經通過環境評估的程序，但是仍會有人反對。

因為反對方主張該程序是不正當的，因此，這種開發案啟動變得僵持不下。在國際

間，面對這樣的課題是否有提供新的方向？

回答3：

　　（游立安博士）關於程序與審議的問題，至少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中，我沒有看

到讓人非常滿意的考量、關於民主審議程序的說明。並且，這個問題也涉及剛剛趙老

師所談論的，關於氣候變遷災害折現率的主觀爭議。如何判斷在未來，我們會面對多

少損失與災害，這是一個經濟預測。這種預測不可避免地會帶入主觀判斷。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提問1：

　　目前的科學案例都是復活一兩個個體，像是桃莉羊。就生物學的觀點來說，一個

「物種」需要維持穩定的族群，有多的基因、穩定的數量。因此，若是僅僅是復活一

個個體或是許多個體卻單一的基因，似乎稱不上是一個物種的去滅絕。

回答1：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說的東西正是我想要主張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都只是

一個個的個體，遠遠不及一個物種。最有趣的案例是旅鴿，旅鴿是群體生物，他們沒

有辦法單獨生存。在該物種最興盛的時期，其物種數量堪比當時的人類人口總數。因

此，我認為，目前的工作只能稱作是初步工作。除非這個物種可以獨立地在自然環境

中穩定生存，相互交配等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叫做去滅絕。

提問2：

　　我比較好奇的是，被去滅絕的物種要如何處置？將這些物種是放在人工環境呢？

還是放回適合牠們生存的環境？若是後者的話，這些生物算不算外來種？或者問，這

些生物在生態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生物雖然在原棲地瀕臨面絕，

但卻在寵物市場中是很興盛的，像是墨西哥鈍口螈。那這樣我們是否可以放任這些生

物在棲地消失，因為基本上這些物種無論是基因庫或是繁衍都有這良好的狀況。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是科學家的問題。我對這個地

方沒有太多的涉略，所以無法告訴你，如何讓一個群體重返自然界，也許洪助理教授

可以給一些回應。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這問題涉及「滅絕」這個概念，並且我將

這個概念分成了三種定義：一、一個物種只剩下單一性別；二、最後一個體滅絕；

三、連基因訊息都消失。那麼，可以用你的說法延續討論，「物種消失在自然界但興

盛於寵物市場」算不算是去滅絕？這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想這個跟保育比較有

關，像是有些生物受到人為影響而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用人工養殖的

方式去養殖牠們。而人工養育則是保育生物學倫理學的層面，這個問題很有趣，但這

也超過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洪廣冀助理教授）櫻花鉤吻鮭就是大規模人工養殖再野放，雖然棲地範圍小，

但現在不再面臨絕種的危機。而你剛剛的問題都會延伸出來問：「在當代的狀況下，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種』概念？」我們在念生物學的時候，都會一個表定的物

種概念，像是交配可以產生健全後代，但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其中一種定義而已。並

且，這種物種概念只限用於動物，無法適用於植物，因為有些植物可以一種交配可以

產生後代、甚至具有生殖能力。顯然，我們生存的時代就如你剛剛所描述，「可能物

種在野外滅絕，但是在寵物市場上興盛。」這種情況算不算是滅絕，這牽涉到我們如

何定義這件事。

　　而每一個時代都會根據當下的特定政治經濟氛圍而產生特定的物種概念，並且，

「物種」這種東西常常是科學家說了算，或說某一些科學家說了算。我想說的是，

「物種」這個並不只是生物學概念，還牽涉政治與經濟的立場。所以要回答，一個物

種為何滅絕、如何把物種帶回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治理或是資本主

義社會的反思，並不是僅限於那個生物本身而已。

提問3：

　　關於去滅絕的可能性，除了教授提到關於復活的復活悖論還是復活的是物種還是

個體的問題。我這邊想到一些說明不可能去滅絕的理由。根據那些主張「去滅絕是有

道德考量在背後支撐」的立場──像是為了把那些因為人為因素而導致物種滅絕的生

物帶回來等等，他們試圖透過去滅絕所達到的目的就會是把讓那個曾經存在在地球歷

史上的物種復活，而不只是該物種下的一個個個體。這似乎會兩個難處：一、即便物

種被帶回來了，但環境與時代是帶不回來的──舉例來說：即便復活了長毛象，也無

法回到冰河時期；二、即使前一項困難被克服了，那些存在在一物種中非基因的傳承

也無法被帶回來──像是一物種特定的撫育關係等等。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所說的就是去滅絕不可能的其中一種論證，而這部分因為

時間與議題安排的關係沒提到。你說的沒錯，去滅絕確實是要把物種帶回來，不是要

把生物關在動物園裡面。像是猛瑪象的計畫，他們基本上是要重建生態系統。但一方

面，生態是物種的一環，另一方面，這個論證的主張就如你剛剛所說，一個物種的生

態過去就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去滅絕所想要的目的。

綜合討論

提問1-1：

　　立昇博士的理論似乎有在暗示科學家對類尼古丁假說的興盛是因為社會價值凌駕

了認知價知，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另外，我印象可能有誤，歐洲似乎

比美國還要早禁止、約束類尼古丁，那麼是否有研究顯示蜂群的死亡數量有減少？若

是有的話，是否可以視作是類尼古定假說是趨近真實的證據？

主講人趙相科教授

提問1-2：

　　接著這個問題，因為你沒有講完，所以政治的部分你都沒談到。並且，你在前面

地方花了不少時間介紹方法論的介紹，並且在這過程中也不斷強調政府、科學社群的

影響力。但這個部分，我認為關聯性不明顯，是否可以多加說明？

回答1： 

　　（陳立昇博士）剛剛礙於時間問題沒有介紹完，所以藉此簡短介紹我這篇文章的

目的。這篇文章我主要談論的核心是科學家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言。我認為，科學家基

於其認知權威的身分，應該在公共媒體上更加謹言慎行一點。舉例來說，該哲學家對

類尼古丁的說法可以採取比較偏向環境保護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需要承擔什麼樣的

風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讓他的聽眾在聽取了他的說法後自行決定對一該議題的

立場，而不是科學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後，告訴聽眾該怎麼做。我之所以如此主張的

理由有二：一、科學家可能對聽眾的自主性不夠尊重；二、科學家的宣稱若是太過獨

斷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像是哪個科學家才是對的等等。「科學家內部的爭議」的

相關問題，應該是之後再解決。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目前的研究資料都是美國的研究結果，未來也許可以加入歐

洲的研究結果作為比對。至於政治的部分，因為我認為政治決斷涉及任意性，所以希

望科學體制可以減少這樣的決斷。並且我希望這樣的科學體制並不只是侷限於科學期

刊或是特定科學社群，而是受到科學家自我約束的行為所劃定，只要一個科學家依據

嚴格的科學規範在生產知識、傳遞知識或分享知識，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生存在一個

科學社群裡面。

　　（游立安博士）補充一下我的觀點，有關於「政治價值或是政治許諾（com-

mit-ment）對於科學內部」這件事情，氣候科學就是一個例子。像是為什麼我們要

相信現在的大氣-海洋環流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想法是，人類活動是大氣變化重要

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在建模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基本預設是：「選

擇的參數是有窮盡的。」也就是影響大氣活動的動力因子是有窮盡的。但這樣的封閉

系統是否能夠對應到現實的開放系統，這就是一個大假設。

　　至於採取這套系統的好處在於，這套系統可以強調人為的責任，而這是有著政治

建議的意義在其中的。如果今天拒絕了這套封閉系統可以表徵實際的狀態，那麼政治

上的建議或指導性的意涵就會減弱。那也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該封閉系統的參數

化過程中完整地表徵真實的大氣系統？」這個問題是有人在探究的，就像是林副教授

同樣提到的「大氣模型如何貼近真的問題」。這反應了，科學方法論的選擇本身有可

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像是「人類活動對於大氣活動影響」的建議。

提問2：

　　氣候變遷跟滅絕這兩個概念是這次講座的兩個主題，想知道各位講者們對這兩個

主題的關聯性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針對歐陽助理教授的議題，歐陽助理教授曾

談到「去滅絕」跟「保育」是背道而馳的。若是人們有一天可以帶回足夠數量的個

體、雄性與雌性，進而形成穩固的群題，另一方面也創造一個保育的環境給該族群，

不知道歐陽助理教授對於「人類可以介入到甚麼程度」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僅僅是提到這兩個概念在直覺上會

是衝突的，當然這在細節上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而你所描述的狀況也不無可能。

　　（陳瑞麟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之所以將這兩個議題聯結在一起是基於一個猜

測：「生物滅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並且，若氣候變遷是人為的因

素呢？譬如：溫度升高。而溫度升高不利於某些生物生存，進而導致物種大規模滅

絕。這個猜測關乎一個由部分科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這個詞是試圖描

述：人類行為導致整個地球與生態產生巨大變化。更具體來說，假想地球發展的歷程

中，地球的氣候環境與生物演化回朝向一個方向前進；但如今面臨人類行為對於氣候

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別是，大規模生物滅絕會帶來新物種的產

生），而人類世便試圖描述後者──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然，

這是一種假說，並且這種假說與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有緊密關聯。

　　但是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雖然

說，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對人類來說都是正常的，畢竟，在人類所知的歷

史中是不斷地發生的。但這些現象對於地球、世界的衝擊是什麼、是否屬於異常現象

等等問題，仍都是值得討論的，也是這次論壇的核心。

提問3：

　　我個人從事生醫領域的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家與病毒的對抗過程中，我一直認

為，目標就是把病毒消滅就好。在病毒學家的觀點中，與病毒的對抗不是以消滅病毒

為目標，而是試圖與病毒共存，即使這些病毒會週期性的爆發等等。雖然有些人不同

意，但假設把病毒同樣當作是一個物種，那麼病毒學家的說法是否在哲學上有一些見

解？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談一下個人看法好了，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談，一個問題

是：細菌對我們是需要的，畢竟弄死了對我們不好的、對我們不能帶來益處的，不一

定就是好的。背後支持的理由是「我們其實與細菌的共生群」的想法有關係。另一個

問題是很有趣，許多人會認為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的。這也是今天這個論談的重

點，我們認為是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並且最好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擔心主觀性從

社會、經濟等等面向對結果的客觀性構成威脅。我要說的是，我過去一直以為科學可

以把主觀性拿掉，但從我的觀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保育或是去滅絕的物種

也是精心挑選的，跟我們長得像的，我們希望留下來。或是，可愛的留下，不可愛的

滅絕。並且這是事實跟價值的區分在硬科學中似乎可以建立，但到了軟性科學的部分

則便難以區分。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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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於2019年12月2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行，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教授作為論壇

的主持人。在論壇中，廣邀臺灣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關

於「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的科學哲學問題。

　　此次論壇以「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為核心，歸因於這兩個主題與部分科

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有關。這個概念試圖描述：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與

生態產生巨大變化。並在這個概念底下，其中一種廣為流傳的猜測就是：生物的滅絕

是否是由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透過學者們在論壇中的報告，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

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議題中，有什麼是未曾想過、更是值得省思、關切的問題，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兩個現象。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在上半場，邀請了趙相科教授、林宗德副教授與游立安博士候選人三位進行講

座。首先，趙教授為眾人說明了氣候科學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並且

以部分的科學工作為例──透過科學結果駁斥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說明科學哲學在其

中的角色。雖然在臺灣，抱持著氣候變遷懷疑論立場的人不多，但是在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存在著許多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立場主要的挑戰就是「人為導

致的氣候變遷是否存在？」而氣候科學的許多研究就是在尋找相關的證據。與其他科

學研究不一樣的是，因為大氣系統是開放空間，這使得氣候科學研究並不能透過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找到因果關係，科學家們只能透過

模擬模型進行氣候模擬。

　　模擬模型這個策略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是：受限於不同地域所面對的不

同現象或現象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因此，研究結果缺乏普遍適用性；或是，模型建模

的參數設定等等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對於模型客觀性的質疑；又或是研究過程中有許

多人為的因素──政治、經濟投資與資源分配的影響力──參雜其中等等。有些哲學

家提出替代的因果關係研究方法，像是：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推論等等。

　　同時，NASA氣候研究調查的結果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於

相關文獻的統計顯示：因果關係與證據不只受科學哲學家所關注，也是氣候科學所關

心的內容（科學研究大量使用「證據」、「因果」、「造成」等等詞彙）。並且，無

論是哪一方都同意證據是有程度之分的，IPCC還為此立定的證據可信度之標準（由

證據與科學社群的共識(agreement)所決定），更有學者據此提出證據信度與因果關

係之間支持關係的說明。除此之外，關於證據的可信度是否受人為因素所影響，像

是：美國一保守派的報告書以仿造美國官方氣候研究報告書的外觀、排版的方式呈現

其研究成果。上述種種也都是氣候研究中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而在林副教授的演講中，則是針對模擬模型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模型，像是：玩具模型、國高中課程中會看到的DNA雙

股模型或是滑車模型。又或說，物理所學到的許多數學公式。這些模型的意義在於：

因為這些模型與他們的原型存在著某些重要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型，

對原型有更清楚的認識。若要達到這個目的，科學家們就需要確保這些模型與其原型

有足夠強的相似性、確保該模型是合用的，而傳統的檢證方式就是將該模型所得到的

結果與經驗證據相比對。像是DNA結構模型，在二股與三股模型競爭之時，一方

面，三股模型的水分子含量在預估上與實際上的計算是有差異的；另一方面，雙股螺

旋較吻合結晶繞射的圖片。

　　但就如趙教授所說，大氣系統是個開放且巨大的系統，因此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

實驗，所以必須要過模擬模型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氣候模型中，科學家們的預設

是將大氣均勻地切成一個個的立方體，這也伴隨了氣候模型的第一個變數：人們對於

大氣觀測的數據是不均的。舉例來說：陸地區的大氣觀測資料會遠多於海洋區的大氣

觀測資料。

　　也因此，許多缺乏資料的地區往往是套用數學公式或是透過模型模擬所得到的資

料，並且這些資料是經過篩選、除錯而得到的結果。雖然這在科學或是工程界並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但這個方法跟我們上述談論的傳統實驗方法是有一段差異的，也跟

我們一般的哲學認知不太一樣。這裡的問題是，與一般情況相比較──資料是獨立

的，因此可以用以檢證實驗結果，但在氣候模型中，資料是透過模型模擬出來，再用

以檢證模型。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的比對是否是有意義的？並且透過「許多氣候模型

預測熱帶地區對流層之暖化狀況會比地表來得高」這個事件為例。許多懷疑論者引用

了衛星與太空儀的資料指出氣候模型的預測是失準的。但是有些科學家為此辯護方

式，他們認為受限於觀察方式，衛星資料與太空儀資料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

的數值。甚至觀測儀器還需要透過一些數學模型的校正，才能得到科學家們想要的原

始資料，但這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對模型的檢證還有許多值得討

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大氣物理，科學家們還是有許多不了解，而這些不了解就用一些數

值取代；另一方面，對於模型的參數是有許多上下其手的空間的，透過這些微調，讓

模型的輸出結果更吻合實際觀測結果。但這種方法與我們對於基本科學研究的了解相

當不同，怎麼模型裡有資料，但資料又包含了模型的因素，到底如何將模型輸出結果

與資料相對照？這樣似乎意味著資料被汙染？但模型的輸出結果又是相對精確的。那

麼，又要如何檢證資料？可能的作法是：找尋其他類型的原始資料作為檢證資料，或

是將檢證資料與建模資料區分開等等。林老師透過上述種種例子，簡單的介紹氣候科

學的複雜性。

　　與前面兩位講者不同，游博士所關切的問題是：「『對氣候狀態的理解』及『氣

候行動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而民主及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作為臺灣社會的重

要價值在具體的氣候（或廣義的環境）政策制定情境時會面臨哪種知與行之間的難

題。對於這個主題，他分成三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前兩個部

分。在第一個問題，以科學哲學家Philip Kitcher的理論為例，說明科學與民主之間

的衝突與互補。Kitcher在2000年時主張理想的科學發展必須要與民主制度相輔相

成：科學的發展需要國家監督、補助；國家的單位也需要有足夠科學素養的參與者。

在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之下，民主不會成為一種低俗的制度；科學的發展方向也不會

只有一種聲音。但到了十來年後，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Kitcher的態度改變了，他

提出了「人類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目標，他認為原本對於科學發展重要

的民主價值（也就是透過有科學素養的審議人在民主的審議過程去選擇投資具備社會

效益的科學研究）會因為某些人蓄意曲解科學而變成「達成有利人類福祉」這個目標

的阻礙（比如：無法採取緊急的氣候行動）。為了成就人類福祉，似乎要程度上犧牲

民主：一方面，民主的審議程序耗力費時；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的科學問題可能是具

有急迫性的，像是：需要在氣候變遷無可挽回之前做出決斷。除此之外，這種角力也

常常發生在日常的例子中，複雜的環境工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民意？

　　在第二個問題，則是討論與言論自由有關的爭議。雖然在臺灣不常見，但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會出現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這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分別為

「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到底（climate denalism）」與「對最極端氣候災害的危言聳

聽（climate alarmism）」。一方面，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提出警告，對於氣候

變遷否認到底的人為了私利的緣故，故意去維持科學上的爭議，使得對於有重大公共

利害的氣候政策無法做出有效決議，這件事其實拖延了人們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的時

間；另一方面，以Michael Crichton的恐懼之邦為例，點出「有心人士常常透過建

構一種恐怖的政治環境，讓政治人物為了某些「迫切的」外在威脅而「不得不」採取

某些行動或是政策(而這樣的外在威脅可能是故意選擇災難性但科學上極端不可能實

現的情境去加以強調)。進而去限制其他行動或言論的可能。」比較denialism與

alarmism兩種極端的立場，我們可以去思考所謂言論自由到底在有效政策之間扮演

何種角色。，言論自由是否該受到限制？並且該限制又在哪裡？如何不讓有心人士利

用該限制，進而避免恐懼之邦的情況發生？這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在下半場，則是邀請了洪廣冀助理教授、歐陽敏助理教授與陳立昇博士進行講

座。首先，在洪助理教授的演講中，他藉由兩個故事，介紹他所梳理的、關於「生物

滅絕」這個概念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社群，如何理解「生物滅

絕」這個概念？並且，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變化。第一個故事是關於

Louis Agassiz對於生物滅絕的理解：「大鯢近親──美洲大鯢──遠在美洲，並

且，在歐洲也曾經出現類似於鯢的物種化石。這種物種多元起源的現象是無法透過科

學得到解釋的，而在神學的解釋底下──所有物種都是由造物者所造，這種現象合理

的解釋是：『造物者在相似的環境下投下了相同的物種，但因為特定區域環境的變

化，所以導致該物種生存不下去而滅絕。』」並且，這種說法在當時被美國支持蓄奴

制度的人們用來說明蓄奴是必要的：「若是不蓄奴，那麼非洲的黑人會因為無法適應

美洲的環境而滅絕。因此，蓄奴制度可以保存『黑人』這個物種的延續。」

　　第二個故事則是由Louis Agassiz的對立立場──演化論──所延伸出來。在演

化論的觀點下，物種都是單一起源，而物種的滅絕則是歸因於該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

不適應。因此，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提出另一種解釋方式：「在某個時間之前，地球氣

候相對溫暖，因此，物種可以透過白令海峽相互交流、在北半球的分布相對平均。但

在那之後，地球兩極開始變得寒冷，迫使許多生物往南遷，幸運的族群在南下的過程

中找到適合的棲地變生存下來；不幸運的族群則是滅絕。」並且，要注意到兩件事

情：第一，這種觀點與當代生物保育的觀點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只有在這種觀點之

下，生物保育才會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否則在神學解釋之下，生物的滅絕並不是什麼

重要且嚴重的問題。第二，延續上一個說法，生物保育的重要性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

制定以及制度的設計；並且，這樣的觀點在透過國家政策與制度的落實後，可能進一

步對其他物種與環境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以上，是這兩個故事試圖帶給大家的啟

發。

　　提到「生物滅絕」，就不得不想到侏儸紀公園的恐龍復活。歐陽敏助理教授以此

為開頭，點出他的主題：關於「去滅絕（de-extinction）」這個概念的哲學討論。

一直到1993年，「去滅絕」都還是一種科幻的想像。但過了幾年，1996年桃莉羊的

出現、2003年重新出現於世上的布卡多野山羊似乎宣告著，滅絕生物的復活不再只

是想像。而去滅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一、回溯繁殖：早期的技術，若某物種滅

絕，且該物種由仍存在且已知的兩物種交配而來，那麼透過兩物種的重新繁殖，人們

便可以將該滅絕之物種重新復育；二、基因轉殖：桃莉羊的複製技術；三、基因編輯

技術：CRISPR／Cas9，較新的技術，復活旅的技術。

　　根據以上對於去滅絕的科學技術有所認識後，對於「去滅絕」的概念，可以提出

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去滅絕」可能嗎？二、「去滅絕」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前者

是知識論問題，後者則是倫理學問題。在倫理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我們有什麼

理由接受／拒絕去滅絕？兩個接受的理由是：一、科學技術可以挽回人因滅絕的物

種；二、滿足人類的好奇心，由於有些滅絕的物種擁有特殊的構造，這些構造對人類

的科技發展可能是有益的。相反的，也有不接受的理由：一、「去滅絕」的實驗過程

對生物個體的福祉造成非常強烈的侵害；二、「去滅絕」有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災

害；三、「去滅絕」和「保育」似乎是有衝突的，若是「去滅絕」是合適的，那麼

「保育」就不會是有意義的行為。然而，在直覺上，保育會是有意義的行為。

　　不過，歐陽助理教授主要想關切的是另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物種復活的可能？

這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討論，並且這兩個部分會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個衝

突在生物哲學的討論中需要進一步釐清，此處涉及兩個關於物種的形上學觀點：一方

則認為物種是一種類（class）；另一方認為一物種就是個體。就前者的理解，物種

是不會滅亡的；以後者思考則物種卻有滅絕這回事。若同時以此兩觀點來看待物種，

矛盾即出現。進一步的討論需要先釐清「滅絕」與「去滅絕」的定義。還要注意的

是，去滅絕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帶回一物種，但科學家所能操弄的只有個體。復活一個

體算不算是帶回一個物種？這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後，在陳博士的講座中，呼應上一節游博士的講題，是關於科技政策方面的討

論──以美國蜂群崩潰症候群（CCD）為例。蜂群崩潰症候群指的是一蜂群的成蜂

非常態的、大規模的死亡，科學家也提出許多的假說，試著說明CCD的發生，其中

的一種類尼古丁農藥假說──也是這次的討論核心。類尼古丁農藥是透過機轉的方式

施作，藉以減少害蟲對農作物的侵害，而類尼古丁農藥之假說是主張：蜂群在授粉的

過程中，將類尼古丁農藥帶回蜂巢，進而導致CCD的發生。因為類尼古丁農藥的毒

性較低──為了農藥減少對哺乳類動物、農夫的毒害，因此傳統的毒性研究對該農藥

對蜜蜂之影響是較難研究的。也因此，類尼古丁農藥在自然界如何對蜜蜂構成威脅？

如何與其他因素產生負面影響？仍是存在爭議的。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之處在於：

實驗室的結果如何連結到自然狀況？舉例來說，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自成一套運作體

系，實驗室持續且穩定地給予單一個體類尼古丁農藥是否可以有適當說明類尼古丁農

藥對於蜂群的影響？這還需要考量到，自然狀況下的蜂群之食物來源是多元的、採食

範圍是廣泛的，這使得蜂群暴露在尼古丁農藥的狀況是更加不穩定的。加上農業施作

與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因此，若是試圖以自然狀況下研究蜂群的狀況，會使得

科學研究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無法承受的。

　　雖然關於類尼古丁假說的科學研究仍存在這些限制，但在近年來，在美國社會與

科學社群中逐漸地由類尼古丁假說占上風，甚至有科學家公開宣稱尼古丁農藥對蜜蜂

來說是最毒的農藥。在這個情況底下，可以更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科學家可以忽略

其研究之科學不確定性而如此宣稱？」有哲學家提供歸納風險的概念說明這種現象：

發言人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判斷，判斷甚麼樣程度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進而達到避免較

差的後果發生。舉例來說：在類尼古丁農藥的例子，若是科學家主張類尼古丁農藥有

害，則可能導致農藥市場受到影響，施作農要回歸傳統農藥，進而對人體產生較多害

處；相反的，若主張無害，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科學家可以根據自身歸納

風險的考量，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但當我們考量到科學家在公眾中的地位，似乎需要進一步地思考：歸納風險的考

量是否適用於科學家。原因是：科學家在公眾中是具有權威身分的，換言之，科學家

的言論會被視作是實際的結果而被聽信。這意味著，當科學家考量自身的價值觀而發

表其科學觀點時，其價值觀也加諸在其聽眾身上。而溝通倫理中的一重點是要尊重彼

此的價值觀，因此，當科學家這麼做，則可能違反溝通倫理。除此之外，若是科學家

在公眾場域中以嚴格的科學社群標準所發言，其實更有利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使用不

同研究相互溝通。

Q&A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提問1：

　　因為我自己在生醫科領域做類似的研究，在生醫科研究的過程中，若是實驗結果

與現實不符合，那麼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對實驗環境的設計、參數的設定，再次進行實

驗；或說，透過再實驗、再干預、然後再發現。而在剛剛的簡報過程中，林副教授跟

趙教授都說氣候研究難以像是生醫研究一樣，有「再實驗」的過程。若是實驗結果需

要趨近於現實，那在氣候研究中，科學家們如何在數據資料與模型共生、有著模型背

負的情況下，讓實驗結果趨近於真實？

回答1：

　　（林宗德副教授）面對這問題，當我們討論模型，就如提問者所說，無可避免地

要涉及模型結果是否為真，或說是趨近於真。一個方式就是，比對模型輸出的結果與

實際趨勢是否相符合。舉例來說，1996年到現在的溫度趨勢，若是跟模型結果相符

的話，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模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其實也做了

很多關於過去氣候的預測，畢竟我們也留了一些關於過去幾百年來氣候的紀錄可以比

對。如果預測結果與紀錄是相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模型已經足夠的了、

我們該考量的因素都考量到了」。至於，「人為因素佔了多少比重？」其實科學家們

也有相關實驗的：像是將人為因素拿掉，那麼氣候的預測就會失準。另外，我們也是

有一些獨立的資料──冰心或是年輪等等──可以作為結果是否趨近真實的判準。有

興趣的話可以參考Elizabeth Lloyd的研究。

　　（趙相科教授）這邊簡短的回答一下，面對你的問題，那些科學家可能會主張：

「如果做很多模擬，並且那些結果都是一致的話，那麼結果跟程序就是可信的。」

　　（游立安博士）針對這點，我可以講一些我知道的。關於氣候模擬的問題，其實

已經預設了我們對於經濟與人口成長的預測。也就是說，溫度變化與二氧化碳排的預

測是基於經濟與人口預測。但在這之間是否存在著線性關係、是否存在強烈的關聯

性，在「科學」上存在很大的爭議比較對，特別是經濟學中的預報，還有如何轉換經

濟學中的預報應用在大氣科學的建模之中。而科學哲學的工作是去分析這樣的科學假

設還有假設之間的關聯恰不恰當。

提問2：

　　游博士提到兩種關於氣候議題的態度──危言聳聽與否認到底──在臺灣並不明

顯，根據你的研究與觀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回答2：

　　（游立安博士）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時候，我沒有要說臺灣沒有危言聳聽，這種

情況是會存在的。但我認為臺灣沒有「否認到底」的言論出現，這也是我在最後想提

出的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這個可能跟宗教觀有關

係。在臺灣的比較傳統宗教觀中，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世界是比較不穩定、世界

本來就是重新與毀滅中循環的」這類型的觀點。也許可以說，對於災害的認識一直存

在在臺灣的公共性知識體系（Folk Epistemology）中。

　　二、這也可能跟臺灣人本身就有面對災難的經驗，像是颱風、地震等等自然界的

災難。因為有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臺灣人對於災難界定的社會閾值（social thresh-

old）比較低。因此要針對災難採取行動比較容易，因為社會上的阻礙比較小。有些

想要推遲氣候活動的地方，比較可能是因為有關於溫度差異之於災難情境間的關聯離

自身實際經驗太遠。像是加拿大幾個中部的省，主要以產油為主業。若是你跟他說很

遙遠的地方，或是氣溫上升一兩度，他們可能會覺得：「一天氣溫就可以差十幾度

了，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一兩度的溫度？」換個方向來說，將他們的產業整個關閉，反

而可能讓這些人失去維生工具、帶來更大的生活危害。這種資源分配與環境政策的問

題，不只在國際，在國內可能都沒有一個共識。

提問3：

　　想問游博士：像花蓮開發，雖然已經通過環境評估的程序，但是仍會有人反對。

因為反對方主張該程序是不正當的，因此，這種開發案啟動變得僵持不下。在國際

間，面對這樣的課題是否有提供新的方向？

回答3：

　　（游立安博士）關於程序與審議的問題，至少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中，我沒有看

到讓人非常滿意的考量、關於民主審議程序的說明。並且，這個問題也涉及剛剛趙老

師所談論的，關於氣候變遷災害折現率的主觀爭議。如何判斷在未來，我們會面對多

少損失與災害，這是一個經濟預測。這種預測不可避免地會帶入主觀判斷。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提問1：

　　目前的科學案例都是復活一兩個個體，像是桃莉羊。就生物學的觀點來說，一個

「物種」需要維持穩定的族群，有多的基因、穩定的數量。因此，若是僅僅是復活一

個個體或是許多個體卻單一的基因，似乎稱不上是一個物種的去滅絕。

回答1：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說的東西正是我想要主張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都只是

一個個的個體，遠遠不及一個物種。最有趣的案例是旅鴿，旅鴿是群體生物，他們沒

有辦法單獨生存。在該物種最興盛的時期，其物種數量堪比當時的人類人口總數。因

此，我認為，目前的工作只能稱作是初步工作。除非這個物種可以獨立地在自然環境

中穩定生存，相互交配等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叫做去滅絕。

提問2：

　　我比較好奇的是，被去滅絕的物種要如何處置？將這些物種是放在人工環境呢？

還是放回適合牠們生存的環境？若是後者的話，這些生物算不算外來種？或者問，這

些生物在生態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生物雖然在原棲地瀕臨面絕，

但卻在寵物市場中是很興盛的，像是墨西哥鈍口螈。那這樣我們是否可以放任這些生

物在棲地消失，因為基本上這些物種無論是基因庫或是繁衍都有這良好的狀況。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是科學家的問題。我對這個地

方沒有太多的涉略，所以無法告訴你，如何讓一個群體重返自然界，也許洪助理教授

可以給一些回應。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這問題涉及「滅絕」這個概念，並且我將

這個概念分成了三種定義：一、一個物種只剩下單一性別；二、最後一個體滅絕；

三、連基因訊息都消失。那麼，可以用你的說法延續討論，「物種消失在自然界但興

盛於寵物市場」算不算是去滅絕？這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想這個跟保育比較有

關，像是有些生物受到人為影響而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用人工養殖的

方式去養殖牠們。而人工養育則是保育生物學倫理學的層面，這個問題很有趣，但這

也超過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洪廣冀助理教授）櫻花鉤吻鮭就是大規模人工養殖再野放，雖然棲地範圍小，

但現在不再面臨絕種的危機。而你剛剛的問題都會延伸出來問：「在當代的狀況下，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種』概念？」我們在念生物學的時候，都會一個表定的物

種概念，像是交配可以產生健全後代，但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其中一種定義而已。並

且，這種物種概念只限用於動物，無法適用於植物，因為有些植物可以一種交配可以

產生後代、甚至具有生殖能力。顯然，我們生存的時代就如你剛剛所描述，「可能物

種在野外滅絕，但是在寵物市場上興盛。」這種情況算不算是滅絕，這牽涉到我們如

何定義這件事。

　　而每一個時代都會根據當下的特定政治經濟氛圍而產生特定的物種概念，並且，

「物種」這種東西常常是科學家說了算，或說某一些科學家說了算。我想說的是，

「物種」這個並不只是生物學概念，還牽涉政治與經濟的立場。所以要回答，一個物

種為何滅絕、如何把物種帶回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治理或是資本主

義社會的反思，並不是僅限於那個生物本身而已。

提問3：

　　關於去滅絕的可能性，除了教授提到關於復活的復活悖論還是復活的是物種還是

個體的問題。我這邊想到一些說明不可能去滅絕的理由。根據那些主張「去滅絕是有

道德考量在背後支撐」的立場──像是為了把那些因為人為因素而導致物種滅絕的生

物帶回來等等，他們試圖透過去滅絕所達到的目的就會是把讓那個曾經存在在地球歷

史上的物種復活，而不只是該物種下的一個個個體。這似乎會兩個難處：一、即便物

種被帶回來了，但環境與時代是帶不回來的──舉例來說：即便復活了長毛象，也無

法回到冰河時期；二、即使前一項困難被克服了，那些存在在一物種中非基因的傳承

也無法被帶回來──像是一物種特定的撫育關係等等。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所說的就是去滅絕不可能的其中一種論證，而這部分因為

時間與議題安排的關係沒提到。你說的沒錯，去滅絕確實是要把物種帶回來，不是要

把生物關在動物園裡面。像是猛瑪象的計畫，他們基本上是要重建生態系統。但一方

面，生態是物種的一環，另一方面，這個論證的主張就如你剛剛所說，一個物種的生

態過去就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去滅絕所想要的目的。

綜合討論

提問1-1：

　　立昇博士的理論似乎有在暗示科學家對類尼古丁假說的興盛是因為社會價值凌駕

了認知價知，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另外，我印象可能有誤，歐洲似乎

比美國還要早禁止、約束類尼古丁，那麼是否有研究顯示蜂群的死亡數量有減少？若

是有的話，是否可以視作是類尼古定假說是趨近真實的證據？

提問1-2：

　　接著這個問題，因為你沒有講完，所以政治的部分你都沒談到。並且，你在前面

地方花了不少時間介紹方法論的介紹，並且在這過程中也不斷強調政府、科學社群的

影響力。但這個部分，我認為關聯性不明顯，是否可以多加說明？

回答1： 

　　（陳立昇博士）剛剛礙於時間問題沒有介紹完，所以藉此簡短介紹我這篇文章的

目的。這篇文章我主要談論的核心是科學家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言。我認為，科學家基

於其認知權威的身分，應該在公共媒體上更加謹言慎行一點。舉例來說，該哲學家對

類尼古丁的說法可以採取比較偏向環境保護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需要承擔什麼樣的

風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讓他的聽眾在聽取了他的說法後自行決定對一該議題的

立場，而不是科學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後，告訴聽眾該怎麼做。我之所以如此主張的

理由有二：一、科學家可能對聽眾的自主性不夠尊重；二、科學家的宣稱若是太過獨

斷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像是哪個科學家才是對的等等。「科學家內部的爭議」的

相關問題，應該是之後再解決。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目前的研究資料都是美國的研究結果，未來也許可以加入歐

洲的研究結果作為比對。至於政治的部分，因為我認為政治決斷涉及任意性，所以希

望科學體制可以減少這樣的決斷。並且我希望這樣的科學體制並不只是侷限於科學期

刊或是特定科學社群，而是受到科學家自我約束的行為所劃定，只要一個科學家依據

嚴格的科學規範在生產知識、傳遞知識或分享知識，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生存在一個

科學社群裡面。

　　（游立安博士）補充一下我的觀點，有關於「政治價值或是政治許諾（com-

mit-ment）對於科學內部」這件事情，氣候科學就是一個例子。像是為什麼我們要

相信現在的大氣-海洋環流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想法是，人類活動是大氣變化重要

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在建模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基本預設是：「選

擇的參數是有窮盡的。」也就是影響大氣活動的動力因子是有窮盡的。但這樣的封閉

系統是否能夠對應到現實的開放系統，這就是一個大假設。

　　至於採取這套系統的好處在於，這套系統可以強調人為的責任，而這是有著政治

建議的意義在其中的。如果今天拒絕了這套封閉系統可以表徵實際的狀態，那麼政治

上的建議或指導性的意涵就會減弱。那也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該封閉系統的參數

化過程中完整地表徵真實的大氣系統？」這個問題是有人在探究的，就像是林副教授

同樣提到的「大氣模型如何貼近真的問題」。這反應了，科學方法論的選擇本身有可

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像是「人類活動對於大氣活動影響」的建議。

提問2：

　　氣候變遷跟滅絕這兩個概念是這次講座的兩個主題，想知道各位講者們對這兩個

主題的關聯性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針對歐陽助理教授的議題，歐陽助理教授曾

談到「去滅絕」跟「保育」是背道而馳的。若是人們有一天可以帶回足夠數量的個

體、雄性與雌性，進而形成穩固的群題，另一方面也創造一個保育的環境給該族群，

不知道歐陽助理教授對於「人類可以介入到甚麼程度」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僅僅是提到這兩個概念在直覺上會

是衝突的，當然這在細節上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而你所描述的狀況也不無可能。

　　（陳瑞麟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之所以將這兩個議題聯結在一起是基於一個猜

測：「生物滅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並且，若氣候變遷是人為的因

素呢？譬如：溫度升高。而溫度升高不利於某些生物生存，進而導致物種大規模滅

絕。這個猜測關乎一個由部分科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這個詞是試圖描

述：人類行為導致整個地球與生態產生巨大變化。更具體來說，假想地球發展的歷程

中，地球的氣候環境與生物演化回朝向一個方向前進；但如今面臨人類行為對於氣候

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別是，大規模生物滅絕會帶來新物種的產

生），而人類世便試圖描述後者──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然，

這是一種假說，並且這種假說與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有緊密關聯。

　　但是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雖然

說，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對人類來說都是正常的，畢竟，在人類所知的歷

史中是不斷地發生的。但這些現象對於地球、世界的衝擊是什麼、是否屬於異常現象

等等問題，仍都是值得討論的，也是這次論壇的核心。

提問3：

　　我個人從事生醫領域的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家與病毒的對抗過程中，我一直認

為，目標就是把病毒消滅就好。在病毒學家的觀點中，與病毒的對抗不是以消滅病毒

為目標，而是試圖與病毒共存，即使這些病毒會週期性的爆發等等。雖然有些人不同

意，但假設把病毒同樣當作是一個物種，那麼病毒學家的說法是否在哲學上有一些見

解？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談一下個人看法好了，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談，一個問題

是：細菌對我們是需要的，畢竟弄死了對我們不好的、對我們不能帶來益處的，不一

定就是好的。背後支持的理由是「我們其實與細菌的共生群」的想法有關係。另一個

問題是很有趣，許多人會認為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的。這也是今天這個論談的重

點，我們認為是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並且最好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擔心主觀性從

社會、經濟等等面向對結果的客觀性構成威脅。我要說的是，我過去一直以為科學可

以把主觀性拿掉，但從我的觀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保育或是去滅絕的物種

也是精心挑選的，跟我們長得像的，我們希望留下來。或是，可愛的留下，不可愛的

滅絕。並且這是事實跟價值的區分在硬科學中似乎可以建立，但到了軟性科學的部分

則便難以區分。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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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於2019年12月2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行，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教授作為論壇

的主持人。在論壇中，廣邀臺灣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關

於「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的科學哲學問題。

　　此次論壇以「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為核心，歸因於這兩個主題與部分科

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有關。這個概念試圖描述：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與

生態產生巨大變化。並在這個概念底下，其中一種廣為流傳的猜測就是：生物的滅絕

是否是由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透過學者們在論壇中的報告，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

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議題中，有什麼是未曾想過、更是值得省思、關切的問題，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兩個現象。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在上半場，邀請了趙相科教授、林宗德副教授與游立安博士候選人三位進行講

座。首先，趙教授為眾人說明了氣候科學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並且

以部分的科學工作為例──透過科學結果駁斥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說明科學哲學在其

中的角色。雖然在臺灣，抱持著氣候變遷懷疑論立場的人不多，但是在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存在著許多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立場主要的挑戰就是「人為導

致的氣候變遷是否存在？」而氣候科學的許多研究就是在尋找相關的證據。與其他科

學研究不一樣的是，因為大氣系統是開放空間，這使得氣候科學研究並不能透過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找到因果關係，科學家們只能透過

模擬模型進行氣候模擬。

　　模擬模型這個策略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是：受限於不同地域所面對的不

同現象或現象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因此，研究結果缺乏普遍適用性；或是，模型建模

的參數設定等等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對於模型客觀性的質疑；又或是研究過程中有許

多人為的因素──政治、經濟投資與資源分配的影響力──參雜其中等等。有些哲學

家提出替代的因果關係研究方法，像是：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推論等等。

　　同時，NASA氣候研究調查的結果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於

相關文獻的統計顯示：因果關係與證據不只受科學哲學家所關注，也是氣候科學所關

心的內容（科學研究大量使用「證據」、「因果」、「造成」等等詞彙）。並且，無

論是哪一方都同意證據是有程度之分的，IPCC還為此立定的證據可信度之標準（由

證據與科學社群的共識(agreement)所決定），更有學者據此提出證據信度與因果關

係之間支持關係的說明。除此之外，關於證據的可信度是否受人為因素所影響，像

是：美國一保守派的報告書以仿造美國官方氣候研究報告書的外觀、排版的方式呈現

其研究成果。上述種種也都是氣候研究中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而在林副教授的演講中，則是針對模擬模型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模型，像是：玩具模型、國高中課程中會看到的DNA雙

股模型或是滑車模型。又或說，物理所學到的許多數學公式。這些模型的意義在於：

因為這些模型與他們的原型存在著某些重要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型，

對原型有更清楚的認識。若要達到這個目的，科學家們就需要確保這些模型與其原型

有足夠強的相似性、確保該模型是合用的，而傳統的檢證方式就是將該模型所得到的

結果與經驗證據相比對。像是DNA結構模型，在二股與三股模型競爭之時，一方

面，三股模型的水分子含量在預估上與實際上的計算是有差異的；另一方面，雙股螺

旋較吻合結晶繞射的圖片。

　　但就如趙教授所說，大氣系統是個開放且巨大的系統，因此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

實驗，所以必須要過模擬模型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氣候模型中，科學家們的預設

是將大氣均勻地切成一個個的立方體，這也伴隨了氣候模型的第一個變數：人們對於

大氣觀測的數據是不均的。舉例來說：陸地區的大氣觀測資料會遠多於海洋區的大氣

觀測資料。

　　也因此，許多缺乏資料的地區往往是套用數學公式或是透過模型模擬所得到的資

料，並且這些資料是經過篩選、除錯而得到的結果。雖然這在科學或是工程界並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但這個方法跟我們上述談論的傳統實驗方法是有一段差異的，也跟

我們一般的哲學認知不太一樣。這裡的問題是，與一般情況相比較──資料是獨立

的，因此可以用以檢證實驗結果，但在氣候模型中，資料是透過模型模擬出來，再用

以檢證模型。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的比對是否是有意義的？並且透過「許多氣候模型

預測熱帶地區對流層之暖化狀況會比地表來得高」這個事件為例。許多懷疑論者引用

了衛星與太空儀的資料指出氣候模型的預測是失準的。但是有些科學家為此辯護方

式，他們認為受限於觀察方式，衛星資料與太空儀資料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

的數值。甚至觀測儀器還需要透過一些數學模型的校正，才能得到科學家們想要的原

始資料，但這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對模型的檢證還有許多值得討

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大氣物理，科學家們還是有許多不了解，而這些不了解就用一些數

值取代；另一方面，對於模型的參數是有許多上下其手的空間的，透過這些微調，讓

模型的輸出結果更吻合實際觀測結果。但這種方法與我們對於基本科學研究的了解相

當不同，怎麼模型裡有資料，但資料又包含了模型的因素，到底如何將模型輸出結果

與資料相對照？這樣似乎意味著資料被汙染？但模型的輸出結果又是相對精確的。那

麼，又要如何檢證資料？可能的作法是：找尋其他類型的原始資料作為檢證資料，或

是將檢證資料與建模資料區分開等等。林老師透過上述種種例子，簡單的介紹氣候科

學的複雜性。

　　與前面兩位講者不同，游博士所關切的問題是：「『對氣候狀態的理解』及『氣

候行動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而民主及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作為臺灣社會的重

要價值在具體的氣候（或廣義的環境）政策制定情境時會面臨哪種知與行之間的難

題。對於這個主題，他分成三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前兩個部

分。在第一個問題，以科學哲學家Philip Kitcher的理論為例，說明科學與民主之間

的衝突與互補。Kitcher在2000年時主張理想的科學發展必須要與民主制度相輔相

成：科學的發展需要國家監督、補助；國家的單位也需要有足夠科學素養的參與者。

在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之下，民主不會成為一種低俗的制度；科學的發展方向也不會

只有一種聲音。但到了十來年後，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Kitcher的態度改變了，他

提出了「人類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目標，他認為原本對於科學發展重要

的民主價值（也就是透過有科學素養的審議人在民主的審議過程去選擇投資具備社會

效益的科學研究）會因為某些人蓄意曲解科學而變成「達成有利人類福祉」這個目標

的阻礙（比如：無法採取緊急的氣候行動）。為了成就人類福祉，似乎要程度上犧牲

民主：一方面，民主的審議程序耗力費時；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的科學問題可能是具

有急迫性的，像是：需要在氣候變遷無可挽回之前做出決斷。除此之外，這種角力也

常常發生在日常的例子中，複雜的環境工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民意？

　　在第二個問題，則是討論與言論自由有關的爭議。雖然在臺灣不常見，但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會出現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這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分別為

「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到底（climate denalism）」與「對最極端氣候災害的危言聳

聽（climate alarmism）」。一方面，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提出警告，對於氣候

變遷否認到底的人為了私利的緣故，故意去維持科學上的爭議，使得對於有重大公共

利害的氣候政策無法做出有效決議，這件事其實拖延了人們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的時

間；另一方面，以Michael Crichton的恐懼之邦為例，點出「有心人士常常透過建

構一種恐怖的政治環境，讓政治人物為了某些「迫切的」外在威脅而「不得不」採取

某些行動或是政策(而這樣的外在威脅可能是故意選擇災難性但科學上極端不可能實

現的情境去加以強調)。進而去限制其他行動或言論的可能。」比較denialism與

alarmism兩種極端的立場，我們可以去思考所謂言論自由到底在有效政策之間扮演

何種角色。，言論自由是否該受到限制？並且該限制又在哪裡？如何不讓有心人士利

用該限制，進而避免恐懼之邦的情況發生？這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在下半場，則是邀請了洪廣冀助理教授、歐陽敏助理教授與陳立昇博士進行講

座。首先，在洪助理教授的演講中，他藉由兩個故事，介紹他所梳理的、關於「生物

滅絕」這個概念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社群，如何理解「生物滅

絕」這個概念？並且，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變化。第一個故事是關於

Louis Agassiz對於生物滅絕的理解：「大鯢近親──美洲大鯢──遠在美洲，並

且，在歐洲也曾經出現類似於鯢的物種化石。這種物種多元起源的現象是無法透過科

學得到解釋的，而在神學的解釋底下──所有物種都是由造物者所造，這種現象合理

的解釋是：『造物者在相似的環境下投下了相同的物種，但因為特定區域環境的變

化，所以導致該物種生存不下去而滅絕。』」並且，這種說法在當時被美國支持蓄奴

制度的人們用來說明蓄奴是必要的：「若是不蓄奴，那麼非洲的黑人會因為無法適應

美洲的環境而滅絕。因此，蓄奴制度可以保存『黑人』這個物種的延續。」

　　第二個故事則是由Louis Agassiz的對立立場──演化論──所延伸出來。在演

化論的觀點下，物種都是單一起源，而物種的滅絕則是歸因於該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

不適應。因此，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提出另一種解釋方式：「在某個時間之前，地球氣

候相對溫暖，因此，物種可以透過白令海峽相互交流、在北半球的分布相對平均。但

在那之後，地球兩極開始變得寒冷，迫使許多生物往南遷，幸運的族群在南下的過程

中找到適合的棲地變生存下來；不幸運的族群則是滅絕。」並且，要注意到兩件事

情：第一，這種觀點與當代生物保育的觀點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只有在這種觀點之

下，生物保育才會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否則在神學解釋之下，生物的滅絕並不是什麼

重要且嚴重的問題。第二，延續上一個說法，生物保育的重要性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

制定以及制度的設計；並且，這樣的觀點在透過國家政策與制度的落實後，可能進一

步對其他物種與環境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以上，是這兩個故事試圖帶給大家的啟

發。

　　提到「生物滅絕」，就不得不想到侏儸紀公園的恐龍復活。歐陽敏助理教授以此

為開頭，點出他的主題：關於「去滅絕（de-extinction）」這個概念的哲學討論。

一直到1993年，「去滅絕」都還是一種科幻的想像。但過了幾年，1996年桃莉羊的

出現、2003年重新出現於世上的布卡多野山羊似乎宣告著，滅絕生物的復活不再只

是想像。而去滅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一、回溯繁殖：早期的技術，若某物種滅

絕，且該物種由仍存在且已知的兩物種交配而來，那麼透過兩物種的重新繁殖，人們

便可以將該滅絕之物種重新復育；二、基因轉殖：桃莉羊的複製技術；三、基因編輯

技術：CRISPR／Cas9，較新的技術，復活旅的技術。

　　根據以上對於去滅絕的科學技術有所認識後，對於「去滅絕」的概念，可以提出

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去滅絕」可能嗎？二、「去滅絕」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前者

是知識論問題，後者則是倫理學問題。在倫理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我們有什麼

理由接受／拒絕去滅絕？兩個接受的理由是：一、科學技術可以挽回人因滅絕的物

種；二、滿足人類的好奇心，由於有些滅絕的物種擁有特殊的構造，這些構造對人類

的科技發展可能是有益的。相反的，也有不接受的理由：一、「去滅絕」的實驗過程

對生物個體的福祉造成非常強烈的侵害；二、「去滅絕」有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災

害；三、「去滅絕」和「保育」似乎是有衝突的，若是「去滅絕」是合適的，那麼

「保育」就不會是有意義的行為。然而，在直覺上，保育會是有意義的行為。

　　不過，歐陽助理教授主要想關切的是另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物種復活的可能？

這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討論，並且這兩個部分會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個衝

突在生物哲學的討論中需要進一步釐清，此處涉及兩個關於物種的形上學觀點：一方

則認為物種是一種類（class）；另一方認為一物種就是個體。就前者的理解，物種

是不會滅亡的；以後者思考則物種卻有滅絕這回事。若同時以此兩觀點來看待物種，

矛盾即出現。進一步的討論需要先釐清「滅絕」與「去滅絕」的定義。還要注意的

是，去滅絕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帶回一物種，但科學家所能操弄的只有個體。復活一個

體算不算是帶回一個物種？這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後，在陳博士的講座中，呼應上一節游博士的講題，是關於科技政策方面的討

論──以美國蜂群崩潰症候群（CCD）為例。蜂群崩潰症候群指的是一蜂群的成蜂

非常態的、大規模的死亡，科學家也提出許多的假說，試著說明CCD的發生，其中

的一種類尼古丁農藥假說──也是這次的討論核心。類尼古丁農藥是透過機轉的方式

施作，藉以減少害蟲對農作物的侵害，而類尼古丁農藥之假說是主張：蜂群在授粉的

過程中，將類尼古丁農藥帶回蜂巢，進而導致CCD的發生。因為類尼古丁農藥的毒

性較低──為了農藥減少對哺乳類動物、農夫的毒害，因此傳統的毒性研究對該農藥

對蜜蜂之影響是較難研究的。也因此，類尼古丁農藥在自然界如何對蜜蜂構成威脅？

如何與其他因素產生負面影響？仍是存在爭議的。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之處在於：

實驗室的結果如何連結到自然狀況？舉例來說，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自成一套運作體

系，實驗室持續且穩定地給予單一個體類尼古丁農藥是否可以有適當說明類尼古丁農

藥對於蜂群的影響？這還需要考量到，自然狀況下的蜂群之食物來源是多元的、採食

範圍是廣泛的，這使得蜂群暴露在尼古丁農藥的狀況是更加不穩定的。加上農業施作

與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因此，若是試圖以自然狀況下研究蜂群的狀況，會使得

科學研究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無法承受的。

　　雖然關於類尼古丁假說的科學研究仍存在這些限制，但在近年來，在美國社會與

科學社群中逐漸地由類尼古丁假說占上風，甚至有科學家公開宣稱尼古丁農藥對蜜蜂

來說是最毒的農藥。在這個情況底下，可以更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科學家可以忽略

其研究之科學不確定性而如此宣稱？」有哲學家提供歸納風險的概念說明這種現象：

發言人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判斷，判斷甚麼樣程度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進而達到避免較

差的後果發生。舉例來說：在類尼古丁農藥的例子，若是科學家主張類尼古丁農藥有

害，則可能導致農藥市場受到影響，施作農要回歸傳統農藥，進而對人體產生較多害

處；相反的，若主張無害，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科學家可以根據自身歸納

風險的考量，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但當我們考量到科學家在公眾中的地位，似乎需要進一步地思考：歸納風險的考

量是否適用於科學家。原因是：科學家在公眾中是具有權威身分的，換言之，科學家

的言論會被視作是實際的結果而被聽信。這意味著，當科學家考量自身的價值觀而發

表其科學觀點時，其價值觀也加諸在其聽眾身上。而溝通倫理中的一重點是要尊重彼

此的價值觀，因此，當科學家這麼做，則可能違反溝通倫理。除此之外，若是科學家

在公眾場域中以嚴格的科學社群標準所發言，其實更有利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使用不

同研究相互溝通。

Q&A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提問1：

　　因為我自己在生醫科領域做類似的研究，在生醫科研究的過程中，若是實驗結果

與現實不符合，那麼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對實驗環境的設計、參數的設定，再次進行實

驗；或說，透過再實驗、再干預、然後再發現。而在剛剛的簡報過程中，林副教授跟

趙教授都說氣候研究難以像是生醫研究一樣，有「再實驗」的過程。若是實驗結果需

要趨近於現實，那在氣候研究中，科學家們如何在數據資料與模型共生、有著模型背

負的情況下，讓實驗結果趨近於真實？

回答1：

　　（林宗德副教授）面對這問題，當我們討論模型，就如提問者所說，無可避免地

要涉及模型結果是否為真，或說是趨近於真。一個方式就是，比對模型輸出的結果與

實際趨勢是否相符合。舉例來說，1996年到現在的溫度趨勢，若是跟模型結果相符

的話，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模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其實也做了

很多關於過去氣候的預測，畢竟我們也留了一些關於過去幾百年來氣候的紀錄可以比

對。如果預測結果與紀錄是相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模型已經足夠的了、

我們該考量的因素都考量到了」。至於，「人為因素佔了多少比重？」其實科學家們

也有相關實驗的：像是將人為因素拿掉，那麼氣候的預測就會失準。另外，我們也是

有一些獨立的資料──冰心或是年輪等等──可以作為結果是否趨近真實的判準。有

興趣的話可以參考Elizabeth Lloyd的研究。

　　（趙相科教授）這邊簡短的回答一下，面對你的問題，那些科學家可能會主張：

「如果做很多模擬，並且那些結果都是一致的話，那麼結果跟程序就是可信的。」

　　（游立安博士）針對這點，我可以講一些我知道的。關於氣候模擬的問題，其實

已經預設了我們對於經濟與人口成長的預測。也就是說，溫度變化與二氧化碳排的預

測是基於經濟與人口預測。但在這之間是否存在著線性關係、是否存在強烈的關聯

性，在「科學」上存在很大的爭議比較對，特別是經濟學中的預報，還有如何轉換經

濟學中的預報應用在大氣科學的建模之中。而科學哲學的工作是去分析這樣的科學假

設還有假設之間的關聯恰不恰當。

提問2：

　　游博士提到兩種關於氣候議題的態度──危言聳聽與否認到底──在臺灣並不明

顯，根據你的研究與觀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回答2：

　　（游立安博士）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時候，我沒有要說臺灣沒有危言聳聽，這種

情況是會存在的。但我認為臺灣沒有「否認到底」的言論出現，這也是我在最後想提

出的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這個可能跟宗教觀有關

係。在臺灣的比較傳統宗教觀中，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世界是比較不穩定、世界

本來就是重新與毀滅中循環的」這類型的觀點。也許可以說，對於災害的認識一直存

在在臺灣的公共性知識體系（Folk Epistemology）中。

　　二、這也可能跟臺灣人本身就有面對災難的經驗，像是颱風、地震等等自然界的

災難。因為有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臺灣人對於災難界定的社會閾值（social thresh-

old）比較低。因此要針對災難採取行動比較容易，因為社會上的阻礙比較小。有些

想要推遲氣候活動的地方，比較可能是因為有關於溫度差異之於災難情境間的關聯離

自身實際經驗太遠。像是加拿大幾個中部的省，主要以產油為主業。若是你跟他說很

遙遠的地方，或是氣溫上升一兩度，他們可能會覺得：「一天氣溫就可以差十幾度

了，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一兩度的溫度？」換個方向來說，將他們的產業整個關閉，反

而可能讓這些人失去維生工具、帶來更大的生活危害。這種資源分配與環境政策的問

題，不只在國際，在國內可能都沒有一個共識。

提問3：

　　想問游博士：像花蓮開發，雖然已經通過環境評估的程序，但是仍會有人反對。

因為反對方主張該程序是不正當的，因此，這種開發案啟動變得僵持不下。在國際

間，面對這樣的課題是否有提供新的方向？

回答3：

　　（游立安博士）關於程序與審議的問題，至少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中，我沒有看

到讓人非常滿意的考量、關於民主審議程序的說明。並且，這個問題也涉及剛剛趙老

師所談論的，關於氣候變遷災害折現率的主觀爭議。如何判斷在未來，我們會面對多

少損失與災害，這是一個經濟預測。這種預測不可避免地會帶入主觀判斷。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提問1：

　　目前的科學案例都是復活一兩個個體，像是桃莉羊。就生物學的觀點來說，一個

「物種」需要維持穩定的族群，有多的基因、穩定的數量。因此，若是僅僅是復活一

個個體或是許多個體卻單一的基因，似乎稱不上是一個物種的去滅絕。

回答1：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說的東西正是我想要主張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都只是

一個個的個體，遠遠不及一個物種。最有趣的案例是旅鴿，旅鴿是群體生物，他們沒

有辦法單獨生存。在該物種最興盛的時期，其物種數量堪比當時的人類人口總數。因

此，我認為，目前的工作只能稱作是初步工作。除非這個物種可以獨立地在自然環境

中穩定生存，相互交配等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叫做去滅絕。

提問2：

　　我比較好奇的是，被去滅絕的物種要如何處置？將這些物種是放在人工環境呢？

還是放回適合牠們生存的環境？若是後者的話，這些生物算不算外來種？或者問，這

些生物在生態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生物雖然在原棲地瀕臨面絕，

但卻在寵物市場中是很興盛的，像是墨西哥鈍口螈。那這樣我們是否可以放任這些生

物在棲地消失，因為基本上這些物種無論是基因庫或是繁衍都有這良好的狀況。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是科學家的問題。我對這個地

方沒有太多的涉略，所以無法告訴你，如何讓一個群體重返自然界，也許洪助理教授

可以給一些回應。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這問題涉及「滅絕」這個概念，並且我將

這個概念分成了三種定義：一、一個物種只剩下單一性別；二、最後一個體滅絕；

三、連基因訊息都消失。那麼，可以用你的說法延續討論，「物種消失在自然界但興

盛於寵物市場」算不算是去滅絕？這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想這個跟保育比較有

關，像是有些生物受到人為影響而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用人工養殖的

方式去養殖牠們。而人工養育則是保育生物學倫理學的層面，這個問題很有趣，但這

也超過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洪廣冀助理教授）櫻花鉤吻鮭就是大規模人工養殖再野放，雖然棲地範圍小，

但現在不再面臨絕種的危機。而你剛剛的問題都會延伸出來問：「在當代的狀況下，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種』概念？」我們在念生物學的時候，都會一個表定的物

種概念，像是交配可以產生健全後代，但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其中一種定義而已。並

且，這種物種概念只限用於動物，無法適用於植物，因為有些植物可以一種交配可以

產生後代、甚至具有生殖能力。顯然，我們生存的時代就如你剛剛所描述，「可能物

種在野外滅絕，但是在寵物市場上興盛。」這種情況算不算是滅絕，這牽涉到我們如

何定義這件事。

　　而每一個時代都會根據當下的特定政治經濟氛圍而產生特定的物種概念，並且，

「物種」這種東西常常是科學家說了算，或說某一些科學家說了算。我想說的是，

「物種」這個並不只是生物學概念，還牽涉政治與經濟的立場。所以要回答，一個物

種為何滅絕、如何把物種帶回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治理或是資本主

義社會的反思，並不是僅限於那個生物本身而已。

提問3：

　　關於去滅絕的可能性，除了教授提到關於復活的復活悖論還是復活的是物種還是

個體的問題。我這邊想到一些說明不可能去滅絕的理由。根據那些主張「去滅絕是有

道德考量在背後支撐」的立場──像是為了把那些因為人為因素而導致物種滅絕的生

物帶回來等等，他們試圖透過去滅絕所達到的目的就會是把讓那個曾經存在在地球歷

史上的物種復活，而不只是該物種下的一個個個體。這似乎會兩個難處：一、即便物

種被帶回來了，但環境與時代是帶不回來的──舉例來說：即便復活了長毛象，也無

法回到冰河時期；二、即使前一項困難被克服了，那些存在在一物種中非基因的傳承

也無法被帶回來──像是一物種特定的撫育關係等等。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所說的就是去滅絕不可能的其中一種論證，而這部分因為

時間與議題安排的關係沒提到。你說的沒錯，去滅絕確實是要把物種帶回來，不是要

把生物關在動物園裡面。像是猛瑪象的計畫，他們基本上是要重建生態系統。但一方

面，生態是物種的一環，另一方面，這個論證的主張就如你剛剛所說，一個物種的生

態過去就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去滅絕所想要的目的。

綜合討論

提問1-1：

　　立昇博士的理論似乎有在暗示科學家對類尼古丁假說的興盛是因為社會價值凌駕

了認知價知，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另外，我印象可能有誤，歐洲似乎

比美國還要早禁止、約束類尼古丁，那麼是否有研究顯示蜂群的死亡數量有減少？若

是有的話，是否可以視作是類尼古定假說是趨近真實的證據？

提問1-2：

　　接著這個問題，因為你沒有講完，所以政治的部分你都沒談到。並且，你在前面

地方花了不少時間介紹方法論的介紹，並且在這過程中也不斷強調政府、科學社群的

影響力。但這個部分，我認為關聯性不明顯，是否可以多加說明？

回答1： 

　　（陳立昇博士）剛剛礙於時間問題沒有介紹完，所以藉此簡短介紹我這篇文章的

目的。這篇文章我主要談論的核心是科學家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言。我認為，科學家基

於其認知權威的身分，應該在公共媒體上更加謹言慎行一點。舉例來說，該哲學家對

類尼古丁的說法可以採取比較偏向環境保護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需要承擔什麼樣的

風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讓他的聽眾在聽取了他的說法後自行決定對一該議題的

立場，而不是科學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後，告訴聽眾該怎麼做。我之所以如此主張的

理由有二：一、科學家可能對聽眾的自主性不夠尊重；二、科學家的宣稱若是太過獨

斷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像是哪個科學家才是對的等等。「科學家內部的爭議」的

相關問題，應該是之後再解決。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目前的研究資料都是美國的研究結果，未來也許可以加入歐

洲的研究結果作為比對。至於政治的部分，因為我認為政治決斷涉及任意性，所以希

望科學體制可以減少這樣的決斷。並且我希望這樣的科學體制並不只是侷限於科學期

刊或是特定科學社群，而是受到科學家自我約束的行為所劃定，只要一個科學家依據

嚴格的科學規範在生產知識、傳遞知識或分享知識，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生存在一個

科學社群裡面。

　　（游立安博士）補充一下我的觀點，有關於「政治價值或是政治許諾（com-

mit-ment）對於科學內部」這件事情，氣候科學就是一個例子。像是為什麼我們要

相信現在的大氣-海洋環流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想法是，人類活動是大氣變化重要

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在建模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基本預設是：「選

擇的參數是有窮盡的。」也就是影響大氣活動的動力因子是有窮盡的。但這樣的封閉

系統是否能夠對應到現實的開放系統，這就是一個大假設。

　　至於採取這套系統的好處在於，這套系統可以強調人為的責任，而這是有著政治

建議的意義在其中的。如果今天拒絕了這套封閉系統可以表徵實際的狀態，那麼政治

上的建議或指導性的意涵就會減弱。那也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該封閉系統的參數

化過程中完整地表徵真實的大氣系統？」這個問題是有人在探究的，就像是林副教授

同樣提到的「大氣模型如何貼近真的問題」。這反應了，科學方法論的選擇本身有可

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像是「人類活動對於大氣活動影響」的建議。

提問2：

　　氣候變遷跟滅絕這兩個概念是這次講座的兩個主題，想知道各位講者們對這兩個

主題的關聯性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針對歐陽助理教授的議題，歐陽助理教授曾

談到「去滅絕」跟「保育」是背道而馳的。若是人們有一天可以帶回足夠數量的個

體、雄性與雌性，進而形成穩固的群題，另一方面也創造一個保育的環境給該族群，

不知道歐陽助理教授對於「人類可以介入到甚麼程度」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僅僅是提到這兩個概念在直覺上會

是衝突的，當然這在細節上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而你所描述的狀況也不無可能。

　　（陳瑞麟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之所以將這兩個議題聯結在一起是基於一個猜

測：「生物滅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並且，若氣候變遷是人為的因

素呢？譬如：溫度升高。而溫度升高不利於某些生物生存，進而導致物種大規模滅

絕。這個猜測關乎一個由部分科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這個詞是試圖描

述：人類行為導致整個地球與生態產生巨大變化。更具體來說，假想地球發展的歷程

中，地球的氣候環境與生物演化回朝向一個方向前進；但如今面臨人類行為對於氣候

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別是，大規模生物滅絕會帶來新物種的產

生），而人類世便試圖描述後者──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然，

這是一種假說，並且這種假說與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有緊密關聯。

　　但是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雖然

說，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對人類來說都是正常的，畢竟，在人類所知的歷

史中是不斷地發生的。但這些現象對於地球、世界的衝擊是什麼、是否屬於異常現象

等等問題，仍都是值得討論的，也是這次論壇的核心。

提問3：

　　我個人從事生醫領域的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家與病毒的對抗過程中，我一直認

為，目標就是把病毒消滅就好。在病毒學家的觀點中，與病毒的對抗不是以消滅病毒

為目標，而是試圖與病毒共存，即使這些病毒會週期性的爆發等等。雖然有些人不同

意，但假設把病毒同樣當作是一個物種，那麼病毒學家的說法是否在哲學上有一些見

解？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談一下個人看法好了，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談，一個問題

是：細菌對我們是需要的，畢竟弄死了對我們不好的、對我們不能帶來益處的，不一

定就是好的。背後支持的理由是「我們其實與細菌的共生群」的想法有關係。另一個

問題是很有趣，許多人會認為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的。這也是今天這個論談的重

點，我們認為是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並且最好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擔心主觀性從

社會、經濟等等面向對結果的客觀性構成威脅。我要說的是，我過去一直以為科學可

以把主觀性拿掉，但從我的觀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保育或是去滅絕的物種

也是精心挑選的，跟我們長得像的，我們希望留下來。或是，可愛的留下，不可愛的

滅絕。並且這是事實跟價值的區分在硬科學中似乎可以建立，但到了軟性科學的部分

則便難以區分。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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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於2019年12月2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行，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教授作為論壇

的主持人。在論壇中，廣邀臺灣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關

於「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的科學哲學問題。

　　此次論壇以「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為核心，歸因於這兩個主題與部分科

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有關。這個概念試圖描述：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與

生態產生巨大變化。並在這個概念底下，其中一種廣為流傳的猜測就是：生物的滅絕

是否是由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透過學者們在論壇中的報告，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

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議題中，有什麼是未曾想過、更是值得省思、關切的問題，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兩個現象。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在上半場，邀請了趙相科教授、林宗德副教授與游立安博士候選人三位進行講

座。首先，趙教授為眾人說明了氣候科學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並且

以部分的科學工作為例──透過科學結果駁斥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說明科學哲學在其

中的角色。雖然在臺灣，抱持著氣候變遷懷疑論立場的人不多，但是在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存在著許多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立場主要的挑戰就是「人為導

致的氣候變遷是否存在？」而氣候科學的許多研究就是在尋找相關的證據。與其他科

學研究不一樣的是，因為大氣系統是開放空間，這使得氣候科學研究並不能透過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找到因果關係，科學家們只能透過

模擬模型進行氣候模擬。

　　模擬模型這個策略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是：受限於不同地域所面對的不

同現象或現象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因此，研究結果缺乏普遍適用性；或是，模型建模

的參數設定等等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對於模型客觀性的質疑；又或是研究過程中有許

多人為的因素──政治、經濟投資與資源分配的影響力──參雜其中等等。有些哲學

家提出替代的因果關係研究方法，像是：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推論等等。

　　同時，NASA氣候研究調查的結果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於

相關文獻的統計顯示：因果關係與證據不只受科學哲學家所關注，也是氣候科學所關

心的內容（科學研究大量使用「證據」、「因果」、「造成」等等詞彙）。並且，無

論是哪一方都同意證據是有程度之分的，IPCC還為此立定的證據可信度之標準（由

證據與科學社群的共識(agreement)所決定），更有學者據此提出證據信度與因果關

係之間支持關係的說明。除此之外，關於證據的可信度是否受人為因素所影響，像

是：美國一保守派的報告書以仿造美國官方氣候研究報告書的外觀、排版的方式呈現

其研究成果。上述種種也都是氣候研究中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而在林副教授的演講中，則是針對模擬模型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模型，像是：玩具模型、國高中課程中會看到的DNA雙

股模型或是滑車模型。又或說，物理所學到的許多數學公式。這些模型的意義在於：

因為這些模型與他們的原型存在著某些重要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型，

對原型有更清楚的認識。若要達到這個目的，科學家們就需要確保這些模型與其原型

有足夠強的相似性、確保該模型是合用的，而傳統的檢證方式就是將該模型所得到的

結果與經驗證據相比對。像是DNA結構模型，在二股與三股模型競爭之時，一方

面，三股模型的水分子含量在預估上與實際上的計算是有差異的；另一方面，雙股螺

旋較吻合結晶繞射的圖片。

　　但就如趙教授所說，大氣系統是個開放且巨大的系統，因此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

實驗，所以必須要過模擬模型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氣候模型中，科學家們的預設

是將大氣均勻地切成一個個的立方體，這也伴隨了氣候模型的第一個變數：人們對於

大氣觀測的數據是不均的。舉例來說：陸地區的大氣觀測資料會遠多於海洋區的大氣

觀測資料。

　　也因此，許多缺乏資料的地區往往是套用數學公式或是透過模型模擬所得到的資

料，並且這些資料是經過篩選、除錯而得到的結果。雖然這在科學或是工程界並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但這個方法跟我們上述談論的傳統實驗方法是有一段差異的，也跟

我們一般的哲學認知不太一樣。這裡的問題是，與一般情況相比較──資料是獨立

的，因此可以用以檢證實驗結果，但在氣候模型中，資料是透過模型模擬出來，再用

以檢證模型。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的比對是否是有意義的？並且透過「許多氣候模型

預測熱帶地區對流層之暖化狀況會比地表來得高」這個事件為例。許多懷疑論者引用

了衛星與太空儀的資料指出氣候模型的預測是失準的。但是有些科學家為此辯護方

式，他們認為受限於觀察方式，衛星資料與太空儀資料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

的數值。甚至觀測儀器還需要透過一些數學模型的校正，才能得到科學家們想要的原

始資料，但這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對模型的檢證還有許多值得討

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大氣物理，科學家們還是有許多不了解，而這些不了解就用一些數

值取代；另一方面，對於模型的參數是有許多上下其手的空間的，透過這些微調，讓

模型的輸出結果更吻合實際觀測結果。但這種方法與我們對於基本科學研究的了解相

當不同，怎麼模型裡有資料，但資料又包含了模型的因素，到底如何將模型輸出結果

與資料相對照？這樣似乎意味著資料被汙染？但模型的輸出結果又是相對精確的。那

麼，又要如何檢證資料？可能的作法是：找尋其他類型的原始資料作為檢證資料，或

是將檢證資料與建模資料區分開等等。林老師透過上述種種例子，簡單的介紹氣候科

學的複雜性。

　　與前面兩位講者不同，游博士所關切的問題是：「『對氣候狀態的理解』及『氣

候行動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而民主及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作為臺灣社會的重

要價值在具體的氣候（或廣義的環境）政策制定情境時會面臨哪種知與行之間的難

題。對於這個主題，他分成三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前兩個部

分。在第一個問題，以科學哲學家Philip Kitcher的理論為例，說明科學與民主之間

的衝突與互補。Kitcher在2000年時主張理想的科學發展必須要與民主制度相輔相

成：科學的發展需要國家監督、補助；國家的單位也需要有足夠科學素養的參與者。

在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之下，民主不會成為一種低俗的制度；科學的發展方向也不會

只有一種聲音。但到了十來年後，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Kitcher的態度改變了，他

提出了「人類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目標，他認為原本對於科學發展重要

的民主價值（也就是透過有科學素養的審議人在民主的審議過程去選擇投資具備社會

效益的科學研究）會因為某些人蓄意曲解科學而變成「達成有利人類福祉」這個目標

的阻礙（比如：無法採取緊急的氣候行動）。為了成就人類福祉，似乎要程度上犧牲

民主：一方面，民主的審議程序耗力費時；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的科學問題可能是具

有急迫性的，像是：需要在氣候變遷無可挽回之前做出決斷。除此之外，這種角力也

常常發生在日常的例子中，複雜的環境工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民意？

　　在第二個問題，則是討論與言論自由有關的爭議。雖然在臺灣不常見，但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會出現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這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分別為

「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到底（climate denalism）」與「對最極端氣候災害的危言聳

聽（climate alarmism）」。一方面，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提出警告，對於氣候

變遷否認到底的人為了私利的緣故，故意去維持科學上的爭議，使得對於有重大公共

利害的氣候政策無法做出有效決議，這件事其實拖延了人們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的時

間；另一方面，以Michael Crichton的恐懼之邦為例，點出「有心人士常常透過建

構一種恐怖的政治環境，讓政治人物為了某些「迫切的」外在威脅而「不得不」採取

某些行動或是政策(而這樣的外在威脅可能是故意選擇災難性但科學上極端不可能實

現的情境去加以強調)。進而去限制其他行動或言論的可能。」比較denialism與

alarmism兩種極端的立場，我們可以去思考所謂言論自由到底在有效政策之間扮演

何種角色。，言論自由是否該受到限制？並且該限制又在哪裡？如何不讓有心人士利

用該限制，進而避免恐懼之邦的情況發生？這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在下半場，則是邀請了洪廣冀助理教授、歐陽敏助理教授與陳立昇博士進行講

座。首先，在洪助理教授的演講中，他藉由兩個故事，介紹他所梳理的、關於「生物

滅絕」這個概念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社群，如何理解「生物滅

絕」這個概念？並且，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變化。第一個故事是關於

Louis Agassiz對於生物滅絕的理解：「大鯢近親──美洲大鯢──遠在美洲，並

且，在歐洲也曾經出現類似於鯢的物種化石。這種物種多元起源的現象是無法透過科

學得到解釋的，而在神學的解釋底下──所有物種都是由造物者所造，這種現象合理

的解釋是：『造物者在相似的環境下投下了相同的物種，但因為特定區域環境的變

化，所以導致該物種生存不下去而滅絕。』」並且，這種說法在當時被美國支持蓄奴

制度的人們用來說明蓄奴是必要的：「若是不蓄奴，那麼非洲的黑人會因為無法適應

美洲的環境而滅絕。因此，蓄奴制度可以保存『黑人』這個物種的延續。」

　　第二個故事則是由Louis Agassiz的對立立場──演化論──所延伸出來。在演

化論的觀點下，物種都是單一起源，而物種的滅絕則是歸因於該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

不適應。因此，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提出另一種解釋方式：「在某個時間之前，地球氣

候相對溫暖，因此，物種可以透過白令海峽相互交流、在北半球的分布相對平均。但

在那之後，地球兩極開始變得寒冷，迫使許多生物往南遷，幸運的族群在南下的過程

中找到適合的棲地變生存下來；不幸運的族群則是滅絕。」並且，要注意到兩件事

情：第一，這種觀點與當代生物保育的觀點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只有在這種觀點之

下，生物保育才會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否則在神學解釋之下，生物的滅絕並不是什麼

重要且嚴重的問題。第二，延續上一個說法，生物保育的重要性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

制定以及制度的設計；並且，這樣的觀點在透過國家政策與制度的落實後，可能進一

步對其他物種與環境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以上，是這兩個故事試圖帶給大家的啟

發。

　　提到「生物滅絕」，就不得不想到侏儸紀公園的恐龍復活。歐陽敏助理教授以此

為開頭，點出他的主題：關於「去滅絕（de-extinction）」這個概念的哲學討論。

一直到1993年，「去滅絕」都還是一種科幻的想像。但過了幾年，1996年桃莉羊的

出現、2003年重新出現於世上的布卡多野山羊似乎宣告著，滅絕生物的復活不再只

是想像。而去滅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一、回溯繁殖：早期的技術，若某物種滅

絕，且該物種由仍存在且已知的兩物種交配而來，那麼透過兩物種的重新繁殖，人們

便可以將該滅絕之物種重新復育；二、基因轉殖：桃莉羊的複製技術；三、基因編輯

技術：CRISPR／Cas9，較新的技術，復活旅的技術。

　　根據以上對於去滅絕的科學技術有所認識後，對於「去滅絕」的概念，可以提出

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去滅絕」可能嗎？二、「去滅絕」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前者

是知識論問題，後者則是倫理學問題。在倫理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我們有什麼

理由接受／拒絕去滅絕？兩個接受的理由是：一、科學技術可以挽回人因滅絕的物

種；二、滿足人類的好奇心，由於有些滅絕的物種擁有特殊的構造，這些構造對人類

的科技發展可能是有益的。相反的，也有不接受的理由：一、「去滅絕」的實驗過程

對生物個體的福祉造成非常強烈的侵害；二、「去滅絕」有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災

害；三、「去滅絕」和「保育」似乎是有衝突的，若是「去滅絕」是合適的，那麼

「保育」就不會是有意義的行為。然而，在直覺上，保育會是有意義的行為。

　　不過，歐陽助理教授主要想關切的是另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物種復活的可能？

這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討論，並且這兩個部分會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個衝

突在生物哲學的討論中需要進一步釐清，此處涉及兩個關於物種的形上學觀點：一方

則認為物種是一種類（class）；另一方認為一物種就是個體。就前者的理解，物種

是不會滅亡的；以後者思考則物種卻有滅絕這回事。若同時以此兩觀點來看待物種，

矛盾即出現。進一步的討論需要先釐清「滅絕」與「去滅絕」的定義。還要注意的

是，去滅絕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帶回一物種，但科學家所能操弄的只有個體。復活一個

體算不算是帶回一個物種？這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後，在陳博士的講座中，呼應上一節游博士的講題，是關於科技政策方面的討

論──以美國蜂群崩潰症候群（CCD）為例。蜂群崩潰症候群指的是一蜂群的成蜂

非常態的、大規模的死亡，科學家也提出許多的假說，試著說明CCD的發生，其中

的一種類尼古丁農藥假說──也是這次的討論核心。類尼古丁農藥是透過機轉的方式

施作，藉以減少害蟲對農作物的侵害，而類尼古丁農藥之假說是主張：蜂群在授粉的

過程中，將類尼古丁農藥帶回蜂巢，進而導致CCD的發生。因為類尼古丁農藥的毒

性較低──為了農藥減少對哺乳類動物、農夫的毒害，因此傳統的毒性研究對該農藥

對蜜蜂之影響是較難研究的。也因此，類尼古丁農藥在自然界如何對蜜蜂構成威脅？

如何與其他因素產生負面影響？仍是存在爭議的。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之處在於：

實驗室的結果如何連結到自然狀況？舉例來說，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自成一套運作體

系，實驗室持續且穩定地給予單一個體類尼古丁農藥是否可以有適當說明類尼古丁農

藥對於蜂群的影響？這還需要考量到，自然狀況下的蜂群之食物來源是多元的、採食

範圍是廣泛的，這使得蜂群暴露在尼古丁農藥的狀況是更加不穩定的。加上農業施作

與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因此，若是試圖以自然狀況下研究蜂群的狀況，會使得

科學研究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無法承受的。

　　雖然關於類尼古丁假說的科學研究仍存在這些限制，但在近年來，在美國社會與

科學社群中逐漸地由類尼古丁假說占上風，甚至有科學家公開宣稱尼古丁農藥對蜜蜂

來說是最毒的農藥。在這個情況底下，可以更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科學家可以忽略

其研究之科學不確定性而如此宣稱？」有哲學家提供歸納風險的概念說明這種現象：

發言人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判斷，判斷甚麼樣程度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進而達到避免較

差的後果發生。舉例來說：在類尼古丁農藥的例子，若是科學家主張類尼古丁農藥有

害，則可能導致農藥市場受到影響，施作農要回歸傳統農藥，進而對人體產生較多害

處；相反的，若主張無害，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科學家可以根據自身歸納

風險的考量，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但當我們考量到科學家在公眾中的地位，似乎需要進一步地思考：歸納風險的考

量是否適用於科學家。原因是：科學家在公眾中是具有權威身分的，換言之，科學家

的言論會被視作是實際的結果而被聽信。這意味著，當科學家考量自身的價值觀而發

表其科學觀點時，其價值觀也加諸在其聽眾身上。而溝通倫理中的一重點是要尊重彼

此的價值觀，因此，當科學家這麼做，則可能違反溝通倫理。除此之外，若是科學家

在公眾場域中以嚴格的科學社群標準所發言，其實更有利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使用不

同研究相互溝通。

Q&A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提問1：

　　因為我自己在生醫科領域做類似的研究，在生醫科研究的過程中，若是實驗結果

與現實不符合，那麼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對實驗環境的設計、參數的設定，再次進行實

驗；或說，透過再實驗、再干預、然後再發現。而在剛剛的簡報過程中，林副教授跟

趙教授都說氣候研究難以像是生醫研究一樣，有「再實驗」的過程。若是實驗結果需

要趨近於現實，那在氣候研究中，科學家們如何在數據資料與模型共生、有著模型背

負的情況下，讓實驗結果趨近於真實？

回答1：

　　（林宗德副教授）面對這問題，當我們討論模型，就如提問者所說，無可避免地

要涉及模型結果是否為真，或說是趨近於真。一個方式就是，比對模型輸出的結果與

實際趨勢是否相符合。舉例來說，1996年到現在的溫度趨勢，若是跟模型結果相符

的話，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模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其實也做了

很多關於過去氣候的預測，畢竟我們也留了一些關於過去幾百年來氣候的紀錄可以比

對。如果預測結果與紀錄是相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模型已經足夠的了、

我們該考量的因素都考量到了」。至於，「人為因素佔了多少比重？」其實科學家們

也有相關實驗的：像是將人為因素拿掉，那麼氣候的預測就會失準。另外，我們也是

有一些獨立的資料──冰心或是年輪等等──可以作為結果是否趨近真實的判準。有

興趣的話可以參考Elizabeth Lloyd的研究。

　　（趙相科教授）這邊簡短的回答一下，面對你的問題，那些科學家可能會主張：

「如果做很多模擬，並且那些結果都是一致的話，那麼結果跟程序就是可信的。」

　　（游立安博士）針對這點，我可以講一些我知道的。關於氣候模擬的問題，其實

已經預設了我們對於經濟與人口成長的預測。也就是說，溫度變化與二氧化碳排的預

測是基於經濟與人口預測。但在這之間是否存在著線性關係、是否存在強烈的關聯

性，在「科學」上存在很大的爭議比較對，特別是經濟學中的預報，還有如何轉換經

濟學中的預報應用在大氣科學的建模之中。而科學哲學的工作是去分析這樣的科學假

設還有假設之間的關聯恰不恰當。

提問2：

　　游博士提到兩種關於氣候議題的態度──危言聳聽與否認到底──在臺灣並不明

顯，根據你的研究與觀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回答2：

　　（游立安博士）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時候，我沒有要說臺灣沒有危言聳聽，這種

情況是會存在的。但我認為臺灣沒有「否認到底」的言論出現，這也是我在最後想提

出的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這個可能跟宗教觀有關

係。在臺灣的比較傳統宗教觀中，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世界是比較不穩定、世界

本來就是重新與毀滅中循環的」這類型的觀點。也許可以說，對於災害的認識一直存

在在臺灣的公共性知識體系（Folk Epistemology）中。

　　二、這也可能跟臺灣人本身就有面對災難的經驗，像是颱風、地震等等自然界的

災難。因為有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臺灣人對於災難界定的社會閾值（social thresh-

old）比較低。因此要針對災難採取行動比較容易，因為社會上的阻礙比較小。有些

想要推遲氣候活動的地方，比較可能是因為有關於溫度差異之於災難情境間的關聯離

自身實際經驗太遠。像是加拿大幾個中部的省，主要以產油為主業。若是你跟他說很

遙遠的地方，或是氣溫上升一兩度，他們可能會覺得：「一天氣溫就可以差十幾度

了，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一兩度的溫度？」換個方向來說，將他們的產業整個關閉，反

而可能讓這些人失去維生工具、帶來更大的生活危害。這種資源分配與環境政策的問

題，不只在國際，在國內可能都沒有一個共識。

提問3：

　　想問游博士：像花蓮開發，雖然已經通過環境評估的程序，但是仍會有人反對。

因為反對方主張該程序是不正當的，因此，這種開發案啟動變得僵持不下。在國際

間，面對這樣的課題是否有提供新的方向？

回答3：

　　（游立安博士）關於程序與審議的問題，至少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中，我沒有看

到讓人非常滿意的考量、關於民主審議程序的說明。並且，這個問題也涉及剛剛趙老

師所談論的，關於氣候變遷災害折現率的主觀爭議。如何判斷在未來，我們會面對多

少損失與災害，這是一個經濟預測。這種預測不可避免地會帶入主觀判斷。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提問1：

　　目前的科學案例都是復活一兩個個體，像是桃莉羊。就生物學的觀點來說，一個

「物種」需要維持穩定的族群，有多的基因、穩定的數量。因此，若是僅僅是復活一

個個體或是許多個體卻單一的基因，似乎稱不上是一個物種的去滅絕。

回答1：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說的東西正是我想要主張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都只是

一個個的個體，遠遠不及一個物種。最有趣的案例是旅鴿，旅鴿是群體生物，他們沒

有辦法單獨生存。在該物種最興盛的時期，其物種數量堪比當時的人類人口總數。因

此，我認為，目前的工作只能稱作是初步工作。除非這個物種可以獨立地在自然環境

中穩定生存，相互交配等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叫做去滅絕。

提問2：

　　我比較好奇的是，被去滅絕的物種要如何處置？將這些物種是放在人工環境呢？

還是放回適合牠們生存的環境？若是後者的話，這些生物算不算外來種？或者問，這

些生物在生態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生物雖然在原棲地瀕臨面絕，

但卻在寵物市場中是很興盛的，像是墨西哥鈍口螈。那這樣我們是否可以放任這些生

物在棲地消失，因為基本上這些物種無論是基因庫或是繁衍都有這良好的狀況。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是科學家的問題。我對這個地

方沒有太多的涉略，所以無法告訴你，如何讓一個群體重返自然界，也許洪助理教授

可以給一些回應。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這問題涉及「滅絕」這個概念，並且我將

這個概念分成了三種定義：一、一個物種只剩下單一性別；二、最後一個體滅絕；

三、連基因訊息都消失。那麼，可以用你的說法延續討論，「物種消失在自然界但興

盛於寵物市場」算不算是去滅絕？這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想這個跟保育比較有

關，像是有些生物受到人為影響而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用人工養殖的

方式去養殖牠們。而人工養育則是保育生物學倫理學的層面，這個問題很有趣，但這

也超過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洪廣冀助理教授）櫻花鉤吻鮭就是大規模人工養殖再野放，雖然棲地範圍小，

但現在不再面臨絕種的危機。而你剛剛的問題都會延伸出來問：「在當代的狀況下，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種』概念？」我們在念生物學的時候，都會一個表定的物

種概念，像是交配可以產生健全後代，但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其中一種定義而已。並

且，這種物種概念只限用於動物，無法適用於植物，因為有些植物可以一種交配可以

產生後代、甚至具有生殖能力。顯然，我們生存的時代就如你剛剛所描述，「可能物

種在野外滅絕，但是在寵物市場上興盛。」這種情況算不算是滅絕，這牽涉到我們如

何定義這件事。

　　而每一個時代都會根據當下的特定政治經濟氛圍而產生特定的物種概念，並且，

「物種」這種東西常常是科學家說了算，或說某一些科學家說了算。我想說的是，

「物種」這個並不只是生物學概念，還牽涉政治與經濟的立場。所以要回答，一個物

種為何滅絕、如何把物種帶回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治理或是資本主

義社會的反思，並不是僅限於那個生物本身而已。

提問3：

　　關於去滅絕的可能性，除了教授提到關於復活的復活悖論還是復活的是物種還是

個體的問題。我這邊想到一些說明不可能去滅絕的理由。根據那些主張「去滅絕是有

道德考量在背後支撐」的立場──像是為了把那些因為人為因素而導致物種滅絕的生

物帶回來等等，他們試圖透過去滅絕所達到的目的就會是把讓那個曾經存在在地球歷

史上的物種復活，而不只是該物種下的一個個個體。這似乎會兩個難處：一、即便物

種被帶回來了，但環境與時代是帶不回來的──舉例來說：即便復活了長毛象，也無

法回到冰河時期；二、即使前一項困難被克服了，那些存在在一物種中非基因的傳承

也無法被帶回來──像是一物種特定的撫育關係等等。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所說的就是去滅絕不可能的其中一種論證，而這部分因為

時間與議題安排的關係沒提到。你說的沒錯，去滅絕確實是要把物種帶回來，不是要

把生物關在動物園裡面。像是猛瑪象的計畫，他們基本上是要重建生態系統。但一方

面，生態是物種的一環，另一方面，這個論證的主張就如你剛剛所說，一個物種的生

態過去就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去滅絕所想要的目的。

綜合討論

提問1-1：

　　立昇博士的理論似乎有在暗示科學家對類尼古丁假說的興盛是因為社會價值凌駕

了認知價知，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另外，我印象可能有誤，歐洲似乎

比美國還要早禁止、約束類尼古丁，那麼是否有研究顯示蜂群的死亡數量有減少？若

是有的話，是否可以視作是類尼古定假說是趨近真實的證據？

「生物滅絕的哲學問題」主持人陳瑞麟講座教授

提問1-2：

　　接著這個問題，因為你沒有講完，所以政治的部分你都沒談到。並且，你在前面

地方花了不少時間介紹方法論的介紹，並且在這過程中也不斷強調政府、科學社群的

影響力。但這個部分，我認為關聯性不明顯，是否可以多加說明？

回答1： 

　　（陳立昇博士）剛剛礙於時間問題沒有介紹完，所以藉此簡短介紹我這篇文章的

目的。這篇文章我主要談論的核心是科學家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言。我認為，科學家基

於其認知權威的身分，應該在公共媒體上更加謹言慎行一點。舉例來說，該哲學家對

類尼古丁的說法可以採取比較偏向環境保護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需要承擔什麼樣的

風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讓他的聽眾在聽取了他的說法後自行決定對一該議題的

立場，而不是科學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後，告訴聽眾該怎麼做。我之所以如此主張的

理由有二：一、科學家可能對聽眾的自主性不夠尊重；二、科學家的宣稱若是太過獨

斷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像是哪個科學家才是對的等等。「科學家內部的爭議」的

相關問題，應該是之後再解決。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目前的研究資料都是美國的研究結果，未來也許可以加入歐

洲的研究結果作為比對。至於政治的部分，因為我認為政治決斷涉及任意性，所以希

望科學體制可以減少這樣的決斷。並且我希望這樣的科學體制並不只是侷限於科學期

刊或是特定科學社群，而是受到科學家自我約束的行為所劃定，只要一個科學家依據

嚴格的科學規範在生產知識、傳遞知識或分享知識，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生存在一個

科學社群裡面。

　　（游立安博士）補充一下我的觀點，有關於「政治價值或是政治許諾（com-

mit-ment）對於科學內部」這件事情，氣候科學就是一個例子。像是為什麼我們要

相信現在的大氣-海洋環流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想法是，人類活動是大氣變化重要

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在建模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基本預設是：「選

擇的參數是有窮盡的。」也就是影響大氣活動的動力因子是有窮盡的。但這樣的封閉

系統是否能夠對應到現實的開放系統，這就是一個大假設。

　　至於採取這套系統的好處在於，這套系統可以強調人為的責任，而這是有著政治

建議的意義在其中的。如果今天拒絕了這套封閉系統可以表徵實際的狀態，那麼政治

上的建議或指導性的意涵就會減弱。那也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該封閉系統的參數

化過程中完整地表徵真實的大氣系統？」這個問題是有人在探究的，就像是林副教授

同樣提到的「大氣模型如何貼近真的問題」。這反應了，科學方法論的選擇本身有可

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像是「人類活動對於大氣活動影響」的建議。

提問2：

　　氣候變遷跟滅絕這兩個概念是這次講座的兩個主題，想知道各位講者們對這兩個

主題的關聯性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針對歐陽助理教授的議題，歐陽助理教授曾

談到「去滅絕」跟「保育」是背道而馳的。若是人們有一天可以帶回足夠數量的個

體、雄性與雌性，進而形成穩固的群題，另一方面也創造一個保育的環境給該族群，

不知道歐陽助理教授對於「人類可以介入到甚麼程度」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僅僅是提到這兩個概念在直覺上會

是衝突的，當然這在細節上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而你所描述的狀況也不無可能。

　　（陳瑞麟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之所以將這兩個議題聯結在一起是基於一個猜

測：「生物滅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並且，若氣候變遷是人為的因

素呢？譬如：溫度升高。而溫度升高不利於某些生物生存，進而導致物種大規模滅

絕。這個猜測關乎一個由部分科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這個詞是試圖描

述：人類行為導致整個地球與生態產生巨大變化。更具體來說，假想地球發展的歷程

中，地球的氣候環境與生物演化回朝向一個方向前進；但如今面臨人類行為對於氣候

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別是，大規模生物滅絕會帶來新物種的產

生），而人類世便試圖描述後者──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然，

這是一種假說，並且這種假說與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有緊密關聯。

　　但是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雖然

說，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對人類來說都是正常的，畢竟，在人類所知的歷

史中是不斷地發生的。但這些現象對於地球、世界的衝擊是什麼、是否屬於異常現象

等等問題，仍都是值得討論的，也是這次論壇的核心。

提問3：

　　我個人從事生醫領域的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家與病毒的對抗過程中，我一直認

為，目標就是把病毒消滅就好。在病毒學家的觀點中，與病毒的對抗不是以消滅病毒

為目標，而是試圖與病毒共存，即使這些病毒會週期性的爆發等等。雖然有些人不同

意，但假設把病毒同樣當作是一個物種，那麼病毒學家的說法是否在哲學上有一些見

解？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談一下個人看法好了，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談，一個問題

是：細菌對我們是需要的，畢竟弄死了對我們不好的、對我們不能帶來益處的，不一

定就是好的。背後支持的理由是「我們其實與細菌的共生群」的想法有關係。另一個

問題是很有趣，許多人會認為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的。這也是今天這個論談的重

點，我們認為是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並且最好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擔心主觀性從

社會、經濟等等面向對結果的客觀性構成威脅。我要說的是，我過去一直以為科學可

以把主觀性拿掉，但從我的觀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保育或是去滅絕的物種

也是精心挑選的，跟我們長得像的，我們希望留下來。或是，可愛的留下，不可愛的

滅絕。並且這是事實跟價值的區分在硬科學中似乎可以建立，但到了軟性科學的部分

則便難以區分。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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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於2019年12月2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行，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教授作為論壇

的主持人。在論壇中，廣邀臺灣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關

於「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的科學哲學問題。

　　此次論壇以「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為核心，歸因於這兩個主題與部分科

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有關。這個概念試圖描述：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與

生態產生巨大變化。並在這個概念底下，其中一種廣為流傳的猜測就是：生物的滅絕

是否是由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透過學者們在論壇中的報告，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

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議題中，有什麼是未曾想過、更是值得省思、關切的問題，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兩個現象。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在上半場，邀請了趙相科教授、林宗德副教授與游立安博士候選人三位進行講

座。首先，趙教授為眾人說明了氣候科學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並且

以部分的科學工作為例──透過科學結果駁斥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說明科學哲學在其

中的角色。雖然在臺灣，抱持著氣候變遷懷疑論立場的人不多，但是在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存在著許多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立場主要的挑戰就是「人為導

致的氣候變遷是否存在？」而氣候科學的許多研究就是在尋找相關的證據。與其他科

學研究不一樣的是，因為大氣系統是開放空間，這使得氣候科學研究並不能透過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找到因果關係，科學家們只能透過

模擬模型進行氣候模擬。

　　模擬模型這個策略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是：受限於不同地域所面對的不

同現象或現象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因此，研究結果缺乏普遍適用性；或是，模型建模

的參數設定等等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對於模型客觀性的質疑；又或是研究過程中有許

多人為的因素──政治、經濟投資與資源分配的影響力──參雜其中等等。有些哲學

家提出替代的因果關係研究方法，像是：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推論等等。

　　同時，NASA氣候研究調查的結果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於

相關文獻的統計顯示：因果關係與證據不只受科學哲學家所關注，也是氣候科學所關

心的內容（科學研究大量使用「證據」、「因果」、「造成」等等詞彙）。並且，無

論是哪一方都同意證據是有程度之分的，IPCC還為此立定的證據可信度之標準（由

證據與科學社群的共識(agreement)所決定），更有學者據此提出證據信度與因果關

係之間支持關係的說明。除此之外，關於證據的可信度是否受人為因素所影響，像

是：美國一保守派的報告書以仿造美國官方氣候研究報告書的外觀、排版的方式呈現

其研究成果。上述種種也都是氣候研究中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而在林副教授的演講中，則是針對模擬模型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模型，像是：玩具模型、國高中課程中會看到的DNA雙

股模型或是滑車模型。又或說，物理所學到的許多數學公式。這些模型的意義在於：

因為這些模型與他們的原型存在著某些重要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型，

對原型有更清楚的認識。若要達到這個目的，科學家們就需要確保這些模型與其原型

有足夠強的相似性、確保該模型是合用的，而傳統的檢證方式就是將該模型所得到的

結果與經驗證據相比對。像是DNA結構模型，在二股與三股模型競爭之時，一方

面，三股模型的水分子含量在預估上與實際上的計算是有差異的；另一方面，雙股螺

旋較吻合結晶繞射的圖片。

　　但就如趙教授所說，大氣系統是個開放且巨大的系統，因此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

實驗，所以必須要過模擬模型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氣候模型中，科學家們的預設

是將大氣均勻地切成一個個的立方體，這也伴隨了氣候模型的第一個變數：人們對於

大氣觀測的數據是不均的。舉例來說：陸地區的大氣觀測資料會遠多於海洋區的大氣

觀測資料。

　　也因此，許多缺乏資料的地區往往是套用數學公式或是透過模型模擬所得到的資

料，並且這些資料是經過篩選、除錯而得到的結果。雖然這在科學或是工程界並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但這個方法跟我們上述談論的傳統實驗方法是有一段差異的，也跟

我們一般的哲學認知不太一樣。這裡的問題是，與一般情況相比較──資料是獨立

的，因此可以用以檢證實驗結果，但在氣候模型中，資料是透過模型模擬出來，再用

以檢證模型。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的比對是否是有意義的？並且透過「許多氣候模型

預測熱帶地區對流層之暖化狀況會比地表來得高」這個事件為例。許多懷疑論者引用

了衛星與太空儀的資料指出氣候模型的預測是失準的。但是有些科學家為此辯護方

式，他們認為受限於觀察方式，衛星資料與太空儀資料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

的數值。甚至觀測儀器還需要透過一些數學模型的校正，才能得到科學家們想要的原

始資料，但這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對模型的檢證還有許多值得討

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大氣物理，科學家們還是有許多不了解，而這些不了解就用一些數

值取代；另一方面，對於模型的參數是有許多上下其手的空間的，透過這些微調，讓

模型的輸出結果更吻合實際觀測結果。但這種方法與我們對於基本科學研究的了解相

當不同，怎麼模型裡有資料，但資料又包含了模型的因素，到底如何將模型輸出結果

與資料相對照？這樣似乎意味著資料被汙染？但模型的輸出結果又是相對精確的。那

麼，又要如何檢證資料？可能的作法是：找尋其他類型的原始資料作為檢證資料，或

是將檢證資料與建模資料區分開等等。林老師透過上述種種例子，簡單的介紹氣候科

學的複雜性。

　　與前面兩位講者不同，游博士所關切的問題是：「『對氣候狀態的理解』及『氣

候行動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而民主及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作為臺灣社會的重

要價值在具體的氣候（或廣義的環境）政策制定情境時會面臨哪種知與行之間的難

題。對於這個主題，他分成三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前兩個部

分。在第一個問題，以科學哲學家Philip Kitcher的理論為例，說明科學與民主之間

的衝突與互補。Kitcher在2000年時主張理想的科學發展必須要與民主制度相輔相

成：科學的發展需要國家監督、補助；國家的單位也需要有足夠科學素養的參與者。

在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之下，民主不會成為一種低俗的制度；科學的發展方向也不會

只有一種聲音。但到了十來年後，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Kitcher的態度改變了，他

提出了「人類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目標，他認為原本對於科學發展重要

的民主價值（也就是透過有科學素養的審議人在民主的審議過程去選擇投資具備社會

效益的科學研究）會因為某些人蓄意曲解科學而變成「達成有利人類福祉」這個目標

的阻礙（比如：無法採取緊急的氣候行動）。為了成就人類福祉，似乎要程度上犧牲

民主：一方面，民主的審議程序耗力費時；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的科學問題可能是具

有急迫性的，像是：需要在氣候變遷無可挽回之前做出決斷。除此之外，這種角力也

常常發生在日常的例子中，複雜的環境工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民意？

　　在第二個問題，則是討論與言論自由有關的爭議。雖然在臺灣不常見，但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會出現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這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分別為

「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到底（climate denalism）」與「對最極端氣候災害的危言聳

聽（climate alarmism）」。一方面，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提出警告，對於氣候

變遷否認到底的人為了私利的緣故，故意去維持科學上的爭議，使得對於有重大公共

利害的氣候政策無法做出有效決議，這件事其實拖延了人們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的時

間；另一方面，以Michael Crichton的恐懼之邦為例，點出「有心人士常常透過建

構一種恐怖的政治環境，讓政治人物為了某些「迫切的」外在威脅而「不得不」採取

某些行動或是政策(而這樣的外在威脅可能是故意選擇災難性但科學上極端不可能實

現的情境去加以強調)。進而去限制其他行動或言論的可能。」比較denialism與

alarmism兩種極端的立場，我們可以去思考所謂言論自由到底在有效政策之間扮演

何種角色。，言論自由是否該受到限制？並且該限制又在哪裡？如何不讓有心人士利

用該限制，進而避免恐懼之邦的情況發生？這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在下半場，則是邀請了洪廣冀助理教授、歐陽敏助理教授與陳立昇博士進行講

座。首先，在洪助理教授的演講中，他藉由兩個故事，介紹他所梳理的、關於「生物

滅絕」這個概念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社群，如何理解「生物滅

絕」這個概念？並且，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變化。第一個故事是關於

Louis Agassiz對於生物滅絕的理解：「大鯢近親──美洲大鯢──遠在美洲，並

且，在歐洲也曾經出現類似於鯢的物種化石。這種物種多元起源的現象是無法透過科

學得到解釋的，而在神學的解釋底下──所有物種都是由造物者所造，這種現象合理

的解釋是：『造物者在相似的環境下投下了相同的物種，但因為特定區域環境的變

化，所以導致該物種生存不下去而滅絕。』」並且，這種說法在當時被美國支持蓄奴

制度的人們用來說明蓄奴是必要的：「若是不蓄奴，那麼非洲的黑人會因為無法適應

美洲的環境而滅絕。因此，蓄奴制度可以保存『黑人』這個物種的延續。」

　　第二個故事則是由Louis Agassiz的對立立場──演化論──所延伸出來。在演

化論的觀點下，物種都是單一起源，而物種的滅絕則是歸因於該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

不適應。因此，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提出另一種解釋方式：「在某個時間之前，地球氣

候相對溫暖，因此，物種可以透過白令海峽相互交流、在北半球的分布相對平均。但

在那之後，地球兩極開始變得寒冷，迫使許多生物往南遷，幸運的族群在南下的過程

中找到適合的棲地變生存下來；不幸運的族群則是滅絕。」並且，要注意到兩件事

情：第一，這種觀點與當代生物保育的觀點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只有在這種觀點之

下，生物保育才會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否則在神學解釋之下，生物的滅絕並不是什麼

重要且嚴重的問題。第二，延續上一個說法，生物保育的重要性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

制定以及制度的設計；並且，這樣的觀點在透過國家政策與制度的落實後，可能進一

步對其他物種與環境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以上，是這兩個故事試圖帶給大家的啟

發。

　　提到「生物滅絕」，就不得不想到侏儸紀公園的恐龍復活。歐陽敏助理教授以此

為開頭，點出他的主題：關於「去滅絕（de-extinction）」這個概念的哲學討論。

一直到1993年，「去滅絕」都還是一種科幻的想像。但過了幾年，1996年桃莉羊的

出現、2003年重新出現於世上的布卡多野山羊似乎宣告著，滅絕生物的復活不再只

是想像。而去滅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一、回溯繁殖：早期的技術，若某物種滅

絕，且該物種由仍存在且已知的兩物種交配而來，那麼透過兩物種的重新繁殖，人們

便可以將該滅絕之物種重新復育；二、基因轉殖：桃莉羊的複製技術；三、基因編輯

技術：CRISPR／Cas9，較新的技術，復活旅的技術。

　　根據以上對於去滅絕的科學技術有所認識後，對於「去滅絕」的概念，可以提出

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去滅絕」可能嗎？二、「去滅絕」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前者

是知識論問題，後者則是倫理學問題。在倫理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我們有什麼

理由接受／拒絕去滅絕？兩個接受的理由是：一、科學技術可以挽回人因滅絕的物

種；二、滿足人類的好奇心，由於有些滅絕的物種擁有特殊的構造，這些構造對人類

的科技發展可能是有益的。相反的，也有不接受的理由：一、「去滅絕」的實驗過程

對生物個體的福祉造成非常強烈的侵害；二、「去滅絕」有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災

害；三、「去滅絕」和「保育」似乎是有衝突的，若是「去滅絕」是合適的，那麼

「保育」就不會是有意義的行為。然而，在直覺上，保育會是有意義的行為。

　　不過，歐陽助理教授主要想關切的是另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物種復活的可能？

這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討論，並且這兩個部分會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個衝

突在生物哲學的討論中需要進一步釐清，此處涉及兩個關於物種的形上學觀點：一方

則認為物種是一種類（class）；另一方認為一物種就是個體。就前者的理解，物種

是不會滅亡的；以後者思考則物種卻有滅絕這回事。若同時以此兩觀點來看待物種，

矛盾即出現。進一步的討論需要先釐清「滅絕」與「去滅絕」的定義。還要注意的

是，去滅絕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帶回一物種，但科學家所能操弄的只有個體。復活一個

體算不算是帶回一個物種？這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後，在陳博士的講座中，呼應上一節游博士的講題，是關於科技政策方面的討

論──以美國蜂群崩潰症候群（CCD）為例。蜂群崩潰症候群指的是一蜂群的成蜂

非常態的、大規模的死亡，科學家也提出許多的假說，試著說明CCD的發生，其中

的一種類尼古丁農藥假說──也是這次的討論核心。類尼古丁農藥是透過機轉的方式

施作，藉以減少害蟲對農作物的侵害，而類尼古丁農藥之假說是主張：蜂群在授粉的

過程中，將類尼古丁農藥帶回蜂巢，進而導致CCD的發生。因為類尼古丁農藥的毒

性較低──為了農藥減少對哺乳類動物、農夫的毒害，因此傳統的毒性研究對該農藥

對蜜蜂之影響是較難研究的。也因此，類尼古丁農藥在自然界如何對蜜蜂構成威脅？

如何與其他因素產生負面影響？仍是存在爭議的。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之處在於：

實驗室的結果如何連結到自然狀況？舉例來說，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自成一套運作體

系，實驗室持續且穩定地給予單一個體類尼古丁農藥是否可以有適當說明類尼古丁農

藥對於蜂群的影響？這還需要考量到，自然狀況下的蜂群之食物來源是多元的、採食

範圍是廣泛的，這使得蜂群暴露在尼古丁農藥的狀況是更加不穩定的。加上農業施作

與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因此，若是試圖以自然狀況下研究蜂群的狀況，會使得

科學研究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無法承受的。

　　雖然關於類尼古丁假說的科學研究仍存在這些限制，但在近年來，在美國社會與

科學社群中逐漸地由類尼古丁假說占上風，甚至有科學家公開宣稱尼古丁農藥對蜜蜂

來說是最毒的農藥。在這個情況底下，可以更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科學家可以忽略

其研究之科學不確定性而如此宣稱？」有哲學家提供歸納風險的概念說明這種現象：

發言人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判斷，判斷甚麼樣程度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進而達到避免較

差的後果發生。舉例來說：在類尼古丁農藥的例子，若是科學家主張類尼古丁農藥有

害，則可能導致農藥市場受到影響，施作農要回歸傳統農藥，進而對人體產生較多害

處；相反的，若主張無害，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科學家可以根據自身歸納

風險的考量，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但當我們考量到科學家在公眾中的地位，似乎需要進一步地思考：歸納風險的考

量是否適用於科學家。原因是：科學家在公眾中是具有權威身分的，換言之，科學家

的言論會被視作是實際的結果而被聽信。這意味著，當科學家考量自身的價值觀而發

表其科學觀點時，其價值觀也加諸在其聽眾身上。而溝通倫理中的一重點是要尊重彼

此的價值觀，因此，當科學家這麼做，則可能違反溝通倫理。除此之外，若是科學家

在公眾場域中以嚴格的科學社群標準所發言，其實更有利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使用不

同研究相互溝通。

Q&A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提問1：

　　因為我自己在生醫科領域做類似的研究，在生醫科研究的過程中，若是實驗結果

與現實不符合，那麼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對實驗環境的設計、參數的設定，再次進行實

驗；或說，透過再實驗、再干預、然後再發現。而在剛剛的簡報過程中，林副教授跟

趙教授都說氣候研究難以像是生醫研究一樣，有「再實驗」的過程。若是實驗結果需

要趨近於現實，那在氣候研究中，科學家們如何在數據資料與模型共生、有著模型背

負的情況下，讓實驗結果趨近於真實？

回答1：

　　（林宗德副教授）面對這問題，當我們討論模型，就如提問者所說，無可避免地

要涉及模型結果是否為真，或說是趨近於真。一個方式就是，比對模型輸出的結果與

實際趨勢是否相符合。舉例來說，1996年到現在的溫度趨勢，若是跟模型結果相符

的話，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模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其實也做了

很多關於過去氣候的預測，畢竟我們也留了一些關於過去幾百年來氣候的紀錄可以比

對。如果預測結果與紀錄是相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模型已經足夠的了、

我們該考量的因素都考量到了」。至於，「人為因素佔了多少比重？」其實科學家們

也有相關實驗的：像是將人為因素拿掉，那麼氣候的預測就會失準。另外，我們也是

有一些獨立的資料──冰心或是年輪等等──可以作為結果是否趨近真實的判準。有

興趣的話可以參考Elizabeth Lloyd的研究。

　　（趙相科教授）這邊簡短的回答一下，面對你的問題，那些科學家可能會主張：

「如果做很多模擬，並且那些結果都是一致的話，那麼結果跟程序就是可信的。」

　　（游立安博士）針對這點，我可以講一些我知道的。關於氣候模擬的問題，其實

已經預設了我們對於經濟與人口成長的預測。也就是說，溫度變化與二氧化碳排的預

測是基於經濟與人口預測。但在這之間是否存在著線性關係、是否存在強烈的關聯

性，在「科學」上存在很大的爭議比較對，特別是經濟學中的預報，還有如何轉換經

濟學中的預報應用在大氣科學的建模之中。而科學哲學的工作是去分析這樣的科學假

設還有假設之間的關聯恰不恰當。

提問2：

　　游博士提到兩種關於氣候議題的態度──危言聳聽與否認到底──在臺灣並不明

顯，根據你的研究與觀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回答2：

　　（游立安博士）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時候，我沒有要說臺灣沒有危言聳聽，這種

情況是會存在的。但我認為臺灣沒有「否認到底」的言論出現，這也是我在最後想提

出的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這個可能跟宗教觀有關

係。在臺灣的比較傳統宗教觀中，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世界是比較不穩定、世界

本來就是重新與毀滅中循環的」這類型的觀點。也許可以說，對於災害的認識一直存

在在臺灣的公共性知識體系（Folk Epistemology）中。

　　二、這也可能跟臺灣人本身就有面對災難的經驗，像是颱風、地震等等自然界的

災難。因為有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臺灣人對於災難界定的社會閾值（social thresh-

old）比較低。因此要針對災難採取行動比較容易，因為社會上的阻礙比較小。有些

想要推遲氣候活動的地方，比較可能是因為有關於溫度差異之於災難情境間的關聯離

自身實際經驗太遠。像是加拿大幾個中部的省，主要以產油為主業。若是你跟他說很

遙遠的地方，或是氣溫上升一兩度，他們可能會覺得：「一天氣溫就可以差十幾度

了，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一兩度的溫度？」換個方向來說，將他們的產業整個關閉，反

而可能讓這些人失去維生工具、帶來更大的生活危害。這種資源分配與環境政策的問

題，不只在國際，在國內可能都沒有一個共識。

提問3：

　　想問游博士：像花蓮開發，雖然已經通過環境評估的程序，但是仍會有人反對。

因為反對方主張該程序是不正當的，因此，這種開發案啟動變得僵持不下。在國際

間，面對這樣的課題是否有提供新的方向？

回答3：

　　（游立安博士）關於程序與審議的問題，至少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中，我沒有看

到讓人非常滿意的考量、關於民主審議程序的說明。並且，這個問題也涉及剛剛趙老

師所談論的，關於氣候變遷災害折現率的主觀爭議。如何判斷在未來，我們會面對多

少損失與災害，這是一個經濟預測。這種預測不可避免地會帶入主觀判斷。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提問1：

　　目前的科學案例都是復活一兩個個體，像是桃莉羊。就生物學的觀點來說，一個

「物種」需要維持穩定的族群，有多的基因、穩定的數量。因此，若是僅僅是復活一

個個體或是許多個體卻單一的基因，似乎稱不上是一個物種的去滅絕。

回答1：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說的東西正是我想要主張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都只是

一個個的個體，遠遠不及一個物種。最有趣的案例是旅鴿，旅鴿是群體生物，他們沒

有辦法單獨生存。在該物種最興盛的時期，其物種數量堪比當時的人類人口總數。因

此，我認為，目前的工作只能稱作是初步工作。除非這個物種可以獨立地在自然環境

中穩定生存，相互交配等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叫做去滅絕。

提問2：

　　我比較好奇的是，被去滅絕的物種要如何處置？將這些物種是放在人工環境呢？

還是放回適合牠們生存的環境？若是後者的話，這些生物算不算外來種？或者問，這

些生物在生態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生物雖然在原棲地瀕臨面絕，

但卻在寵物市場中是很興盛的，像是墨西哥鈍口螈。那這樣我們是否可以放任這些生

物在棲地消失，因為基本上這些物種無論是基因庫或是繁衍都有這良好的狀況。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是科學家的問題。我對這個地

方沒有太多的涉略，所以無法告訴你，如何讓一個群體重返自然界，也許洪助理教授

可以給一些回應。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這問題涉及「滅絕」這個概念，並且我將

這個概念分成了三種定義：一、一個物種只剩下單一性別；二、最後一個體滅絕；

三、連基因訊息都消失。那麼，可以用你的說法延續討論，「物種消失在自然界但興

盛於寵物市場」算不算是去滅絕？這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想這個跟保育比較有

關，像是有些生物受到人為影響而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用人工養殖的

方式去養殖牠們。而人工養育則是保育生物學倫理學的層面，這個問題很有趣，但這

也超過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洪廣冀助理教授）櫻花鉤吻鮭就是大規模人工養殖再野放，雖然棲地範圍小，

但現在不再面臨絕種的危機。而你剛剛的問題都會延伸出來問：「在當代的狀況下，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種』概念？」我們在念生物學的時候，都會一個表定的物

種概念，像是交配可以產生健全後代，但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其中一種定義而已。並

且，這種物種概念只限用於動物，無法適用於植物，因為有些植物可以一種交配可以

產生後代、甚至具有生殖能力。顯然，我們生存的時代就如你剛剛所描述，「可能物

種在野外滅絕，但是在寵物市場上興盛。」這種情況算不算是滅絕，這牽涉到我們如

何定義這件事。

　　而每一個時代都會根據當下的特定政治經濟氛圍而產生特定的物種概念，並且，

「物種」這種東西常常是科學家說了算，或說某一些科學家說了算。我想說的是，

「物種」這個並不只是生物學概念，還牽涉政治與經濟的立場。所以要回答，一個物

種為何滅絕、如何把物種帶回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治理或是資本主

義社會的反思，並不是僅限於那個生物本身而已。

提問3：

　　關於去滅絕的可能性，除了教授提到關於復活的復活悖論還是復活的是物種還是

個體的問題。我這邊想到一些說明不可能去滅絕的理由。根據那些主張「去滅絕是有

道德考量在背後支撐」的立場──像是為了把那些因為人為因素而導致物種滅絕的生

物帶回來等等，他們試圖透過去滅絕所達到的目的就會是把讓那個曾經存在在地球歷

史上的物種復活，而不只是該物種下的一個個個體。這似乎會兩個難處：一、即便物

種被帶回來了，但環境與時代是帶不回來的──舉例來說：即便復活了長毛象，也無

法回到冰河時期；二、即使前一項困難被克服了，那些存在在一物種中非基因的傳承

也無法被帶回來──像是一物種特定的撫育關係等等。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所說的就是去滅絕不可能的其中一種論證，而這部分因為

時間與議題安排的關係沒提到。你說的沒錯，去滅絕確實是要把物種帶回來，不是要

把生物關在動物園裡面。像是猛瑪象的計畫，他們基本上是要重建生態系統。但一方

面，生態是物種的一環，另一方面，這個論證的主張就如你剛剛所說，一個物種的生

態過去就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去滅絕所想要的目的。

綜合討論

提問1-1：

　　立昇博士的理論似乎有在暗示科學家對類尼古丁假說的興盛是因為社會價值凌駕

了認知價知，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另外，我印象可能有誤，歐洲似乎

比美國還要早禁止、約束類尼古丁，那麼是否有研究顯示蜂群的死亡數量有減少？若

是有的話，是否可以視作是類尼古定假說是趨近真實的證據？

提問1-2：

　　接著這個問題，因為你沒有講完，所以政治的部分你都沒談到。並且，你在前面

地方花了不少時間介紹方法論的介紹，並且在這過程中也不斷強調政府、科學社群的

影響力。但這個部分，我認為關聯性不明顯，是否可以多加說明？

回答1： 

　　（陳立昇博士）剛剛礙於時間問題沒有介紹完，所以藉此簡短介紹我這篇文章的

目的。這篇文章我主要談論的核心是科學家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言。我認為，科學家基

於其認知權威的身分，應該在公共媒體上更加謹言慎行一點。舉例來說，該哲學家對

類尼古丁的說法可以採取比較偏向環境保護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需要承擔什麼樣的

風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讓他的聽眾在聽取了他的說法後自行決定對一該議題的

立場，而不是科學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後，告訴聽眾該怎麼做。我之所以如此主張的

理由有二：一、科學家可能對聽眾的自主性不夠尊重；二、科學家的宣稱若是太過獨

斷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像是哪個科學家才是對的等等。「科學家內部的爭議」的

相關問題，應該是之後再解決。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目前的研究資料都是美國的研究結果，未來也許可以加入歐

洲的研究結果作為比對。至於政治的部分，因為我認為政治決斷涉及任意性，所以希

望科學體制可以減少這樣的決斷。並且我希望這樣的科學體制並不只是侷限於科學期

刊或是特定科學社群，而是受到科學家自我約束的行為所劃定，只要一個科學家依據

嚴格的科學規範在生產知識、傳遞知識或分享知識，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生存在一個

科學社群裡面。

　　（游立安博士）補充一下我的觀點，有關於「政治價值或是政治許諾（com-

mit-ment）對於科學內部」這件事情，氣候科學就是一個例子。像是為什麼我們要

相信現在的大氣-海洋環流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想法是，人類活動是大氣變化重要

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在建模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基本預設是：「選

擇的參數是有窮盡的。」也就是影響大氣活動的動力因子是有窮盡的。但這樣的封閉

系統是否能夠對應到現實的開放系統，這就是一個大假設。

　　至於採取這套系統的好處在於，這套系統可以強調人為的責任，而這是有著政治

建議的意義在其中的。如果今天拒絕了這套封閉系統可以表徵實際的狀態，那麼政治

上的建議或指導性的意涵就會減弱。那也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該封閉系統的參數

化過程中完整地表徵真實的大氣系統？」這個問題是有人在探究的，就像是林副教授

同樣提到的「大氣模型如何貼近真的問題」。這反應了，科學方法論的選擇本身有可

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像是「人類活動對於大氣活動影響」的建議。

提問2：

　　氣候變遷跟滅絕這兩個概念是這次講座的兩個主題，想知道各位講者們對這兩個

主題的關聯性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針對歐陽助理教授的議題，歐陽助理教授曾

談到「去滅絕」跟「保育」是背道而馳的。若是人們有一天可以帶回足夠數量的個

體、雄性與雌性，進而形成穩固的群題，另一方面也創造一個保育的環境給該族群，

不知道歐陽助理教授對於「人類可以介入到甚麼程度」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僅僅是提到這兩個概念在直覺上會

是衝突的，當然這在細節上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而你所描述的狀況也不無可能。

　　（陳瑞麟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之所以將這兩個議題聯結在一起是基於一個猜

測：「生物滅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並且，若氣候變遷是人為的因

素呢？譬如：溫度升高。而溫度升高不利於某些生物生存，進而導致物種大規模滅

絕。這個猜測關乎一個由部分科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這個詞是試圖描

述：人類行為導致整個地球與生態產生巨大變化。更具體來說，假想地球發展的歷程

中，地球的氣候環境與生物演化回朝向一個方向前進；但如今面臨人類行為對於氣候

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別是，大規模生物滅絕會帶來新物種的產

生），而人類世便試圖描述後者──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然，

這是一種假說，並且這種假說與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有緊密關聯。

　　但是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雖然

說，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對人類來說都是正常的，畢竟，在人類所知的歷

史中是不斷地發生的。但這些現象對於地球、世界的衝擊是什麼、是否屬於異常現象

等等問題，仍都是值得討論的，也是這次論壇的核心。

提問3：

　　我個人從事生醫領域的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家與病毒的對抗過程中，我一直認

為，目標就是把病毒消滅就好。在病毒學家的觀點中，與病毒的對抗不是以消滅病毒

為目標，而是試圖與病毒共存，即使這些病毒會週期性的爆發等等。雖然有些人不同

意，但假設把病毒同樣當作是一個物種，那麼病毒學家的說法是否在哲學上有一些見

解？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談一下個人看法好了，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談，一個問題

是：細菌對我們是需要的，畢竟弄死了對我們不好的、對我們不能帶來益處的，不一

定就是好的。背後支持的理由是「我們其實與細菌的共生群」的想法有關係。另一個

問題是很有趣，許多人會認為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的。這也是今天這個論談的重

點，我們認為是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並且最好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擔心主觀性從

社會、經濟等等面向對結果的客觀性構成威脅。我要說的是，我過去一直以為科學可

以把主觀性拿掉，但從我的觀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保育或是去滅絕的物種

也是精心挑選的，跟我們長得像的，我們希望留下來。或是，可愛的留下，不可愛的

滅絕。並且這是事實跟價值的區分在硬科學中似乎可以建立，但到了軟性科學的部分

則便難以區分。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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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於2019年12月2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行，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教授作為論壇

的主持人。在論壇中，廣邀臺灣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關

於「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的科學哲學問題。

　　此次論壇以「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為核心，歸因於這兩個主題與部分科

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有關。這個概念試圖描述：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與

生態產生巨大變化。並在這個概念底下，其中一種廣為流傳的猜測就是：生物的滅絕

是否是由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透過學者們在論壇中的報告，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

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議題中，有什麼是未曾想過、更是值得省思、關切的問題，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兩個現象。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在上半場，邀請了趙相科教授、林宗德副教授與游立安博士候選人三位進行講

座。首先，趙教授為眾人說明了氣候科學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並且

以部分的科學工作為例──透過科學結果駁斥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說明科學哲學在其

中的角色。雖然在臺灣，抱持著氣候變遷懷疑論立場的人不多，但是在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存在著許多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立場主要的挑戰就是「人為導

致的氣候變遷是否存在？」而氣候科學的許多研究就是在尋找相關的證據。與其他科

學研究不一樣的是，因為大氣系統是開放空間，這使得氣候科學研究並不能透過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找到因果關係，科學家們只能透過

模擬模型進行氣候模擬。

　　模擬模型這個策略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是：受限於不同地域所面對的不

同現象或現象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因此，研究結果缺乏普遍適用性；或是，模型建模

的參數設定等等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對於模型客觀性的質疑；又或是研究過程中有許

多人為的因素──政治、經濟投資與資源分配的影響力──參雜其中等等。有些哲學

家提出替代的因果關係研究方法，像是：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推論等等。

　　同時，NASA氣候研究調查的結果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於

相關文獻的統計顯示：因果關係與證據不只受科學哲學家所關注，也是氣候科學所關

心的內容（科學研究大量使用「證據」、「因果」、「造成」等等詞彙）。並且，無

論是哪一方都同意證據是有程度之分的，IPCC還為此立定的證據可信度之標準（由

證據與科學社群的共識(agreement)所決定），更有學者據此提出證據信度與因果關

係之間支持關係的說明。除此之外，關於證據的可信度是否受人為因素所影響，像

是：美國一保守派的報告書以仿造美國官方氣候研究報告書的外觀、排版的方式呈現

其研究成果。上述種種也都是氣候研究中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而在林副教授的演講中，則是針對模擬模型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模型，像是：玩具模型、國高中課程中會看到的DNA雙

股模型或是滑車模型。又或說，物理所學到的許多數學公式。這些模型的意義在於：

因為這些模型與他們的原型存在著某些重要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型，

對原型有更清楚的認識。若要達到這個目的，科學家們就需要確保這些模型與其原型

有足夠強的相似性、確保該模型是合用的，而傳統的檢證方式就是將該模型所得到的

結果與經驗證據相比對。像是DNA結構模型，在二股與三股模型競爭之時，一方

面，三股模型的水分子含量在預估上與實際上的計算是有差異的；另一方面，雙股螺

旋較吻合結晶繞射的圖片。

　　但就如趙教授所說，大氣系統是個開放且巨大的系統，因此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

實驗，所以必須要過模擬模型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氣候模型中，科學家們的預設

是將大氣均勻地切成一個個的立方體，這也伴隨了氣候模型的第一個變數：人們對於

大氣觀測的數據是不均的。舉例來說：陸地區的大氣觀測資料會遠多於海洋區的大氣

觀測資料。

　　也因此，許多缺乏資料的地區往往是套用數學公式或是透過模型模擬所得到的資

料，並且這些資料是經過篩選、除錯而得到的結果。雖然這在科學或是工程界並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但這個方法跟我們上述談論的傳統實驗方法是有一段差異的，也跟

我們一般的哲學認知不太一樣。這裡的問題是，與一般情況相比較──資料是獨立

的，因此可以用以檢證實驗結果，但在氣候模型中，資料是透過模型模擬出來，再用

以檢證模型。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的比對是否是有意義的？並且透過「許多氣候模型

預測熱帶地區對流層之暖化狀況會比地表來得高」這個事件為例。許多懷疑論者引用

了衛星與太空儀的資料指出氣候模型的預測是失準的。但是有些科學家為此辯護方

式，他們認為受限於觀察方式，衛星資料與太空儀資料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

的數值。甚至觀測儀器還需要透過一些數學模型的校正，才能得到科學家們想要的原

始資料，但這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對模型的檢證還有許多值得討

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大氣物理，科學家們還是有許多不了解，而這些不了解就用一些數

值取代；另一方面，對於模型的參數是有許多上下其手的空間的，透過這些微調，讓

模型的輸出結果更吻合實際觀測結果。但這種方法與我們對於基本科學研究的了解相

當不同，怎麼模型裡有資料，但資料又包含了模型的因素，到底如何將模型輸出結果

與資料相對照？這樣似乎意味著資料被汙染？但模型的輸出結果又是相對精確的。那

麼，又要如何檢證資料？可能的作法是：找尋其他類型的原始資料作為檢證資料，或

是將檢證資料與建模資料區分開等等。林老師透過上述種種例子，簡單的介紹氣候科

學的複雜性。

　　與前面兩位講者不同，游博士所關切的問題是：「『對氣候狀態的理解』及『氣

候行動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而民主及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作為臺灣社會的重

要價值在具體的氣候（或廣義的環境）政策制定情境時會面臨哪種知與行之間的難

題。對於這個主題，他分成三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前兩個部

分。在第一個問題，以科學哲學家Philip Kitcher的理論為例，說明科學與民主之間

的衝突與互補。Kitcher在2000年時主張理想的科學發展必須要與民主制度相輔相

成：科學的發展需要國家監督、補助；國家的單位也需要有足夠科學素養的參與者。

在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之下，民主不會成為一種低俗的制度；科學的發展方向也不會

只有一種聲音。但到了十來年後，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Kitcher的態度改變了，他

提出了「人類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目標，他認為原本對於科學發展重要

的民主價值（也就是透過有科學素養的審議人在民主的審議過程去選擇投資具備社會

效益的科學研究）會因為某些人蓄意曲解科學而變成「達成有利人類福祉」這個目標

的阻礙（比如：無法採取緊急的氣候行動）。為了成就人類福祉，似乎要程度上犧牲

民主：一方面，民主的審議程序耗力費時；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的科學問題可能是具

有急迫性的，像是：需要在氣候變遷無可挽回之前做出決斷。除此之外，這種角力也

常常發生在日常的例子中，複雜的環境工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民意？

　　在第二個問題，則是討論與言論自由有關的爭議。雖然在臺灣不常見，但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會出現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這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分別為

「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到底（climate denalism）」與「對最極端氣候災害的危言聳

聽（climate alarmism）」。一方面，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提出警告，對於氣候

變遷否認到底的人為了私利的緣故，故意去維持科學上的爭議，使得對於有重大公共

利害的氣候政策無法做出有效決議，這件事其實拖延了人們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的時

間；另一方面，以Michael Crichton的恐懼之邦為例，點出「有心人士常常透過建

構一種恐怖的政治環境，讓政治人物為了某些「迫切的」外在威脅而「不得不」採取

某些行動或是政策(而這樣的外在威脅可能是故意選擇災難性但科學上極端不可能實

現的情境去加以強調)。進而去限制其他行動或言論的可能。」比較denialism與

alarmism兩種極端的立場，我們可以去思考所謂言論自由到底在有效政策之間扮演

何種角色。，言論自由是否該受到限制？並且該限制又在哪裡？如何不讓有心人士利

用該限制，進而避免恐懼之邦的情況發生？這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在下半場，則是邀請了洪廣冀助理教授、歐陽敏助理教授與陳立昇博士進行講

座。首先，在洪助理教授的演講中，他藉由兩個故事，介紹他所梳理的、關於「生物

滅絕」這個概念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社群，如何理解「生物滅

絕」這個概念？並且，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變化。第一個故事是關於

Louis Agassiz對於生物滅絕的理解：「大鯢近親──美洲大鯢──遠在美洲，並

且，在歐洲也曾經出現類似於鯢的物種化石。這種物種多元起源的現象是無法透過科

學得到解釋的，而在神學的解釋底下──所有物種都是由造物者所造，這種現象合理

的解釋是：『造物者在相似的環境下投下了相同的物種，但因為特定區域環境的變

化，所以導致該物種生存不下去而滅絕。』」並且，這種說法在當時被美國支持蓄奴

制度的人們用來說明蓄奴是必要的：「若是不蓄奴，那麼非洲的黑人會因為無法適應

美洲的環境而滅絕。因此，蓄奴制度可以保存『黑人』這個物種的延續。」

　　第二個故事則是由Louis Agassiz的對立立場──演化論──所延伸出來。在演

化論的觀點下，物種都是單一起源，而物種的滅絕則是歸因於該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

不適應。因此，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提出另一種解釋方式：「在某個時間之前，地球氣

候相對溫暖，因此，物種可以透過白令海峽相互交流、在北半球的分布相對平均。但

在那之後，地球兩極開始變得寒冷，迫使許多生物往南遷，幸運的族群在南下的過程

中找到適合的棲地變生存下來；不幸運的族群則是滅絕。」並且，要注意到兩件事

情：第一，這種觀點與當代生物保育的觀點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只有在這種觀點之

下，生物保育才會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否則在神學解釋之下，生物的滅絕並不是什麼

重要且嚴重的問題。第二，延續上一個說法，生物保育的重要性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

制定以及制度的設計；並且，這樣的觀點在透過國家政策與制度的落實後，可能進一

步對其他物種與環境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以上，是這兩個故事試圖帶給大家的啟

發。

　　提到「生物滅絕」，就不得不想到侏儸紀公園的恐龍復活。歐陽敏助理教授以此

為開頭，點出他的主題：關於「去滅絕（de-extinction）」這個概念的哲學討論。

一直到1993年，「去滅絕」都還是一種科幻的想像。但過了幾年，1996年桃莉羊的

出現、2003年重新出現於世上的布卡多野山羊似乎宣告著，滅絕生物的復活不再只

是想像。而去滅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一、回溯繁殖：早期的技術，若某物種滅

絕，且該物種由仍存在且已知的兩物種交配而來，那麼透過兩物種的重新繁殖，人們

便可以將該滅絕之物種重新復育；二、基因轉殖：桃莉羊的複製技術；三、基因編輯

技術：CRISPR／Cas9，較新的技術，復活旅的技術。

　　根據以上對於去滅絕的科學技術有所認識後，對於「去滅絕」的概念，可以提出

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去滅絕」可能嗎？二、「去滅絕」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前者

是知識論問題，後者則是倫理學問題。在倫理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我們有什麼

理由接受／拒絕去滅絕？兩個接受的理由是：一、科學技術可以挽回人因滅絕的物

種；二、滿足人類的好奇心，由於有些滅絕的物種擁有特殊的構造，這些構造對人類

的科技發展可能是有益的。相反的，也有不接受的理由：一、「去滅絕」的實驗過程

對生物個體的福祉造成非常強烈的侵害；二、「去滅絕」有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災

害；三、「去滅絕」和「保育」似乎是有衝突的，若是「去滅絕」是合適的，那麼

「保育」就不會是有意義的行為。然而，在直覺上，保育會是有意義的行為。

　　不過，歐陽助理教授主要想關切的是另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物種復活的可能？

這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討論，並且這兩個部分會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個衝

突在生物哲學的討論中需要進一步釐清，此處涉及兩個關於物種的形上學觀點：一方

則認為物種是一種類（class）；另一方認為一物種就是個體。就前者的理解，物種

是不會滅亡的；以後者思考則物種卻有滅絕這回事。若同時以此兩觀點來看待物種，

矛盾即出現。進一步的討論需要先釐清「滅絕」與「去滅絕」的定義。還要注意的

是，去滅絕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帶回一物種，但科學家所能操弄的只有個體。復活一個

體算不算是帶回一個物種？這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後，在陳博士的講座中，呼應上一節游博士的講題，是關於科技政策方面的討

論──以美國蜂群崩潰症候群（CCD）為例。蜂群崩潰症候群指的是一蜂群的成蜂

非常態的、大規模的死亡，科學家也提出許多的假說，試著說明CCD的發生，其中

的一種類尼古丁農藥假說──也是這次的討論核心。類尼古丁農藥是透過機轉的方式

施作，藉以減少害蟲對農作物的侵害，而類尼古丁農藥之假說是主張：蜂群在授粉的

過程中，將類尼古丁農藥帶回蜂巢，進而導致CCD的發生。因為類尼古丁農藥的毒

性較低──為了農藥減少對哺乳類動物、農夫的毒害，因此傳統的毒性研究對該農藥

對蜜蜂之影響是較難研究的。也因此，類尼古丁農藥在自然界如何對蜜蜂構成威脅？

如何與其他因素產生負面影響？仍是存在爭議的。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之處在於：

實驗室的結果如何連結到自然狀況？舉例來說，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自成一套運作體

系，實驗室持續且穩定地給予單一個體類尼古丁農藥是否可以有適當說明類尼古丁農

藥對於蜂群的影響？這還需要考量到，自然狀況下的蜂群之食物來源是多元的、採食

範圍是廣泛的，這使得蜂群暴露在尼古丁農藥的狀況是更加不穩定的。加上農業施作

與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因此，若是試圖以自然狀況下研究蜂群的狀況，會使得

科學研究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無法承受的。

　　雖然關於類尼古丁假說的科學研究仍存在這些限制，但在近年來，在美國社會與

科學社群中逐漸地由類尼古丁假說占上風，甚至有科學家公開宣稱尼古丁農藥對蜜蜂

來說是最毒的農藥。在這個情況底下，可以更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科學家可以忽略

其研究之科學不確定性而如此宣稱？」有哲學家提供歸納風險的概念說明這種現象：

發言人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判斷，判斷甚麼樣程度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進而達到避免較

差的後果發生。舉例來說：在類尼古丁農藥的例子，若是科學家主張類尼古丁農藥有

害，則可能導致農藥市場受到影響，施作農要回歸傳統農藥，進而對人體產生較多害

處；相反的，若主張無害，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科學家可以根據自身歸納

風險的考量，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但當我們考量到科學家在公眾中的地位，似乎需要進一步地思考：歸納風險的考

量是否適用於科學家。原因是：科學家在公眾中是具有權威身分的，換言之，科學家

的言論會被視作是實際的結果而被聽信。這意味著，當科學家考量自身的價值觀而發

表其科學觀點時，其價值觀也加諸在其聽眾身上。而溝通倫理中的一重點是要尊重彼

此的價值觀，因此，當科學家這麼做，則可能違反溝通倫理。除此之外，若是科學家

在公眾場域中以嚴格的科學社群標準所發言，其實更有利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使用不

同研究相互溝通。

Q&A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提問1：

　　因為我自己在生醫科領域做類似的研究，在生醫科研究的過程中，若是實驗結果

與現實不符合，那麼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對實驗環境的設計、參數的設定，再次進行實

驗；或說，透過再實驗、再干預、然後再發現。而在剛剛的簡報過程中，林副教授跟

趙教授都說氣候研究難以像是生醫研究一樣，有「再實驗」的過程。若是實驗結果需

要趨近於現實，那在氣候研究中，科學家們如何在數據資料與模型共生、有著模型背

負的情況下，讓實驗結果趨近於真實？

回答1：

　　（林宗德副教授）面對這問題，當我們討論模型，就如提問者所說，無可避免地

要涉及模型結果是否為真，或說是趨近於真。一個方式就是，比對模型輸出的結果與

實際趨勢是否相符合。舉例來說，1996年到現在的溫度趨勢，若是跟模型結果相符

的話，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模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其實也做了

很多關於過去氣候的預測，畢竟我們也留了一些關於過去幾百年來氣候的紀錄可以比

對。如果預測結果與紀錄是相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模型已經足夠的了、

我們該考量的因素都考量到了」。至於，「人為因素佔了多少比重？」其實科學家們

也有相關實驗的：像是將人為因素拿掉，那麼氣候的預測就會失準。另外，我們也是

有一些獨立的資料──冰心或是年輪等等──可以作為結果是否趨近真實的判準。有

興趣的話可以參考Elizabeth Lloyd的研究。

　　（趙相科教授）這邊簡短的回答一下，面對你的問題，那些科學家可能會主張：

「如果做很多模擬，並且那些結果都是一致的話，那麼結果跟程序就是可信的。」

　　（游立安博士）針對這點，我可以講一些我知道的。關於氣候模擬的問題，其實

已經預設了我們對於經濟與人口成長的預測。也就是說，溫度變化與二氧化碳排的預

測是基於經濟與人口預測。但在這之間是否存在著線性關係、是否存在強烈的關聯

性，在「科學」上存在很大的爭議比較對，特別是經濟學中的預報，還有如何轉換經

濟學中的預報應用在大氣科學的建模之中。而科學哲學的工作是去分析這樣的科學假

設還有假設之間的關聯恰不恰當。

提問2：

　　游博士提到兩種關於氣候議題的態度──危言聳聽與否認到底──在臺灣並不明

顯，根據你的研究與觀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回答2：

　　（游立安博士）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時候，我沒有要說臺灣沒有危言聳聽，這種

情況是會存在的。但我認為臺灣沒有「否認到底」的言論出現，這也是我在最後想提

出的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這個可能跟宗教觀有關

係。在臺灣的比較傳統宗教觀中，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世界是比較不穩定、世界

本來就是重新與毀滅中循環的」這類型的觀點。也許可以說，對於災害的認識一直存

在在臺灣的公共性知識體系（Folk Epistemology）中。

　　二、這也可能跟臺灣人本身就有面對災難的經驗，像是颱風、地震等等自然界的

災難。因為有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臺灣人對於災難界定的社會閾值（social thresh-

old）比較低。因此要針對災難採取行動比較容易，因為社會上的阻礙比較小。有些

想要推遲氣候活動的地方，比較可能是因為有關於溫度差異之於災難情境間的關聯離

自身實際經驗太遠。像是加拿大幾個中部的省，主要以產油為主業。若是你跟他說很

遙遠的地方，或是氣溫上升一兩度，他們可能會覺得：「一天氣溫就可以差十幾度

了，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一兩度的溫度？」換個方向來說，將他們的產業整個關閉，反

而可能讓這些人失去維生工具、帶來更大的生活危害。這種資源分配與環境政策的問

題，不只在國際，在國內可能都沒有一個共識。

提問3：

　　想問游博士：像花蓮開發，雖然已經通過環境評估的程序，但是仍會有人反對。

因為反對方主張該程序是不正當的，因此，這種開發案啟動變得僵持不下。在國際

間，面對這樣的課題是否有提供新的方向？

回答3：

　　（游立安博士）關於程序與審議的問題，至少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中，我沒有看

到讓人非常滿意的考量、關於民主審議程序的說明。並且，這個問題也涉及剛剛趙老

師所談論的，關於氣候變遷災害折現率的主觀爭議。如何判斷在未來，我們會面對多

少損失與災害，這是一個經濟預測。這種預測不可避免地會帶入主觀判斷。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提問1：

　　目前的科學案例都是復活一兩個個體，像是桃莉羊。就生物學的觀點來說，一個

「物種」需要維持穩定的族群，有多的基因、穩定的數量。因此，若是僅僅是復活一

個個體或是許多個體卻單一的基因，似乎稱不上是一個物種的去滅絕。

回答1：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說的東西正是我想要主張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都只是

一個個的個體，遠遠不及一個物種。最有趣的案例是旅鴿，旅鴿是群體生物，他們沒

有辦法單獨生存。在該物種最興盛的時期，其物種數量堪比當時的人類人口總數。因

此，我認為，目前的工作只能稱作是初步工作。除非這個物種可以獨立地在自然環境

中穩定生存，相互交配等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叫做去滅絕。

提問2：

　　我比較好奇的是，被去滅絕的物種要如何處置？將這些物種是放在人工環境呢？

還是放回適合牠們生存的環境？若是後者的話，這些生物算不算外來種？或者問，這

些生物在生態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生物雖然在原棲地瀕臨面絕，

但卻在寵物市場中是很興盛的，像是墨西哥鈍口螈。那這樣我們是否可以放任這些生

物在棲地消失，因為基本上這些物種無論是基因庫或是繁衍都有這良好的狀況。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是科學家的問題。我對這個地

方沒有太多的涉略，所以無法告訴你，如何讓一個群體重返自然界，也許洪助理教授

可以給一些回應。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這問題涉及「滅絕」這個概念，並且我將

這個概念分成了三種定義：一、一個物種只剩下單一性別；二、最後一個體滅絕；

三、連基因訊息都消失。那麼，可以用你的說法延續討論，「物種消失在自然界但興

盛於寵物市場」算不算是去滅絕？這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想這個跟保育比較有

關，像是有些生物受到人為影響而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用人工養殖的

方式去養殖牠們。而人工養育則是保育生物學倫理學的層面，這個問題很有趣，但這

也超過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洪廣冀助理教授）櫻花鉤吻鮭就是大規模人工養殖再野放，雖然棲地範圍小，

但現在不再面臨絕種的危機。而你剛剛的問題都會延伸出來問：「在當代的狀況下，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種』概念？」我們在念生物學的時候，都會一個表定的物

種概念，像是交配可以產生健全後代，但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其中一種定義而已。並

且，這種物種概念只限用於動物，無法適用於植物，因為有些植物可以一種交配可以

產生後代、甚至具有生殖能力。顯然，我們生存的時代就如你剛剛所描述，「可能物

種在野外滅絕，但是在寵物市場上興盛。」這種情況算不算是滅絕，這牽涉到我們如

何定義這件事。

　　而每一個時代都會根據當下的特定政治經濟氛圍而產生特定的物種概念，並且，

「物種」這種東西常常是科學家說了算，或說某一些科學家說了算。我想說的是，

「物種」這個並不只是生物學概念，還牽涉政治與經濟的立場。所以要回答，一個物

種為何滅絕、如何把物種帶回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治理或是資本主

義社會的反思，並不是僅限於那個生物本身而已。

提問3：

　　關於去滅絕的可能性，除了教授提到關於復活的復活悖論還是復活的是物種還是

個體的問題。我這邊想到一些說明不可能去滅絕的理由。根據那些主張「去滅絕是有

道德考量在背後支撐」的立場──像是為了把那些因為人為因素而導致物種滅絕的生

物帶回來等等，他們試圖透過去滅絕所達到的目的就會是把讓那個曾經存在在地球歷

史上的物種復活，而不只是該物種下的一個個個體。這似乎會兩個難處：一、即便物

種被帶回來了，但環境與時代是帶不回來的──舉例來說：即便復活了長毛象，也無

法回到冰河時期；二、即使前一項困難被克服了，那些存在在一物種中非基因的傳承

也無法被帶回來──像是一物種特定的撫育關係等等。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所說的就是去滅絕不可能的其中一種論證，而這部分因為

時間與議題安排的關係沒提到。你說的沒錯，去滅絕確實是要把物種帶回來，不是要

把生物關在動物園裡面。像是猛瑪象的計畫，他們基本上是要重建生態系統。但一方

面，生態是物種的一環，另一方面，這個論證的主張就如你剛剛所說，一個物種的生

態過去就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去滅絕所想要的目的。

綜合討論

提問1-1：

　　立昇博士的理論似乎有在暗示科學家對類尼古丁假說的興盛是因為社會價值凌駕

了認知價知，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另外，我印象可能有誤，歐洲似乎

比美國還要早禁止、約束類尼古丁，那麼是否有研究顯示蜂群的死亡數量有減少？若

是有的話，是否可以視作是類尼古定假說是趨近真實的證據？

提問1-2：

　　接著這個問題，因為你沒有講完，所以政治的部分你都沒談到。並且，你在前面

地方花了不少時間介紹方法論的介紹，並且在這過程中也不斷強調政府、科學社群的

影響力。但這個部分，我認為關聯性不明顯，是否可以多加說明？

回答1： 

　　（陳立昇博士）剛剛礙於時間問題沒有介紹完，所以藉此簡短介紹我這篇文章的

目的。這篇文章我主要談論的核心是科學家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言。我認為，科學家基

於其認知權威的身分，應該在公共媒體上更加謹言慎行一點。舉例來說，該哲學家對

類尼古丁的說法可以採取比較偏向環境保護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需要承擔什麼樣的

風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讓他的聽眾在聽取了他的說法後自行決定對一該議題的

立場，而不是科學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後，告訴聽眾該怎麼做。我之所以如此主張的

理由有二：一、科學家可能對聽眾的自主性不夠尊重；二、科學家的宣稱若是太過獨

斷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像是哪個科學家才是對的等等。「科學家內部的爭議」的

相關問題，應該是之後再解決。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目前的研究資料都是美國的研究結果，未來也許可以加入歐

洲的研究結果作為比對。至於政治的部分，因為我認為政治決斷涉及任意性，所以希

望科學體制可以減少這樣的決斷。並且我希望這樣的科學體制並不只是侷限於科學期

刊或是特定科學社群，而是受到科學家自我約束的行為所劃定，只要一個科學家依據

嚴格的科學規範在生產知識、傳遞知識或分享知識，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生存在一個

科學社群裡面。

　　（游立安博士）補充一下我的觀點，有關於「政治價值或是政治許諾（com-

mit-ment）對於科學內部」這件事情，氣候科學就是一個例子。像是為什麼我們要

相信現在的大氣-海洋環流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想法是，人類活動是大氣變化重要

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在建模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基本預設是：「選

擇的參數是有窮盡的。」也就是影響大氣活動的動力因子是有窮盡的。但這樣的封閉

系統是否能夠對應到現實的開放系統，這就是一個大假設。

　　至於採取這套系統的好處在於，這套系統可以強調人為的責任，而這是有著政治

建議的意義在其中的。如果今天拒絕了這套封閉系統可以表徵實際的狀態，那麼政治

上的建議或指導性的意涵就會減弱。那也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該封閉系統的參數

化過程中完整地表徵真實的大氣系統？」這個問題是有人在探究的，就像是林副教授

同樣提到的「大氣模型如何貼近真的問題」。這反應了，科學方法論的選擇本身有可

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像是「人類活動對於大氣活動影響」的建議。

提問2：

　　氣候變遷跟滅絕這兩個概念是這次講座的兩個主題，想知道各位講者們對這兩個

主題的關聯性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針對歐陽助理教授的議題，歐陽助理教授曾

談到「去滅絕」跟「保育」是背道而馳的。若是人們有一天可以帶回足夠數量的個

體、雄性與雌性，進而形成穩固的群題，另一方面也創造一個保育的環境給該族群，

不知道歐陽助理教授對於「人類可以介入到甚麼程度」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僅僅是提到這兩個概念在直覺上會

是衝突的，當然這在細節上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而你所描述的狀況也不無可能。

　　（陳瑞麟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之所以將這兩個議題聯結在一起是基於一個猜

測：「生物滅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並且，若氣候變遷是人為的因

素呢？譬如：溫度升高。而溫度升高不利於某些生物生存，進而導致物種大規模滅

絕。這個猜測關乎一個由部分科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這個詞是試圖描

述：人類行為導致整個地球與生態產生巨大變化。更具體來說，假想地球發展的歷程

中，地球的氣候環境與生物演化回朝向一個方向前進；但如今面臨人類行為對於氣候

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別是，大規模生物滅絕會帶來新物種的產

生），而人類世便試圖描述後者──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然，

這是一種假說，並且這種假說與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有緊密關聯。

　　但是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雖然

說，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對人類來說都是正常的，畢竟，在人類所知的歷

史中是不斷地發生的。但這些現象對於地球、世界的衝擊是什麼、是否屬於異常現象

等等問題，仍都是值得討論的，也是這次論壇的核心。

提問3：

　　我個人從事生醫領域的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家與病毒的對抗過程中，我一直認

為，目標就是把病毒消滅就好。在病毒學家的觀點中，與病毒的對抗不是以消滅病毒

為目標，而是試圖與病毒共存，即使這些病毒會週期性的爆發等等。雖然有些人不同

意，但假設把病毒同樣當作是一個物種，那麼病毒學家的說法是否在哲學上有一些見

解？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談一下個人看法好了，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談，一個問題

是：細菌對我們是需要的，畢竟弄死了對我們不好的、對我們不能帶來益處的，不一

定就是好的。背後支持的理由是「我們其實與細菌的共生群」的想法有關係。另一個

問題是很有趣，許多人會認為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的。這也是今天這個論談的重

點，我們認為是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並且最好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擔心主觀性從

社會、經濟等等面向對結果的客觀性構成威脅。我要說的是，我過去一直以為科學可

以把主觀性拿掉，但從我的觀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保育或是去滅絕的物種

也是精心挑選的，跟我們長得像的，我們希望留下來。或是，可愛的留下，不可愛的

滅絕。並且這是事實跟價值的區分在硬科學中似乎可以建立，但到了軟性科學的部分

則便難以區分。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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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於2019年12月2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行，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教授作為論壇

的主持人。在論壇中，廣邀臺灣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關

於「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的科學哲學問題。

　　此次論壇以「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為核心，歸因於這兩個主題與部分科

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有關。這個概念試圖描述：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與

生態產生巨大變化。並在這個概念底下，其中一種廣為流傳的猜測就是：生物的滅絕

是否是由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透過學者們在論壇中的報告，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

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議題中，有什麼是未曾想過、更是值得省思、關切的問題，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兩個現象。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在上半場，邀請了趙相科教授、林宗德副教授與游立安博士候選人三位進行講

座。首先，趙教授為眾人說明了氣候科學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並且

以部分的科學工作為例──透過科學結果駁斥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說明科學哲學在其

中的角色。雖然在臺灣，抱持著氣候變遷懷疑論立場的人不多，但是在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存在著許多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立場主要的挑戰就是「人為導

致的氣候變遷是否存在？」而氣候科學的許多研究就是在尋找相關的證據。與其他科

學研究不一樣的是，因為大氣系統是開放空間，這使得氣候科學研究並不能透過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找到因果關係，科學家們只能透過

模擬模型進行氣候模擬。

　　模擬模型這個策略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是：受限於不同地域所面對的不

同現象或現象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因此，研究結果缺乏普遍適用性；或是，模型建模

的參數設定等等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對於模型客觀性的質疑；又或是研究過程中有許

多人為的因素──政治、經濟投資與資源分配的影響力──參雜其中等等。有些哲學

家提出替代的因果關係研究方法，像是：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推論等等。

　　同時，NASA氣候研究調查的結果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於

相關文獻的統計顯示：因果關係與證據不只受科學哲學家所關注，也是氣候科學所關

心的內容（科學研究大量使用「證據」、「因果」、「造成」等等詞彙）。並且，無

論是哪一方都同意證據是有程度之分的，IPCC還為此立定的證據可信度之標準（由

證據與科學社群的共識(agreement)所決定），更有學者據此提出證據信度與因果關

係之間支持關係的說明。除此之外，關於證據的可信度是否受人為因素所影響，像

是：美國一保守派的報告書以仿造美國官方氣候研究報告書的外觀、排版的方式呈現

其研究成果。上述種種也都是氣候研究中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而在林副教授的演講中，則是針對模擬模型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模型，像是：玩具模型、國高中課程中會看到的DNA雙

股模型或是滑車模型。又或說，物理所學到的許多數學公式。這些模型的意義在於：

因為這些模型與他們的原型存在著某些重要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型，

對原型有更清楚的認識。若要達到這個目的，科學家們就需要確保這些模型與其原型

有足夠強的相似性、確保該模型是合用的，而傳統的檢證方式就是將該模型所得到的

結果與經驗證據相比對。像是DNA結構模型，在二股與三股模型競爭之時，一方

面，三股模型的水分子含量在預估上與實際上的計算是有差異的；另一方面，雙股螺

旋較吻合結晶繞射的圖片。

　　但就如趙教授所說，大氣系統是個開放且巨大的系統，因此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

實驗，所以必須要過模擬模型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氣候模型中，科學家們的預設

是將大氣均勻地切成一個個的立方體，這也伴隨了氣候模型的第一個變數：人們對於

大氣觀測的數據是不均的。舉例來說：陸地區的大氣觀測資料會遠多於海洋區的大氣

觀測資料。

　　也因此，許多缺乏資料的地區往往是套用數學公式或是透過模型模擬所得到的資

料，並且這些資料是經過篩選、除錯而得到的結果。雖然這在科學或是工程界並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但這個方法跟我們上述談論的傳統實驗方法是有一段差異的，也跟

我們一般的哲學認知不太一樣。這裡的問題是，與一般情況相比較──資料是獨立

的，因此可以用以檢證實驗結果，但在氣候模型中，資料是透過模型模擬出來，再用

以檢證模型。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的比對是否是有意義的？並且透過「許多氣候模型

預測熱帶地區對流層之暖化狀況會比地表來得高」這個事件為例。許多懷疑論者引用

了衛星與太空儀的資料指出氣候模型的預測是失準的。但是有些科學家為此辯護方

式，他們認為受限於觀察方式，衛星資料與太空儀資料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

的數值。甚至觀測儀器還需要透過一些數學模型的校正，才能得到科學家們想要的原

始資料，但這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對模型的檢證還有許多值得討

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大氣物理，科學家們還是有許多不了解，而這些不了解就用一些數

值取代；另一方面，對於模型的參數是有許多上下其手的空間的，透過這些微調，讓

模型的輸出結果更吻合實際觀測結果。但這種方法與我們對於基本科學研究的了解相

當不同，怎麼模型裡有資料，但資料又包含了模型的因素，到底如何將模型輸出結果

與資料相對照？這樣似乎意味著資料被汙染？但模型的輸出結果又是相對精確的。那

麼，又要如何檢證資料？可能的作法是：找尋其他類型的原始資料作為檢證資料，或

是將檢證資料與建模資料區分開等等。林老師透過上述種種例子，簡單的介紹氣候科

學的複雜性。

　　與前面兩位講者不同，游博士所關切的問題是：「『對氣候狀態的理解』及『氣

候行動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而民主及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作為臺灣社會的重

要價值在具體的氣候（或廣義的環境）政策制定情境時會面臨哪種知與行之間的難

題。對於這個主題，他分成三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前兩個部

分。在第一個問題，以科學哲學家Philip Kitcher的理論為例，說明科學與民主之間

的衝突與互補。Kitcher在2000年時主張理想的科學發展必須要與民主制度相輔相

成：科學的發展需要國家監督、補助；國家的單位也需要有足夠科學素養的參與者。

在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之下，民主不會成為一種低俗的制度；科學的發展方向也不會

只有一種聲音。但到了十來年後，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Kitcher的態度改變了，他

提出了「人類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目標，他認為原本對於科學發展重要

的民主價值（也就是透過有科學素養的審議人在民主的審議過程去選擇投資具備社會

效益的科學研究）會因為某些人蓄意曲解科學而變成「達成有利人類福祉」這個目標

的阻礙（比如：無法採取緊急的氣候行動）。為了成就人類福祉，似乎要程度上犧牲

民主：一方面，民主的審議程序耗力費時；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的科學問題可能是具

有急迫性的，像是：需要在氣候變遷無可挽回之前做出決斷。除此之外，這種角力也

常常發生在日常的例子中，複雜的環境工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民意？

　　在第二個問題，則是討論與言論自由有關的爭議。雖然在臺灣不常見，但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會出現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這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分別為

「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到底（climate denalism）」與「對最極端氣候災害的危言聳

聽（climate alarmism）」。一方面，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提出警告，對於氣候

變遷否認到底的人為了私利的緣故，故意去維持科學上的爭議，使得對於有重大公共

利害的氣候政策無法做出有效決議，這件事其實拖延了人們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的時

間；另一方面，以Michael Crichton的恐懼之邦為例，點出「有心人士常常透過建

構一種恐怖的政治環境，讓政治人物為了某些「迫切的」外在威脅而「不得不」採取

某些行動或是政策(而這樣的外在威脅可能是故意選擇災難性但科學上極端不可能實

現的情境去加以強調)。進而去限制其他行動或言論的可能。」比較denialism與

alarmism兩種極端的立場，我們可以去思考所謂言論自由到底在有效政策之間扮演

何種角色。，言論自由是否該受到限制？並且該限制又在哪裡？如何不讓有心人士利

用該限制，進而避免恐懼之邦的情況發生？這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在下半場，則是邀請了洪廣冀助理教授、歐陽敏助理教授與陳立昇博士進行講

座。首先，在洪助理教授的演講中，他藉由兩個故事，介紹他所梳理的、關於「生物

滅絕」這個概念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社群，如何理解「生物滅

絕」這個概念？並且，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變化。第一個故事是關於

Louis Agassiz對於生物滅絕的理解：「大鯢近親──美洲大鯢──遠在美洲，並

且，在歐洲也曾經出現類似於鯢的物種化石。這種物種多元起源的現象是無法透過科

學得到解釋的，而在神學的解釋底下──所有物種都是由造物者所造，這種現象合理

的解釋是：『造物者在相似的環境下投下了相同的物種，但因為特定區域環境的變

化，所以導致該物種生存不下去而滅絕。』」並且，這種說法在當時被美國支持蓄奴

制度的人們用來說明蓄奴是必要的：「若是不蓄奴，那麼非洲的黑人會因為無法適應

美洲的環境而滅絕。因此，蓄奴制度可以保存『黑人』這個物種的延續。」

　　第二個故事則是由Louis Agassiz的對立立場──演化論──所延伸出來。在演

化論的觀點下，物種都是單一起源，而物種的滅絕則是歸因於該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

不適應。因此，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提出另一種解釋方式：「在某個時間之前，地球氣

候相對溫暖，因此，物種可以透過白令海峽相互交流、在北半球的分布相對平均。但

在那之後，地球兩極開始變得寒冷，迫使許多生物往南遷，幸運的族群在南下的過程

中找到適合的棲地變生存下來；不幸運的族群則是滅絕。」並且，要注意到兩件事

情：第一，這種觀點與當代生物保育的觀點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只有在這種觀點之

下，生物保育才會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否則在神學解釋之下，生物的滅絕並不是什麼

重要且嚴重的問題。第二，延續上一個說法，生物保育的重要性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

制定以及制度的設計；並且，這樣的觀點在透過國家政策與制度的落實後，可能進一

步對其他物種與環境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以上，是這兩個故事試圖帶給大家的啟

發。

　　提到「生物滅絕」，就不得不想到侏儸紀公園的恐龍復活。歐陽敏助理教授以此

為開頭，點出他的主題：關於「去滅絕（de-extinction）」這個概念的哲學討論。

一直到1993年，「去滅絕」都還是一種科幻的想像。但過了幾年，1996年桃莉羊的

出現、2003年重新出現於世上的布卡多野山羊似乎宣告著，滅絕生物的復活不再只

是想像。而去滅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一、回溯繁殖：早期的技術，若某物種滅

絕，且該物種由仍存在且已知的兩物種交配而來，那麼透過兩物種的重新繁殖，人們

便可以將該滅絕之物種重新復育；二、基因轉殖：桃莉羊的複製技術；三、基因編輯

技術：CRISPR／Cas9，較新的技術，復活旅的技術。

　　根據以上對於去滅絕的科學技術有所認識後，對於「去滅絕」的概念，可以提出

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去滅絕」可能嗎？二、「去滅絕」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前者

是知識論問題，後者則是倫理學問題。在倫理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我們有什麼

理由接受／拒絕去滅絕？兩個接受的理由是：一、科學技術可以挽回人因滅絕的物

種；二、滿足人類的好奇心，由於有些滅絕的物種擁有特殊的構造，這些構造對人類

的科技發展可能是有益的。相反的，也有不接受的理由：一、「去滅絕」的實驗過程

對生物個體的福祉造成非常強烈的侵害；二、「去滅絕」有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災

害；三、「去滅絕」和「保育」似乎是有衝突的，若是「去滅絕」是合適的，那麼

「保育」就不會是有意義的行為。然而，在直覺上，保育會是有意義的行為。

　　不過，歐陽助理教授主要想關切的是另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物種復活的可能？

這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討論，並且這兩個部分會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個衝

突在生物哲學的討論中需要進一步釐清，此處涉及兩個關於物種的形上學觀點：一方

則認為物種是一種類（class）；另一方認為一物種就是個體。就前者的理解，物種

是不會滅亡的；以後者思考則物種卻有滅絕這回事。若同時以此兩觀點來看待物種，

矛盾即出現。進一步的討論需要先釐清「滅絕」與「去滅絕」的定義。還要注意的

是，去滅絕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帶回一物種，但科學家所能操弄的只有個體。復活一個

體算不算是帶回一個物種？這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後，在陳博士的講座中，呼應上一節游博士的講題，是關於科技政策方面的討

論──以美國蜂群崩潰症候群（CCD）為例。蜂群崩潰症候群指的是一蜂群的成蜂

非常態的、大規模的死亡，科學家也提出許多的假說，試著說明CCD的發生，其中

的一種類尼古丁農藥假說──也是這次的討論核心。類尼古丁農藥是透過機轉的方式

施作，藉以減少害蟲對農作物的侵害，而類尼古丁農藥之假說是主張：蜂群在授粉的

過程中，將類尼古丁農藥帶回蜂巢，進而導致CCD的發生。因為類尼古丁農藥的毒

性較低──為了農藥減少對哺乳類動物、農夫的毒害，因此傳統的毒性研究對該農藥

對蜜蜂之影響是較難研究的。也因此，類尼古丁農藥在自然界如何對蜜蜂構成威脅？

如何與其他因素產生負面影響？仍是存在爭議的。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之處在於：

實驗室的結果如何連結到自然狀況？舉例來說，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自成一套運作體

系，實驗室持續且穩定地給予單一個體類尼古丁農藥是否可以有適當說明類尼古丁農

藥對於蜂群的影響？這還需要考量到，自然狀況下的蜂群之食物來源是多元的、採食

範圍是廣泛的，這使得蜂群暴露在尼古丁農藥的狀況是更加不穩定的。加上農業施作

與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因此，若是試圖以自然狀況下研究蜂群的狀況，會使得

科學研究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無法承受的。

　　雖然關於類尼古丁假說的科學研究仍存在這些限制，但在近年來，在美國社會與

科學社群中逐漸地由類尼古丁假說占上風，甚至有科學家公開宣稱尼古丁農藥對蜜蜂

來說是最毒的農藥。在這個情況底下，可以更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科學家可以忽略

其研究之科學不確定性而如此宣稱？」有哲學家提供歸納風險的概念說明這種現象：

發言人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判斷，判斷甚麼樣程度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進而達到避免較

差的後果發生。舉例來說：在類尼古丁農藥的例子，若是科學家主張類尼古丁農藥有

害，則可能導致農藥市場受到影響，施作農要回歸傳統農藥，進而對人體產生較多害

處；相反的，若主張無害，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科學家可以根據自身歸納

風險的考量，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但當我們考量到科學家在公眾中的地位，似乎需要進一步地思考：歸納風險的考

量是否適用於科學家。原因是：科學家在公眾中是具有權威身分的，換言之，科學家

的言論會被視作是實際的結果而被聽信。這意味著，當科學家考量自身的價值觀而發

表其科學觀點時，其價值觀也加諸在其聽眾身上。而溝通倫理中的一重點是要尊重彼

此的價值觀，因此，當科學家這麼做，則可能違反溝通倫理。除此之外，若是科學家

在公眾場域中以嚴格的科學社群標準所發言，其實更有利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使用不

同研究相互溝通。

Q&A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提問1：

　　因為我自己在生醫科領域做類似的研究，在生醫科研究的過程中，若是實驗結果

與現實不符合，那麼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對實驗環境的設計、參數的設定，再次進行實

驗；或說，透過再實驗、再干預、然後再發現。而在剛剛的簡報過程中，林副教授跟

趙教授都說氣候研究難以像是生醫研究一樣，有「再實驗」的過程。若是實驗結果需

要趨近於現實，那在氣候研究中，科學家們如何在數據資料與模型共生、有著模型背

負的情況下，讓實驗結果趨近於真實？

回答1：

　　（林宗德副教授）面對這問題，當我們討論模型，就如提問者所說，無可避免地

要涉及模型結果是否為真，或說是趨近於真。一個方式就是，比對模型輸出的結果與

實際趨勢是否相符合。舉例來說，1996年到現在的溫度趨勢，若是跟模型結果相符

的話，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模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其實也做了

很多關於過去氣候的預測，畢竟我們也留了一些關於過去幾百年來氣候的紀錄可以比

對。如果預測結果與紀錄是相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模型已經足夠的了、

我們該考量的因素都考量到了」。至於，「人為因素佔了多少比重？」其實科學家們

也有相關實驗的：像是將人為因素拿掉，那麼氣候的預測就會失準。另外，我們也是

有一些獨立的資料──冰心或是年輪等等──可以作為結果是否趨近真實的判準。有

興趣的話可以參考Elizabeth Lloyd的研究。

　　（趙相科教授）這邊簡短的回答一下，面對你的問題，那些科學家可能會主張：

「如果做很多模擬，並且那些結果都是一致的話，那麼結果跟程序就是可信的。」

　　（游立安博士）針對這點，我可以講一些我知道的。關於氣候模擬的問題，其實

已經預設了我們對於經濟與人口成長的預測。也就是說，溫度變化與二氧化碳排的預

測是基於經濟與人口預測。但在這之間是否存在著線性關係、是否存在強烈的關聯

性，在「科學」上存在很大的爭議比較對，特別是經濟學中的預報，還有如何轉換經

濟學中的預報應用在大氣科學的建模之中。而科學哲學的工作是去分析這樣的科學假

設還有假設之間的關聯恰不恰當。

提問2：

　　游博士提到兩種關於氣候議題的態度──危言聳聽與否認到底──在臺灣並不明

顯，根據你的研究與觀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回答2：

　　（游立安博士）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時候，我沒有要說臺灣沒有危言聳聽，這種

情況是會存在的。但我認為臺灣沒有「否認到底」的言論出現，這也是我在最後想提

出的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這個可能跟宗教觀有關

係。在臺灣的比較傳統宗教觀中，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世界是比較不穩定、世界

本來就是重新與毀滅中循環的」這類型的觀點。也許可以說，對於災害的認識一直存

在在臺灣的公共性知識體系（Folk Epistemology）中。

　　二、這也可能跟臺灣人本身就有面對災難的經驗，像是颱風、地震等等自然界的

災難。因為有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臺灣人對於災難界定的社會閾值（social thresh-

old）比較低。因此要針對災難採取行動比較容易，因為社會上的阻礙比較小。有些

想要推遲氣候活動的地方，比較可能是因為有關於溫度差異之於災難情境間的關聯離

自身實際經驗太遠。像是加拿大幾個中部的省，主要以產油為主業。若是你跟他說很

遙遠的地方，或是氣溫上升一兩度，他們可能會覺得：「一天氣溫就可以差十幾度

了，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一兩度的溫度？」換個方向來說，將他們的產業整個關閉，反

而可能讓這些人失去維生工具、帶來更大的生活危害。這種資源分配與環境政策的問

題，不只在國際，在國內可能都沒有一個共識。

提問3：

　　想問游博士：像花蓮開發，雖然已經通過環境評估的程序，但是仍會有人反對。

因為反對方主張該程序是不正當的，因此，這種開發案啟動變得僵持不下。在國際

間，面對這樣的課題是否有提供新的方向？

回答3：

　　（游立安博士）關於程序與審議的問題，至少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中，我沒有看

到讓人非常滿意的考量、關於民主審議程序的說明。並且，這個問題也涉及剛剛趙老

師所談論的，關於氣候變遷災害折現率的主觀爭議。如何判斷在未來，我們會面對多

少損失與災害，這是一個經濟預測。這種預測不可避免地會帶入主觀判斷。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提問1：

　　目前的科學案例都是復活一兩個個體，像是桃莉羊。就生物學的觀點來說，一個

「物種」需要維持穩定的族群，有多的基因、穩定的數量。因此，若是僅僅是復活一

個個體或是許多個體卻單一的基因，似乎稱不上是一個物種的去滅絕。

回答1：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說的東西正是我想要主張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都只是

一個個的個體，遠遠不及一個物種。最有趣的案例是旅鴿，旅鴿是群體生物，他們沒

有辦法單獨生存。在該物種最興盛的時期，其物種數量堪比當時的人類人口總數。因

此，我認為，目前的工作只能稱作是初步工作。除非這個物種可以獨立地在自然環境

中穩定生存，相互交配等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叫做去滅絕。

提問2：

　　我比較好奇的是，被去滅絕的物種要如何處置？將這些物種是放在人工環境呢？

還是放回適合牠們生存的環境？若是後者的話，這些生物算不算外來種？或者問，這

些生物在生態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生物雖然在原棲地瀕臨面絕，

但卻在寵物市場中是很興盛的，像是墨西哥鈍口螈。那這樣我們是否可以放任這些生

物在棲地消失，因為基本上這些物種無論是基因庫或是繁衍都有這良好的狀況。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是科學家的問題。我對這個地

方沒有太多的涉略，所以無法告訴你，如何讓一個群體重返自然界，也許洪助理教授

可以給一些回應。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這問題涉及「滅絕」這個概念，並且我將

這個概念分成了三種定義：一、一個物種只剩下單一性別；二、最後一個體滅絕；

三、連基因訊息都消失。那麼，可以用你的說法延續討論，「物種消失在自然界但興

盛於寵物市場」算不算是去滅絕？這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想這個跟保育比較有

關，像是有些生物受到人為影響而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用人工養殖的

方式去養殖牠們。而人工養育則是保育生物學倫理學的層面，這個問題很有趣，但這

也超過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洪廣冀助理教授）櫻花鉤吻鮭就是大規模人工養殖再野放，雖然棲地範圍小，

但現在不再面臨絕種的危機。而你剛剛的問題都會延伸出來問：「在當代的狀況下，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種』概念？」我們在念生物學的時候，都會一個表定的物

種概念，像是交配可以產生健全後代，但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其中一種定義而已。並

且，這種物種概念只限用於動物，無法適用於植物，因為有些植物可以一種交配可以

產生後代、甚至具有生殖能力。顯然，我們生存的時代就如你剛剛所描述，「可能物

種在野外滅絕，但是在寵物市場上興盛。」這種情況算不算是滅絕，這牽涉到我們如

何定義這件事。

　　而每一個時代都會根據當下的特定政治經濟氛圍而產生特定的物種概念，並且，

「物種」這種東西常常是科學家說了算，或說某一些科學家說了算。我想說的是，

「物種」這個並不只是生物學概念，還牽涉政治與經濟的立場。所以要回答，一個物

種為何滅絕、如何把物種帶回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治理或是資本主

義社會的反思，並不是僅限於那個生物本身而已。

提問3：

　　關於去滅絕的可能性，除了教授提到關於復活的復活悖論還是復活的是物種還是

個體的問題。我這邊想到一些說明不可能去滅絕的理由。根據那些主張「去滅絕是有

道德考量在背後支撐」的立場──像是為了把那些因為人為因素而導致物種滅絕的生

物帶回來等等，他們試圖透過去滅絕所達到的目的就會是把讓那個曾經存在在地球歷

史上的物種復活，而不只是該物種下的一個個個體。這似乎會兩個難處：一、即便物

種被帶回來了，但環境與時代是帶不回來的──舉例來說：即便復活了長毛象，也無

法回到冰河時期；二、即使前一項困難被克服了，那些存在在一物種中非基因的傳承

也無法被帶回來──像是一物種特定的撫育關係等等。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所說的就是去滅絕不可能的其中一種論證，而這部分因為

時間與議題安排的關係沒提到。你說的沒錯，去滅絕確實是要把物種帶回來，不是要

把生物關在動物園裡面。像是猛瑪象的計畫，他們基本上是要重建生態系統。但一方

面，生態是物種的一環，另一方面，這個論證的主張就如你剛剛所說，一個物種的生

態過去就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去滅絕所想要的目的。

綜合討論

提問1-1：

　　立昇博士的理論似乎有在暗示科學家對類尼古丁假說的興盛是因為社會價值凌駕

了認知價知，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另外，我印象可能有誤，歐洲似乎

比美國還要早禁止、約束類尼古丁，那麼是否有研究顯示蜂群的死亡數量有減少？若

是有的話，是否可以視作是類尼古定假說是趨近真實的證據？

提問1-2：

　　接著這個問題，因為你沒有講完，所以政治的部分你都沒談到。並且，你在前面

地方花了不少時間介紹方法論的介紹，並且在這過程中也不斷強調政府、科學社群的

影響力。但這個部分，我認為關聯性不明顯，是否可以多加說明？

回答1： 

　　（陳立昇博士）剛剛礙於時間問題沒有介紹完，所以藉此簡短介紹我這篇文章的

目的。這篇文章我主要談論的核心是科學家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言。我認為，科學家基

於其認知權威的身分，應該在公共媒體上更加謹言慎行一點。舉例來說，該哲學家對

類尼古丁的說法可以採取比較偏向環境保護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需要承擔什麼樣的

風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讓他的聽眾在聽取了他的說法後自行決定對一該議題的

立場，而不是科學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後，告訴聽眾該怎麼做。我之所以如此主張的

理由有二：一、科學家可能對聽眾的自主性不夠尊重；二、科學家的宣稱若是太過獨

斷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像是哪個科學家才是對的等等。「科學家內部的爭議」的

相關問題，應該是之後再解決。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目前的研究資料都是美國的研究結果，未來也許可以加入歐

洲的研究結果作為比對。至於政治的部分，因為我認為政治決斷涉及任意性，所以希

望科學體制可以減少這樣的決斷。並且我希望這樣的科學體制並不只是侷限於科學期

刊或是特定科學社群，而是受到科學家自我約束的行為所劃定，只要一個科學家依據

嚴格的科學規範在生產知識、傳遞知識或分享知識，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生存在一個

科學社群裡面。

　　（游立安博士）補充一下我的觀點，有關於「政治價值或是政治許諾（com-

mit-ment）對於科學內部」這件事情，氣候科學就是一個例子。像是為什麼我們要

相信現在的大氣-海洋環流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想法是，人類活動是大氣變化重要

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在建模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基本預設是：「選

擇的參數是有窮盡的。」也就是影響大氣活動的動力因子是有窮盡的。但這樣的封閉

系統是否能夠對應到現實的開放系統，這就是一個大假設。

　　至於採取這套系統的好處在於，這套系統可以強調人為的責任，而這是有著政治

建議的意義在其中的。如果今天拒絕了這套封閉系統可以表徵實際的狀態，那麼政治

上的建議或指導性的意涵就會減弱。那也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該封閉系統的參數

化過程中完整地表徵真實的大氣系統？」這個問題是有人在探究的，就像是林副教授

同樣提到的「大氣模型如何貼近真的問題」。這反應了，科學方法論的選擇本身有可

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像是「人類活動對於大氣活動影響」的建議。

提問2：

　　氣候變遷跟滅絕這兩個概念是這次講座的兩個主題，想知道各位講者們對這兩個

主題的關聯性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針對歐陽助理教授的議題，歐陽助理教授曾

談到「去滅絕」跟「保育」是背道而馳的。若是人們有一天可以帶回足夠數量的個

體、雄性與雌性，進而形成穩固的群題，另一方面也創造一個保育的環境給該族群，

不知道歐陽助理教授對於「人類可以介入到甚麼程度」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僅僅是提到這兩個概念在直覺上會

是衝突的，當然這在細節上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而你所描述的狀況也不無可能。

　　（陳瑞麟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之所以將這兩個議題聯結在一起是基於一個猜

測：「生物滅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並且，若氣候變遷是人為的因

素呢？譬如：溫度升高。而溫度升高不利於某些生物生存，進而導致物種大規模滅

絕。這個猜測關乎一個由部分科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這個詞是試圖描

述：人類行為導致整個地球與生態產生巨大變化。更具體來說，假想地球發展的歷程

中，地球的氣候環境與生物演化回朝向一個方向前進；但如今面臨人類行為對於氣候

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別是，大規模生物滅絕會帶來新物種的產

生），而人類世便試圖描述後者──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然，

這是一種假說，並且這種假說與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有緊密關聯。

　　但是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雖然

說，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對人類來說都是正常的，畢竟，在人類所知的歷

史中是不斷地發生的。但這些現象對於地球、世界的衝擊是什麼、是否屬於異常現象

等等問題，仍都是值得討論的，也是這次論壇的核心。

提問3：

　　我個人從事生醫領域的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家與病毒的對抗過程中，我一直認

為，目標就是把病毒消滅就好。在病毒學家的觀點中，與病毒的對抗不是以消滅病毒

為目標，而是試圖與病毒共存，即使這些病毒會週期性的爆發等等。雖然有些人不同

意，但假設把病毒同樣當作是一個物種，那麼病毒學家的說法是否在哲學上有一些見

解？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談一下個人看法好了，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談，一個問題

是：細菌對我們是需要的，畢竟弄死了對我們不好的、對我們不能帶來益處的，不一

定就是好的。背後支持的理由是「我們其實與細菌的共生群」的想法有關係。另一個

問題是很有趣，許多人會認為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的。這也是今天這個論談的重

點，我們認為是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並且最好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擔心主觀性從

社會、經濟等等面向對結果的客觀性構成威脅。我要說的是，我過去一直以為科學可

以把主觀性拿掉，但從我的觀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保育或是去滅絕的物種

也是精心挑選的，跟我們長得像的，我們希望留下來。或是，可愛的留下，不可愛的

滅絕。並且這是事實跟價值的區分在硬科學中似乎可以建立，但到了軟性科學的部分

則便難以區分。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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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於2019年12月2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行，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教授作為論壇

的主持人。在論壇中，廣邀臺灣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關

於「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的科學哲學問題。

　　此次論壇以「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為核心，歸因於這兩個主題與部分科

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有關。這個概念試圖描述：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與

生態產生巨大變化。並在這個概念底下，其中一種廣為流傳的猜測就是：生物的滅絕

是否是由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透過學者們在論壇中的報告，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

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議題中，有什麼是未曾想過、更是值得省思、關切的問題，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兩個現象。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在上半場，邀請了趙相科教授、林宗德副教授與游立安博士候選人三位進行講

座。首先，趙教授為眾人說明了氣候科學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並且

以部分的科學工作為例──透過科學結果駁斥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說明科學哲學在其

中的角色。雖然在臺灣，抱持著氣候變遷懷疑論立場的人不多，但是在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存在著許多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立場主要的挑戰就是「人為導

致的氣候變遷是否存在？」而氣候科學的許多研究就是在尋找相關的證據。與其他科

學研究不一樣的是，因為大氣系統是開放空間，這使得氣候科學研究並不能透過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找到因果關係，科學家們只能透過

模擬模型進行氣候模擬。

　　模擬模型這個策略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是：受限於不同地域所面對的不

同現象或現象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因此，研究結果缺乏普遍適用性；或是，模型建模

的參數設定等等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對於模型客觀性的質疑；又或是研究過程中有許

多人為的因素──政治、經濟投資與資源分配的影響力──參雜其中等等。有些哲學

家提出替代的因果關係研究方法，像是：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推論等等。

　　同時，NASA氣候研究調查的結果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於

相關文獻的統計顯示：因果關係與證據不只受科學哲學家所關注，也是氣候科學所關

心的內容（科學研究大量使用「證據」、「因果」、「造成」等等詞彙）。並且，無

論是哪一方都同意證據是有程度之分的，IPCC還為此立定的證據可信度之標準（由

證據與科學社群的共識(agreement)所決定），更有學者據此提出證據信度與因果關

係之間支持關係的說明。除此之外，關於證據的可信度是否受人為因素所影響，像

是：美國一保守派的報告書以仿造美國官方氣候研究報告書的外觀、排版的方式呈現

其研究成果。上述種種也都是氣候研究中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而在林副教授的演講中，則是針對模擬模型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模型，像是：玩具模型、國高中課程中會看到的DNA雙

股模型或是滑車模型。又或說，物理所學到的許多數學公式。這些模型的意義在於：

因為這些模型與他們的原型存在著某些重要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型，

對原型有更清楚的認識。若要達到這個目的，科學家們就需要確保這些模型與其原型

有足夠強的相似性、確保該模型是合用的，而傳統的檢證方式就是將該模型所得到的

結果與經驗證據相比對。像是DNA結構模型，在二股與三股模型競爭之時，一方

面，三股模型的水分子含量在預估上與實際上的計算是有差異的；另一方面，雙股螺

旋較吻合結晶繞射的圖片。

　　但就如趙教授所說，大氣系統是個開放且巨大的系統，因此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

實驗，所以必須要過模擬模型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氣候模型中，科學家們的預設

是將大氣均勻地切成一個個的立方體，這也伴隨了氣候模型的第一個變數：人們對於

大氣觀測的數據是不均的。舉例來說：陸地區的大氣觀測資料會遠多於海洋區的大氣

觀測資料。

　　也因此，許多缺乏資料的地區往往是套用數學公式或是透過模型模擬所得到的資

料，並且這些資料是經過篩選、除錯而得到的結果。雖然這在科學或是工程界並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但這個方法跟我們上述談論的傳統實驗方法是有一段差異的，也跟

我們一般的哲學認知不太一樣。這裡的問題是，與一般情況相比較──資料是獨立

的，因此可以用以檢證實驗結果，但在氣候模型中，資料是透過模型模擬出來，再用

以檢證模型。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的比對是否是有意義的？並且透過「許多氣候模型

預測熱帶地區對流層之暖化狀況會比地表來得高」這個事件為例。許多懷疑論者引用

了衛星與太空儀的資料指出氣候模型的預測是失準的。但是有些科學家為此辯護方

式，他們認為受限於觀察方式，衛星資料與太空儀資料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

的數值。甚至觀測儀器還需要透過一些數學模型的校正，才能得到科學家們想要的原

始資料，但這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對模型的檢證還有許多值得討

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大氣物理，科學家們還是有許多不了解，而這些不了解就用一些數

值取代；另一方面，對於模型的參數是有許多上下其手的空間的，透過這些微調，讓

模型的輸出結果更吻合實際觀測結果。但這種方法與我們對於基本科學研究的了解相

當不同，怎麼模型裡有資料，但資料又包含了模型的因素，到底如何將模型輸出結果

與資料相對照？這樣似乎意味著資料被汙染？但模型的輸出結果又是相對精確的。那

麼，又要如何檢證資料？可能的作法是：找尋其他類型的原始資料作為檢證資料，或

是將檢證資料與建模資料區分開等等。林老師透過上述種種例子，簡單的介紹氣候科

學的複雜性。

　　與前面兩位講者不同，游博士所關切的問題是：「『對氣候狀態的理解』及『氣

候行動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而民主及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作為臺灣社會的重

要價值在具體的氣候（或廣義的環境）政策制定情境時會面臨哪種知與行之間的難

題。對於這個主題，他分成三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前兩個部

分。在第一個問題，以科學哲學家Philip Kitcher的理論為例，說明科學與民主之間

的衝突與互補。Kitcher在2000年時主張理想的科學發展必須要與民主制度相輔相

成：科學的發展需要國家監督、補助；國家的單位也需要有足夠科學素養的參與者。

在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之下，民主不會成為一種低俗的制度；科學的發展方向也不會

只有一種聲音。但到了十來年後，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Kitcher的態度改變了，他

提出了「人類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目標，他認為原本對於科學發展重要

的民主價值（也就是透過有科學素養的審議人在民主的審議過程去選擇投資具備社會

效益的科學研究）會因為某些人蓄意曲解科學而變成「達成有利人類福祉」這個目標

的阻礙（比如：無法採取緊急的氣候行動）。為了成就人類福祉，似乎要程度上犧牲

民主：一方面，民主的審議程序耗力費時；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的科學問題可能是具

有急迫性的，像是：需要在氣候變遷無可挽回之前做出決斷。除此之外，這種角力也

常常發生在日常的例子中，複雜的環境工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民意？

　　在第二個問題，則是討論與言論自由有關的爭議。雖然在臺灣不常見，但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會出現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這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分別為

「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到底（climate denalism）」與「對最極端氣候災害的危言聳

聽（climate alarmism）」。一方面，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提出警告，對於氣候

變遷否認到底的人為了私利的緣故，故意去維持科學上的爭議，使得對於有重大公共

利害的氣候政策無法做出有效決議，這件事其實拖延了人們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的時

間；另一方面，以Michael Crichton的恐懼之邦為例，點出「有心人士常常透過建

構一種恐怖的政治環境，讓政治人物為了某些「迫切的」外在威脅而「不得不」採取

某些行動或是政策(而這樣的外在威脅可能是故意選擇災難性但科學上極端不可能實

現的情境去加以強調)。進而去限制其他行動或言論的可能。」比較denialism與

alarmism兩種極端的立場，我們可以去思考所謂言論自由到底在有效政策之間扮演

何種角色。，言論自由是否該受到限制？並且該限制又在哪裡？如何不讓有心人士利

用該限制，進而避免恐懼之邦的情況發生？這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在下半場，則是邀請了洪廣冀助理教授、歐陽敏助理教授與陳立昇博士進行講

座。首先，在洪助理教授的演講中，他藉由兩個故事，介紹他所梳理的、關於「生物

滅絕」這個概念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社群，如何理解「生物滅

絕」這個概念？並且，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變化。第一個故事是關於

Louis Agassiz對於生物滅絕的理解：「大鯢近親──美洲大鯢──遠在美洲，並

且，在歐洲也曾經出現類似於鯢的物種化石。這種物種多元起源的現象是無法透過科

學得到解釋的，而在神學的解釋底下──所有物種都是由造物者所造，這種現象合理

的解釋是：『造物者在相似的環境下投下了相同的物種，但因為特定區域環境的變

化，所以導致該物種生存不下去而滅絕。』」並且，這種說法在當時被美國支持蓄奴

制度的人們用來說明蓄奴是必要的：「若是不蓄奴，那麼非洲的黑人會因為無法適應

美洲的環境而滅絕。因此，蓄奴制度可以保存『黑人』這個物種的延續。」

　　第二個故事則是由Louis Agassiz的對立立場──演化論──所延伸出來。在演

化論的觀點下，物種都是單一起源，而物種的滅絕則是歸因於該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

不適應。因此，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提出另一種解釋方式：「在某個時間之前，地球氣

候相對溫暖，因此，物種可以透過白令海峽相互交流、在北半球的分布相對平均。但

在那之後，地球兩極開始變得寒冷，迫使許多生物往南遷，幸運的族群在南下的過程

中找到適合的棲地變生存下來；不幸運的族群則是滅絕。」並且，要注意到兩件事

情：第一，這種觀點與當代生物保育的觀點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只有在這種觀點之

下，生物保育才會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否則在神學解釋之下，生物的滅絕並不是什麼

重要且嚴重的問題。第二，延續上一個說法，生物保育的重要性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

制定以及制度的設計；並且，這樣的觀點在透過國家政策與制度的落實後，可能進一

步對其他物種與環境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以上，是這兩個故事試圖帶給大家的啟

發。

　　提到「生物滅絕」，就不得不想到侏儸紀公園的恐龍復活。歐陽敏助理教授以此

為開頭，點出他的主題：關於「去滅絕（de-extinction）」這個概念的哲學討論。

一直到1993年，「去滅絕」都還是一種科幻的想像。但過了幾年，1996年桃莉羊的

出現、2003年重新出現於世上的布卡多野山羊似乎宣告著，滅絕生物的復活不再只

是想像。而去滅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一、回溯繁殖：早期的技術，若某物種滅

絕，且該物種由仍存在且已知的兩物種交配而來，那麼透過兩物種的重新繁殖，人們

便可以將該滅絕之物種重新復育；二、基因轉殖：桃莉羊的複製技術；三、基因編輯

技術：CRISPR／Cas9，較新的技術，復活旅的技術。

　　根據以上對於去滅絕的科學技術有所認識後，對於「去滅絕」的概念，可以提出

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去滅絕」可能嗎？二、「去滅絕」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前者

是知識論問題，後者則是倫理學問題。在倫理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我們有什麼

理由接受／拒絕去滅絕？兩個接受的理由是：一、科學技術可以挽回人因滅絕的物

種；二、滿足人類的好奇心，由於有些滅絕的物種擁有特殊的構造，這些構造對人類

的科技發展可能是有益的。相反的，也有不接受的理由：一、「去滅絕」的實驗過程

對生物個體的福祉造成非常強烈的侵害；二、「去滅絕」有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災

害；三、「去滅絕」和「保育」似乎是有衝突的，若是「去滅絕」是合適的，那麼

「保育」就不會是有意義的行為。然而，在直覺上，保育會是有意義的行為。

　　不過，歐陽助理教授主要想關切的是另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物種復活的可能？

這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討論，並且這兩個部分會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個衝

突在生物哲學的討論中需要進一步釐清，此處涉及兩個關於物種的形上學觀點：一方

則認為物種是一種類（class）；另一方認為一物種就是個體。就前者的理解，物種

是不會滅亡的；以後者思考則物種卻有滅絕這回事。若同時以此兩觀點來看待物種，

矛盾即出現。進一步的討論需要先釐清「滅絕」與「去滅絕」的定義。還要注意的

是，去滅絕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帶回一物種，但科學家所能操弄的只有個體。復活一個

體算不算是帶回一個物種？這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後，在陳博士的講座中，呼應上一節游博士的講題，是關於科技政策方面的討

論──以美國蜂群崩潰症候群（CCD）為例。蜂群崩潰症候群指的是一蜂群的成蜂

非常態的、大規模的死亡，科學家也提出許多的假說，試著說明CCD的發生，其中

的一種類尼古丁農藥假說──也是這次的討論核心。類尼古丁農藥是透過機轉的方式

施作，藉以減少害蟲對農作物的侵害，而類尼古丁農藥之假說是主張：蜂群在授粉的

過程中，將類尼古丁農藥帶回蜂巢，進而導致CCD的發生。因為類尼古丁農藥的毒

性較低──為了農藥減少對哺乳類動物、農夫的毒害，因此傳統的毒性研究對該農藥

對蜜蜂之影響是較難研究的。也因此，類尼古丁農藥在自然界如何對蜜蜂構成威脅？

如何與其他因素產生負面影響？仍是存在爭議的。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之處在於：

實驗室的結果如何連結到自然狀況？舉例來說，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自成一套運作體

系，實驗室持續且穩定地給予單一個體類尼古丁農藥是否可以有適當說明類尼古丁農

藥對於蜂群的影響？這還需要考量到，自然狀況下的蜂群之食物來源是多元的、採食

範圍是廣泛的，這使得蜂群暴露在尼古丁農藥的狀況是更加不穩定的。加上農業施作

與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因此，若是試圖以自然狀況下研究蜂群的狀況，會使得

科學研究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無法承受的。

　　雖然關於類尼古丁假說的科學研究仍存在這些限制，但在近年來，在美國社會與

科學社群中逐漸地由類尼古丁假說占上風，甚至有科學家公開宣稱尼古丁農藥對蜜蜂

來說是最毒的農藥。在這個情況底下，可以更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科學家可以忽略

其研究之科學不確定性而如此宣稱？」有哲學家提供歸納風險的概念說明這種現象：

發言人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判斷，判斷甚麼樣程度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進而達到避免較

差的後果發生。舉例來說：在類尼古丁農藥的例子，若是科學家主張類尼古丁農藥有

害，則可能導致農藥市場受到影響，施作農要回歸傳統農藥，進而對人體產生較多害

處；相反的，若主張無害，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科學家可以根據自身歸納

風險的考量，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但當我們考量到科學家在公眾中的地位，似乎需要進一步地思考：歸納風險的考

量是否適用於科學家。原因是：科學家在公眾中是具有權威身分的，換言之，科學家

的言論會被視作是實際的結果而被聽信。這意味著，當科學家考量自身的價值觀而發

表其科學觀點時，其價值觀也加諸在其聽眾身上。而溝通倫理中的一重點是要尊重彼

此的價值觀，因此，當科學家這麼做，則可能違反溝通倫理。除此之外，若是科學家

在公眾場域中以嚴格的科學社群標準所發言，其實更有利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使用不

同研究相互溝通。

Q&A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提問1：

　　因為我自己在生醫科領域做類似的研究，在生醫科研究的過程中，若是實驗結果

與現實不符合，那麼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對實驗環境的設計、參數的設定，再次進行實

驗；或說，透過再實驗、再干預、然後再發現。而在剛剛的簡報過程中，林副教授跟

趙教授都說氣候研究難以像是生醫研究一樣，有「再實驗」的過程。若是實驗結果需

要趨近於現實，那在氣候研究中，科學家們如何在數據資料與模型共生、有著模型背

負的情況下，讓實驗結果趨近於真實？

回答1：

　　（林宗德副教授）面對這問題，當我們討論模型，就如提問者所說，無可避免地

要涉及模型結果是否為真，或說是趨近於真。一個方式就是，比對模型輸出的結果與

實際趨勢是否相符合。舉例來說，1996年到現在的溫度趨勢，若是跟模型結果相符

的話，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模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其實也做了

很多關於過去氣候的預測，畢竟我們也留了一些關於過去幾百年來氣候的紀錄可以比

對。如果預測結果與紀錄是相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模型已經足夠的了、

我們該考量的因素都考量到了」。至於，「人為因素佔了多少比重？」其實科學家們

也有相關實驗的：像是將人為因素拿掉，那麼氣候的預測就會失準。另外，我們也是

有一些獨立的資料──冰心或是年輪等等──可以作為結果是否趨近真實的判準。有

興趣的話可以參考Elizabeth Lloyd的研究。

　　（趙相科教授）這邊簡短的回答一下，面對你的問題，那些科學家可能會主張：

「如果做很多模擬，並且那些結果都是一致的話，那麼結果跟程序就是可信的。」

　　（游立安博士）針對這點，我可以講一些我知道的。關於氣候模擬的問題，其實

已經預設了我們對於經濟與人口成長的預測。也就是說，溫度變化與二氧化碳排的預

測是基於經濟與人口預測。但在這之間是否存在著線性關係、是否存在強烈的關聯

性，在「科學」上存在很大的爭議比較對，特別是經濟學中的預報，還有如何轉換經

濟學中的預報應用在大氣科學的建模之中。而科學哲學的工作是去分析這樣的科學假

設還有假設之間的關聯恰不恰當。

提問2：

　　游博士提到兩種關於氣候議題的態度──危言聳聽與否認到底──在臺灣並不明

顯，根據你的研究與觀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回答2：

　　（游立安博士）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時候，我沒有要說臺灣沒有危言聳聽，這種

情況是會存在的。但我認為臺灣沒有「否認到底」的言論出現，這也是我在最後想提

出的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這個可能跟宗教觀有關

係。在臺灣的比較傳統宗教觀中，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世界是比較不穩定、世界

本來就是重新與毀滅中循環的」這類型的觀點。也許可以說，對於災害的認識一直存

在在臺灣的公共性知識體系（Folk Epistemology）中。

　　二、這也可能跟臺灣人本身就有面對災難的經驗，像是颱風、地震等等自然界的

災難。因為有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臺灣人對於災難界定的社會閾值（social thresh-

old）比較低。因此要針對災難採取行動比較容易，因為社會上的阻礙比較小。有些

想要推遲氣候活動的地方，比較可能是因為有關於溫度差異之於災難情境間的關聯離

自身實際經驗太遠。像是加拿大幾個中部的省，主要以產油為主業。若是你跟他說很

遙遠的地方，或是氣溫上升一兩度，他們可能會覺得：「一天氣溫就可以差十幾度

了，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一兩度的溫度？」換個方向來說，將他們的產業整個關閉，反

而可能讓這些人失去維生工具、帶來更大的生活危害。這種資源分配與環境政策的問

題，不只在國際，在國內可能都沒有一個共識。

提問3：

　　想問游博士：像花蓮開發，雖然已經通過環境評估的程序，但是仍會有人反對。

因為反對方主張該程序是不正當的，因此，這種開發案啟動變得僵持不下。在國際

間，面對這樣的課題是否有提供新的方向？

回答3：

　　（游立安博士）關於程序與審議的問題，至少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中，我沒有看

到讓人非常滿意的考量、關於民主審議程序的說明。並且，這個問題也涉及剛剛趙老

師所談論的，關於氣候變遷災害折現率的主觀爭議。如何判斷在未來，我們會面對多

少損失與災害，這是一個經濟預測。這種預測不可避免地會帶入主觀判斷。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提問1：

　　目前的科學案例都是復活一兩個個體，像是桃莉羊。就生物學的觀點來說，一個

「物種」需要維持穩定的族群，有多的基因、穩定的數量。因此，若是僅僅是復活一

個個體或是許多個體卻單一的基因，似乎稱不上是一個物種的去滅絕。

回答1：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說的東西正是我想要主張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都只是

一個個的個體，遠遠不及一個物種。最有趣的案例是旅鴿，旅鴿是群體生物，他們沒

有辦法單獨生存。在該物種最興盛的時期，其物種數量堪比當時的人類人口總數。因

此，我認為，目前的工作只能稱作是初步工作。除非這個物種可以獨立地在自然環境

中穩定生存，相互交配等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叫做去滅絕。

提問2：

　　我比較好奇的是，被去滅絕的物種要如何處置？將這些物種是放在人工環境呢？

還是放回適合牠們生存的環境？若是後者的話，這些生物算不算外來種？或者問，這

些生物在生態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生物雖然在原棲地瀕臨面絕，

但卻在寵物市場中是很興盛的，像是墨西哥鈍口螈。那這樣我們是否可以放任這些生

物在棲地消失，因為基本上這些物種無論是基因庫或是繁衍都有這良好的狀況。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是科學家的問題。我對這個地

方沒有太多的涉略，所以無法告訴你，如何讓一個群體重返自然界，也許洪助理教授

可以給一些回應。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這問題涉及「滅絕」這個概念，並且我將

這個概念分成了三種定義：一、一個物種只剩下單一性別；二、最後一個體滅絕；

三、連基因訊息都消失。那麼，可以用你的說法延續討論，「物種消失在自然界但興

盛於寵物市場」算不算是去滅絕？這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想這個跟保育比較有

關，像是有些生物受到人為影響而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用人工養殖的

方式去養殖牠們。而人工養育則是保育生物學倫理學的層面，這個問題很有趣，但這

也超過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洪廣冀助理教授）櫻花鉤吻鮭就是大規模人工養殖再野放，雖然棲地範圍小，

但現在不再面臨絕種的危機。而你剛剛的問題都會延伸出來問：「在當代的狀況下，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種』概念？」我們在念生物學的時候，都會一個表定的物

種概念，像是交配可以產生健全後代，但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其中一種定義而已。並

且，這種物種概念只限用於動物，無法適用於植物，因為有些植物可以一種交配可以

產生後代、甚至具有生殖能力。顯然，我們生存的時代就如你剛剛所描述，「可能物

種在野外滅絕，但是在寵物市場上興盛。」這種情況算不算是滅絕，這牽涉到我們如

何定義這件事。

　　而每一個時代都會根據當下的特定政治經濟氛圍而產生特定的物種概念，並且，

「物種」這種東西常常是科學家說了算，或說某一些科學家說了算。我想說的是，

「物種」這個並不只是生物學概念，還牽涉政治與經濟的立場。所以要回答，一個物

種為何滅絕、如何把物種帶回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治理或是資本主

義社會的反思，並不是僅限於那個生物本身而已。

提問3：

　　關於去滅絕的可能性，除了教授提到關於復活的復活悖論還是復活的是物種還是

個體的問題。我這邊想到一些說明不可能去滅絕的理由。根據那些主張「去滅絕是有

道德考量在背後支撐」的立場──像是為了把那些因為人為因素而導致物種滅絕的生

物帶回來等等，他們試圖透過去滅絕所達到的目的就會是把讓那個曾經存在在地球歷

史上的物種復活，而不只是該物種下的一個個個體。這似乎會兩個難處：一、即便物

種被帶回來了，但環境與時代是帶不回來的──舉例來說：即便復活了長毛象，也無

法回到冰河時期；二、即使前一項困難被克服了，那些存在在一物種中非基因的傳承

也無法被帶回來──像是一物種特定的撫育關係等等。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所說的就是去滅絕不可能的其中一種論證，而這部分因為

時間與議題安排的關係沒提到。你說的沒錯，去滅絕確實是要把物種帶回來，不是要

把生物關在動物園裡面。像是猛瑪象的計畫，他們基本上是要重建生態系統。但一方

面，生態是物種的一環，另一方面，這個論證的主張就如你剛剛所說，一個物種的生

態過去就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去滅絕所想要的目的。

綜合討論

提問1-1：

　　立昇博士的理論似乎有在暗示科學家對類尼古丁假說的興盛是因為社會價值凌駕

了認知價知，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另外，我印象可能有誤，歐洲似乎

比美國還要早禁止、約束類尼古丁，那麼是否有研究顯示蜂群的死亡數量有減少？若

是有的話，是否可以視作是類尼古定假說是趨近真實的證據？

活動與會盛況

提問1-2：

　　接著這個問題，因為你沒有講完，所以政治的部分你都沒談到。並且，你在前面

地方花了不少時間介紹方法論的介紹，並且在這過程中也不斷強調政府、科學社群的

影響力。但這個部分，我認為關聯性不明顯，是否可以多加說明？

回答1：

　　（陳立昇博士）剛剛礙於時間問題沒有介紹完，所以藉此簡短介紹我這篇文章的

目的。這篇文章我主要談論的核心是科學家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言。我認為，科學家基

於其認知權威的身分，應該在公共媒體上更加謹言慎行一點。舉例來說，該哲學家對

類尼古丁的說法可以採取比較偏向環境保護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需要承擔什麼樣的

風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讓他的聽眾在聽取了他的說法後自行決定對一該議題的

立場，而不是科學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後，告訴聽眾該怎麼做。我之所以如此主張的

理由有二：一、科學家可能對聽眾的自主性不夠尊重；二、科學家的宣稱若是太過獨

斷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像是哪個科學家才是對的等等。「科學家內部的爭議」的

相關問題，應該是之後再解決。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目前的研究資料都是美國的研究結果，未來也許可以加入歐

洲的研究結果作為比對。至於政治的部分，因為我認為政治決斷涉及任意性，所以希

望科學體制可以減少這樣的決斷。並且我希望這樣的科學體制並不只是侷限於科學期

刊或是特定科學社群，而是受到科學家自我約束的行為所劃定，只要一個科學家依據

嚴格的科學規範在生產知識、傳遞知識或分享知識，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生存在一個

科學社群裡面。

　　（游立安博士）補充一下我的觀點，有關於「政治價值或是政治許諾（com-

mit-ment）對於科學內部」這件事情，氣候科學就是一個例子。像是為什麼我們要

相信現在的大氣-海洋環流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想法是，人類活動是大氣變化重要

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在建模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基本預設是：「選

擇的參數是有窮盡的。」也就是影響大氣活動的動力因子是有窮盡的。但這樣的封閉

系統是否能夠對應到現實的開放系統，這就是一個大假設。

　　至於採取這套系統的好處在於，這套系統可以強調人為的責任，而這是有著政治

建議的意義在其中的。如果今天拒絕了這套封閉系統可以表徵實際的狀態，那麼政治

上的建議或指導性的意涵就會減弱。那也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該封閉系統的參數

化過程中完整地表徵真實的大氣系統？」這個問題是有人在探究的，就像是林副教授

同樣提到的「大氣模型如何貼近真的問題」。這反應了，科學方法論的選擇本身有可

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像是「人類活動對於大氣活動影響」的建議。

提問2：

　　氣候變遷跟滅絕這兩個概念是這次講座的兩個主題，想知道各位講者們對這兩個

主題的關聯性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針對歐陽助理教授的議題，歐陽助理教授曾

談到「去滅絕」跟「保育」是背道而馳的。若是人們有一天可以帶回足夠數量的個

體、雄性與雌性，進而形成穩固的群題，另一方面也創造一個保育的環境給該族群，

不知道歐陽助理教授對於「人類可以介入到甚麼程度」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僅僅是提到這兩個概念在直覺上會

是衝突的，當然這在細節上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而你所描述的狀況也不無可能。

　　（陳瑞麟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之所以將這兩個議題聯結在一起是基於一個猜

測：「生物滅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並且，若氣候變遷是人為的因

素呢？譬如：溫度升高。而溫度升高不利於某些生物生存，進而導致物種大規模滅

絕。這個猜測關乎一個由部分科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這個詞是試圖描

述：人類行為導致整個地球與生態產生巨大變化。更具體來說，假想地球發展的歷程

中，地球的氣候環境與生物演化回朝向一個方向前進；但如今面臨人類行為對於氣候

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別是，大規模生物滅絕會帶來新物種的產

生），而人類世便試圖描述後者──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然，

這是一種假說，並且這種假說與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有緊密關聯。

　　但是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雖然

說，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對人類來說都是正常的，畢竟，在人類所知的歷

史中是不斷地發生的。但這些現象對於地球、世界的衝擊是什麼、是否屬於異常現象

等等問題，仍都是值得討論的，也是這次論壇的核心。

提問3：

　　我個人從事生醫領域的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家與病毒的對抗過程中，我一直認

為，目標就是把病毒消滅就好。在病毒學家的觀點中，與病毒的對抗不是以消滅病毒

為目標，而是試圖與病毒共存，即使這些病毒會週期性的爆發等等。雖然有些人不同

意，但假設把病毒同樣當作是一個物種，那麼病毒學家的說法是否在哲學上有一些見

解？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談一下個人看法好了，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談，一個問題

是：細菌對我們是需要的，畢竟弄死了對我們不好的、對我們不能帶來益處的，不一

定就是好的。背後支持的理由是「我們其實與細菌的共生群」的想法有關係。另一個

問題是很有趣，許多人會認為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的。這也是今天這個論談的重

點，我們認為是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並且最好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擔心主觀性從

社會、經濟等等面向對結果的客觀性構成威脅。我要說的是，我過去一直以為科學可

以把主觀性拿掉，但從我的觀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保育或是去滅絕的物種

也是精心挑選的，跟我們長得像的，我們希望留下來。或是，可愛的留下，不可愛的

滅絕。並且這是事實跟價值的區分在硬科學中似乎可以建立，但到了軟性科學的部分

則便難以區分。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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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於2019年12月2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行，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教授作為論壇

的主持人。在論壇中，廣邀臺灣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關

於「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的科學哲學問題。

　　此次論壇以「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為核心，歸因於這兩個主題與部分科

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有關。這個概念試圖描述：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與

生態產生巨大變化。並在這個概念底下，其中一種廣為流傳的猜測就是：生物的滅絕

是否是由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透過學者們在論壇中的報告，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

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議題中，有什麼是未曾想過、更是值得省思、關切的問題，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兩個現象。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在上半場，邀請了趙相科教授、林宗德副教授與游立安博士候選人三位進行講

座。首先，趙教授為眾人說明了氣候科學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並且

以部分的科學工作為例──透過科學結果駁斥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說明科學哲學在其

中的角色。雖然在臺灣，抱持著氣候變遷懷疑論立場的人不多，但是在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存在著許多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立場主要的挑戰就是「人為導

致的氣候變遷是否存在？」而氣候科學的許多研究就是在尋找相關的證據。與其他科

學研究不一樣的是，因為大氣系統是開放空間，這使得氣候科學研究並不能透過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找到因果關係，科學家們只能透過

模擬模型進行氣候模擬。

　　模擬模型這個策略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是：受限於不同地域所面對的不

同現象或現象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因此，研究結果缺乏普遍適用性；或是，模型建模

的參數設定等等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對於模型客觀性的質疑；又或是研究過程中有許

多人為的因素──政治、經濟投資與資源分配的影響力──參雜其中等等。有些哲學

家提出替代的因果關係研究方法，像是：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推論等等。

　　同時，NASA氣候研究調查的結果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於

相關文獻的統計顯示：因果關係與證據不只受科學哲學家所關注，也是氣候科學所關

心的內容（科學研究大量使用「證據」、「因果」、「造成」等等詞彙）。並且，無

論是哪一方都同意證據是有程度之分的，IPCC還為此立定的證據可信度之標準（由

證據與科學社群的共識(agreement)所決定），更有學者據此提出證據信度與因果關

係之間支持關係的說明。除此之外，關於證據的可信度是否受人為因素所影響，像

是：美國一保守派的報告書以仿造美國官方氣候研究報告書的外觀、排版的方式呈現

其研究成果。上述種種也都是氣候研究中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而在林副教授的演講中，則是針對模擬模型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模型，像是：玩具模型、國高中課程中會看到的DNA雙

股模型或是滑車模型。又或說，物理所學到的許多數學公式。這些模型的意義在於：

因為這些模型與他們的原型存在著某些重要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型，

對原型有更清楚的認識。若要達到這個目的，科學家們就需要確保這些模型與其原型

有足夠強的相似性、確保該模型是合用的，而傳統的檢證方式就是將該模型所得到的

結果與經驗證據相比對。像是DNA結構模型，在二股與三股模型競爭之時，一方

面，三股模型的水分子含量在預估上與實際上的計算是有差異的；另一方面，雙股螺

旋較吻合結晶繞射的圖片。

　　但就如趙教授所說，大氣系統是個開放且巨大的系統，因此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

實驗，所以必須要過模擬模型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氣候模型中，科學家們的預設

是將大氣均勻地切成一個個的立方體，這也伴隨了氣候模型的第一個變數：人們對於

大氣觀測的數據是不均的。舉例來說：陸地區的大氣觀測資料會遠多於海洋區的大氣

觀測資料。

　　也因此，許多缺乏資料的地區往往是套用數學公式或是透過模型模擬所得到的資

料，並且這些資料是經過篩選、除錯而得到的結果。雖然這在科學或是工程界並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但這個方法跟我們上述談論的傳統實驗方法是有一段差異的，也跟

我們一般的哲學認知不太一樣。這裡的問題是，與一般情況相比較──資料是獨立

的，因此可以用以檢證實驗結果，但在氣候模型中，資料是透過模型模擬出來，再用

以檢證模型。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的比對是否是有意義的？並且透過「許多氣候模型

預測熱帶地區對流層之暖化狀況會比地表來得高」這個事件為例。許多懷疑論者引用

了衛星與太空儀的資料指出氣候模型的預測是失準的。但是有些科學家為此辯護方

式，他們認為受限於觀察方式，衛星資料與太空儀資料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

的數值。甚至觀測儀器還需要透過一些數學模型的校正，才能得到科學家們想要的原

始資料，但這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對模型的檢證還有許多值得討

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大氣物理，科學家們還是有許多不了解，而這些不了解就用一些數

值取代；另一方面，對於模型的參數是有許多上下其手的空間的，透過這些微調，讓

模型的輸出結果更吻合實際觀測結果。但這種方法與我們對於基本科學研究的了解相

當不同，怎麼模型裡有資料，但資料又包含了模型的因素，到底如何將模型輸出結果

與資料相對照？這樣似乎意味著資料被汙染？但模型的輸出結果又是相對精確的。那

麼，又要如何檢證資料？可能的作法是：找尋其他類型的原始資料作為檢證資料，或

是將檢證資料與建模資料區分開等等。林老師透過上述種種例子，簡單的介紹氣候科

學的複雜性。

　　與前面兩位講者不同，游博士所關切的問題是：「『對氣候狀態的理解』及『氣

候行動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而民主及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作為臺灣社會的重

要價值在具體的氣候（或廣義的環境）政策制定情境時會面臨哪種知與行之間的難

題。對於這個主題，他分成三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前兩個部

分。在第一個問題，以科學哲學家Philip Kitcher的理論為例，說明科學與民主之間

的衝突與互補。Kitcher在2000年時主張理想的科學發展必須要與民主制度相輔相

成：科學的發展需要國家監督、補助；國家的單位也需要有足夠科學素養的參與者。

在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之下，民主不會成為一種低俗的制度；科學的發展方向也不會

只有一種聲音。但到了十來年後，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Kitcher的態度改變了，他

提出了「人類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目標，他認為原本對於科學發展重要

的民主價值（也就是透過有科學素養的審議人在民主的審議過程去選擇投資具備社會

效益的科學研究）會因為某些人蓄意曲解科學而變成「達成有利人類福祉」這個目標

的阻礙（比如：無法採取緊急的氣候行動）。為了成就人類福祉，似乎要程度上犧牲

民主：一方面，民主的審議程序耗力費時；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的科學問題可能是具

有急迫性的，像是：需要在氣候變遷無可挽回之前做出決斷。除此之外，這種角力也

常常發生在日常的例子中，複雜的環境工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民意？

　　在第二個問題，則是討論與言論自由有關的爭議。雖然在臺灣不常見，但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會出現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這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分別為

「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到底（climate denalism）」與「對最極端氣候災害的危言聳

聽（climate alarmism）」。一方面，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提出警告，對於氣候

變遷否認到底的人為了私利的緣故，故意去維持科學上的爭議，使得對於有重大公共

利害的氣候政策無法做出有效決議，這件事其實拖延了人們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的時

間；另一方面，以Michael Crichton的恐懼之邦為例，點出「有心人士常常透過建

構一種恐怖的政治環境，讓政治人物為了某些「迫切的」外在威脅而「不得不」採取

某些行動或是政策(而這樣的外在威脅可能是故意選擇災難性但科學上極端不可能實

現的情境去加以強調)。進而去限制其他行動或言論的可能。」比較denialism與

alarmism兩種極端的立場，我們可以去思考所謂言論自由到底在有效政策之間扮演

何種角色。，言論自由是否該受到限制？並且該限制又在哪裡？如何不讓有心人士利

用該限制，進而避免恐懼之邦的情況發生？這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在下半場，則是邀請了洪廣冀助理教授、歐陽敏助理教授與陳立昇博士進行講

座。首先，在洪助理教授的演講中，他藉由兩個故事，介紹他所梳理的、關於「生物

滅絕」這個概念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社群，如何理解「生物滅

絕」這個概念？並且，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變化。第一個故事是關於

Louis Agassiz對於生物滅絕的理解：「大鯢近親──美洲大鯢──遠在美洲，並

且，在歐洲也曾經出現類似於鯢的物種化石。這種物種多元起源的現象是無法透過科

學得到解釋的，而在神學的解釋底下──所有物種都是由造物者所造，這種現象合理

的解釋是：『造物者在相似的環境下投下了相同的物種，但因為特定區域環境的變

化，所以導致該物種生存不下去而滅絕。』」並且，這種說法在當時被美國支持蓄奴

制度的人們用來說明蓄奴是必要的：「若是不蓄奴，那麼非洲的黑人會因為無法適應

美洲的環境而滅絕。因此，蓄奴制度可以保存『黑人』這個物種的延續。」

　　第二個故事則是由Louis Agassiz的對立立場──演化論──所延伸出來。在演

化論的觀點下，物種都是單一起源，而物種的滅絕則是歸因於該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

不適應。因此，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提出另一種解釋方式：「在某個時間之前，地球氣

候相對溫暖，因此，物種可以透過白令海峽相互交流、在北半球的分布相對平均。但

在那之後，地球兩極開始變得寒冷，迫使許多生物往南遷，幸運的族群在南下的過程

中找到適合的棲地變生存下來；不幸運的族群則是滅絕。」並且，要注意到兩件事

情：第一，這種觀點與當代生物保育的觀點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只有在這種觀點之

下，生物保育才會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否則在神學解釋之下，生物的滅絕並不是什麼

重要且嚴重的問題。第二，延續上一個說法，生物保育的重要性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

制定以及制度的設計；並且，這樣的觀點在透過國家政策與制度的落實後，可能進一

步對其他物種與環境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以上，是這兩個故事試圖帶給大家的啟

發。

　　提到「生物滅絕」，就不得不想到侏儸紀公園的恐龍復活。歐陽敏助理教授以此

為開頭，點出他的主題：關於「去滅絕（de-extinction）」這個概念的哲學討論。

一直到1993年，「去滅絕」都還是一種科幻的想像。但過了幾年，1996年桃莉羊的

出現、2003年重新出現於世上的布卡多野山羊似乎宣告著，滅絕生物的復活不再只

是想像。而去滅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一、回溯繁殖：早期的技術，若某物種滅

絕，且該物種由仍存在且已知的兩物種交配而來，那麼透過兩物種的重新繁殖，人們

便可以將該滅絕之物種重新復育；二、基因轉殖：桃莉羊的複製技術；三、基因編輯

技術：CRISPR／Cas9，較新的技術，復活旅的技術。

　　根據以上對於去滅絕的科學技術有所認識後，對於「去滅絕」的概念，可以提出

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去滅絕」可能嗎？二、「去滅絕」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前者

是知識論問題，後者則是倫理學問題。在倫理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我們有什麼

理由接受／拒絕去滅絕？兩個接受的理由是：一、科學技術可以挽回人因滅絕的物

種；二、滿足人類的好奇心，由於有些滅絕的物種擁有特殊的構造，這些構造對人類

的科技發展可能是有益的。相反的，也有不接受的理由：一、「去滅絕」的實驗過程

對生物個體的福祉造成非常強烈的侵害；二、「去滅絕」有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災

害；三、「去滅絕」和「保育」似乎是有衝突的，若是「去滅絕」是合適的，那麼

「保育」就不會是有意義的行為。然而，在直覺上，保育會是有意義的行為。

　　不過，歐陽助理教授主要想關切的是另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物種復活的可能？

這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討論，並且這兩個部分會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個衝

突在生物哲學的討論中需要進一步釐清，此處涉及兩個關於物種的形上學觀點：一方

則認為物種是一種類（class）；另一方認為一物種就是個體。就前者的理解，物種

是不會滅亡的；以後者思考則物種卻有滅絕這回事。若同時以此兩觀點來看待物種，

矛盾即出現。進一步的討論需要先釐清「滅絕」與「去滅絕」的定義。還要注意的

是，去滅絕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帶回一物種，但科學家所能操弄的只有個體。復活一個

體算不算是帶回一個物種？這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後，在陳博士的講座中，呼應上一節游博士的講題，是關於科技政策方面的討

論──以美國蜂群崩潰症候群（CCD）為例。蜂群崩潰症候群指的是一蜂群的成蜂

非常態的、大規模的死亡，科學家也提出許多的假說，試著說明CCD的發生，其中

的一種類尼古丁農藥假說──也是這次的討論核心。類尼古丁農藥是透過機轉的方式

施作，藉以減少害蟲對農作物的侵害，而類尼古丁農藥之假說是主張：蜂群在授粉的

過程中，將類尼古丁農藥帶回蜂巢，進而導致CCD的發生。因為類尼古丁農藥的毒

性較低──為了農藥減少對哺乳類動物、農夫的毒害，因此傳統的毒性研究對該農藥

對蜜蜂之影響是較難研究的。也因此，類尼古丁農藥在自然界如何對蜜蜂構成威脅？

如何與其他因素產生負面影響？仍是存在爭議的。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之處在於：

實驗室的結果如何連結到自然狀況？舉例來說，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自成一套運作體

系，實驗室持續且穩定地給予單一個體類尼古丁農藥是否可以有適當說明類尼古丁農

藥對於蜂群的影響？這還需要考量到，自然狀況下的蜂群之食物來源是多元的、採食

範圍是廣泛的，這使得蜂群暴露在尼古丁農藥的狀況是更加不穩定的。加上農業施作

與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因此，若是試圖以自然狀況下研究蜂群的狀況，會使得

科學研究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無法承受的。

　　雖然關於類尼古丁假說的科學研究仍存在這些限制，但在近年來，在美國社會與

科學社群中逐漸地由類尼古丁假說占上風，甚至有科學家公開宣稱尼古丁農藥對蜜蜂

來說是最毒的農藥。在這個情況底下，可以更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科學家可以忽略

其研究之科學不確定性而如此宣稱？」有哲學家提供歸納風險的概念說明這種現象：

發言人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判斷，判斷甚麼樣程度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進而達到避免較

差的後果發生。舉例來說：在類尼古丁農藥的例子，若是科學家主張類尼古丁農藥有

害，則可能導致農藥市場受到影響，施作農要回歸傳統農藥，進而對人體產生較多害

處；相反的，若主張無害，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科學家可以根據自身歸納

風險的考量，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但當我們考量到科學家在公眾中的地位，似乎需要進一步地思考：歸納風險的考

量是否適用於科學家。原因是：科學家在公眾中是具有權威身分的，換言之，科學家

的言論會被視作是實際的結果而被聽信。這意味著，當科學家考量自身的價值觀而發

表其科學觀點時，其價值觀也加諸在其聽眾身上。而溝通倫理中的一重點是要尊重彼

此的價值觀，因此，當科學家這麼做，則可能違反溝通倫理。除此之外，若是科學家

在公眾場域中以嚴格的科學社群標準所發言，其實更有利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使用不

同研究相互溝通。

Q&A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提問1：

　　因為我自己在生醫科領域做類似的研究，在生醫科研究的過程中，若是實驗結果

與現實不符合，那麼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對實驗環境的設計、參數的設定，再次進行實

驗；或說，透過再實驗、再干預、然後再發現。而在剛剛的簡報過程中，林副教授跟

趙教授都說氣候研究難以像是生醫研究一樣，有「再實驗」的過程。若是實驗結果需

要趨近於現實，那在氣候研究中，科學家們如何在數據資料與模型共生、有著模型背

負的情況下，讓實驗結果趨近於真實？

回答1：

　　（林宗德副教授）面對這問題，當我們討論模型，就如提問者所說，無可避免地

要涉及模型結果是否為真，或說是趨近於真。一個方式就是，比對模型輸出的結果與

實際趨勢是否相符合。舉例來說，1996年到現在的溫度趨勢，若是跟模型結果相符

的話，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模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其實也做了

很多關於過去氣候的預測，畢竟我們也留了一些關於過去幾百年來氣候的紀錄可以比

對。如果預測結果與紀錄是相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模型已經足夠的了、

我們該考量的因素都考量到了」。至於，「人為因素佔了多少比重？」其實科學家們

也有相關實驗的：像是將人為因素拿掉，那麼氣候的預測就會失準。另外，我們也是

有一些獨立的資料──冰心或是年輪等等──可以作為結果是否趨近真實的判準。有

興趣的話可以參考Elizabeth Lloyd的研究。

　　（趙相科教授）這邊簡短的回答一下，面對你的問題，那些科學家可能會主張：

「如果做很多模擬，並且那些結果都是一致的話，那麼結果跟程序就是可信的。」

　　（游立安博士）針對這點，我可以講一些我知道的。關於氣候模擬的問題，其實

已經預設了我們對於經濟與人口成長的預測。也就是說，溫度變化與二氧化碳排的預

測是基於經濟與人口預測。但在這之間是否存在著線性關係、是否存在強烈的關聯

性，在「科學」上存在很大的爭議比較對，特別是經濟學中的預報，還有如何轉換經

濟學中的預報應用在大氣科學的建模之中。而科學哲學的工作是去分析這樣的科學假

設還有假設之間的關聯恰不恰當。

提問2：

　　游博士提到兩種關於氣候議題的態度──危言聳聽與否認到底──在臺灣並不明

顯，根據你的研究與觀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回答2：

　　（游立安博士）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時候，我沒有要說臺灣沒有危言聳聽，這種

情況是會存在的。但我認為臺灣沒有「否認到底」的言論出現，這也是我在最後想提

出的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這個可能跟宗教觀有關

係。在臺灣的比較傳統宗教觀中，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世界是比較不穩定、世界

本來就是重新與毀滅中循環的」這類型的觀點。也許可以說，對於災害的認識一直存

在在臺灣的公共性知識體系（Folk Epistemology）中。

　　二、這也可能跟臺灣人本身就有面對災難的經驗，像是颱風、地震等等自然界的

災難。因為有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臺灣人對於災難界定的社會閾值（social thresh-

old）比較低。因此要針對災難採取行動比較容易，因為社會上的阻礙比較小。有些

想要推遲氣候活動的地方，比較可能是因為有關於溫度差異之於災難情境間的關聯離

自身實際經驗太遠。像是加拿大幾個中部的省，主要以產油為主業。若是你跟他說很

遙遠的地方，或是氣溫上升一兩度，他們可能會覺得：「一天氣溫就可以差十幾度

了，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一兩度的溫度？」換個方向來說，將他們的產業整個關閉，反

而可能讓這些人失去維生工具、帶來更大的生活危害。這種資源分配與環境政策的問

題，不只在國際，在國內可能都沒有一個共識。

提問3：

　　想問游博士：像花蓮開發，雖然已經通過環境評估的程序，但是仍會有人反對。

因為反對方主張該程序是不正當的，因此，這種開發案啟動變得僵持不下。在國際

間，面對這樣的課題是否有提供新的方向？

回答3：

　　（游立安博士）關於程序與審議的問題，至少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中，我沒有看

到讓人非常滿意的考量、關於民主審議程序的說明。並且，這個問題也涉及剛剛趙老

師所談論的，關於氣候變遷災害折現率的主觀爭議。如何判斷在未來，我們會面對多

少損失與災害，這是一個經濟預測。這種預測不可避免地會帶入主觀判斷。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提問1：

　　目前的科學案例都是復活一兩個個體，像是桃莉羊。就生物學的觀點來說，一個

「物種」需要維持穩定的族群，有多的基因、穩定的數量。因此，若是僅僅是復活一

個個體或是許多個體卻單一的基因，似乎稱不上是一個物種的去滅絕。

回答1：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說的東西正是我想要主張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都只是

一個個的個體，遠遠不及一個物種。最有趣的案例是旅鴿，旅鴿是群體生物，他們沒

有辦法單獨生存。在該物種最興盛的時期，其物種數量堪比當時的人類人口總數。因

此，我認為，目前的工作只能稱作是初步工作。除非這個物種可以獨立地在自然環境

中穩定生存，相互交配等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叫做去滅絕。

提問2：

　　我比較好奇的是，被去滅絕的物種要如何處置？將這些物種是放在人工環境呢？

還是放回適合牠們生存的環境？若是後者的話，這些生物算不算外來種？或者問，這

些生物在生態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生物雖然在原棲地瀕臨面絕，

但卻在寵物市場中是很興盛的，像是墨西哥鈍口螈。那這樣我們是否可以放任這些生

物在棲地消失，因為基本上這些物種無論是基因庫或是繁衍都有這良好的狀況。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是科學家的問題。我對這個地

方沒有太多的涉略，所以無法告訴你，如何讓一個群體重返自然界，也許洪助理教授

可以給一些回應。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這問題涉及「滅絕」這個概念，並且我將

這個概念分成了三種定義：一、一個物種只剩下單一性別；二、最後一個體滅絕；

三、連基因訊息都消失。那麼，可以用你的說法延續討論，「物種消失在自然界但興

盛於寵物市場」算不算是去滅絕？這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想這個跟保育比較有

關，像是有些生物受到人為影響而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用人工養殖的

方式去養殖牠們。而人工養育則是保育生物學倫理學的層面，這個問題很有趣，但這

也超過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洪廣冀助理教授）櫻花鉤吻鮭就是大規模人工養殖再野放，雖然棲地範圍小，

但現在不再面臨絕種的危機。而你剛剛的問題都會延伸出來問：「在當代的狀況下，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種』概念？」我們在念生物學的時候，都會一個表定的物

種概念，像是交配可以產生健全後代，但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其中一種定義而已。並

且，這種物種概念只限用於動物，無法適用於植物，因為有些植物可以一種交配可以

產生後代、甚至具有生殖能力。顯然，我們生存的時代就如你剛剛所描述，「可能物

種在野外滅絕，但是在寵物市場上興盛。」這種情況算不算是滅絕，這牽涉到我們如

何定義這件事。

　　而每一個時代都會根據當下的特定政治經濟氛圍而產生特定的物種概念，並且，

「物種」這種東西常常是科學家說了算，或說某一些科學家說了算。我想說的是，

「物種」這個並不只是生物學概念，還牽涉政治與經濟的立場。所以要回答，一個物

種為何滅絕、如何把物種帶回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治理或是資本主

義社會的反思，並不是僅限於那個生物本身而已。

提問3：

　　關於去滅絕的可能性，除了教授提到關於復活的復活悖論還是復活的是物種還是

個體的問題。我這邊想到一些說明不可能去滅絕的理由。根據那些主張「去滅絕是有

道德考量在背後支撐」的立場──像是為了把那些因為人為因素而導致物種滅絕的生

物帶回來等等，他們試圖透過去滅絕所達到的目的就會是把讓那個曾經存在在地球歷

史上的物種復活，而不只是該物種下的一個個個體。這似乎會兩個難處：一、即便物

種被帶回來了，但環境與時代是帶不回來的──舉例來說：即便復活了長毛象，也無

法回到冰河時期；二、即使前一項困難被克服了，那些存在在一物種中非基因的傳承

也無法被帶回來──像是一物種特定的撫育關係等等。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所說的就是去滅絕不可能的其中一種論證，而這部分因為

時間與議題安排的關係沒提到。你說的沒錯，去滅絕確實是要把物種帶回來，不是要

把生物關在動物園裡面。像是猛瑪象的計畫，他們基本上是要重建生態系統。但一方

面，生態是物種的一環，另一方面，這個論證的主張就如你剛剛所說，一個物種的生

態過去就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去滅絕所想要的目的。

綜合討論

提問1-1：

　　立昇博士的理論似乎有在暗示科學家對類尼古丁假說的興盛是因為社會價值凌駕

了認知價知，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另外，我印象可能有誤，歐洲似乎

比美國還要早禁止、約束類尼古丁，那麼是否有研究顯示蜂群的死亡數量有減少？若

是有的話，是否可以視作是類尼古定假說是趨近真實的證據？

提問1-2：

　　接著這個問題，因為你沒有講完，所以政治的部分你都沒談到。並且，你在前面

地方花了不少時間介紹方法論的介紹，並且在這過程中也不斷強調政府、科學社群的

影響力。但這個部分，我認為關聯性不明顯，是否可以多加說明？

回答1： 

　　（陳立昇博士）剛剛礙於時間問題沒有介紹完，所以藉此簡短介紹我這篇文章的

目的。這篇文章我主要談論的核心是科學家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言。我認為，科學家基

於其認知權威的身分，應該在公共媒體上更加謹言慎行一點。舉例來說，該哲學家對

類尼古丁的說法可以採取比較偏向環境保護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需要承擔什麼樣的

風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讓他的聽眾在聽取了他的說法後自行決定對一該議題的

立場，而不是科學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後，告訴聽眾該怎麼做。我之所以如此主張的

理由有二：一、科學家可能對聽眾的自主性不夠尊重；二、科學家的宣稱若是太過獨

斷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像是哪個科學家才是對的等等。「科學家內部的爭議」的

相關問題，應該是之後再解決。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目前的研究資料都是美國的研究結果，未來也許可以加入歐

洲的研究結果作為比對。至於政治的部分，因為我認為政治決斷涉及任意性，所以希

望科學體制可以減少這樣的決斷。並且我希望這樣的科學體制並不只是侷限於科學期

刊或是特定科學社群，而是受到科學家自我約束的行為所劃定，只要一個科學家依據

嚴格的科學規範在生產知識、傳遞知識或分享知識，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生存在一個

科學社群裡面。

　　（游立安博士）補充一下我的觀點，有關於「政治價值或是政治許諾（com-

mit-ment）對於科學內部」這件事情，氣候科學就是一個例子。像是為什麼我們要

相信現在的大氣-海洋環流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想法是，人類活動是大氣變化重要

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在建模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基本預設是：「選

擇的參數是有窮盡的。」也就是影響大氣活動的動力因子是有窮盡的。但這樣的封閉

系統是否能夠對應到現實的開放系統，這就是一個大假設。

　　至於採取這套系統的好處在於，這套系統可以強調人為的責任，而這是有著政治

建議的意義在其中的。如果今天拒絕了這套封閉系統可以表徵實際的狀態，那麼政治

上的建議或指導性的意涵就會減弱。那也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該封閉系統的參數

化過程中完整地表徵真實的大氣系統？」這個問題是有人在探究的，就像是林副教授

同樣提到的「大氣模型如何貼近真的問題」。這反應了，科學方法論的選擇本身有可

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像是「人類活動對於大氣活動影響」的建議。

提問2：

　　氣候變遷跟滅絕這兩個概念是這次講座的兩個主題，想知道各位講者們對這兩個

主題的關聯性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針對歐陽助理教授的議題，歐陽助理教授曾

談到「去滅絕」跟「保育」是背道而馳的。若是人們有一天可以帶回足夠數量的個

體、雄性與雌性，進而形成穩固的群題，另一方面也創造一個保育的環境給該族群，

不知道歐陽助理教授對於「人類可以介入到甚麼程度」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僅僅是提到這兩個概念在直覺上會

是衝突的，當然這在細節上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而你所描述的狀況也不無可能。

　　（陳瑞麟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之所以將這兩個議題聯結在一起是基於一個猜

測：「生物滅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並且，若氣候變遷是人為的因

素呢？譬如：溫度升高。而溫度升高不利於某些生物生存，進而導致物種大規模滅

絕。這個猜測關乎一個由部分科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這個詞是試圖描

述：人類行為導致整個地球與生態產生巨大變化。更具體來說，假想地球發展的歷程

中，地球的氣候環境與生物演化回朝向一個方向前進；但如今面臨人類行為對於氣候

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別是，大規模生物滅絕會帶來新物種的產

生），而人類世便試圖描述後者──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然，

這是一種假說，並且這種假說與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有緊密關聯。

　　但是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雖然

說，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對人類來說都是正常的，畢竟，在人類所知的歷

史中是不斷地發生的。但這些現象對於地球、世界的衝擊是什麼、是否屬於異常現象

等等問題，仍都是值得討論的，也是這次論壇的核心。

提問3：

　　我個人從事生醫領域的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家與病毒的對抗過程中，我一直認

為，目標就是把病毒消滅就好。在病毒學家的觀點中，與病毒的對抗不是以消滅病毒

為目標，而是試圖與病毒共存，即使這些病毒會週期性的爆發等等。雖然有些人不同

意，但假設把病毒同樣當作是一個物種，那麼病毒學家的說法是否在哲學上有一些見

解？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談一下個人看法好了，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談，一個問題

是：細菌對我們是需要的，畢竟弄死了對我們不好的、對我們不能帶來益處的，不一

定就是好的。背後支持的理由是「我們其實與細菌的共生群」的想法有關係。另一個

問題是很有趣，許多人會認為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的。這也是今天這個論談的重

點，我們認為是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並且最好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擔心主觀性從

社會、經濟等等面向對結果的客觀性構成威脅。我要說的是，我過去一直以為科學可

以把主觀性拿掉，但從我的觀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保育或是去滅絕的物種

也是精心挑選的，跟我們長得像的，我們希望留下來。或是，可愛的留下，不可愛的

滅絕。並且這是事實跟價值的區分在硬科學中似乎可以建立，但到了軟性科學的部分

則便難以區分。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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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於2019年12月2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行，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教授作為論壇

的主持人。在論壇中，廣邀臺灣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關

於「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的科學哲學問題。

　　此次論壇以「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為核心，歸因於這兩個主題與部分科

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有關。這個概念試圖描述：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與

生態產生巨大變化。並在這個概念底下，其中一種廣為流傳的猜測就是：生物的滅絕

是否是由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透過學者們在論壇中的報告，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

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議題中，有什麼是未曾想過、更是值得省思、關切的問題，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兩個現象。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在上半場，邀請了趙相科教授、林宗德副教授與游立安博士候選人三位進行講

座。首先，趙教授為眾人說明了氣候科學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並且

以部分的科學工作為例──透過科學結果駁斥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說明科學哲學在其

中的角色。雖然在臺灣，抱持著氣候變遷懷疑論立場的人不多，但是在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存在著許多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立場主要的挑戰就是「人為導

致的氣候變遷是否存在？」而氣候科學的許多研究就是在尋找相關的證據。與其他科

學研究不一樣的是，因為大氣系統是開放空間，這使得氣候科學研究並不能透過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找到因果關係，科學家們只能透過

模擬模型進行氣候模擬。

　　模擬模型這個策略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是：受限於不同地域所面對的不

同現象或現象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因此，研究結果缺乏普遍適用性；或是，模型建模

的參數設定等等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對於模型客觀性的質疑；又或是研究過程中有許

多人為的因素──政治、經濟投資與資源分配的影響力──參雜其中等等。有些哲學

家提出替代的因果關係研究方法，像是：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推論等等。

　　同時，NASA氣候研究調查的結果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於

相關文獻的統計顯示：因果關係與證據不只受科學哲學家所關注，也是氣候科學所關

心的內容（科學研究大量使用「證據」、「因果」、「造成」等等詞彙）。並且，無

論是哪一方都同意證據是有程度之分的，IPCC還為此立定的證據可信度之標準（由

證據與科學社群的共識(agreement)所決定），更有學者據此提出證據信度與因果關

係之間支持關係的說明。除此之外，關於證據的可信度是否受人為因素所影響，像

是：美國一保守派的報告書以仿造美國官方氣候研究報告書的外觀、排版的方式呈現

其研究成果。上述種種也都是氣候研究中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而在林副教授的演講中，則是針對模擬模型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模型，像是：玩具模型、國高中課程中會看到的DNA雙

股模型或是滑車模型。又或說，物理所學到的許多數學公式。這些模型的意義在於：

因為這些模型與他們的原型存在著某些重要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型，

對原型有更清楚的認識。若要達到這個目的，科學家們就需要確保這些模型與其原型

有足夠強的相似性、確保該模型是合用的，而傳統的檢證方式就是將該模型所得到的

結果與經驗證據相比對。像是DNA結構模型，在二股與三股模型競爭之時，一方

面，三股模型的水分子含量在預估上與實際上的計算是有差異的；另一方面，雙股螺

旋較吻合結晶繞射的圖片。

　　但就如趙教授所說，大氣系統是個開放且巨大的系統，因此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

實驗，所以必須要過模擬模型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氣候模型中，科學家們的預設

是將大氣均勻地切成一個個的立方體，這也伴隨了氣候模型的第一個變數：人們對於

大氣觀測的數據是不均的。舉例來說：陸地區的大氣觀測資料會遠多於海洋區的大氣

觀測資料。

　　也因此，許多缺乏資料的地區往往是套用數學公式或是透過模型模擬所得到的資

料，並且這些資料是經過篩選、除錯而得到的結果。雖然這在科學或是工程界並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但這個方法跟我們上述談論的傳統實驗方法是有一段差異的，也跟

我們一般的哲學認知不太一樣。這裡的問題是，與一般情況相比較──資料是獨立

的，因此可以用以檢證實驗結果，但在氣候模型中，資料是透過模型模擬出來，再用

以檢證模型。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的比對是否是有意義的？並且透過「許多氣候模型

預測熱帶地區對流層之暖化狀況會比地表來得高」這個事件為例。許多懷疑論者引用

了衛星與太空儀的資料指出氣候模型的預測是失準的。但是有些科學家為此辯護方

式，他們認為受限於觀察方式，衛星資料與太空儀資料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

的數值。甚至觀測儀器還需要透過一些數學模型的校正，才能得到科學家們想要的原

始資料，但這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對模型的檢證還有許多值得討

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大氣物理，科學家們還是有許多不了解，而這些不了解就用一些數

值取代；另一方面，對於模型的參數是有許多上下其手的空間的，透過這些微調，讓

模型的輸出結果更吻合實際觀測結果。但這種方法與我們對於基本科學研究的了解相

當不同，怎麼模型裡有資料，但資料又包含了模型的因素，到底如何將模型輸出結果

與資料相對照？這樣似乎意味著資料被汙染？但模型的輸出結果又是相對精確的。那

麼，又要如何檢證資料？可能的作法是：找尋其他類型的原始資料作為檢證資料，或

是將檢證資料與建模資料區分開等等。林老師透過上述種種例子，簡單的介紹氣候科

學的複雜性。

　　與前面兩位講者不同，游博士所關切的問題是：「『對氣候狀態的理解』及『氣

候行動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而民主及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作為臺灣社會的重

要價值在具體的氣候（或廣義的環境）政策制定情境時會面臨哪種知與行之間的難

題。對於這個主題，他分成三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前兩個部

分。在第一個問題，以科學哲學家Philip Kitcher的理論為例，說明科學與民主之間

的衝突與互補。Kitcher在2000年時主張理想的科學發展必須要與民主制度相輔相

成：科學的發展需要國家監督、補助；國家的單位也需要有足夠科學素養的參與者。

在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之下，民主不會成為一種低俗的制度；科學的發展方向也不會

只有一種聲音。但到了十來年後，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Kitcher的態度改變了，他

提出了「人類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目標，他認為原本對於科學發展重要

的民主價值（也就是透過有科學素養的審議人在民主的審議過程去選擇投資具備社會

效益的科學研究）會因為某些人蓄意曲解科學而變成「達成有利人類福祉」這個目標

的阻礙（比如：無法採取緊急的氣候行動）。為了成就人類福祉，似乎要程度上犧牲

民主：一方面，民主的審議程序耗力費時；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的科學問題可能是具

有急迫性的，像是：需要在氣候變遷無可挽回之前做出決斷。除此之外，這種角力也

常常發生在日常的例子中，複雜的環境工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民意？

　　在第二個問題，則是討論與言論自由有關的爭議。雖然在臺灣不常見，但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會出現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這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分別為

「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到底（climate denalism）」與「對最極端氣候災害的危言聳

聽（climate alarmism）」。一方面，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提出警告，對於氣候

變遷否認到底的人為了私利的緣故，故意去維持科學上的爭議，使得對於有重大公共

利害的氣候政策無法做出有效決議，這件事其實拖延了人們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的時

間；另一方面，以Michael Crichton的恐懼之邦為例，點出「有心人士常常透過建

構一種恐怖的政治環境，讓政治人物為了某些「迫切的」外在威脅而「不得不」採取

某些行動或是政策(而這樣的外在威脅可能是故意選擇災難性但科學上極端不可能實

現的情境去加以強調)。進而去限制其他行動或言論的可能。」比較denialism與

alarmism兩種極端的立場，我們可以去思考所謂言論自由到底在有效政策之間扮演

何種角色。，言論自由是否該受到限制？並且該限制又在哪裡？如何不讓有心人士利

用該限制，進而避免恐懼之邦的情況發生？這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在下半場，則是邀請了洪廣冀助理教授、歐陽敏助理教授與陳立昇博士進行講

座。首先，在洪助理教授的演講中，他藉由兩個故事，介紹他所梳理的、關於「生物

滅絕」這個概念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社群，如何理解「生物滅

絕」這個概念？並且，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變化。第一個故事是關於

Louis Agassiz對於生物滅絕的理解：「大鯢近親──美洲大鯢──遠在美洲，並

且，在歐洲也曾經出現類似於鯢的物種化石。這種物種多元起源的現象是無法透過科

學得到解釋的，而在神學的解釋底下──所有物種都是由造物者所造，這種現象合理

的解釋是：『造物者在相似的環境下投下了相同的物種，但因為特定區域環境的變

化，所以導致該物種生存不下去而滅絕。』」並且，這種說法在當時被美國支持蓄奴

制度的人們用來說明蓄奴是必要的：「若是不蓄奴，那麼非洲的黑人會因為無法適應

美洲的環境而滅絕。因此，蓄奴制度可以保存『黑人』這個物種的延續。」

　　第二個故事則是由Louis Agassiz的對立立場──演化論──所延伸出來。在演

化論的觀點下，物種都是單一起源，而物種的滅絕則是歸因於該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

不適應。因此，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提出另一種解釋方式：「在某個時間之前，地球氣

候相對溫暖，因此，物種可以透過白令海峽相互交流、在北半球的分布相對平均。但

在那之後，地球兩極開始變得寒冷，迫使許多生物往南遷，幸運的族群在南下的過程

中找到適合的棲地變生存下來；不幸運的族群則是滅絕。」並且，要注意到兩件事

情：第一，這種觀點與當代生物保育的觀點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只有在這種觀點之

下，生物保育才會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否則在神學解釋之下，生物的滅絕並不是什麼

重要且嚴重的問題。第二，延續上一個說法，生物保育的重要性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

制定以及制度的設計；並且，這樣的觀點在透過國家政策與制度的落實後，可能進一

步對其他物種與環境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以上，是這兩個故事試圖帶給大家的啟

發。

　　提到「生物滅絕」，就不得不想到侏儸紀公園的恐龍復活。歐陽敏助理教授以此

為開頭，點出他的主題：關於「去滅絕（de-extinction）」這個概念的哲學討論。

一直到1993年，「去滅絕」都還是一種科幻的想像。但過了幾年，1996年桃莉羊的

出現、2003年重新出現於世上的布卡多野山羊似乎宣告著，滅絕生物的復活不再只

是想像。而去滅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一、回溯繁殖：早期的技術，若某物種滅

絕，且該物種由仍存在且已知的兩物種交配而來，那麼透過兩物種的重新繁殖，人們

便可以將該滅絕之物種重新復育；二、基因轉殖：桃莉羊的複製技術；三、基因編輯

技術：CRISPR／Cas9，較新的技術，復活旅的技術。

　　根據以上對於去滅絕的科學技術有所認識後，對於「去滅絕」的概念，可以提出

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去滅絕」可能嗎？二、「去滅絕」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前者

是知識論問題，後者則是倫理學問題。在倫理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我們有什麼

理由接受／拒絕去滅絕？兩個接受的理由是：一、科學技術可以挽回人因滅絕的物

種；二、滿足人類的好奇心，由於有些滅絕的物種擁有特殊的構造，這些構造對人類

的科技發展可能是有益的。相反的，也有不接受的理由：一、「去滅絕」的實驗過程

對生物個體的福祉造成非常強烈的侵害；二、「去滅絕」有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災

害；三、「去滅絕」和「保育」似乎是有衝突的，若是「去滅絕」是合適的，那麼

「保育」就不會是有意義的行為。然而，在直覺上，保育會是有意義的行為。

　　不過，歐陽助理教授主要想關切的是另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物種復活的可能？

這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討論，並且這兩個部分會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個衝

突在生物哲學的討論中需要進一步釐清，此處涉及兩個關於物種的形上學觀點：一方

則認為物種是一種類（class）；另一方認為一物種就是個體。就前者的理解，物種

是不會滅亡的；以後者思考則物種卻有滅絕這回事。若同時以此兩觀點來看待物種，

矛盾即出現。進一步的討論需要先釐清「滅絕」與「去滅絕」的定義。還要注意的

是，去滅絕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帶回一物種，但科學家所能操弄的只有個體。復活一個

體算不算是帶回一個物種？這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後，在陳博士的講座中，呼應上一節游博士的講題，是關於科技政策方面的討

論──以美國蜂群崩潰症候群（CCD）為例。蜂群崩潰症候群指的是一蜂群的成蜂

非常態的、大規模的死亡，科學家也提出許多的假說，試著說明CCD的發生，其中

的一種類尼古丁農藥假說──也是這次的討論核心。類尼古丁農藥是透過機轉的方式

施作，藉以減少害蟲對農作物的侵害，而類尼古丁農藥之假說是主張：蜂群在授粉的

過程中，將類尼古丁農藥帶回蜂巢，進而導致CCD的發生。因為類尼古丁農藥的毒

性較低──為了農藥減少對哺乳類動物、農夫的毒害，因此傳統的毒性研究對該農藥

對蜜蜂之影響是較難研究的。也因此，類尼古丁農藥在自然界如何對蜜蜂構成威脅？

如何與其他因素產生負面影響？仍是存在爭議的。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之處在於：

實驗室的結果如何連結到自然狀況？舉例來說，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自成一套運作體

系，實驗室持續且穩定地給予單一個體類尼古丁農藥是否可以有適當說明類尼古丁農

藥對於蜂群的影響？這還需要考量到，自然狀況下的蜂群之食物來源是多元的、採食

範圍是廣泛的，這使得蜂群暴露在尼古丁農藥的狀況是更加不穩定的。加上農業施作

與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因此，若是試圖以自然狀況下研究蜂群的狀況，會使得

科學研究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無法承受的。

　　雖然關於類尼古丁假說的科學研究仍存在這些限制，但在近年來，在美國社會與

科學社群中逐漸地由類尼古丁假說占上風，甚至有科學家公開宣稱尼古丁農藥對蜜蜂

來說是最毒的農藥。在這個情況底下，可以更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科學家可以忽略

其研究之科學不確定性而如此宣稱？」有哲學家提供歸納風險的概念說明這種現象：

發言人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判斷，判斷甚麼樣程度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進而達到避免較

差的後果發生。舉例來說：在類尼古丁農藥的例子，若是科學家主張類尼古丁農藥有

害，則可能導致農藥市場受到影響，施作農要回歸傳統農藥，進而對人體產生較多害

處；相反的，若主張無害，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科學家可以根據自身歸納

風險的考量，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但當我們考量到科學家在公眾中的地位，似乎需要進一步地思考：歸納風險的考

量是否適用於科學家。原因是：科學家在公眾中是具有權威身分的，換言之，科學家

的言論會被視作是實際的結果而被聽信。這意味著，當科學家考量自身的價值觀而發

表其科學觀點時，其價值觀也加諸在其聽眾身上。而溝通倫理中的一重點是要尊重彼

此的價值觀，因此，當科學家這麼做，則可能違反溝通倫理。除此之外，若是科學家

在公眾場域中以嚴格的科學社群標準所發言，其實更有利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使用不

同研究相互溝通。

Q&A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提問1：

　　因為我自己在生醫科領域做類似的研究，在生醫科研究的過程中，若是實驗結果

與現實不符合，那麼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對實驗環境的設計、參數的設定，再次進行實

驗；或說，透過再實驗、再干預、然後再發現。而在剛剛的簡報過程中，林副教授跟

趙教授都說氣候研究難以像是生醫研究一樣，有「再實驗」的過程。若是實驗結果需

要趨近於現實，那在氣候研究中，科學家們如何在數據資料與模型共生、有著模型背

負的情況下，讓實驗結果趨近於真實？

回答1：

　　（林宗德副教授）面對這問題，當我們討論模型，就如提問者所說，無可避免地

要涉及模型結果是否為真，或說是趨近於真。一個方式就是，比對模型輸出的結果與

實際趨勢是否相符合。舉例來說，1996年到現在的溫度趨勢，若是跟模型結果相符

的話，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模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其實也做了

很多關於過去氣候的預測，畢竟我們也留了一些關於過去幾百年來氣候的紀錄可以比

對。如果預測結果與紀錄是相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模型已經足夠的了、

我們該考量的因素都考量到了」。至於，「人為因素佔了多少比重？」其實科學家們

也有相關實驗的：像是將人為因素拿掉，那麼氣候的預測就會失準。另外，我們也是

有一些獨立的資料──冰心或是年輪等等──可以作為結果是否趨近真實的判準。有

興趣的話可以參考Elizabeth Lloyd的研究。

　　（趙相科教授）這邊簡短的回答一下，面對你的問題，那些科學家可能會主張：

「如果做很多模擬，並且那些結果都是一致的話，那麼結果跟程序就是可信的。」

　　（游立安博士）針對這點，我可以講一些我知道的。關於氣候模擬的問題，其實

已經預設了我們對於經濟與人口成長的預測。也就是說，溫度變化與二氧化碳排的預

測是基於經濟與人口預測。但在這之間是否存在著線性關係、是否存在強烈的關聯

性，在「科學」上存在很大的爭議比較對，特別是經濟學中的預報，還有如何轉換經

濟學中的預報應用在大氣科學的建模之中。而科學哲學的工作是去分析這樣的科學假

設還有假設之間的關聯恰不恰當。

提問2：

　　游博士提到兩種關於氣候議題的態度──危言聳聽與否認到底──在臺灣並不明

顯，根據你的研究與觀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回答2：

　　（游立安博士）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時候，我沒有要說臺灣沒有危言聳聽，這種

情況是會存在的。但我認為臺灣沒有「否認到底」的言論出現，這也是我在最後想提

出的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這個可能跟宗教觀有關

係。在臺灣的比較傳統宗教觀中，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世界是比較不穩定、世界

本來就是重新與毀滅中循環的」這類型的觀點。也許可以說，對於災害的認識一直存

在在臺灣的公共性知識體系（Folk Epistemology）中。

　　二、這也可能跟臺灣人本身就有面對災難的經驗，像是颱風、地震等等自然界的

災難。因為有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臺灣人對於災難界定的社會閾值（social thresh-

old）比較低。因此要針對災難採取行動比較容易，因為社會上的阻礙比較小。有些

想要推遲氣候活動的地方，比較可能是因為有關於溫度差異之於災難情境間的關聯離

自身實際經驗太遠。像是加拿大幾個中部的省，主要以產油為主業。若是你跟他說很

遙遠的地方，或是氣溫上升一兩度，他們可能會覺得：「一天氣溫就可以差十幾度

了，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一兩度的溫度？」換個方向來說，將他們的產業整個關閉，反

而可能讓這些人失去維生工具、帶來更大的生活危害。這種資源分配與環境政策的問

題，不只在國際，在國內可能都沒有一個共識。

提問3：

　　想問游博士：像花蓮開發，雖然已經通過環境評估的程序，但是仍會有人反對。

因為反對方主張該程序是不正當的，因此，這種開發案啟動變得僵持不下。在國際

間，面對這樣的課題是否有提供新的方向？

回答3：

　　（游立安博士）關於程序與審議的問題，至少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中，我沒有看

到讓人非常滿意的考量、關於民主審議程序的說明。並且，這個問題也涉及剛剛趙老

師所談論的，關於氣候變遷災害折現率的主觀爭議。如何判斷在未來，我們會面對多

少損失與災害，這是一個經濟預測。這種預測不可避免地會帶入主觀判斷。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提問1：

　　目前的科學案例都是復活一兩個個體，像是桃莉羊。就生物學的觀點來說，一個

「物種」需要維持穩定的族群，有多的基因、穩定的數量。因此，若是僅僅是復活一

個個體或是許多個體卻單一的基因，似乎稱不上是一個物種的去滅絕。

回答1：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說的東西正是我想要主張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都只是

一個個的個體，遠遠不及一個物種。最有趣的案例是旅鴿，旅鴿是群體生物，他們沒

有辦法單獨生存。在該物種最興盛的時期，其物種數量堪比當時的人類人口總數。因

此，我認為，目前的工作只能稱作是初步工作。除非這個物種可以獨立地在自然環境

中穩定生存，相互交配等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叫做去滅絕。

提問2：

　　我比較好奇的是，被去滅絕的物種要如何處置？將這些物種是放在人工環境呢？

還是放回適合牠們生存的環境？若是後者的話，這些生物算不算外來種？或者問，這

些生物在生態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生物雖然在原棲地瀕臨面絕，

但卻在寵物市場中是很興盛的，像是墨西哥鈍口螈。那這樣我們是否可以放任這些生

物在棲地消失，因為基本上這些物種無論是基因庫或是繁衍都有這良好的狀況。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是科學家的問題。我對這個地

方沒有太多的涉略，所以無法告訴你，如何讓一個群體重返自然界，也許洪助理教授

可以給一些回應。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這問題涉及「滅絕」這個概念，並且我將

這個概念分成了三種定義：一、一個物種只剩下單一性別；二、最後一個體滅絕；

三、連基因訊息都消失。那麼，可以用你的說法延續討論，「物種消失在自然界但興

盛於寵物市場」算不算是去滅絕？這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想這個跟保育比較有

關，像是有些生物受到人為影響而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用人工養殖的

方式去養殖牠們。而人工養育則是保育生物學倫理學的層面，這個問題很有趣，但這

也超過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洪廣冀助理教授）櫻花鉤吻鮭就是大規模人工養殖再野放，雖然棲地範圍小，

但現在不再面臨絕種的危機。而你剛剛的問題都會延伸出來問：「在當代的狀況下，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種』概念？」我們在念生物學的時候，都會一個表定的物

種概念，像是交配可以產生健全後代，但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其中一種定義而已。並

且，這種物種概念只限用於動物，無法適用於植物，因為有些植物可以一種交配可以

產生後代、甚至具有生殖能力。顯然，我們生存的時代就如你剛剛所描述，「可能物

種在野外滅絕，但是在寵物市場上興盛。」這種情況算不算是滅絕，這牽涉到我們如

何定義這件事。

　　而每一個時代都會根據當下的特定政治經濟氛圍而產生特定的物種概念，並且，

「物種」這種東西常常是科學家說了算，或說某一些科學家說了算。我想說的是，

「物種」這個並不只是生物學概念，還牽涉政治與經濟的立場。所以要回答，一個物

種為何滅絕、如何把物種帶回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治理或是資本主

義社會的反思，並不是僅限於那個生物本身而已。

提問3：

　　關於去滅絕的可能性，除了教授提到關於復活的復活悖論還是復活的是物種還是

個體的問題。我這邊想到一些說明不可能去滅絕的理由。根據那些主張「去滅絕是有

道德考量在背後支撐」的立場──像是為了把那些因為人為因素而導致物種滅絕的生

物帶回來等等，他們試圖透過去滅絕所達到的目的就會是把讓那個曾經存在在地球歷

史上的物種復活，而不只是該物種下的一個個個體。這似乎會兩個難處：一、即便物

種被帶回來了，但環境與時代是帶不回來的──舉例來說：即便復活了長毛象，也無

法回到冰河時期；二、即使前一項困難被克服了，那些存在在一物種中非基因的傳承

也無法被帶回來──像是一物種特定的撫育關係等等。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所說的就是去滅絕不可能的其中一種論證，而這部分因為

時間與議題安排的關係沒提到。你說的沒錯，去滅絕確實是要把物種帶回來，不是要

把生物關在動物園裡面。像是猛瑪象的計畫，他們基本上是要重建生態系統。但一方

面，生態是物種的一環，另一方面，這個論證的主張就如你剛剛所說，一個物種的生

態過去就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去滅絕所想要的目的。

綜合討論

提問1-1：

　　立昇博士的理論似乎有在暗示科學家對類尼古丁假說的興盛是因為社會價值凌駕

了認知價知，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另外，我印象可能有誤，歐洲似乎

比美國還要早禁止、約束類尼古丁，那麼是否有研究顯示蜂群的死亡數量有減少？若

是有的話，是否可以視作是類尼古定假說是趨近真實的證據？

提問1-2：

　　接著這個問題，因為你沒有講完，所以政治的部分你都沒談到。並且，你在前面

地方花了不少時間介紹方法論的介紹，並且在這過程中也不斷強調政府、科學社群的

影響力。但這個部分，我認為關聯性不明顯，是否可以多加說明？

回答1： 

　　（陳立昇博士）剛剛礙於時間問題沒有介紹完，所以藉此簡短介紹我這篇文章的

目的。這篇文章我主要談論的核心是科學家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言。我認為，科學家基

於其認知權威的身分，應該在公共媒體上更加謹言慎行一點。舉例來說，該哲學家對

類尼古丁的說法可以採取比較偏向環境保護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需要承擔什麼樣的

風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讓他的聽眾在聽取了他的說法後自行決定對一該議題的

立場，而不是科學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後，告訴聽眾該怎麼做。我之所以如此主張的

理由有二：一、科學家可能對聽眾的自主性不夠尊重；二、科學家的宣稱若是太過獨

斷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像是哪個科學家才是對的等等。「科學家內部的爭議」的

相關問題，應該是之後再解決。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目前的研究資料都是美國的研究結果，未來也許可以加入歐

洲的研究結果作為比對。至於政治的部分，因為我認為政治決斷涉及任意性，所以希

望科學體制可以減少這樣的決斷。並且我希望這樣的科學體制並不只是侷限於科學期

刊或是特定科學社群，而是受到科學家自我約束的行為所劃定，只要一個科學家依據

嚴格的科學規範在生產知識、傳遞知識或分享知識，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生存在一個

科學社群裡面。

　　（游立安博士）補充一下我的觀點，有關於「政治價值或是政治許諾（com-

mit-ment）對於科學內部」這件事情，氣候科學就是一個例子。像是為什麼我們要

相信現在的大氣-海洋環流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想法是，人類活動是大氣變化重要

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在建模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基本預設是：「選

擇的參數是有窮盡的。」也就是影響大氣活動的動力因子是有窮盡的。但這樣的封閉

系統是否能夠對應到現實的開放系統，這就是一個大假設。

　　至於採取這套系統的好處在於，這套系統可以強調人為的責任，而這是有著政治

建議的意義在其中的。如果今天拒絕了這套封閉系統可以表徵實際的狀態，那麼政治

上的建議或指導性的意涵就會減弱。那也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該封閉系統的參數

化過程中完整地表徵真實的大氣系統？」這個問題是有人在探究的，就像是林副教授

同樣提到的「大氣模型如何貼近真的問題」。這反應了，科學方法論的選擇本身有可

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像是「人類活動對於大氣活動影響」的建議。

提問2：

　　氣候變遷跟滅絕這兩個概念是這次講座的兩個主題，想知道各位講者們對這兩個

主題的關聯性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針對歐陽助理教授的議題，歐陽助理教授曾

談到「去滅絕」跟「保育」是背道而馳的。若是人們有一天可以帶回足夠數量的個

體、雄性與雌性，進而形成穩固的群題，另一方面也創造一個保育的環境給該族群，

不知道歐陽助理教授對於「人類可以介入到甚麼程度」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僅僅是提到這兩個概念在直覺上會

是衝突的，當然這在細節上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而你所描述的狀況也不無可能。

　　（陳瑞麟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之所以將這兩個議題聯結在一起是基於一個猜

測：「生物滅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並且，若氣候變遷是人為的因

素呢？譬如：溫度升高。而溫度升高不利於某些生物生存，進而導致物種大規模滅

絕。這個猜測關乎一個由部分科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這個詞是試圖描

述：人類行為導致整個地球與生態產生巨大變化。更具體來說，假想地球發展的歷程

中，地球的氣候環境與生物演化回朝向一個方向前進；但如今面臨人類行為對於氣候

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別是，大規模生物滅絕會帶來新物種的產

生），而人類世便試圖描述後者──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然，

這是一種假說，並且這種假說與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有緊密關聯。

　　但是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雖然

說，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對人類來說都是正常的，畢竟，在人類所知的歷

史中是不斷地發生的。但這些現象對於地球、世界的衝擊是什麼、是否屬於異常現象

等等問題，仍都是值得討論的，也是這次論壇的核心。

提問3：

　　我個人從事生醫領域的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家與病毒的對抗過程中，我一直認

為，目標就是把病毒消滅就好。在病毒學家的觀點中，與病毒的對抗不是以消滅病毒

為目標，而是試圖與病毒共存，即使這些病毒會週期性的爆發等等。雖然有些人不同

意，但假設把病毒同樣當作是一個物種，那麼病毒學家的說法是否在哲學上有一些見

解？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談一下個人看法好了，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談，一個問題

是：細菌對我們是需要的，畢竟弄死了對我們不好的、對我們不能帶來益處的，不一

定就是好的。背後支持的理由是「我們其實與細菌的共生群」的想法有關係。另一個

問題是很有趣，許多人會認為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的。這也是今天這個論談的重

點，我們認為是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並且最好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擔心主觀性從

社會、經濟等等面向對結果的客觀性構成威脅。我要說的是，我過去一直以為科學可

以把主觀性拿掉，但從我的觀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保育或是去滅絕的物種

也是精心挑選的，跟我們長得像的，我們希望留下來。或是，可愛的留下，不可愛的

滅絕。並且這是事實跟價值的區分在硬科學中似乎可以建立，但到了軟性科學的部分

則便難以區分。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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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於2019年12月2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行，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教授作為論壇

的主持人。在論壇中，廣邀臺灣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關

於「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的科學哲學問題。

　　此次論壇以「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為核心，歸因於這兩個主題與部分科

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有關。這個概念試圖描述：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與

生態產生巨大變化。並在這個概念底下，其中一種廣為流傳的猜測就是：生物的滅絕

是否是由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透過學者們在論壇中的報告，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

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議題中，有什麼是未曾想過、更是值得省思、關切的問題，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兩個現象。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在上半場，邀請了趙相科教授、林宗德副教授與游立安博士候選人三位進行講

座。首先，趙教授為眾人說明了氣候科學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並且

以部分的科學工作為例──透過科學結果駁斥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說明科學哲學在其

中的角色。雖然在臺灣，抱持著氣候變遷懷疑論立場的人不多，但是在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存在著許多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立場主要的挑戰就是「人為導

致的氣候變遷是否存在？」而氣候科學的許多研究就是在尋找相關的證據。與其他科

學研究不一樣的是，因為大氣系統是開放空間，這使得氣候科學研究並不能透過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找到因果關係，科學家們只能透過

模擬模型進行氣候模擬。

　　模擬模型這個策略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是：受限於不同地域所面對的不

同現象或現象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因此，研究結果缺乏普遍適用性；或是，模型建模

的參數設定等等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對於模型客觀性的質疑；又或是研究過程中有許

多人為的因素──政治、經濟投資與資源分配的影響力──參雜其中等等。有些哲學

家提出替代的因果關係研究方法，像是：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推論等等。

　　同時，NASA氣候研究調查的結果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於

相關文獻的統計顯示：因果關係與證據不只受科學哲學家所關注，也是氣候科學所關

心的內容（科學研究大量使用「證據」、「因果」、「造成」等等詞彙）。並且，無

論是哪一方都同意證據是有程度之分的，IPCC還為此立定的證據可信度之標準（由

證據與科學社群的共識(agreement)所決定），更有學者據此提出證據信度與因果關

係之間支持關係的說明。除此之外，關於證據的可信度是否受人為因素所影響，像

是：美國一保守派的報告書以仿造美國官方氣候研究報告書的外觀、排版的方式呈現

其研究成果。上述種種也都是氣候研究中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而在林副教授的演講中，則是針對模擬模型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模型，像是：玩具模型、國高中課程中會看到的DNA雙

股模型或是滑車模型。又或說，物理所學到的許多數學公式。這些模型的意義在於：

因為這些模型與他們的原型存在著某些重要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型，

對原型有更清楚的認識。若要達到這個目的，科學家們就需要確保這些模型與其原型

有足夠強的相似性、確保該模型是合用的，而傳統的檢證方式就是將該模型所得到的

結果與經驗證據相比對。像是DNA結構模型，在二股與三股模型競爭之時，一方

面，三股模型的水分子含量在預估上與實際上的計算是有差異的；另一方面，雙股螺

旋較吻合結晶繞射的圖片。

　　但就如趙教授所說，大氣系統是個開放且巨大的系統，因此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

實驗，所以必須要過模擬模型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氣候模型中，科學家們的預設

是將大氣均勻地切成一個個的立方體，這也伴隨了氣候模型的第一個變數：人們對於

大氣觀測的數據是不均的。舉例來說：陸地區的大氣觀測資料會遠多於海洋區的大氣

觀測資料。

　　也因此，許多缺乏資料的地區往往是套用數學公式或是透過模型模擬所得到的資

料，並且這些資料是經過篩選、除錯而得到的結果。雖然這在科學或是工程界並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但這個方法跟我們上述談論的傳統實驗方法是有一段差異的，也跟

我們一般的哲學認知不太一樣。這裡的問題是，與一般情況相比較──資料是獨立

的，因此可以用以檢證實驗結果，但在氣候模型中，資料是透過模型模擬出來，再用

以檢證模型。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的比對是否是有意義的？並且透過「許多氣候模型

預測熱帶地區對流層之暖化狀況會比地表來得高」這個事件為例。許多懷疑論者引用

了衛星與太空儀的資料指出氣候模型的預測是失準的。但是有些科學家為此辯護方

式，他們認為受限於觀察方式，衛星資料與太空儀資料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

的數值。甚至觀測儀器還需要透過一些數學模型的校正，才能得到科學家們想要的原

始資料，但這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對模型的檢證還有許多值得討

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大氣物理，科學家們還是有許多不了解，而這些不了解就用一些數

值取代；另一方面，對於模型的參數是有許多上下其手的空間的，透過這些微調，讓

模型的輸出結果更吻合實際觀測結果。但這種方法與我們對於基本科學研究的了解相

當不同，怎麼模型裡有資料，但資料又包含了模型的因素，到底如何將模型輸出結果

與資料相對照？這樣似乎意味著資料被汙染？但模型的輸出結果又是相對精確的。那

麼，又要如何檢證資料？可能的作法是：找尋其他類型的原始資料作為檢證資料，或

是將檢證資料與建模資料區分開等等。林老師透過上述種種例子，簡單的介紹氣候科

學的複雜性。

　　與前面兩位講者不同，游博士所關切的問題是：「『對氣候狀態的理解』及『氣

候行動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而民主及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作為臺灣社會的重

要價值在具體的氣候（或廣義的環境）政策制定情境時會面臨哪種知與行之間的難

題。對於這個主題，他分成三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前兩個部

分。在第一個問題，以科學哲學家Philip Kitcher的理論為例，說明科學與民主之間

的衝突與互補。Kitcher在2000年時主張理想的科學發展必須要與民主制度相輔相

成：科學的發展需要國家監督、補助；國家的單位也需要有足夠科學素養的參與者。

在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之下，民主不會成為一種低俗的制度；科學的發展方向也不會

只有一種聲音。但到了十來年後，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Kitcher的態度改變了，他

提出了「人類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目標，他認為原本對於科學發展重要

的民主價值（也就是透過有科學素養的審議人在民主的審議過程去選擇投資具備社會

效益的科學研究）會因為某些人蓄意曲解科學而變成「達成有利人類福祉」這個目標

的阻礙（比如：無法採取緊急的氣候行動）。為了成就人類福祉，似乎要程度上犧牲

民主：一方面，民主的審議程序耗力費時；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的科學問題可能是具

有急迫性的，像是：需要在氣候變遷無可挽回之前做出決斷。除此之外，這種角力也

常常發生在日常的例子中，複雜的環境工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民意？

　　在第二個問題，則是討論與言論自由有關的爭議。雖然在臺灣不常見，但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會出現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這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分別為

「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到底（climate denalism）」與「對最極端氣候災害的危言聳

聽（climate alarmism）」。一方面，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提出警告，對於氣候

變遷否認到底的人為了私利的緣故，故意去維持科學上的爭議，使得對於有重大公共

利害的氣候政策無法做出有效決議，這件事其實拖延了人們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的時

間；另一方面，以Michael Crichton的恐懼之邦為例，點出「有心人士常常透過建

構一種恐怖的政治環境，讓政治人物為了某些「迫切的」外在威脅而「不得不」採取

某些行動或是政策(而這樣的外在威脅可能是故意選擇災難性但科學上極端不可能實

現的情境去加以強調)。進而去限制其他行動或言論的可能。」比較denialism與

alarmism兩種極端的立場，我們可以去思考所謂言論自由到底在有效政策之間扮演

何種角色。，言論自由是否該受到限制？並且該限制又在哪裡？如何不讓有心人士利

用該限制，進而避免恐懼之邦的情況發生？這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在下半場，則是邀請了洪廣冀助理教授、歐陽敏助理教授與陳立昇博士進行講

座。首先，在洪助理教授的演講中，他藉由兩個故事，介紹他所梳理的、關於「生物

滅絕」這個概念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社群，如何理解「生物滅

絕」這個概念？並且，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變化。第一個故事是關於

Louis Agassiz對於生物滅絕的理解：「大鯢近親──美洲大鯢──遠在美洲，並

且，在歐洲也曾經出現類似於鯢的物種化石。這種物種多元起源的現象是無法透過科

學得到解釋的，而在神學的解釋底下──所有物種都是由造物者所造，這種現象合理

的解釋是：『造物者在相似的環境下投下了相同的物種，但因為特定區域環境的變

化，所以導致該物種生存不下去而滅絕。』」並且，這種說法在當時被美國支持蓄奴

制度的人們用來說明蓄奴是必要的：「若是不蓄奴，那麼非洲的黑人會因為無法適應

美洲的環境而滅絕。因此，蓄奴制度可以保存『黑人』這個物種的延續。」

　　第二個故事則是由Louis Agassiz的對立立場──演化論──所延伸出來。在演

化論的觀點下，物種都是單一起源，而物種的滅絕則是歸因於該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

不適應。因此，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提出另一種解釋方式：「在某個時間之前，地球氣

候相對溫暖，因此，物種可以透過白令海峽相互交流、在北半球的分布相對平均。但

在那之後，地球兩極開始變得寒冷，迫使許多生物往南遷，幸運的族群在南下的過程

中找到適合的棲地變生存下來；不幸運的族群則是滅絕。」並且，要注意到兩件事

情：第一，這種觀點與當代生物保育的觀點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只有在這種觀點之

下，生物保育才會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否則在神學解釋之下，生物的滅絕並不是什麼

重要且嚴重的問題。第二，延續上一個說法，生物保育的重要性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

制定以及制度的設計；並且，這樣的觀點在透過國家政策與制度的落實後，可能進一

步對其他物種與環境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以上，是這兩個故事試圖帶給大家的啟

發。

　　提到「生物滅絕」，就不得不想到侏儸紀公園的恐龍復活。歐陽敏助理教授以此

為開頭，點出他的主題：關於「去滅絕（de-extinction）」這個概念的哲學討論。

一直到1993年，「去滅絕」都還是一種科幻的想像。但過了幾年，1996年桃莉羊的

出現、2003年重新出現於世上的布卡多野山羊似乎宣告著，滅絕生物的復活不再只

是想像。而去滅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一、回溯繁殖：早期的技術，若某物種滅

絕，且該物種由仍存在且已知的兩物種交配而來，那麼透過兩物種的重新繁殖，人們

便可以將該滅絕之物種重新復育；二、基因轉殖：桃莉羊的複製技術；三、基因編輯

技術：CRISPR／Cas9，較新的技術，復活旅的技術。

　　根據以上對於去滅絕的科學技術有所認識後，對於「去滅絕」的概念，可以提出

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去滅絕」可能嗎？二、「去滅絕」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前者

是知識論問題，後者則是倫理學問題。在倫理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我們有什麼

理由接受／拒絕去滅絕？兩個接受的理由是：一、科學技術可以挽回人因滅絕的物

種；二、滿足人類的好奇心，由於有些滅絕的物種擁有特殊的構造，這些構造對人類

的科技發展可能是有益的。相反的，也有不接受的理由：一、「去滅絕」的實驗過程

對生物個體的福祉造成非常強烈的侵害；二、「去滅絕」有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災

害；三、「去滅絕」和「保育」似乎是有衝突的，若是「去滅絕」是合適的，那麼

「保育」就不會是有意義的行為。然而，在直覺上，保育會是有意義的行為。

　　不過，歐陽助理教授主要想關切的是另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物種復活的可能？

這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討論，並且這兩個部分會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個衝

突在生物哲學的討論中需要進一步釐清，此處涉及兩個關於物種的形上學觀點：一方

則認為物種是一種類（class）；另一方認為一物種就是個體。就前者的理解，物種

是不會滅亡的；以後者思考則物種卻有滅絕這回事。若同時以此兩觀點來看待物種，

矛盾即出現。進一步的討論需要先釐清「滅絕」與「去滅絕」的定義。還要注意的

是，去滅絕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帶回一物種，但科學家所能操弄的只有個體。復活一個

體算不算是帶回一個物種？這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後，在陳博士的講座中，呼應上一節游博士的講題，是關於科技政策方面的討

論──以美國蜂群崩潰症候群（CCD）為例。蜂群崩潰症候群指的是一蜂群的成蜂

非常態的、大規模的死亡，科學家也提出許多的假說，試著說明CCD的發生，其中

的一種類尼古丁農藥假說──也是這次的討論核心。類尼古丁農藥是透過機轉的方式

施作，藉以減少害蟲對農作物的侵害，而類尼古丁農藥之假說是主張：蜂群在授粉的

過程中，將類尼古丁農藥帶回蜂巢，進而導致CCD的發生。因為類尼古丁農藥的毒

性較低──為了農藥減少對哺乳類動物、農夫的毒害，因此傳統的毒性研究對該農藥

對蜜蜂之影響是較難研究的。也因此，類尼古丁農藥在自然界如何對蜜蜂構成威脅？

如何與其他因素產生負面影響？仍是存在爭議的。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之處在於：

實驗室的結果如何連結到自然狀況？舉例來說，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自成一套運作體

系，實驗室持續且穩定地給予單一個體類尼古丁農藥是否可以有適當說明類尼古丁農

藥對於蜂群的影響？這還需要考量到，自然狀況下的蜂群之食物來源是多元的、採食

範圍是廣泛的，這使得蜂群暴露在尼古丁農藥的狀況是更加不穩定的。加上農業施作

與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因此，若是試圖以自然狀況下研究蜂群的狀況，會使得

科學研究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無法承受的。

　　雖然關於類尼古丁假說的科學研究仍存在這些限制，但在近年來，在美國社會與

科學社群中逐漸地由類尼古丁假說占上風，甚至有科學家公開宣稱尼古丁農藥對蜜蜂

來說是最毒的農藥。在這個情況底下，可以更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科學家可以忽略

其研究之科學不確定性而如此宣稱？」有哲學家提供歸納風險的概念說明這種現象：

發言人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判斷，判斷甚麼樣程度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進而達到避免較

差的後果發生。舉例來說：在類尼古丁農藥的例子，若是科學家主張類尼古丁農藥有

害，則可能導致農藥市場受到影響，施作農要回歸傳統農藥，進而對人體產生較多害

處；相反的，若主張無害，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科學家可以根據自身歸納

風險的考量，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但當我們考量到科學家在公眾中的地位，似乎需要進一步地思考：歸納風險的考

量是否適用於科學家。原因是：科學家在公眾中是具有權威身分的，換言之，科學家

的言論會被視作是實際的結果而被聽信。這意味著，當科學家考量自身的價值觀而發

表其科學觀點時，其價值觀也加諸在其聽眾身上。而溝通倫理中的一重點是要尊重彼

此的價值觀，因此，當科學家這麼做，則可能違反溝通倫理。除此之外，若是科學家

在公眾場域中以嚴格的科學社群標準所發言，其實更有利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使用不

同研究相互溝通。

Q&A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提問1：

　　因為我自己在生醫科領域做類似的研究，在生醫科研究的過程中，若是實驗結果

與現實不符合，那麼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對實驗環境的設計、參數的設定，再次進行實

驗；或說，透過再實驗、再干預、然後再發現。而在剛剛的簡報過程中，林副教授跟

趙教授都說氣候研究難以像是生醫研究一樣，有「再實驗」的過程。若是實驗結果需

要趨近於現實，那在氣候研究中，科學家們如何在數據資料與模型共生、有著模型背

負的情況下，讓實驗結果趨近於真實？

回答1：

　　（林宗德副教授）面對這問題，當我們討論模型，就如提問者所說，無可避免地

要涉及模型結果是否為真，或說是趨近於真。一個方式就是，比對模型輸出的結果與

實際趨勢是否相符合。舉例來說，1996年到現在的溫度趨勢，若是跟模型結果相符

的話，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模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其實也做了

很多關於過去氣候的預測，畢竟我們也留了一些關於過去幾百年來氣候的紀錄可以比

對。如果預測結果與紀錄是相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模型已經足夠的了、

我們該考量的因素都考量到了」。至於，「人為因素佔了多少比重？」其實科學家們

也有相關實驗的：像是將人為因素拿掉，那麼氣候的預測就會失準。另外，我們也是

有一些獨立的資料──冰心或是年輪等等──可以作為結果是否趨近真實的判準。有

興趣的話可以參考Elizabeth Lloyd的研究。

　　（趙相科教授）這邊簡短的回答一下，面對你的問題，那些科學家可能會主張：

「如果做很多模擬，並且那些結果都是一致的話，那麼結果跟程序就是可信的。」

　　（游立安博士）針對這點，我可以講一些我知道的。關於氣候模擬的問題，其實

已經預設了我們對於經濟與人口成長的預測。也就是說，溫度變化與二氧化碳排的預

測是基於經濟與人口預測。但在這之間是否存在著線性關係、是否存在強烈的關聯

性，在「科學」上存在很大的爭議比較對，特別是經濟學中的預報，還有如何轉換經

濟學中的預報應用在大氣科學的建模之中。而科學哲學的工作是去分析這樣的科學假

設還有假設之間的關聯恰不恰當。

提問2：

　　游博士提到兩種關於氣候議題的態度──危言聳聽與否認到底──在臺灣並不明

顯，根據你的研究與觀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回答2：

　　（游立安博士）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時候，我沒有要說臺灣沒有危言聳聽，這種

情況是會存在的。但我認為臺灣沒有「否認到底」的言論出現，這也是我在最後想提

出的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這個可能跟宗教觀有關

係。在臺灣的比較傳統宗教觀中，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世界是比較不穩定、世界

本來就是重新與毀滅中循環的」這類型的觀點。也許可以說，對於災害的認識一直存

在在臺灣的公共性知識體系（Folk Epistemology）中。

　　二、這也可能跟臺灣人本身就有面對災難的經驗，像是颱風、地震等等自然界的

災難。因為有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臺灣人對於災難界定的社會閾值（social thresh-

old）比較低。因此要針對災難採取行動比較容易，因為社會上的阻礙比較小。有些

想要推遲氣候活動的地方，比較可能是因為有關於溫度差異之於災難情境間的關聯離

自身實際經驗太遠。像是加拿大幾個中部的省，主要以產油為主業。若是你跟他說很

遙遠的地方，或是氣溫上升一兩度，他們可能會覺得：「一天氣溫就可以差十幾度

了，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一兩度的溫度？」換個方向來說，將他們的產業整個關閉，反

而可能讓這些人失去維生工具、帶來更大的生活危害。這種資源分配與環境政策的問

題，不只在國際，在國內可能都沒有一個共識。

提問3：

　　想問游博士：像花蓮開發，雖然已經通過環境評估的程序，但是仍會有人反對。

因為反對方主張該程序是不正當的，因此，這種開發案啟動變得僵持不下。在國際

間，面對這樣的課題是否有提供新的方向？

回答3：

　　（游立安博士）關於程序與審議的問題，至少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中，我沒有看

到讓人非常滿意的考量、關於民主審議程序的說明。並且，這個問題也涉及剛剛趙老

師所談論的，關於氣候變遷災害折現率的主觀爭議。如何判斷在未來，我們會面對多

少損失與災害，這是一個經濟預測。這種預測不可避免地會帶入主觀判斷。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提問1：

　　目前的科學案例都是復活一兩個個體，像是桃莉羊。就生物學的觀點來說，一個

「物種」需要維持穩定的族群，有多的基因、穩定的數量。因此，若是僅僅是復活一

個個體或是許多個體卻單一的基因，似乎稱不上是一個物種的去滅絕。

回答1：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說的東西正是我想要主張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都只是

一個個的個體，遠遠不及一個物種。最有趣的案例是旅鴿，旅鴿是群體生物，他們沒

有辦法單獨生存。在該物種最興盛的時期，其物種數量堪比當時的人類人口總數。因

此，我認為，目前的工作只能稱作是初步工作。除非這個物種可以獨立地在自然環境

中穩定生存，相互交配等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叫做去滅絕。

提問2：

　　我比較好奇的是，被去滅絕的物種要如何處置？將這些物種是放在人工環境呢？

還是放回適合牠們生存的環境？若是後者的話，這些生物算不算外來種？或者問，這

些生物在生態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生物雖然在原棲地瀕臨面絕，

但卻在寵物市場中是很興盛的，像是墨西哥鈍口螈。那這樣我們是否可以放任這些生

物在棲地消失，因為基本上這些物種無論是基因庫或是繁衍都有這良好的狀況。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是科學家的問題。我對這個地

方沒有太多的涉略，所以無法告訴你，如何讓一個群體重返自然界，也許洪助理教授

可以給一些回應。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這問題涉及「滅絕」這個概念，並且我將

這個概念分成了三種定義：一、一個物種只剩下單一性別；二、最後一個體滅絕；

三、連基因訊息都消失。那麼，可以用你的說法延續討論，「物種消失在自然界但興

盛於寵物市場」算不算是去滅絕？這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想這個跟保育比較有

關，像是有些生物受到人為影響而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用人工養殖的

方式去養殖牠們。而人工養育則是保育生物學倫理學的層面，這個問題很有趣，但這

也超過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洪廣冀助理教授）櫻花鉤吻鮭就是大規模人工養殖再野放，雖然棲地範圍小，

但現在不再面臨絕種的危機。而你剛剛的問題都會延伸出來問：「在當代的狀況下，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種』概念？」我們在念生物學的時候，都會一個表定的物

種概念，像是交配可以產生健全後代，但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其中一種定義而已。並

且，這種物種概念只限用於動物，無法適用於植物，因為有些植物可以一種交配可以

產生後代、甚至具有生殖能力。顯然，我們生存的時代就如你剛剛所描述，「可能物

種在野外滅絕，但是在寵物市場上興盛。」這種情況算不算是滅絕，這牽涉到我們如

何定義這件事。

　　而每一個時代都會根據當下的特定政治經濟氛圍而產生特定的物種概念，並且，

「物種」這種東西常常是科學家說了算，或說某一些科學家說了算。我想說的是，

「物種」這個並不只是生物學概念，還牽涉政治與經濟的立場。所以要回答，一個物

種為何滅絕、如何把物種帶回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治理或是資本主

義社會的反思，並不是僅限於那個生物本身而已。

提問3：

　　關於去滅絕的可能性，除了教授提到關於復活的復活悖論還是復活的是物種還是

個體的問題。我這邊想到一些說明不可能去滅絕的理由。根據那些主張「去滅絕是有

道德考量在背後支撐」的立場──像是為了把那些因為人為因素而導致物種滅絕的生

物帶回來等等，他們試圖透過去滅絕所達到的目的就會是把讓那個曾經存在在地球歷

史上的物種復活，而不只是該物種下的一個個個體。這似乎會兩個難處：一、即便物

種被帶回來了，但環境與時代是帶不回來的──舉例來說：即便復活了長毛象，也無

法回到冰河時期；二、即使前一項困難被克服了，那些存在在一物種中非基因的傳承

也無法被帶回來──像是一物種特定的撫育關係等等。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所說的就是去滅絕不可能的其中一種論證，而這部分因為

時間與議題安排的關係沒提到。你說的沒錯，去滅絕確實是要把物種帶回來，不是要

把生物關在動物園裡面。像是猛瑪象的計畫，他們基本上是要重建生態系統。但一方

面，生態是物種的一環，另一方面，這個論證的主張就如你剛剛所說，一個物種的生

態過去就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去滅絕所想要的目的。

綜合討論

提問1-1：

　　立昇博士的理論似乎有在暗示科學家對類尼古丁假說的興盛是因為社會價值凌駕

了認知價知，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另外，我印象可能有誤，歐洲似乎

比美國還要早禁止、約束類尼古丁，那麼是否有研究顯示蜂群的死亡數量有減少？若

是有的話，是否可以視作是類尼古定假說是趨近真實的證據？

提問1-2：

　　接著這個問題，因為你沒有講完，所以政治的部分你都沒談到。並且，你在前面

地方花了不少時間介紹方法論的介紹，並且在這過程中也不斷強調政府、科學社群的

影響力。但這個部分，我認為關聯性不明顯，是否可以多加說明？

回答1： 

　　（陳立昇博士）剛剛礙於時間問題沒有介紹完，所以藉此簡短介紹我這篇文章的

目的。這篇文章我主要談論的核心是科學家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言。我認為，科學家基

於其認知權威的身分，應該在公共媒體上更加謹言慎行一點。舉例來說，該哲學家對

類尼古丁的說法可以採取比較偏向環境保護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需要承擔什麼樣的

風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讓他的聽眾在聽取了他的說法後自行決定對一該議題的

立場，而不是科學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後，告訴聽眾該怎麼做。我之所以如此主張的

理由有二：一、科學家可能對聽眾的自主性不夠尊重；二、科學家的宣稱若是太過獨

斷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像是哪個科學家才是對的等等。「科學家內部的爭議」的

相關問題，應該是之後再解決。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目前的研究資料都是美國的研究結果，未來也許可以加入歐

洲的研究結果作為比對。至於政治的部分，因為我認為政治決斷涉及任意性，所以希

望科學體制可以減少這樣的決斷。並且我希望這樣的科學體制並不只是侷限於科學期

刊或是特定科學社群，而是受到科學家自我約束的行為所劃定，只要一個科學家依據

嚴格的科學規範在生產知識、傳遞知識或分享知識，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生存在一個

科學社群裡面。

　　（游立安博士）補充一下我的觀點，有關於「政治價值或是政治許諾（com-

mit-ment）對於科學內部」這件事情，氣候科學就是一個例子。像是為什麼我們要

相信現在的大氣-海洋環流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想法是，人類活動是大氣變化重要

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在建模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基本預設是：「選

擇的參數是有窮盡的。」也就是影響大氣活動的動力因子是有窮盡的。但這樣的封閉

系統是否能夠對應到現實的開放系統，這就是一個大假設。

　　至於採取這套系統的好處在於，這套系統可以強調人為的責任，而這是有著政治

建議的意義在其中的。如果今天拒絕了這套封閉系統可以表徵實際的狀態，那麼政治

上的建議或指導性的意涵就會減弱。那也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該封閉系統的參數

化過程中完整地表徵真實的大氣系統？」這個問題是有人在探究的，就像是林副教授

同樣提到的「大氣模型如何貼近真的問題」。這反應了，科學方法論的選擇本身有可

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像是「人類活動對於大氣活動影響」的建議。

提問2：

　　氣候變遷跟滅絕這兩個概念是這次講座的兩個主題，想知道各位講者們對這兩個

主題的關聯性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針對歐陽助理教授的議題，歐陽助理教授曾

談到「去滅絕」跟「保育」是背道而馳的。若是人們有一天可以帶回足夠數量的個

體、雄性與雌性，進而形成穩固的群題，另一方面也創造一個保育的環境給該族群，

不知道歐陽助理教授對於「人類可以介入到甚麼程度」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僅僅是提到這兩個概念在直覺上會

是衝突的，當然這在細節上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而你所描述的狀況也不無可能。

　　（陳瑞麟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之所以將這兩個議題聯結在一起是基於一個猜

測：「生物滅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並且，若氣候變遷是人為的因

素呢？譬如：溫度升高。而溫度升高不利於某些生物生存，進而導致物種大規模滅

絕。這個猜測關乎一個由部分科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這個詞是試圖描

述：人類行為導致整個地球與生態產生巨大變化。更具體來說，假想地球發展的歷程

中，地球的氣候環境與生物演化回朝向一個方向前進；但如今面臨人類行為對於氣候

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別是，大規模生物滅絕會帶來新物種的產

生），而人類世便試圖描述後者──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然，

這是一種假說，並且這種假說與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有緊密關聯。

　　但是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雖然

說，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對人類來說都是正常的，畢竟，在人類所知的歷

史中是不斷地發生的。但這些現象對於地球、世界的衝擊是什麼、是否屬於異常現象

等等問題，仍都是值得討論的，也是這次論壇的核心。

提問3：

　　我個人從事生醫領域的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家與病毒的對抗過程中，我一直認

為，目標就是把病毒消滅就好。在病毒學家的觀點中，與病毒的對抗不是以消滅病毒

為目標，而是試圖與病毒共存，即使這些病毒會週期性的爆發等等。雖然有些人不同

意，但假設把病毒同樣當作是一個物種，那麼病毒學家的說法是否在哲學上有一些見

解？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談一下個人看法好了，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談，一個問題

是：細菌對我們是需要的，畢竟弄死了對我們不好的、對我們不能帶來益處的，不一

定就是好的。背後支持的理由是「我們其實與細菌的共生群」的想法有關係。另一個

問題是很有趣，許多人會認為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的。這也是今天這個論談的重

點，我們認為是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並且最好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擔心主觀性從

社會、經濟等等面向對結果的客觀性構成威脅。我要說的是，我過去一直以為科學可

以把主觀性拿掉，但從我的觀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保育或是去滅絕的物種

也是精心挑選的，跟我們長得像的，我們希望留下來。或是，可愛的留下，不可愛的

滅絕。並且這是事實跟價值的區分在硬科學中似乎可以建立，但到了軟性科學的部分

則便難以區分。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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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於2019年12月2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行，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教授作為論壇

的主持人。在論壇中，廣邀臺灣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關

於「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的科學哲學問題。

　　此次論壇以「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為核心，歸因於這兩個主題與部分科

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有關。這個概念試圖描述：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與

生態產生巨大變化。並在這個概念底下，其中一種廣為流傳的猜測就是：生物的滅絕

是否是由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透過學者們在論壇中的報告，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

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議題中，有什麼是未曾想過、更是值得省思、關切的問題，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兩個現象。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在上半場，邀請了趙相科教授、林宗德副教授與游立安博士候選人三位進行講

座。首先，趙教授為眾人說明了氣候科學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並且

以部分的科學工作為例──透過科學結果駁斥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說明科學哲學在其

中的角色。雖然在臺灣，抱持著氣候變遷懷疑論立場的人不多，但是在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存在著許多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立場主要的挑戰就是「人為導

致的氣候變遷是否存在？」而氣候科學的許多研究就是在尋找相關的證據。與其他科

學研究不一樣的是，因為大氣系統是開放空間，這使得氣候科學研究並不能透過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找到因果關係，科學家們只能透過

模擬模型進行氣候模擬。

　　模擬模型這個策略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是：受限於不同地域所面對的不

同現象或現象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因此，研究結果缺乏普遍適用性；或是，模型建模

的參數設定等等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對於模型客觀性的質疑；又或是研究過程中有許

多人為的因素──政治、經濟投資與資源分配的影響力──參雜其中等等。有些哲學

家提出替代的因果關係研究方法，像是：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推論等等。

　　同時，NASA氣候研究調查的結果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於

相關文獻的統計顯示：因果關係與證據不只受科學哲學家所關注，也是氣候科學所關

心的內容（科學研究大量使用「證據」、「因果」、「造成」等等詞彙）。並且，無

論是哪一方都同意證據是有程度之分的，IPCC還為此立定的證據可信度之標準（由

證據與科學社群的共識(agreement)所決定），更有學者據此提出證據信度與因果關

係之間支持關係的說明。除此之外，關於證據的可信度是否受人為因素所影響，像

是：美國一保守派的報告書以仿造美國官方氣候研究報告書的外觀、排版的方式呈現

其研究成果。上述種種也都是氣候研究中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而在林副教授的演講中，則是針對模擬模型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模型，像是：玩具模型、國高中課程中會看到的DNA雙

股模型或是滑車模型。又或說，物理所學到的許多數學公式。這些模型的意義在於：

因為這些模型與他們的原型存在著某些重要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型，

對原型有更清楚的認識。若要達到這個目的，科學家們就需要確保這些模型與其原型

有足夠強的相似性、確保該模型是合用的，而傳統的檢證方式就是將該模型所得到的

結果與經驗證據相比對。像是DNA結構模型，在二股與三股模型競爭之時，一方

面，三股模型的水分子含量在預估上與實際上的計算是有差異的；另一方面，雙股螺

旋較吻合結晶繞射的圖片。

　　但就如趙教授所說，大氣系統是個開放且巨大的系統，因此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

實驗，所以必須要過模擬模型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氣候模型中，科學家們的預設

是將大氣均勻地切成一個個的立方體，這也伴隨了氣候模型的第一個變數：人們對於

大氣觀測的數據是不均的。舉例來說：陸地區的大氣觀測資料會遠多於海洋區的大氣

觀測資料。

　　也因此，許多缺乏資料的地區往往是套用數學公式或是透過模型模擬所得到的資

料，並且這些資料是經過篩選、除錯而得到的結果。雖然這在科學或是工程界並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但這個方法跟我們上述談論的傳統實驗方法是有一段差異的，也跟

我們一般的哲學認知不太一樣。這裡的問題是，與一般情況相比較──資料是獨立

的，因此可以用以檢證實驗結果，但在氣候模型中，資料是透過模型模擬出來，再用

以檢證模型。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的比對是否是有意義的？並且透過「許多氣候模型

預測熱帶地區對流層之暖化狀況會比地表來得高」這個事件為例。許多懷疑論者引用

了衛星與太空儀的資料指出氣候模型的預測是失準的。但是有些科學家為此辯護方

式，他們認為受限於觀察方式，衛星資料與太空儀資料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

的數值。甚至觀測儀器還需要透過一些數學模型的校正，才能得到科學家們想要的原

始資料，但這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對模型的檢證還有許多值得討

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大氣物理，科學家們還是有許多不了解，而這些不了解就用一些數

值取代；另一方面，對於模型的參數是有許多上下其手的空間的，透過這些微調，讓

模型的輸出結果更吻合實際觀測結果。但這種方法與我們對於基本科學研究的了解相

當不同，怎麼模型裡有資料，但資料又包含了模型的因素，到底如何將模型輸出結果

與資料相對照？這樣似乎意味著資料被汙染？但模型的輸出結果又是相對精確的。那

麼，又要如何檢證資料？可能的作法是：找尋其他類型的原始資料作為檢證資料，或

是將檢證資料與建模資料區分開等等。林老師透過上述種種例子，簡單的介紹氣候科

學的複雜性。

　　與前面兩位講者不同，游博士所關切的問題是：「『對氣候狀態的理解』及『氣

候行動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而民主及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作為臺灣社會的重

要價值在具體的氣候（或廣義的環境）政策制定情境時會面臨哪種知與行之間的難

題。對於這個主題，他分成三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前兩個部

分。在第一個問題，以科學哲學家Philip Kitcher的理論為例，說明科學與民主之間

的衝突與互補。Kitcher在2000年時主張理想的科學發展必須要與民主制度相輔相

成：科學的發展需要國家監督、補助；國家的單位也需要有足夠科學素養的參與者。

在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之下，民主不會成為一種低俗的制度；科學的發展方向也不會

只有一種聲音。但到了十來年後，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Kitcher的態度改變了，他

提出了「人類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目標，他認為原本對於科學發展重要

的民主價值（也就是透過有科學素養的審議人在民主的審議過程去選擇投資具備社會

效益的科學研究）會因為某些人蓄意曲解科學而變成「達成有利人類福祉」這個目標

的阻礙（比如：無法採取緊急的氣候行動）。為了成就人類福祉，似乎要程度上犧牲

民主：一方面，民主的審議程序耗力費時；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的科學問題可能是具

有急迫性的，像是：需要在氣候變遷無可挽回之前做出決斷。除此之外，這種角力也

常常發生在日常的例子中，複雜的環境工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民意？

　　在第二個問題，則是討論與言論自由有關的爭議。雖然在臺灣不常見，但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會出現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這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分別為

「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到底（climate denalism）」與「對最極端氣候災害的危言聳

聽（climate alarmism）」。一方面，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提出警告，對於氣候

變遷否認到底的人為了私利的緣故，故意去維持科學上的爭議，使得對於有重大公共

利害的氣候政策無法做出有效決議，這件事其實拖延了人們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的時

間；另一方面，以Michael Crichton的恐懼之邦為例，點出「有心人士常常透過建

構一種恐怖的政治環境，讓政治人物為了某些「迫切的」外在威脅而「不得不」採取

某些行動或是政策(而這樣的外在威脅可能是故意選擇災難性但科學上極端不可能實

現的情境去加以強調)。進而去限制其他行動或言論的可能。」比較denialism與

alarmism兩種極端的立場，我們可以去思考所謂言論自由到底在有效政策之間扮演

何種角色。，言論自由是否該受到限制？並且該限制又在哪裡？如何不讓有心人士利

用該限制，進而避免恐懼之邦的情況發生？這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在下半場，則是邀請了洪廣冀助理教授、歐陽敏助理教授與陳立昇博士進行講

座。首先，在洪助理教授的演講中，他藉由兩個故事，介紹他所梳理的、關於「生物

滅絕」這個概念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社群，如何理解「生物滅

絕」這個概念？並且，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變化。第一個故事是關於

Louis Agassiz對於生物滅絕的理解：「大鯢近親──美洲大鯢──遠在美洲，並

且，在歐洲也曾經出現類似於鯢的物種化石。這種物種多元起源的現象是無法透過科

學得到解釋的，而在神學的解釋底下──所有物種都是由造物者所造，這種現象合理

的解釋是：『造物者在相似的環境下投下了相同的物種，但因為特定區域環境的變

化，所以導致該物種生存不下去而滅絕。』」並且，這種說法在當時被美國支持蓄奴

制度的人們用來說明蓄奴是必要的：「若是不蓄奴，那麼非洲的黑人會因為無法適應

美洲的環境而滅絕。因此，蓄奴制度可以保存『黑人』這個物種的延續。」

　　第二個故事則是由Louis Agassiz的對立立場──演化論──所延伸出來。在演

化論的觀點下，物種都是單一起源，而物種的滅絕則是歸因於該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

不適應。因此，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提出另一種解釋方式：「在某個時間之前，地球氣

候相對溫暖，因此，物種可以透過白令海峽相互交流、在北半球的分布相對平均。但

在那之後，地球兩極開始變得寒冷，迫使許多生物往南遷，幸運的族群在南下的過程

中找到適合的棲地變生存下來；不幸運的族群則是滅絕。」並且，要注意到兩件事

情：第一，這種觀點與當代生物保育的觀點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只有在這種觀點之

下，生物保育才會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否則在神學解釋之下，生物的滅絕並不是什麼

重要且嚴重的問題。第二，延續上一個說法，生物保育的重要性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

制定以及制度的設計；並且，這樣的觀點在透過國家政策與制度的落實後，可能進一

步對其他物種與環境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以上，是這兩個故事試圖帶給大家的啟

發。

　　提到「生物滅絕」，就不得不想到侏儸紀公園的恐龍復活。歐陽敏助理教授以此

為開頭，點出他的主題：關於「去滅絕（de-extinction）」這個概念的哲學討論。

一直到1993年，「去滅絕」都還是一種科幻的想像。但過了幾年，1996年桃莉羊的

出現、2003年重新出現於世上的布卡多野山羊似乎宣告著，滅絕生物的復活不再只

是想像。而去滅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一、回溯繁殖：早期的技術，若某物種滅

絕，且該物種由仍存在且已知的兩物種交配而來，那麼透過兩物種的重新繁殖，人們

便可以將該滅絕之物種重新復育；二、基因轉殖：桃莉羊的複製技術；三、基因編輯

技術：CRISPR／Cas9，較新的技術，復活旅的技術。

　　根據以上對於去滅絕的科學技術有所認識後，對於「去滅絕」的概念，可以提出

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去滅絕」可能嗎？二、「去滅絕」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前者

是知識論問題，後者則是倫理學問題。在倫理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我們有什麼

理由接受／拒絕去滅絕？兩個接受的理由是：一、科學技術可以挽回人因滅絕的物

種；二、滿足人類的好奇心，由於有些滅絕的物種擁有特殊的構造，這些構造對人類

的科技發展可能是有益的。相反的，也有不接受的理由：一、「去滅絕」的實驗過程

對生物個體的福祉造成非常強烈的侵害；二、「去滅絕」有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災

害；三、「去滅絕」和「保育」似乎是有衝突的，若是「去滅絕」是合適的，那麼

「保育」就不會是有意義的行為。然而，在直覺上，保育會是有意義的行為。

　　不過，歐陽助理教授主要想關切的是另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物種復活的可能？

這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討論，並且這兩個部分會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個衝

突在生物哲學的討論中需要進一步釐清，此處涉及兩個關於物種的形上學觀點：一方

則認為物種是一種類（class）；另一方認為一物種就是個體。就前者的理解，物種

是不會滅亡的；以後者思考則物種卻有滅絕這回事。若同時以此兩觀點來看待物種，

矛盾即出現。進一步的討論需要先釐清「滅絕」與「去滅絕」的定義。還要注意的

是，去滅絕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帶回一物種，但科學家所能操弄的只有個體。復活一個

體算不算是帶回一個物種？這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後，在陳博士的講座中，呼應上一節游博士的講題，是關於科技政策方面的討

論──以美國蜂群崩潰症候群（CCD）為例。蜂群崩潰症候群指的是一蜂群的成蜂

非常態的、大規模的死亡，科學家也提出許多的假說，試著說明CCD的發生，其中

的一種類尼古丁農藥假說──也是這次的討論核心。類尼古丁農藥是透過機轉的方式

施作，藉以減少害蟲對農作物的侵害，而類尼古丁農藥之假說是主張：蜂群在授粉的

過程中，將類尼古丁農藥帶回蜂巢，進而導致CCD的發生。因為類尼古丁農藥的毒

性較低──為了農藥減少對哺乳類動物、農夫的毒害，因此傳統的毒性研究對該農藥

對蜜蜂之影響是較難研究的。也因此，類尼古丁農藥在自然界如何對蜜蜂構成威脅？

如何與其他因素產生負面影響？仍是存在爭議的。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之處在於：

實驗室的結果如何連結到自然狀況？舉例來說，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自成一套運作體

系，實驗室持續且穩定地給予單一個體類尼古丁農藥是否可以有適當說明類尼古丁農

藥對於蜂群的影響？這還需要考量到，自然狀況下的蜂群之食物來源是多元的、採食

範圍是廣泛的，這使得蜂群暴露在尼古丁農藥的狀況是更加不穩定的。加上農業施作

與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因此，若是試圖以自然狀況下研究蜂群的狀況，會使得

科學研究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無法承受的。

　　雖然關於類尼古丁假說的科學研究仍存在這些限制，但在近年來，在美國社會與

科學社群中逐漸地由類尼古丁假說占上風，甚至有科學家公開宣稱尼古丁農藥對蜜蜂

來說是最毒的農藥。在這個情況底下，可以更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科學家可以忽略

其研究之科學不確定性而如此宣稱？」有哲學家提供歸納風險的概念說明這種現象：

發言人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判斷，判斷甚麼樣程度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進而達到避免較

差的後果發生。舉例來說：在類尼古丁農藥的例子，若是科學家主張類尼古丁農藥有

害，則可能導致農藥市場受到影響，施作農要回歸傳統農藥，進而對人體產生較多害

處；相反的，若主張無害，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科學家可以根據自身歸納

風險的考量，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但當我們考量到科學家在公眾中的地位，似乎需要進一步地思考：歸納風險的考

量是否適用於科學家。原因是：科學家在公眾中是具有權威身分的，換言之，科學家

的言論會被視作是實際的結果而被聽信。這意味著，當科學家考量自身的價值觀而發

表其科學觀點時，其價值觀也加諸在其聽眾身上。而溝通倫理中的一重點是要尊重彼

此的價值觀，因此，當科學家這麼做，則可能違反溝通倫理。除此之外，若是科學家

在公眾場域中以嚴格的科學社群標準所發言，其實更有利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使用不

同研究相互溝通。

Q&A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提問1：

　　因為我自己在生醫科領域做類似的研究，在生醫科研究的過程中，若是實驗結果

與現實不符合，那麼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對實驗環境的設計、參數的設定，再次進行實

驗；或說，透過再實驗、再干預、然後再發現。而在剛剛的簡報過程中，林副教授跟

趙教授都說氣候研究難以像是生醫研究一樣，有「再實驗」的過程。若是實驗結果需

要趨近於現實，那在氣候研究中，科學家們如何在數據資料與模型共生、有著模型背

負的情況下，讓實驗結果趨近於真實？

回答1：

　　（林宗德副教授）面對這問題，當我們討論模型，就如提問者所說，無可避免地

要涉及模型結果是否為真，或說是趨近於真。一個方式就是，比對模型輸出的結果與

實際趨勢是否相符合。舉例來說，1996年到現在的溫度趨勢，若是跟模型結果相符

的話，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模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其實也做了

很多關於過去氣候的預測，畢竟我們也留了一些關於過去幾百年來氣候的紀錄可以比

對。如果預測結果與紀錄是相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模型已經足夠的了、

我們該考量的因素都考量到了」。至於，「人為因素佔了多少比重？」其實科學家們

也有相關實驗的：像是將人為因素拿掉，那麼氣候的預測就會失準。另外，我們也是

有一些獨立的資料──冰心或是年輪等等──可以作為結果是否趨近真實的判準。有

興趣的話可以參考Elizabeth Lloyd的研究。

　　（趙相科教授）這邊簡短的回答一下，面對你的問題，那些科學家可能會主張：

「如果做很多模擬，並且那些結果都是一致的話，那麼結果跟程序就是可信的。」

　　（游立安博士）針對這點，我可以講一些我知道的。關於氣候模擬的問題，其實

已經預設了我們對於經濟與人口成長的預測。也就是說，溫度變化與二氧化碳排的預

測是基於經濟與人口預測。但在這之間是否存在著線性關係、是否存在強烈的關聯

性，在「科學」上存在很大的爭議比較對，特別是經濟學中的預報，還有如何轉換經

濟學中的預報應用在大氣科學的建模之中。而科學哲學的工作是去分析這樣的科學假

設還有假設之間的關聯恰不恰當。

提問2：

　　游博士提到兩種關於氣候議題的態度──危言聳聽與否認到底──在臺灣並不明

顯，根據你的研究與觀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回答2：

　　（游立安博士）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時候，我沒有要說臺灣沒有危言聳聽，這種

情況是會存在的。但我認為臺灣沒有「否認到底」的言論出現，這也是我在最後想提

出的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這個可能跟宗教觀有關

係。在臺灣的比較傳統宗教觀中，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世界是比較不穩定、世界

本來就是重新與毀滅中循環的」這類型的觀點。也許可以說，對於災害的認識一直存

在在臺灣的公共性知識體系（Folk Epistemology）中。

　　二、這也可能跟臺灣人本身就有面對災難的經驗，像是颱風、地震等等自然界的

災難。因為有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臺灣人對於災難界定的社會閾值（social thresh-

old）比較低。因此要針對災難採取行動比較容易，因為社會上的阻礙比較小。有些

想要推遲氣候活動的地方，比較可能是因為有關於溫度差異之於災難情境間的關聯離

自身實際經驗太遠。像是加拿大幾個中部的省，主要以產油為主業。若是你跟他說很

遙遠的地方，或是氣溫上升一兩度，他們可能會覺得：「一天氣溫就可以差十幾度

了，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一兩度的溫度？」換個方向來說，將他們的產業整個關閉，反

而可能讓這些人失去維生工具、帶來更大的生活危害。這種資源分配與環境政策的問

題，不只在國際，在國內可能都沒有一個共識。

提問3：

　　想問游博士：像花蓮開發，雖然已經通過環境評估的程序，但是仍會有人反對。

因為反對方主張該程序是不正當的，因此，這種開發案啟動變得僵持不下。在國際

間，面對這樣的課題是否有提供新的方向？

回答3：

　　（游立安博士）關於程序與審議的問題，至少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中，我沒有看

到讓人非常滿意的考量、關於民主審議程序的說明。並且，這個問題也涉及剛剛趙老

師所談論的，關於氣候變遷災害折現率的主觀爭議。如何判斷在未來，我們會面對多

少損失與災害，這是一個經濟預測。這種預測不可避免地會帶入主觀判斷。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提問1：

　　目前的科學案例都是復活一兩個個體，像是桃莉羊。就生物學的觀點來說，一個

「物種」需要維持穩定的族群，有多的基因、穩定的數量。因此，若是僅僅是復活一

個個體或是許多個體卻單一的基因，似乎稱不上是一個物種的去滅絕。

回答1：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說的東西正是我想要主張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都只是

一個個的個體，遠遠不及一個物種。最有趣的案例是旅鴿，旅鴿是群體生物，他們沒

有辦法單獨生存。在該物種最興盛的時期，其物種數量堪比當時的人類人口總數。因

此，我認為，目前的工作只能稱作是初步工作。除非這個物種可以獨立地在自然環境

中穩定生存，相互交配等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叫做去滅絕。

提問2：

　　我比較好奇的是，被去滅絕的物種要如何處置？將這些物種是放在人工環境呢？

還是放回適合牠們生存的環境？若是後者的話，這些生物算不算外來種？或者問，這

些生物在生態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生物雖然在原棲地瀕臨面絕，

但卻在寵物市場中是很興盛的，像是墨西哥鈍口螈。那這樣我們是否可以放任這些生

物在棲地消失，因為基本上這些物種無論是基因庫或是繁衍都有這良好的狀況。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是科學家的問題。我對這個地

方沒有太多的涉略，所以無法告訴你，如何讓一個群體重返自然界，也許洪助理教授

可以給一些回應。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這問題涉及「滅絕」這個概念，並且我將

這個概念分成了三種定義：一、一個物種只剩下單一性別；二、最後一個體滅絕；

三、連基因訊息都消失。那麼，可以用你的說法延續討論，「物種消失在自然界但興

盛於寵物市場」算不算是去滅絕？這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想這個跟保育比較有

關，像是有些生物受到人為影響而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用人工養殖的

方式去養殖牠們。而人工養育則是保育生物學倫理學的層面，這個問題很有趣，但這

也超過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洪廣冀助理教授）櫻花鉤吻鮭就是大規模人工養殖再野放，雖然棲地範圍小，

但現在不再面臨絕種的危機。而你剛剛的問題都會延伸出來問：「在當代的狀況下，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種』概念？」我們在念生物學的時候，都會一個表定的物

種概念，像是交配可以產生健全後代，但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其中一種定義而已。並

且，這種物種概念只限用於動物，無法適用於植物，因為有些植物可以一種交配可以

產生後代、甚至具有生殖能力。顯然，我們生存的時代就如你剛剛所描述，「可能物

種在野外滅絕，但是在寵物市場上興盛。」這種情況算不算是滅絕，這牽涉到我們如

何定義這件事。

　　而每一個時代都會根據當下的特定政治經濟氛圍而產生特定的物種概念，並且，

「物種」這種東西常常是科學家說了算，或說某一些科學家說了算。我想說的是，

「物種」這個並不只是生物學概念，還牽涉政治與經濟的立場。所以要回答，一個物

種為何滅絕、如何把物種帶回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治理或是資本主

義社會的反思，並不是僅限於那個生物本身而已。

提問3：

　　關於去滅絕的可能性，除了教授提到關於復活的復活悖論還是復活的是物種還是

個體的問題。我這邊想到一些說明不可能去滅絕的理由。根據那些主張「去滅絕是有

道德考量在背後支撐」的立場──像是為了把那些因為人為因素而導致物種滅絕的生

物帶回來等等，他們試圖透過去滅絕所達到的目的就會是把讓那個曾經存在在地球歷

史上的物種復活，而不只是該物種下的一個個個體。這似乎會兩個難處：一、即便物

種被帶回來了，但環境與時代是帶不回來的──舉例來說：即便復活了長毛象，也無

法回到冰河時期；二、即使前一項困難被克服了，那些存在在一物種中非基因的傳承

也無法被帶回來──像是一物種特定的撫育關係等等。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所說的就是去滅絕不可能的其中一種論證，而這部分因為

時間與議題安排的關係沒提到。你說的沒錯，去滅絕確實是要把物種帶回來，不是要

把生物關在動物園裡面。像是猛瑪象的計畫，他們基本上是要重建生態系統。但一方

面，生態是物種的一環，另一方面，這個論證的主張就如你剛剛所說，一個物種的生

態過去就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去滅絕所想要的目的。

綜合討論

提問1-1：

　　立昇博士的理論似乎有在暗示科學家對類尼古丁假說的興盛是因為社會價值凌駕

了認知價知，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另外，我印象可能有誤，歐洲似乎

比美國還要早禁止、約束類尼古丁，那麼是否有研究顯示蜂群的死亡數量有減少？若

是有的話，是否可以視作是類尼古定假說是趨近真實的證據？

「生物滅絕的哲學問題」主講人歐陽敏助理教授

提問1-2：

　　接著這個問題，因為你沒有講完，所以政治的部分你都沒談到。並且，你在前面

地方花了不少時間介紹方法論的介紹，並且在這過程中也不斷強調政府、科學社群的

影響力。但這個部分，我認為關聯性不明顯，是否可以多加說明？

回答1： 

　　（陳立昇博士）剛剛礙於時間問題沒有介紹完，所以藉此簡短介紹我這篇文章的

目的。這篇文章我主要談論的核心是科學家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言。我認為，科學家基

於其認知權威的身分，應該在公共媒體上更加謹言慎行一點。舉例來說，該哲學家對

類尼古丁的說法可以採取比較偏向環境保護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需要承擔什麼樣的

風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讓他的聽眾在聽取了他的說法後自行決定對一該議題的

立場，而不是科學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後，告訴聽眾該怎麼做。我之所以如此主張的

理由有二：一、科學家可能對聽眾的自主性不夠尊重；二、科學家的宣稱若是太過獨

斷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像是哪個科學家才是對的等等。「科學家內部的爭議」的

相關問題，應該是之後再解決。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目前的研究資料都是美國的研究結果，未來也許可以加入歐

洲的研究結果作為比對。至於政治的部分，因為我認為政治決斷涉及任意性，所以希

望科學體制可以減少這樣的決斷。並且我希望這樣的科學體制並不只是侷限於科學期

刊或是特定科學社群，而是受到科學家自我約束的行為所劃定，只要一個科學家依據

嚴格的科學規範在生產知識、傳遞知識或分享知識，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生存在一個

科學社群裡面。

　　（游立安博士）補充一下我的觀點，有關於「政治價值或是政治許諾（com-

mit-ment）對於科學內部」這件事情，氣候科學就是一個例子。像是為什麼我們要

相信現在的大氣-海洋環流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想法是，人類活動是大氣變化重要

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在建模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基本預設是：「選

擇的參數是有窮盡的。」也就是影響大氣活動的動力因子是有窮盡的。但這樣的封閉

系統是否能夠對應到現實的開放系統，這就是一個大假設。

　　至於採取這套系統的好處在於，這套系統可以強調人為的責任，而這是有著政治

建議的意義在其中的。如果今天拒絕了這套封閉系統可以表徵實際的狀態，那麼政治

上的建議或指導性的意涵就會減弱。那也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該封閉系統的參數

化過程中完整地表徵真實的大氣系統？」這個問題是有人在探究的，就像是林副教授

同樣提到的「大氣模型如何貼近真的問題」。這反應了，科學方法論的選擇本身有可

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像是「人類活動對於大氣活動影響」的建議。

提問2：

　　氣候變遷跟滅絕這兩個概念是這次講座的兩個主題，想知道各位講者們對這兩個

主題的關聯性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針對歐陽助理教授的議題，歐陽助理教授曾

談到「去滅絕」跟「保育」是背道而馳的。若是人們有一天可以帶回足夠數量的個

體、雄性與雌性，進而形成穩固的群題，另一方面也創造一個保育的環境給該族群，

不知道歐陽助理教授對於「人類可以介入到甚麼程度」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僅僅是提到這兩個概念在直覺上會

是衝突的，當然這在細節上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而你所描述的狀況也不無可能。

　　（陳瑞麟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之所以將這兩個議題聯結在一起是基於一個猜

測：「生物滅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並且，若氣候變遷是人為的因

素呢？譬如：溫度升高。而溫度升高不利於某些生物生存，進而導致物種大規模滅

絕。這個猜測關乎一個由部分科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這個詞是試圖描

述：人類行為導致整個地球與生態產生巨大變化。更具體來說，假想地球發展的歷程

中，地球的氣候環境與生物演化回朝向一個方向前進；但如今面臨人類行為對於氣候

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別是，大規模生物滅絕會帶來新物種的產

生），而人類世便試圖描述後者──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然，

這是一種假說，並且這種假說與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有緊密關聯。

　　但是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雖然

說，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對人類來說都是正常的，畢竟，在人類所知的歷

史中是不斷地發生的。但這些現象對於地球、世界的衝擊是什麼、是否屬於異常現象

等等問題，仍都是值得討論的，也是這次論壇的核心。

提問3：

　　我個人從事生醫領域的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家與病毒的對抗過程中，我一直認

為，目標就是把病毒消滅就好。在病毒學家的觀點中，與病毒的對抗不是以消滅病毒

為目標，而是試圖與病毒共存，即使這些病毒會週期性的爆發等等。雖然有些人不同

意，但假設把病毒同樣當作是一個物種，那麼病毒學家的說法是否在哲學上有一些見

解？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談一下個人看法好了，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談，一個問題

是：細菌對我們是需要的，畢竟弄死了對我們不好的、對我們不能帶來益處的，不一

定就是好的。背後支持的理由是「我們其實與細菌的共生群」的想法有關係。另一個

問題是很有趣，許多人會認為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的。這也是今天這個論談的重

點，我們認為是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並且最好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擔心主觀性從

社會、經濟等等面向對結果的客觀性構成威脅。我要說的是，我過去一直以為科學可

以把主觀性拿掉，但從我的觀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保育或是去滅絕的物種

也是精心挑選的，跟我們長得像的，我們希望留下來。或是，可愛的留下，不可愛的

滅絕。並且這是事實跟價值的區分在硬科學中似乎可以建立，但到了軟性科學的部分

則便難以區分。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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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於2019年12月2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行，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教授作為論壇

的主持人。在論壇中，廣邀臺灣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關

於「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的科學哲學問題。

　　此次論壇以「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為核心，歸因於這兩個主題與部分科

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有關。這個概念試圖描述：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與

生態產生巨大變化。並在這個概念底下，其中一種廣為流傳的猜測就是：生物的滅絕

是否是由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透過學者們在論壇中的報告，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

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議題中，有什麼是未曾想過、更是值得省思、關切的問題，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兩個現象。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在上半場，邀請了趙相科教授、林宗德副教授與游立安博士候選人三位進行講

座。首先，趙教授為眾人說明了氣候科學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並且

以部分的科學工作為例──透過科學結果駁斥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說明科學哲學在其

中的角色。雖然在臺灣，抱持著氣候變遷懷疑論立場的人不多，但是在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存在著許多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立場主要的挑戰就是「人為導

致的氣候變遷是否存在？」而氣候科學的許多研究就是在尋找相關的證據。與其他科

學研究不一樣的是，因為大氣系統是開放空間，這使得氣候科學研究並不能透過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找到因果關係，科學家們只能透過

模擬模型進行氣候模擬。

　　模擬模型這個策略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是：受限於不同地域所面對的不

同現象或現象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因此，研究結果缺乏普遍適用性；或是，模型建模

的參數設定等等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對於模型客觀性的質疑；又或是研究過程中有許

多人為的因素──政治、經濟投資與資源分配的影響力──參雜其中等等。有些哲學

家提出替代的因果關係研究方法，像是：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推論等等。

　　同時，NASA氣候研究調查的結果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於

相關文獻的統計顯示：因果關係與證據不只受科學哲學家所關注，也是氣候科學所關

心的內容（科學研究大量使用「證據」、「因果」、「造成」等等詞彙）。並且，無

論是哪一方都同意證據是有程度之分的，IPCC還為此立定的證據可信度之標準（由

證據與科學社群的共識(agreement)所決定），更有學者據此提出證據信度與因果關

係之間支持關係的說明。除此之外，關於證據的可信度是否受人為因素所影響，像

是：美國一保守派的報告書以仿造美國官方氣候研究報告書的外觀、排版的方式呈現

其研究成果。上述種種也都是氣候研究中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而在林副教授的演講中，則是針對模擬模型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模型，像是：玩具模型、國高中課程中會看到的DNA雙

股模型或是滑車模型。又或說，物理所學到的許多數學公式。這些模型的意義在於：

因為這些模型與他們的原型存在著某些重要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型，

對原型有更清楚的認識。若要達到這個目的，科學家們就需要確保這些模型與其原型

有足夠強的相似性、確保該模型是合用的，而傳統的檢證方式就是將該模型所得到的

結果與經驗證據相比對。像是DNA結構模型，在二股與三股模型競爭之時，一方

面，三股模型的水分子含量在預估上與實際上的計算是有差異的；另一方面，雙股螺

旋較吻合結晶繞射的圖片。

　　但就如趙教授所說，大氣系統是個開放且巨大的系統，因此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

實驗，所以必須要過模擬模型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氣候模型中，科學家們的預設

是將大氣均勻地切成一個個的立方體，這也伴隨了氣候模型的第一個變數：人們對於

大氣觀測的數據是不均的。舉例來說：陸地區的大氣觀測資料會遠多於海洋區的大氣

觀測資料。

　　也因此，許多缺乏資料的地區往往是套用數學公式或是透過模型模擬所得到的資

料，並且這些資料是經過篩選、除錯而得到的結果。雖然這在科學或是工程界並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但這個方法跟我們上述談論的傳統實驗方法是有一段差異的，也跟

我們一般的哲學認知不太一樣。這裡的問題是，與一般情況相比較──資料是獨立

的，因此可以用以檢證實驗結果，但在氣候模型中，資料是透過模型模擬出來，再用

以檢證模型。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的比對是否是有意義的？並且透過「許多氣候模型

預測熱帶地區對流層之暖化狀況會比地表來得高」這個事件為例。許多懷疑論者引用

了衛星與太空儀的資料指出氣候模型的預測是失準的。但是有些科學家為此辯護方

式，他們認為受限於觀察方式，衛星資料與太空儀資料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

的數值。甚至觀測儀器還需要透過一些數學模型的校正，才能得到科學家們想要的原

始資料，但這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對模型的檢證還有許多值得討

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大氣物理，科學家們還是有許多不了解，而這些不了解就用一些數

值取代；另一方面，對於模型的參數是有許多上下其手的空間的，透過這些微調，讓

模型的輸出結果更吻合實際觀測結果。但這種方法與我們對於基本科學研究的了解相

當不同，怎麼模型裡有資料，但資料又包含了模型的因素，到底如何將模型輸出結果

與資料相對照？這樣似乎意味著資料被汙染？但模型的輸出結果又是相對精確的。那

麼，又要如何檢證資料？可能的作法是：找尋其他類型的原始資料作為檢證資料，或

是將檢證資料與建模資料區分開等等。林老師透過上述種種例子，簡單的介紹氣候科

學的複雜性。

　　與前面兩位講者不同，游博士所關切的問題是：「『對氣候狀態的理解』及『氣

候行動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而民主及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作為臺灣社會的重

要價值在具體的氣候（或廣義的環境）政策制定情境時會面臨哪種知與行之間的難

題。對於這個主題，他分成三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前兩個部

分。在第一個問題，以科學哲學家Philip Kitcher的理論為例，說明科學與民主之間

的衝突與互補。Kitcher在2000年時主張理想的科學發展必須要與民主制度相輔相

成：科學的發展需要國家監督、補助；國家的單位也需要有足夠科學素養的參與者。

在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之下，民主不會成為一種低俗的制度；科學的發展方向也不會

只有一種聲音。但到了十來年後，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Kitcher的態度改變了，他

提出了「人類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目標，他認為原本對於科學發展重要

的民主價值（也就是透過有科學素養的審議人在民主的審議過程去選擇投資具備社會

效益的科學研究）會因為某些人蓄意曲解科學而變成「達成有利人類福祉」這個目標

的阻礙（比如：無法採取緊急的氣候行動）。為了成就人類福祉，似乎要程度上犧牲

民主：一方面，民主的審議程序耗力費時；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的科學問題可能是具

有急迫性的，像是：需要在氣候變遷無可挽回之前做出決斷。除此之外，這種角力也

常常發生在日常的例子中，複雜的環境工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民意？

　　在第二個問題，則是討論與言論自由有關的爭議。雖然在臺灣不常見，但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會出現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這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分別為

「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到底（climate denalism）」與「對最極端氣候災害的危言聳

聽（climate alarmism）」。一方面，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提出警告，對於氣候

變遷否認到底的人為了私利的緣故，故意去維持科學上的爭議，使得對於有重大公共

利害的氣候政策無法做出有效決議，這件事其實拖延了人們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的時

間；另一方面，以Michael Crichton的恐懼之邦為例，點出「有心人士常常透過建

構一種恐怖的政治環境，讓政治人物為了某些「迫切的」外在威脅而「不得不」採取

某些行動或是政策(而這樣的外在威脅可能是故意選擇災難性但科學上極端不可能實

現的情境去加以強調)。進而去限制其他行動或言論的可能。」比較denialism與

alarmism兩種極端的立場，我們可以去思考所謂言論自由到底在有效政策之間扮演

何種角色。，言論自由是否該受到限制？並且該限制又在哪裡？如何不讓有心人士利

用該限制，進而避免恐懼之邦的情況發生？這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在下半場，則是邀請了洪廣冀助理教授、歐陽敏助理教授與陳立昇博士進行講

座。首先，在洪助理教授的演講中，他藉由兩個故事，介紹他所梳理的、關於「生物

滅絕」這個概念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社群，如何理解「生物滅

絕」這個概念？並且，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變化。第一個故事是關於

Louis Agassiz對於生物滅絕的理解：「大鯢近親──美洲大鯢──遠在美洲，並

且，在歐洲也曾經出現類似於鯢的物種化石。這種物種多元起源的現象是無法透過科

學得到解釋的，而在神學的解釋底下──所有物種都是由造物者所造，這種現象合理

的解釋是：『造物者在相似的環境下投下了相同的物種，但因為特定區域環境的變

化，所以導致該物種生存不下去而滅絕。』」並且，這種說法在當時被美國支持蓄奴

制度的人們用來說明蓄奴是必要的：「若是不蓄奴，那麼非洲的黑人會因為無法適應

美洲的環境而滅絕。因此，蓄奴制度可以保存『黑人』這個物種的延續。」

　　第二個故事則是由Louis Agassiz的對立立場──演化論──所延伸出來。在演

化論的觀點下，物種都是單一起源，而物種的滅絕則是歸因於該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

不適應。因此，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提出另一種解釋方式：「在某個時間之前，地球氣

候相對溫暖，因此，物種可以透過白令海峽相互交流、在北半球的分布相對平均。但

在那之後，地球兩極開始變得寒冷，迫使許多生物往南遷，幸運的族群在南下的過程

中找到適合的棲地變生存下來；不幸運的族群則是滅絕。」並且，要注意到兩件事

情：第一，這種觀點與當代生物保育的觀點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只有在這種觀點之

下，生物保育才會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否則在神學解釋之下，生物的滅絕並不是什麼

重要且嚴重的問題。第二，延續上一個說法，生物保育的重要性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

制定以及制度的設計；並且，這樣的觀點在透過國家政策與制度的落實後，可能進一

步對其他物種與環境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以上，是這兩個故事試圖帶給大家的啟

發。

　　提到「生物滅絕」，就不得不想到侏儸紀公園的恐龍復活。歐陽敏助理教授以此

為開頭，點出他的主題：關於「去滅絕（de-extinction）」這個概念的哲學討論。

一直到1993年，「去滅絕」都還是一種科幻的想像。但過了幾年，1996年桃莉羊的

出現、2003年重新出現於世上的布卡多野山羊似乎宣告著，滅絕生物的復活不再只

是想像。而去滅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一、回溯繁殖：早期的技術，若某物種滅

絕，且該物種由仍存在且已知的兩物種交配而來，那麼透過兩物種的重新繁殖，人們

便可以將該滅絕之物種重新復育；二、基因轉殖：桃莉羊的複製技術；三、基因編輯

技術：CRISPR／Cas9，較新的技術，復活旅的技術。

　　根據以上對於去滅絕的科學技術有所認識後，對於「去滅絕」的概念，可以提出

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去滅絕」可能嗎？二、「去滅絕」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前者

是知識論問題，後者則是倫理學問題。在倫理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我們有什麼

理由接受／拒絕去滅絕？兩個接受的理由是：一、科學技術可以挽回人因滅絕的物

種；二、滿足人類的好奇心，由於有些滅絕的物種擁有特殊的構造，這些構造對人類

的科技發展可能是有益的。相反的，也有不接受的理由：一、「去滅絕」的實驗過程

對生物個體的福祉造成非常強烈的侵害；二、「去滅絕」有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災

害；三、「去滅絕」和「保育」似乎是有衝突的，若是「去滅絕」是合適的，那麼

「保育」就不會是有意義的行為。然而，在直覺上，保育會是有意義的行為。

　　不過，歐陽助理教授主要想關切的是另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物種復活的可能？

這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討論，並且這兩個部分會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個衝

突在生物哲學的討論中需要進一步釐清，此處涉及兩個關於物種的形上學觀點：一方

則認為物種是一種類（class）；另一方認為一物種就是個體。就前者的理解，物種

是不會滅亡的；以後者思考則物種卻有滅絕這回事。若同時以此兩觀點來看待物種，

矛盾即出現。進一步的討論需要先釐清「滅絕」與「去滅絕」的定義。還要注意的

是，去滅絕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帶回一物種，但科學家所能操弄的只有個體。復活一個

體算不算是帶回一個物種？這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後，在陳博士的講座中，呼應上一節游博士的講題，是關於科技政策方面的討

論──以美國蜂群崩潰症候群（CCD）為例。蜂群崩潰症候群指的是一蜂群的成蜂

非常態的、大規模的死亡，科學家也提出許多的假說，試著說明CCD的發生，其中

的一種類尼古丁農藥假說──也是這次的討論核心。類尼古丁農藥是透過機轉的方式

施作，藉以減少害蟲對農作物的侵害，而類尼古丁農藥之假說是主張：蜂群在授粉的

過程中，將類尼古丁農藥帶回蜂巢，進而導致CCD的發生。因為類尼古丁農藥的毒

性較低──為了農藥減少對哺乳類動物、農夫的毒害，因此傳統的毒性研究對該農藥

對蜜蜂之影響是較難研究的。也因此，類尼古丁農藥在自然界如何對蜜蜂構成威脅？

如何與其他因素產生負面影響？仍是存在爭議的。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之處在於：

實驗室的結果如何連結到自然狀況？舉例來說，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自成一套運作體

系，實驗室持續且穩定地給予單一個體類尼古丁農藥是否可以有適當說明類尼古丁農

藥對於蜂群的影響？這還需要考量到，自然狀況下的蜂群之食物來源是多元的、採食

範圍是廣泛的，這使得蜂群暴露在尼古丁農藥的狀況是更加不穩定的。加上農業施作

與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因此，若是試圖以自然狀況下研究蜂群的狀況，會使得

科學研究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無法承受的。

　　雖然關於類尼古丁假說的科學研究仍存在這些限制，但在近年來，在美國社會與

科學社群中逐漸地由類尼古丁假說占上風，甚至有科學家公開宣稱尼古丁農藥對蜜蜂

來說是最毒的農藥。在這個情況底下，可以更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科學家可以忽略

其研究之科學不確定性而如此宣稱？」有哲學家提供歸納風險的概念說明這種現象：

發言人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判斷，判斷甚麼樣程度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進而達到避免較

差的後果發生。舉例來說：在類尼古丁農藥的例子，若是科學家主張類尼古丁農藥有

害，則可能導致農藥市場受到影響，施作農要回歸傳統農藥，進而對人體產生較多害

處；相反的，若主張無害，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科學家可以根據自身歸納

風險的考量，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但當我們考量到科學家在公眾中的地位，似乎需要進一步地思考：歸納風險的考

量是否適用於科學家。原因是：科學家在公眾中是具有權威身分的，換言之，科學家

的言論會被視作是實際的結果而被聽信。這意味著，當科學家考量自身的價值觀而發

表其科學觀點時，其價值觀也加諸在其聽眾身上。而溝通倫理中的一重點是要尊重彼

此的價值觀，因此，當科學家這麼做，則可能違反溝通倫理。除此之外，若是科學家

在公眾場域中以嚴格的科學社群標準所發言，其實更有利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使用不

同研究相互溝通。

Q&A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提問1：

　　因為我自己在生醫科領域做類似的研究，在生醫科研究的過程中，若是實驗結果

與現實不符合，那麼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對實驗環境的設計、參數的設定，再次進行實

驗；或說，透過再實驗、再干預、然後再發現。而在剛剛的簡報過程中，林副教授跟

趙教授都說氣候研究難以像是生醫研究一樣，有「再實驗」的過程。若是實驗結果需

要趨近於現實，那在氣候研究中，科學家們如何在數據資料與模型共生、有著模型背

負的情況下，讓實驗結果趨近於真實？

回答1：

　　（林宗德副教授）面對這問題，當我們討論模型，就如提問者所說，無可避免地

要涉及模型結果是否為真，或說是趨近於真。一個方式就是，比對模型輸出的結果與

實際趨勢是否相符合。舉例來說，1996年到現在的溫度趨勢，若是跟模型結果相符

的話，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模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其實也做了

很多關於過去氣候的預測，畢竟我們也留了一些關於過去幾百年來氣候的紀錄可以比

對。如果預測結果與紀錄是相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模型已經足夠的了、

我們該考量的因素都考量到了」。至於，「人為因素佔了多少比重？」其實科學家們

也有相關實驗的：像是將人為因素拿掉，那麼氣候的預測就會失準。另外，我們也是

有一些獨立的資料──冰心或是年輪等等──可以作為結果是否趨近真實的判準。有

興趣的話可以參考Elizabeth Lloyd的研究。

　　（趙相科教授）這邊簡短的回答一下，面對你的問題，那些科學家可能會主張：

「如果做很多模擬，並且那些結果都是一致的話，那麼結果跟程序就是可信的。」

　　（游立安博士）針對這點，我可以講一些我知道的。關於氣候模擬的問題，其實

已經預設了我們對於經濟與人口成長的預測。也就是說，溫度變化與二氧化碳排的預

測是基於經濟與人口預測。但在這之間是否存在著線性關係、是否存在強烈的關聯

性，在「科學」上存在很大的爭議比較對，特別是經濟學中的預報，還有如何轉換經

濟學中的預報應用在大氣科學的建模之中。而科學哲學的工作是去分析這樣的科學假

設還有假設之間的關聯恰不恰當。

提問2：

　　游博士提到兩種關於氣候議題的態度──危言聳聽與否認到底──在臺灣並不明

顯，根據你的研究與觀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回答2：

　　（游立安博士）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時候，我沒有要說臺灣沒有危言聳聽，這種

情況是會存在的。但我認為臺灣沒有「否認到底」的言論出現，這也是我在最後想提

出的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這個可能跟宗教觀有關

係。在臺灣的比較傳統宗教觀中，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世界是比較不穩定、世界

本來就是重新與毀滅中循環的」這類型的觀點。也許可以說，對於災害的認識一直存

在在臺灣的公共性知識體系（Folk Epistemology）中。

　　二、這也可能跟臺灣人本身就有面對災難的經驗，像是颱風、地震等等自然界的

災難。因為有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臺灣人對於災難界定的社會閾值（social thresh-

old）比較低。因此要針對災難採取行動比較容易，因為社會上的阻礙比較小。有些

想要推遲氣候活動的地方，比較可能是因為有關於溫度差異之於災難情境間的關聯離

自身實際經驗太遠。像是加拿大幾個中部的省，主要以產油為主業。若是你跟他說很

遙遠的地方，或是氣溫上升一兩度，他們可能會覺得：「一天氣溫就可以差十幾度

了，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一兩度的溫度？」換個方向來說，將他們的產業整個關閉，反

而可能讓這些人失去維生工具、帶來更大的生活危害。這種資源分配與環境政策的問

題，不只在國際，在國內可能都沒有一個共識。

提問3：

　　想問游博士：像花蓮開發，雖然已經通過環境評估的程序，但是仍會有人反對。

因為反對方主張該程序是不正當的，因此，這種開發案啟動變得僵持不下。在國際

間，面對這樣的課題是否有提供新的方向？

回答3：

　　（游立安博士）關於程序與審議的問題，至少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中，我沒有看

到讓人非常滿意的考量、關於民主審議程序的說明。並且，這個問題也涉及剛剛趙老

師所談論的，關於氣候變遷災害折現率的主觀爭議。如何判斷在未來，我們會面對多

少損失與災害，這是一個經濟預測。這種預測不可避免地會帶入主觀判斷。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提問1：

　　目前的科學案例都是復活一兩個個體，像是桃莉羊。就生物學的觀點來說，一個

「物種」需要維持穩定的族群，有多的基因、穩定的數量。因此，若是僅僅是復活一

個個體或是許多個體卻單一的基因，似乎稱不上是一個物種的去滅絕。

回答1：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說的東西正是我想要主張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都只是

一個個的個體，遠遠不及一個物種。最有趣的案例是旅鴿，旅鴿是群體生物，他們沒

有辦法單獨生存。在該物種最興盛的時期，其物種數量堪比當時的人類人口總數。因

此，我認為，目前的工作只能稱作是初步工作。除非這個物種可以獨立地在自然環境

中穩定生存，相互交配等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叫做去滅絕。

提問2：

　　我比較好奇的是，被去滅絕的物種要如何處置？將這些物種是放在人工環境呢？

還是放回適合牠們生存的環境？若是後者的話，這些生物算不算外來種？或者問，這

些生物在生態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生物雖然在原棲地瀕臨面絕，

但卻在寵物市場中是很興盛的，像是墨西哥鈍口螈。那這樣我們是否可以放任這些生

物在棲地消失，因為基本上這些物種無論是基因庫或是繁衍都有這良好的狀況。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是科學家的問題。我對這個地

方沒有太多的涉略，所以無法告訴你，如何讓一個群體重返自然界，也許洪助理教授

可以給一些回應。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這問題涉及「滅絕」這個概念，並且我將

這個概念分成了三種定義：一、一個物種只剩下單一性別；二、最後一個體滅絕；

三、連基因訊息都消失。那麼，可以用你的說法延續討論，「物種消失在自然界但興

盛於寵物市場」算不算是去滅絕？這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想這個跟保育比較有

關，像是有些生物受到人為影響而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用人工養殖的

方式去養殖牠們。而人工養育則是保育生物學倫理學的層面，這個問題很有趣，但這

也超過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洪廣冀助理教授）櫻花鉤吻鮭就是大規模人工養殖再野放，雖然棲地範圍小，

但現在不再面臨絕種的危機。而你剛剛的問題都會延伸出來問：「在當代的狀況下，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種』概念？」我們在念生物學的時候，都會一個表定的物

種概念，像是交配可以產生健全後代，但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其中一種定義而已。並

且，這種物種概念只限用於動物，無法適用於植物，因為有些植物可以一種交配可以

產生後代、甚至具有生殖能力。顯然，我們生存的時代就如你剛剛所描述，「可能物

種在野外滅絕，但是在寵物市場上興盛。」這種情況算不算是滅絕，這牽涉到我們如

何定義這件事。

　　而每一個時代都會根據當下的特定政治經濟氛圍而產生特定的物種概念，並且，

「物種」這種東西常常是科學家說了算，或說某一些科學家說了算。我想說的是，

「物種」這個並不只是生物學概念，還牽涉政治與經濟的立場。所以要回答，一個物

種為何滅絕、如何把物種帶回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治理或是資本主

義社會的反思，並不是僅限於那個生物本身而已。

提問3：

　　關於去滅絕的可能性，除了教授提到關於復活的復活悖論還是復活的是物種還是

個體的問題。我這邊想到一些說明不可能去滅絕的理由。根據那些主張「去滅絕是有

道德考量在背後支撐」的立場──像是為了把那些因為人為因素而導致物種滅絕的生

物帶回來等等，他們試圖透過去滅絕所達到的目的就會是把讓那個曾經存在在地球歷

史上的物種復活，而不只是該物種下的一個個個體。這似乎會兩個難處：一、即便物

種被帶回來了，但環境與時代是帶不回來的──舉例來說：即便復活了長毛象，也無

法回到冰河時期；二、即使前一項困難被克服了，那些存在在一物種中非基因的傳承

也無法被帶回來──像是一物種特定的撫育關係等等。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所說的就是去滅絕不可能的其中一種論證，而這部分因為

時間與議題安排的關係沒提到。你說的沒錯，去滅絕確實是要把物種帶回來，不是要

把生物關在動物園裡面。像是猛瑪象的計畫，他們基本上是要重建生態系統。但一方

面，生態是物種的一環，另一方面，這個論證的主張就如你剛剛所說，一個物種的生

態過去就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去滅絕所想要的目的。

綜合討論

提問1-1：

　　立昇博士的理論似乎有在暗示科學家對類尼古丁假說的興盛是因為社會價值凌駕

了認知價知，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另外，我印象可能有誤，歐洲似乎

比美國還要早禁止、約束類尼古丁，那麼是否有研究顯示蜂群的死亡數量有減少？若

是有的話，是否可以視作是類尼古定假說是趨近真實的證據？

提問1-2：

　　接著這個問題，因為你沒有講完，所以政治的部分你都沒談到。並且，你在前面

地方花了不少時間介紹方法論的介紹，並且在這過程中也不斷強調政府、科學社群的

影響力。但這個部分，我認為關聯性不明顯，是否可以多加說明？

回答1： 

　　（陳立昇博士）剛剛礙於時間問題沒有介紹完，所以藉此簡短介紹我這篇文章的

目的。這篇文章我主要談論的核心是科學家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言。我認為，科學家基

於其認知權威的身分，應該在公共媒體上更加謹言慎行一點。舉例來說，該哲學家對

類尼古丁的說法可以採取比較偏向環境保護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需要承擔什麼樣的

風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讓他的聽眾在聽取了他的說法後自行決定對一該議題的

立場，而不是科學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後，告訴聽眾該怎麼做。我之所以如此主張的

理由有二：一、科學家可能對聽眾的自主性不夠尊重；二、科學家的宣稱若是太過獨

斷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像是哪個科學家才是對的等等。「科學家內部的爭議」的

相關問題，應該是之後再解決。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目前的研究資料都是美國的研究結果，未來也許可以加入歐

洲的研究結果作為比對。至於政治的部分，因為我認為政治決斷涉及任意性，所以希

望科學體制可以減少這樣的決斷。並且我希望這樣的科學體制並不只是侷限於科學期

刊或是特定科學社群，而是受到科學家自我約束的行為所劃定，只要一個科學家依據

嚴格的科學規範在生產知識、傳遞知識或分享知識，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生存在一個

科學社群裡面。

　　（游立安博士）補充一下我的觀點，有關於「政治價值或是政治許諾（com-

mit-ment）對於科學內部」這件事情，氣候科學就是一個例子。像是為什麼我們要

相信現在的大氣-海洋環流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想法是，人類活動是大氣變化重要

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在建模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基本預設是：「選

擇的參數是有窮盡的。」也就是影響大氣活動的動力因子是有窮盡的。但這樣的封閉

系統是否能夠對應到現實的開放系統，這就是一個大假設。

　　至於採取這套系統的好處在於，這套系統可以強調人為的責任，而這是有著政治

建議的意義在其中的。如果今天拒絕了這套封閉系統可以表徵實際的狀態，那麼政治

上的建議或指導性的意涵就會減弱。那也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該封閉系統的參數

化過程中完整地表徵真實的大氣系統？」這個問題是有人在探究的，就像是林副教授

同樣提到的「大氣模型如何貼近真的問題」。這反應了，科學方法論的選擇本身有可

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像是「人類活動對於大氣活動影響」的建議。

提問2：

　　氣候變遷跟滅絕這兩個概念是這次講座的兩個主題，想知道各位講者們對這兩個

主題的關聯性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針對歐陽助理教授的議題，歐陽助理教授曾

談到「去滅絕」跟「保育」是背道而馳的。若是人們有一天可以帶回足夠數量的個

體、雄性與雌性，進而形成穩固的群題，另一方面也創造一個保育的環境給該族群，

不知道歐陽助理教授對於「人類可以介入到甚麼程度」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僅僅是提到這兩個概念在直覺上會

是衝突的，當然這在細節上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而你所描述的狀況也不無可能。

　　（陳瑞麟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之所以將這兩個議題聯結在一起是基於一個猜

測：「生物滅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並且，若氣候變遷是人為的因

素呢？譬如：溫度升高。而溫度升高不利於某些生物生存，進而導致物種大規模滅

絕。這個猜測關乎一個由部分科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這個詞是試圖描

述：人類行為導致整個地球與生態產生巨大變化。更具體來說，假想地球發展的歷程

中，地球的氣候環境與生物演化回朝向一個方向前進；但如今面臨人類行為對於氣候

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別是，大規模生物滅絕會帶來新物種的產

生），而人類世便試圖描述後者──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然，

這是一種假說，並且這種假說與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有緊密關聯。

　　但是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雖然

說，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對人類來說都是正常的，畢竟，在人類所知的歷

史中是不斷地發生的。但這些現象對於地球、世界的衝擊是什麼、是否屬於異常現象

等等問題，仍都是值得討論的，也是這次論壇的核心。

提問3：

　　我個人從事生醫領域的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家與病毒的對抗過程中，我一直認

為，目標就是把病毒消滅就好。在病毒學家的觀點中，與病毒的對抗不是以消滅病毒

為目標，而是試圖與病毒共存，即使這些病毒會週期性的爆發等等。雖然有些人不同

意，但假設把病毒同樣當作是一個物種，那麼病毒學家的說法是否在哲學上有一些見

解？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談一下個人看法好了，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談，一個問題

是：細菌對我們是需要的，畢竟弄死了對我們不好的、對我們不能帶來益處的，不一

定就是好的。背後支持的理由是「我們其實與細菌的共生群」的想法有關係。另一個

問題是很有趣，許多人會認為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的。這也是今天這個論談的重

點，我們認為是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並且最好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擔心主觀性從

社會、經濟等等面向對結果的客觀性構成威脅。我要說的是，我過去一直以為科學可

以把主觀性拿掉，但從我的觀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保育或是去滅絕的物種

也是精心挑選的，跟我們長得像的，我們希望留下來。或是，可愛的留下，不可愛的

滅絕。並且這是事實跟價值的區分在硬科學中似乎可以建立，但到了軟性科學的部分

則便難以區分。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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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於2019年12月2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行，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教授作為論壇

的主持人。在論壇中，廣邀臺灣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關

於「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的科學哲學問題。

　　此次論壇以「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為核心，歸因於這兩個主題與部分科

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有關。這個概念試圖描述：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與

生態產生巨大變化。並在這個概念底下，其中一種廣為流傳的猜測就是：生物的滅絕

是否是由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透過學者們在論壇中的報告，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

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議題中，有什麼是未曾想過、更是值得省思、關切的問題，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兩個現象。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在上半場，邀請了趙相科教授、林宗德副教授與游立安博士候選人三位進行講

座。首先，趙教授為眾人說明了氣候科學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並且

以部分的科學工作為例──透過科學結果駁斥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說明科學哲學在其

中的角色。雖然在臺灣，抱持著氣候變遷懷疑論立場的人不多，但是在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存在著許多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立場主要的挑戰就是「人為導

致的氣候變遷是否存在？」而氣候科學的許多研究就是在尋找相關的證據。與其他科

學研究不一樣的是，因為大氣系統是開放空間，這使得氣候科學研究並不能透過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找到因果關係，科學家們只能透過

模擬模型進行氣候模擬。

　　模擬模型這個策略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是：受限於不同地域所面對的不

同現象或現象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因此，研究結果缺乏普遍適用性；或是，模型建模

的參數設定等等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對於模型客觀性的質疑；又或是研究過程中有許

多人為的因素──政治、經濟投資與資源分配的影響力──參雜其中等等。有些哲學

家提出替代的因果關係研究方法，像是：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推論等等。

　　同時，NASA氣候研究調查的結果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於

相關文獻的統計顯示：因果關係與證據不只受科學哲學家所關注，也是氣候科學所關

心的內容（科學研究大量使用「證據」、「因果」、「造成」等等詞彙）。並且，無

論是哪一方都同意證據是有程度之分的，IPCC還為此立定的證據可信度之標準（由

證據與科學社群的共識(agreement)所決定），更有學者據此提出證據信度與因果關

係之間支持關係的說明。除此之外，關於證據的可信度是否受人為因素所影響，像

是：美國一保守派的報告書以仿造美國官方氣候研究報告書的外觀、排版的方式呈現

其研究成果。上述種種也都是氣候研究中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而在林副教授的演講中，則是針對模擬模型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模型，像是：玩具模型、國高中課程中會看到的DNA雙

股模型或是滑車模型。又或說，物理所學到的許多數學公式。這些模型的意義在於：

因為這些模型與他們的原型存在著某些重要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型，

對原型有更清楚的認識。若要達到這個目的，科學家們就需要確保這些模型與其原型

有足夠強的相似性、確保該模型是合用的，而傳統的檢證方式就是將該模型所得到的

結果與經驗證據相比對。像是DNA結構模型，在二股與三股模型競爭之時，一方

面，三股模型的水分子含量在預估上與實際上的計算是有差異的；另一方面，雙股螺

旋較吻合結晶繞射的圖片。

　　但就如趙教授所說，大氣系統是個開放且巨大的系統，因此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

實驗，所以必須要過模擬模型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氣候模型中，科學家們的預設

是將大氣均勻地切成一個個的立方體，這也伴隨了氣候模型的第一個變數：人們對於

大氣觀測的數據是不均的。舉例來說：陸地區的大氣觀測資料會遠多於海洋區的大氣

觀測資料。

　　也因此，許多缺乏資料的地區往往是套用數學公式或是透過模型模擬所得到的資

料，並且這些資料是經過篩選、除錯而得到的結果。雖然這在科學或是工程界並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但這個方法跟我們上述談論的傳統實驗方法是有一段差異的，也跟

我們一般的哲學認知不太一樣。這裡的問題是，與一般情況相比較──資料是獨立

的，因此可以用以檢證實驗結果，但在氣候模型中，資料是透過模型模擬出來，再用

以檢證模型。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的比對是否是有意義的？並且透過「許多氣候模型

預測熱帶地區對流層之暖化狀況會比地表來得高」這個事件為例。許多懷疑論者引用

了衛星與太空儀的資料指出氣候模型的預測是失準的。但是有些科學家為此辯護方

式，他們認為受限於觀察方式，衛星資料與太空儀資料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

的數值。甚至觀測儀器還需要透過一些數學模型的校正，才能得到科學家們想要的原

始資料，但這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對模型的檢證還有許多值得討

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大氣物理，科學家們還是有許多不了解，而這些不了解就用一些數

值取代；另一方面，對於模型的參數是有許多上下其手的空間的，透過這些微調，讓

模型的輸出結果更吻合實際觀測結果。但這種方法與我們對於基本科學研究的了解相

當不同，怎麼模型裡有資料，但資料又包含了模型的因素，到底如何將模型輸出結果

與資料相對照？這樣似乎意味著資料被汙染？但模型的輸出結果又是相對精確的。那

麼，又要如何檢證資料？可能的作法是：找尋其他類型的原始資料作為檢證資料，或

是將檢證資料與建模資料區分開等等。林老師透過上述種種例子，簡單的介紹氣候科

學的複雜性。

　　與前面兩位講者不同，游博士所關切的問題是：「『對氣候狀態的理解』及『氣

候行動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而民主及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作為臺灣社會的重

要價值在具體的氣候（或廣義的環境）政策制定情境時會面臨哪種知與行之間的難

題。對於這個主題，他分成三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前兩個部

分。在第一個問題，以科學哲學家Philip Kitcher的理論為例，說明科學與民主之間

的衝突與互補。Kitcher在2000年時主張理想的科學發展必須要與民主制度相輔相

成：科學的發展需要國家監督、補助；國家的單位也需要有足夠科學素養的參與者。

在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之下，民主不會成為一種低俗的制度；科學的發展方向也不會

只有一種聲音。但到了十來年後，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Kitcher的態度改變了，他

提出了「人類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目標，他認為原本對於科學發展重要

的民主價值（也就是透過有科學素養的審議人在民主的審議過程去選擇投資具備社會

效益的科學研究）會因為某些人蓄意曲解科學而變成「達成有利人類福祉」這個目標

的阻礙（比如：無法採取緊急的氣候行動）。為了成就人類福祉，似乎要程度上犧牲

民主：一方面，民主的審議程序耗力費時；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的科學問題可能是具

有急迫性的，像是：需要在氣候變遷無可挽回之前做出決斷。除此之外，這種角力也

常常發生在日常的例子中，複雜的環境工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民意？

　　在第二個問題，則是討論與言論自由有關的爭議。雖然在臺灣不常見，但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會出現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這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分別為

「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到底（climate denalism）」與「對最極端氣候災害的危言聳

聽（climate alarmism）」。一方面，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提出警告，對於氣候

變遷否認到底的人為了私利的緣故，故意去維持科學上的爭議，使得對於有重大公共

利害的氣候政策無法做出有效決議，這件事其實拖延了人們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的時

間；另一方面，以Michael Crichton的恐懼之邦為例，點出「有心人士常常透過建

構一種恐怖的政治環境，讓政治人物為了某些「迫切的」外在威脅而「不得不」採取

某些行動或是政策(而這樣的外在威脅可能是故意選擇災難性但科學上極端不可能實

現的情境去加以強調)。進而去限制其他行動或言論的可能。」比較denialism與

alarmism兩種極端的立場，我們可以去思考所謂言論自由到底在有效政策之間扮演

何種角色。，言論自由是否該受到限制？並且該限制又在哪裡？如何不讓有心人士利

用該限制，進而避免恐懼之邦的情況發生？這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在下半場，則是邀請了洪廣冀助理教授、歐陽敏助理教授與陳立昇博士進行講

座。首先，在洪助理教授的演講中，他藉由兩個故事，介紹他所梳理的、關於「生物

滅絕」這個概念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社群，如何理解「生物滅

絕」這個概念？並且，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變化。第一個故事是關於

Louis Agassiz對於生物滅絕的理解：「大鯢近親──美洲大鯢──遠在美洲，並

且，在歐洲也曾經出現類似於鯢的物種化石。這種物種多元起源的現象是無法透過科

學得到解釋的，而在神學的解釋底下──所有物種都是由造物者所造，這種現象合理

的解釋是：『造物者在相似的環境下投下了相同的物種，但因為特定區域環境的變

化，所以導致該物種生存不下去而滅絕。』」並且，這種說法在當時被美國支持蓄奴

制度的人們用來說明蓄奴是必要的：「若是不蓄奴，那麼非洲的黑人會因為無法適應

美洲的環境而滅絕。因此，蓄奴制度可以保存『黑人』這個物種的延續。」

　　第二個故事則是由Louis Agassiz的對立立場──演化論──所延伸出來。在演

化論的觀點下，物種都是單一起源，而物種的滅絕則是歸因於該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

不適應。因此，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提出另一種解釋方式：「在某個時間之前，地球氣

候相對溫暖，因此，物種可以透過白令海峽相互交流、在北半球的分布相對平均。但

在那之後，地球兩極開始變得寒冷，迫使許多生物往南遷，幸運的族群在南下的過程

中找到適合的棲地變生存下來；不幸運的族群則是滅絕。」並且，要注意到兩件事

情：第一，這種觀點與當代生物保育的觀點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只有在這種觀點之

下，生物保育才會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否則在神學解釋之下，生物的滅絕並不是什麼

重要且嚴重的問題。第二，延續上一個說法，生物保育的重要性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

制定以及制度的設計；並且，這樣的觀點在透過國家政策與制度的落實後，可能進一

步對其他物種與環境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以上，是這兩個故事試圖帶給大家的啟

發。

　　提到「生物滅絕」，就不得不想到侏儸紀公園的恐龍復活。歐陽敏助理教授以此

為開頭，點出他的主題：關於「去滅絕（de-extinction）」這個概念的哲學討論。

一直到1993年，「去滅絕」都還是一種科幻的想像。但過了幾年，1996年桃莉羊的

出現、2003年重新出現於世上的布卡多野山羊似乎宣告著，滅絕生物的復活不再只

是想像。而去滅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一、回溯繁殖：早期的技術，若某物種滅

絕，且該物種由仍存在且已知的兩物種交配而來，那麼透過兩物種的重新繁殖，人們

便可以將該滅絕之物種重新復育；二、基因轉殖：桃莉羊的複製技術；三、基因編輯

技術：CRISPR／Cas9，較新的技術，復活旅的技術。

　　根據以上對於去滅絕的科學技術有所認識後，對於「去滅絕」的概念，可以提出

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去滅絕」可能嗎？二、「去滅絕」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前者

是知識論問題，後者則是倫理學問題。在倫理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我們有什麼

理由接受／拒絕去滅絕？兩個接受的理由是：一、科學技術可以挽回人因滅絕的物

種；二、滿足人類的好奇心，由於有些滅絕的物種擁有特殊的構造，這些構造對人類

的科技發展可能是有益的。相反的，也有不接受的理由：一、「去滅絕」的實驗過程

對生物個體的福祉造成非常強烈的侵害；二、「去滅絕」有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災

害；三、「去滅絕」和「保育」似乎是有衝突的，若是「去滅絕」是合適的，那麼

「保育」就不會是有意義的行為。然而，在直覺上，保育會是有意義的行為。

　　不過，歐陽助理教授主要想關切的是另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物種復活的可能？

這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討論，並且這兩個部分會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個衝

突在生物哲學的討論中需要進一步釐清，此處涉及兩個關於物種的形上學觀點：一方

則認為物種是一種類（class）；另一方認為一物種就是個體。就前者的理解，物種

是不會滅亡的；以後者思考則物種卻有滅絕這回事。若同時以此兩觀點來看待物種，

矛盾即出現。進一步的討論需要先釐清「滅絕」與「去滅絕」的定義。還要注意的

是，去滅絕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帶回一物種，但科學家所能操弄的只有個體。復活一個

體算不算是帶回一個物種？這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後，在陳博士的講座中，呼應上一節游博士的講題，是關於科技政策方面的討

論──以美國蜂群崩潰症候群（CCD）為例。蜂群崩潰症候群指的是一蜂群的成蜂

非常態的、大規模的死亡，科學家也提出許多的假說，試著說明CCD的發生，其中

的一種類尼古丁農藥假說──也是這次的討論核心。類尼古丁農藥是透過機轉的方式

施作，藉以減少害蟲對農作物的侵害，而類尼古丁農藥之假說是主張：蜂群在授粉的

過程中，將類尼古丁農藥帶回蜂巢，進而導致CCD的發生。因為類尼古丁農藥的毒

性較低──為了農藥減少對哺乳類動物、農夫的毒害，因此傳統的毒性研究對該農藥

對蜜蜂之影響是較難研究的。也因此，類尼古丁農藥在自然界如何對蜜蜂構成威脅？

如何與其他因素產生負面影響？仍是存在爭議的。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之處在於：

實驗室的結果如何連結到自然狀況？舉例來說，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自成一套運作體

系，實驗室持續且穩定地給予單一個體類尼古丁農藥是否可以有適當說明類尼古丁農

藥對於蜂群的影響？這還需要考量到，自然狀況下的蜂群之食物來源是多元的、採食

範圍是廣泛的，這使得蜂群暴露在尼古丁農藥的狀況是更加不穩定的。加上農業施作

與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因此，若是試圖以自然狀況下研究蜂群的狀況，會使得

科學研究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無法承受的。

　　雖然關於類尼古丁假說的科學研究仍存在這些限制，但在近年來，在美國社會與

科學社群中逐漸地由類尼古丁假說占上風，甚至有科學家公開宣稱尼古丁農藥對蜜蜂

來說是最毒的農藥。在這個情況底下，可以更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科學家可以忽略

其研究之科學不確定性而如此宣稱？」有哲學家提供歸納風險的概念說明這種現象：

發言人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判斷，判斷甚麼樣程度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進而達到避免較

差的後果發生。舉例來說：在類尼古丁農藥的例子，若是科學家主張類尼古丁農藥有

害，則可能導致農藥市場受到影響，施作農要回歸傳統農藥，進而對人體產生較多害

處；相反的，若主張無害，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科學家可以根據自身歸納

風險的考量，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但當我們考量到科學家在公眾中的地位，似乎需要進一步地思考：歸納風險的考

量是否適用於科學家。原因是：科學家在公眾中是具有權威身分的，換言之，科學家

的言論會被視作是實際的結果而被聽信。這意味著，當科學家考量自身的價值觀而發

表其科學觀點時，其價值觀也加諸在其聽眾身上。而溝通倫理中的一重點是要尊重彼

此的價值觀，因此，當科學家這麼做，則可能違反溝通倫理。除此之外，若是科學家

在公眾場域中以嚴格的科學社群標準所發言，其實更有利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使用不

同研究相互溝通。

Q&A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提問1：

　　因為我自己在生醫科領域做類似的研究，在生醫科研究的過程中，若是實驗結果

與現實不符合，那麼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對實驗環境的設計、參數的設定，再次進行實

驗；或說，透過再實驗、再干預、然後再發現。而在剛剛的簡報過程中，林副教授跟

趙教授都說氣候研究難以像是生醫研究一樣，有「再實驗」的過程。若是實驗結果需

要趨近於現實，那在氣候研究中，科學家們如何在數據資料與模型共生、有著模型背

負的情況下，讓實驗結果趨近於真實？

回答1：

　　（林宗德副教授）面對這問題，當我們討論模型，就如提問者所說，無可避免地

要涉及模型結果是否為真，或說是趨近於真。一個方式就是，比對模型輸出的結果與

實際趨勢是否相符合。舉例來說，1996年到現在的溫度趨勢，若是跟模型結果相符

的話，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模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其實也做了

很多關於過去氣候的預測，畢竟我們也留了一些關於過去幾百年來氣候的紀錄可以比

對。如果預測結果與紀錄是相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模型已經足夠的了、

我們該考量的因素都考量到了」。至於，「人為因素佔了多少比重？」其實科學家們

也有相關實驗的：像是將人為因素拿掉，那麼氣候的預測就會失準。另外，我們也是

有一些獨立的資料──冰心或是年輪等等──可以作為結果是否趨近真實的判準。有

興趣的話可以參考Elizabeth Lloyd的研究。

　　（趙相科教授）這邊簡短的回答一下，面對你的問題，那些科學家可能會主張：

「如果做很多模擬，並且那些結果都是一致的話，那麼結果跟程序就是可信的。」

　　（游立安博士）針對這點，我可以講一些我知道的。關於氣候模擬的問題，其實

已經預設了我們對於經濟與人口成長的預測。也就是說，溫度變化與二氧化碳排的預

測是基於經濟與人口預測。但在這之間是否存在著線性關係、是否存在強烈的關聯

性，在「科學」上存在很大的爭議比較對，特別是經濟學中的預報，還有如何轉換經

濟學中的預報應用在大氣科學的建模之中。而科學哲學的工作是去分析這樣的科學假

設還有假設之間的關聯恰不恰當。

提問2：

　　游博士提到兩種關於氣候議題的態度──危言聳聽與否認到底──在臺灣並不明

顯，根據你的研究與觀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回答2：

　　（游立安博士）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時候，我沒有要說臺灣沒有危言聳聽，這種

情況是會存在的。但我認為臺灣沒有「否認到底」的言論出現，這也是我在最後想提

出的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這個可能跟宗教觀有關

係。在臺灣的比較傳統宗教觀中，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世界是比較不穩定、世界

本來就是重新與毀滅中循環的」這類型的觀點。也許可以說，對於災害的認識一直存

在在臺灣的公共性知識體系（Folk Epistemology）中。

　　二、這也可能跟臺灣人本身就有面對災難的經驗，像是颱風、地震等等自然界的

災難。因為有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臺灣人對於災難界定的社會閾值（social thresh-

old）比較低。因此要針對災難採取行動比較容易，因為社會上的阻礙比較小。有些

想要推遲氣候活動的地方，比較可能是因為有關於溫度差異之於災難情境間的關聯離

自身實際經驗太遠。像是加拿大幾個中部的省，主要以產油為主業。若是你跟他說很

遙遠的地方，或是氣溫上升一兩度，他們可能會覺得：「一天氣溫就可以差十幾度

了，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一兩度的溫度？」換個方向來說，將他們的產業整個關閉，反

而可能讓這些人失去維生工具、帶來更大的生活危害。這種資源分配與環境政策的問

題，不只在國際，在國內可能都沒有一個共識。

提問3：

　　想問游博士：像花蓮開發，雖然已經通過環境評估的程序，但是仍會有人反對。

因為反對方主張該程序是不正當的，因此，這種開發案啟動變得僵持不下。在國際

間，面對這樣的課題是否有提供新的方向？

回答3：

　　（游立安博士）關於程序與審議的問題，至少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中，我沒有看

到讓人非常滿意的考量、關於民主審議程序的說明。並且，這個問題也涉及剛剛趙老

師所談論的，關於氣候變遷災害折現率的主觀爭議。如何判斷在未來，我們會面對多

少損失與災害，這是一個經濟預測。這種預測不可避免地會帶入主觀判斷。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提問1：

　　目前的科學案例都是復活一兩個個體，像是桃莉羊。就生物學的觀點來說，一個

「物種」需要維持穩定的族群，有多的基因、穩定的數量。因此，若是僅僅是復活一

個個體或是許多個體卻單一的基因，似乎稱不上是一個物種的去滅絕。

回答1：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說的東西正是我想要主張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都只是

一個個的個體，遠遠不及一個物種。最有趣的案例是旅鴿，旅鴿是群體生物，他們沒

有辦法單獨生存。在該物種最興盛的時期，其物種數量堪比當時的人類人口總數。因

此，我認為，目前的工作只能稱作是初步工作。除非這個物種可以獨立地在自然環境

中穩定生存，相互交配等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叫做去滅絕。

提問2：

　　我比較好奇的是，被去滅絕的物種要如何處置？將這些物種是放在人工環境呢？

還是放回適合牠們生存的環境？若是後者的話，這些生物算不算外來種？或者問，這

些生物在生態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生物雖然在原棲地瀕臨面絕，

但卻在寵物市場中是很興盛的，像是墨西哥鈍口螈。那這樣我們是否可以放任這些生

物在棲地消失，因為基本上這些物種無論是基因庫或是繁衍都有這良好的狀況。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是科學家的問題。我對這個地

方沒有太多的涉略，所以無法告訴你，如何讓一個群體重返自然界，也許洪助理教授

可以給一些回應。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這問題涉及「滅絕」這個概念，並且我將

這個概念分成了三種定義：一、一個物種只剩下單一性別；二、最後一個體滅絕；

三、連基因訊息都消失。那麼，可以用你的說法延續討論，「物種消失在自然界但興

盛於寵物市場」算不算是去滅絕？這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想這個跟保育比較有

關，像是有些生物受到人為影響而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用人工養殖的

方式去養殖牠們。而人工養育則是保育生物學倫理學的層面，這個問題很有趣，但這

也超過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洪廣冀助理教授）櫻花鉤吻鮭就是大規模人工養殖再野放，雖然棲地範圍小，

但現在不再面臨絕種的危機。而你剛剛的問題都會延伸出來問：「在當代的狀況下，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種』概念？」我們在念生物學的時候，都會一個表定的物

種概念，像是交配可以產生健全後代，但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其中一種定義而已。並

且，這種物種概念只限用於動物，無法適用於植物，因為有些植物可以一種交配可以

產生後代、甚至具有生殖能力。顯然，我們生存的時代就如你剛剛所描述，「可能物

種在野外滅絕，但是在寵物市場上興盛。」這種情況算不算是滅絕，這牽涉到我們如

何定義這件事。

　　而每一個時代都會根據當下的特定政治經濟氛圍而產生特定的物種概念，並且，

「物種」這種東西常常是科學家說了算，或說某一些科學家說了算。我想說的是，

「物種」這個並不只是生物學概念，還牽涉政治與經濟的立場。所以要回答，一個物

種為何滅絕、如何把物種帶回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治理或是資本主

義社會的反思，並不是僅限於那個生物本身而已。

提問3：

　　關於去滅絕的可能性，除了教授提到關於復活的復活悖論還是復活的是物種還是

個體的問題。我這邊想到一些說明不可能去滅絕的理由。根據那些主張「去滅絕是有

道德考量在背後支撐」的立場──像是為了把那些因為人為因素而導致物種滅絕的生

物帶回來等等，他們試圖透過去滅絕所達到的目的就會是把讓那個曾經存在在地球歷

史上的物種復活，而不只是該物種下的一個個個體。這似乎會兩個難處：一、即便物

種被帶回來了，但環境與時代是帶不回來的──舉例來說：即便復活了長毛象，也無

法回到冰河時期；二、即使前一項困難被克服了，那些存在在一物種中非基因的傳承

也無法被帶回來──像是一物種特定的撫育關係等等。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所說的就是去滅絕不可能的其中一種論證，而這部分因為

時間與議題安排的關係沒提到。你說的沒錯，去滅絕確實是要把物種帶回來，不是要

把生物關在動物園裡面。像是猛瑪象的計畫，他們基本上是要重建生態系統。但一方

面，生態是物種的一環，另一方面，這個論證的主張就如你剛剛所說，一個物種的生

態過去就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去滅絕所想要的目的。

綜合討論

提問1-1：

　　立昇博士的理論似乎有在暗示科學家對類尼古丁假說的興盛是因為社會價值凌駕

了認知價知，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另外，我印象可能有誤，歐洲似乎

比美國還要早禁止、約束類尼古丁，那麼是否有研究顯示蜂群的死亡數量有減少？若

是有的話，是否可以視作是類尼古定假說是趨近真實的證據？

提問1-2：

　　接著這個問題，因為你沒有講完，所以政治的部分你都沒談到。並且，你在前面

地方花了不少時間介紹方法論的介紹，並且在這過程中也不斷強調政府、科學社群的

影響力。但這個部分，我認為關聯性不明顯，是否可以多加說明？

回答1： 

　　（陳立昇博士）剛剛礙於時間問題沒有介紹完，所以藉此簡短介紹我這篇文章的

目的。這篇文章我主要談論的核心是科學家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言。我認為，科學家基

於其認知權威的身分，應該在公共媒體上更加謹言慎行一點。舉例來說，該哲學家對

類尼古丁的說法可以採取比較偏向環境保護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需要承擔什麼樣的

風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讓他的聽眾在聽取了他的說法後自行決定對一該議題的

立場，而不是科學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後，告訴聽眾該怎麼做。我之所以如此主張的

理由有二：一、科學家可能對聽眾的自主性不夠尊重；二、科學家的宣稱若是太過獨

斷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像是哪個科學家才是對的等等。「科學家內部的爭議」的

相關問題，應該是之後再解決。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目前的研究資料都是美國的研究結果，未來也許可以加入歐

洲的研究結果作為比對。至於政治的部分，因為我認為政治決斷涉及任意性，所以希

望科學體制可以減少這樣的決斷。並且我希望這樣的科學體制並不只是侷限於科學期

刊或是特定科學社群，而是受到科學家自我約束的行為所劃定，只要一個科學家依據

嚴格的科學規範在生產知識、傳遞知識或分享知識，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生存在一個

科學社群裡面。

　　（游立安博士）補充一下我的觀點，有關於「政治價值或是政治許諾（com-

mit-ment）對於科學內部」這件事情，氣候科學就是一個例子。像是為什麼我們要

相信現在的大氣-海洋環流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想法是，人類活動是大氣變化重要

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在建模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基本預設是：「選

擇的參數是有窮盡的。」也就是影響大氣活動的動力因子是有窮盡的。但這樣的封閉

系統是否能夠對應到現實的開放系統，這就是一個大假設。

　　至於採取這套系統的好處在於，這套系統可以強調人為的責任，而這是有著政治

建議的意義在其中的。如果今天拒絕了這套封閉系統可以表徵實際的狀態，那麼政治

上的建議或指導性的意涵就會減弱。那也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該封閉系統的參數

化過程中完整地表徵真實的大氣系統？」這個問題是有人在探究的，就像是林副教授

同樣提到的「大氣模型如何貼近真的問題」。這反應了，科學方法論的選擇本身有可

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像是「人類活動對於大氣活動影響」的建議。

提問2：

　　氣候變遷跟滅絕這兩個概念是這次講座的兩個主題，想知道各位講者們對這兩個

主題的關聯性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針對歐陽助理教授的議題，歐陽助理教授曾

談到「去滅絕」跟「保育」是背道而馳的。若是人們有一天可以帶回足夠數量的個

體、雄性與雌性，進而形成穩固的群題，另一方面也創造一個保育的環境給該族群，

不知道歐陽助理教授對於「人類可以介入到甚麼程度」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僅僅是提到這兩個概念在直覺上會

是衝突的，當然這在細節上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而你所描述的狀況也不無可能。

　　（陳瑞麟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之所以將這兩個議題聯結在一起是基於一個猜

測：「生物滅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並且，若氣候變遷是人為的因

素呢？譬如：溫度升高。而溫度升高不利於某些生物生存，進而導致物種大規模滅

絕。這個猜測關乎一個由部分科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這個詞是試圖描

述：人類行為導致整個地球與生態產生巨大變化。更具體來說，假想地球發展的歷程

中，地球的氣候環境與生物演化回朝向一個方向前進；但如今面臨人類行為對於氣候

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別是，大規模生物滅絕會帶來新物種的產

生），而人類世便試圖描述後者──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然，

這是一種假說，並且這種假說與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有緊密關聯。

　　但是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雖然

說，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對人類來說都是正常的，畢竟，在人類所知的歷

史中是不斷地發生的。但這些現象對於地球、世界的衝擊是什麼、是否屬於異常現象

等等問題，仍都是值得討論的，也是這次論壇的核心。

提問3：

　　我個人從事生醫領域的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家與病毒的對抗過程中，我一直認

為，目標就是把病毒消滅就好。在病毒學家的觀點中，與病毒的對抗不是以消滅病毒

為目標，而是試圖與病毒共存，即使這些病毒會週期性的爆發等等。雖然有些人不同

意，但假設把病毒同樣當作是一個物種，那麼病毒學家的說法是否在哲學上有一些見

解？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談一下個人看法好了，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談，一個問題

是：細菌對我們是需要的，畢竟弄死了對我們不好的、對我們不能帶來益處的，不一

定就是好的。背後支持的理由是「我們其實與細菌的共生群」的想法有關係。另一個

問題是很有趣，許多人會認為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的。這也是今天這個論談的重

點，我們認為是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並且最好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擔心主觀性從

社會、經濟等等面向對結果的客觀性構成威脅。我要說的是，我過去一直以為科學可

以把主觀性拿掉，但從我的觀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保育或是去滅絕的物種

也是精心挑選的，跟我們長得像的，我們希望留下來。或是，可愛的留下，不可愛的

滅絕。並且這是事實跟價值的區分在硬科學中似乎可以建立，但到了軟性科學的部分

則便難以區分。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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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於2019年12月2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行，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教授作為論壇

的主持人。在論壇中，廣邀臺灣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關

於「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的科學哲學問題。

　　此次論壇以「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為核心，歸因於這兩個主題與部分科

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有關。這個概念試圖描述：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與

生態產生巨大變化。並在這個概念底下，其中一種廣為流傳的猜測就是：生物的滅絕

是否是由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透過學者們在論壇中的報告，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

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議題中，有什麼是未曾想過、更是值得省思、關切的問題，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兩個現象。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在上半場，邀請了趙相科教授、林宗德副教授與游立安博士候選人三位進行講

座。首先，趙教授為眾人說明了氣候科學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並且

以部分的科學工作為例──透過科學結果駁斥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說明科學哲學在其

中的角色。雖然在臺灣，抱持著氣候變遷懷疑論立場的人不多，但是在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存在著許多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立場主要的挑戰就是「人為導

致的氣候變遷是否存在？」而氣候科學的許多研究就是在尋找相關的證據。與其他科

學研究不一樣的是，因為大氣系統是開放空間，這使得氣候科學研究並不能透過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找到因果關係，科學家們只能透過

模擬模型進行氣候模擬。

　　模擬模型這個策略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是：受限於不同地域所面對的不

同現象或現象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因此，研究結果缺乏普遍適用性；或是，模型建模

的參數設定等等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對於模型客觀性的質疑；又或是研究過程中有許

多人為的因素──政治、經濟投資與資源分配的影響力──參雜其中等等。有些哲學

家提出替代的因果關係研究方法，像是：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推論等等。

　　同時，NASA氣候研究調查的結果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於

相關文獻的統計顯示：因果關係與證據不只受科學哲學家所關注，也是氣候科學所關

心的內容（科學研究大量使用「證據」、「因果」、「造成」等等詞彙）。並且，無

論是哪一方都同意證據是有程度之分的，IPCC還為此立定的證據可信度之標準（由

證據與科學社群的共識(agreement)所決定），更有學者據此提出證據信度與因果關

係之間支持關係的說明。除此之外，關於證據的可信度是否受人為因素所影響，像

是：美國一保守派的報告書以仿造美國官方氣候研究報告書的外觀、排版的方式呈現

其研究成果。上述種種也都是氣候研究中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而在林副教授的演講中，則是針對模擬模型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模型，像是：玩具模型、國高中課程中會看到的DNA雙

股模型或是滑車模型。又或說，物理所學到的許多數學公式。這些模型的意義在於：

因為這些模型與他們的原型存在著某些重要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型，

對原型有更清楚的認識。若要達到這個目的，科學家們就需要確保這些模型與其原型

有足夠強的相似性、確保該模型是合用的，而傳統的檢證方式就是將該模型所得到的

結果與經驗證據相比對。像是DNA結構模型，在二股與三股模型競爭之時，一方

面，三股模型的水分子含量在預估上與實際上的計算是有差異的；另一方面，雙股螺

旋較吻合結晶繞射的圖片。

　　但就如趙教授所說，大氣系統是個開放且巨大的系統，因此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

實驗，所以必須要過模擬模型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氣候模型中，科學家們的預設

是將大氣均勻地切成一個個的立方體，這也伴隨了氣候模型的第一個變數：人們對於

大氣觀測的數據是不均的。舉例來說：陸地區的大氣觀測資料會遠多於海洋區的大氣

觀測資料。

　　也因此，許多缺乏資料的地區往往是套用數學公式或是透過模型模擬所得到的資

料，並且這些資料是經過篩選、除錯而得到的結果。雖然這在科學或是工程界並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但這個方法跟我們上述談論的傳統實驗方法是有一段差異的，也跟

我們一般的哲學認知不太一樣。這裡的問題是，與一般情況相比較──資料是獨立

的，因此可以用以檢證實驗結果，但在氣候模型中，資料是透過模型模擬出來，再用

以檢證模型。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的比對是否是有意義的？並且透過「許多氣候模型

預測熱帶地區對流層之暖化狀況會比地表來得高」這個事件為例。許多懷疑論者引用

了衛星與太空儀的資料指出氣候模型的預測是失準的。但是有些科學家為此辯護方

式，他們認為受限於觀察方式，衛星資料與太空儀資料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

的數值。甚至觀測儀器還需要透過一些數學模型的校正，才能得到科學家們想要的原

始資料，但這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對模型的檢證還有許多值得討

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大氣物理，科學家們還是有許多不了解，而這些不了解就用一些數

值取代；另一方面，對於模型的參數是有許多上下其手的空間的，透過這些微調，讓

模型的輸出結果更吻合實際觀測結果。但這種方法與我們對於基本科學研究的了解相

當不同，怎麼模型裡有資料，但資料又包含了模型的因素，到底如何將模型輸出結果

與資料相對照？這樣似乎意味著資料被汙染？但模型的輸出結果又是相對精確的。那

麼，又要如何檢證資料？可能的作法是：找尋其他類型的原始資料作為檢證資料，或

是將檢證資料與建模資料區分開等等。林老師透過上述種種例子，簡單的介紹氣候科

學的複雜性。

　　與前面兩位講者不同，游博士所關切的問題是：「『對氣候狀態的理解』及『氣

候行動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而民主及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作為臺灣社會的重

要價值在具體的氣候（或廣義的環境）政策制定情境時會面臨哪種知與行之間的難

題。對於這個主題，他分成三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前兩個部

分。在第一個問題，以科學哲學家Philip Kitcher的理論為例，說明科學與民主之間

的衝突與互補。Kitcher在2000年時主張理想的科學發展必須要與民主制度相輔相

成：科學的發展需要國家監督、補助；國家的單位也需要有足夠科學素養的參與者。

在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之下，民主不會成為一種低俗的制度；科學的發展方向也不會

只有一種聲音。但到了十來年後，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Kitcher的態度改變了，他

提出了「人類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目標，他認為原本對於科學發展重要

的民主價值（也就是透過有科學素養的審議人在民主的審議過程去選擇投資具備社會

效益的科學研究）會因為某些人蓄意曲解科學而變成「達成有利人類福祉」這個目標

的阻礙（比如：無法採取緊急的氣候行動）。為了成就人類福祉，似乎要程度上犧牲

民主：一方面，民主的審議程序耗力費時；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的科學問題可能是具

有急迫性的，像是：需要在氣候變遷無可挽回之前做出決斷。除此之外，這種角力也

常常發生在日常的例子中，複雜的環境工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民意？

　　在第二個問題，則是討論與言論自由有關的爭議。雖然在臺灣不常見，但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會出現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這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分別為

「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到底（climate denalism）」與「對最極端氣候災害的危言聳

聽（climate alarmism）」。一方面，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提出警告，對於氣候

變遷否認到底的人為了私利的緣故，故意去維持科學上的爭議，使得對於有重大公共

利害的氣候政策無法做出有效決議，這件事其實拖延了人們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的時

間；另一方面，以Michael Crichton的恐懼之邦為例，點出「有心人士常常透過建

構一種恐怖的政治環境，讓政治人物為了某些「迫切的」外在威脅而「不得不」採取

某些行動或是政策(而這樣的外在威脅可能是故意選擇災難性但科學上極端不可能實

現的情境去加以強調)。進而去限制其他行動或言論的可能。」比較denialism與

alarmism兩種極端的立場，我們可以去思考所謂言論自由到底在有效政策之間扮演

何種角色。，言論自由是否該受到限制？並且該限制又在哪裡？如何不讓有心人士利

用該限制，進而避免恐懼之邦的情況發生？這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在下半場，則是邀請了洪廣冀助理教授、歐陽敏助理教授與陳立昇博士進行講

座。首先，在洪助理教授的演講中，他藉由兩個故事，介紹他所梳理的、關於「生物

滅絕」這個概念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社群，如何理解「生物滅

絕」這個概念？並且，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變化。第一個故事是關於

Louis Agassiz對於生物滅絕的理解：「大鯢近親──美洲大鯢──遠在美洲，並

且，在歐洲也曾經出現類似於鯢的物種化石。這種物種多元起源的現象是無法透過科

學得到解釋的，而在神學的解釋底下──所有物種都是由造物者所造，這種現象合理

的解釋是：『造物者在相似的環境下投下了相同的物種，但因為特定區域環境的變

化，所以導致該物種生存不下去而滅絕。』」並且，這種說法在當時被美國支持蓄奴

制度的人們用來說明蓄奴是必要的：「若是不蓄奴，那麼非洲的黑人會因為無法適應

美洲的環境而滅絕。因此，蓄奴制度可以保存『黑人』這個物種的延續。」

　　第二個故事則是由Louis Agassiz的對立立場──演化論──所延伸出來。在演

化論的觀點下，物種都是單一起源，而物種的滅絕則是歸因於該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

不適應。因此，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提出另一種解釋方式：「在某個時間之前，地球氣

候相對溫暖，因此，物種可以透過白令海峽相互交流、在北半球的分布相對平均。但

在那之後，地球兩極開始變得寒冷，迫使許多生物往南遷，幸運的族群在南下的過程

中找到適合的棲地變生存下來；不幸運的族群則是滅絕。」並且，要注意到兩件事

情：第一，這種觀點與當代生物保育的觀點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只有在這種觀點之

下，生物保育才會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否則在神學解釋之下，生物的滅絕並不是什麼

重要且嚴重的問題。第二，延續上一個說法，生物保育的重要性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

制定以及制度的設計；並且，這樣的觀點在透過國家政策與制度的落實後，可能進一

步對其他物種與環境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以上，是這兩個故事試圖帶給大家的啟

發。

　　提到「生物滅絕」，就不得不想到侏儸紀公園的恐龍復活。歐陽敏助理教授以此

為開頭，點出他的主題：關於「去滅絕（de-extinction）」這個概念的哲學討論。

一直到1993年，「去滅絕」都還是一種科幻的想像。但過了幾年，1996年桃莉羊的

出現、2003年重新出現於世上的布卡多野山羊似乎宣告著，滅絕生物的復活不再只

是想像。而去滅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一、回溯繁殖：早期的技術，若某物種滅

絕，且該物種由仍存在且已知的兩物種交配而來，那麼透過兩物種的重新繁殖，人們

便可以將該滅絕之物種重新復育；二、基因轉殖：桃莉羊的複製技術；三、基因編輯

技術：CRISPR／Cas9，較新的技術，復活旅的技術。

　　根據以上對於去滅絕的科學技術有所認識後，對於「去滅絕」的概念，可以提出

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去滅絕」可能嗎？二、「去滅絕」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前者

是知識論問題，後者則是倫理學問題。在倫理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我們有什麼

理由接受／拒絕去滅絕？兩個接受的理由是：一、科學技術可以挽回人因滅絕的物

種；二、滿足人類的好奇心，由於有些滅絕的物種擁有特殊的構造，這些構造對人類

的科技發展可能是有益的。相反的，也有不接受的理由：一、「去滅絕」的實驗過程

對生物個體的福祉造成非常強烈的侵害；二、「去滅絕」有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災

害；三、「去滅絕」和「保育」似乎是有衝突的，若是「去滅絕」是合適的，那麼

「保育」就不會是有意義的行為。然而，在直覺上，保育會是有意義的行為。

　　不過，歐陽助理教授主要想關切的是另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物種復活的可能？

這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討論，並且這兩個部分會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個衝

突在生物哲學的討論中需要進一步釐清，此處涉及兩個關於物種的形上學觀點：一方

則認為物種是一種類（class）；另一方認為一物種就是個體。就前者的理解，物種

是不會滅亡的；以後者思考則物種卻有滅絕這回事。若同時以此兩觀點來看待物種，

矛盾即出現。進一步的討論需要先釐清「滅絕」與「去滅絕」的定義。還要注意的

是，去滅絕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帶回一物種，但科學家所能操弄的只有個體。復活一個

體算不算是帶回一個物種？這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後，在陳博士的講座中，呼應上一節游博士的講題，是關於科技政策方面的討

論──以美國蜂群崩潰症候群（CCD）為例。蜂群崩潰症候群指的是一蜂群的成蜂

非常態的、大規模的死亡，科學家也提出許多的假說，試著說明CCD的發生，其中

的一種類尼古丁農藥假說──也是這次的討論核心。類尼古丁農藥是透過機轉的方式

施作，藉以減少害蟲對農作物的侵害，而類尼古丁農藥之假說是主張：蜂群在授粉的

過程中，將類尼古丁農藥帶回蜂巢，進而導致CCD的發生。因為類尼古丁農藥的毒

性較低──為了農藥減少對哺乳類動物、農夫的毒害，因此傳統的毒性研究對該農藥

對蜜蜂之影響是較難研究的。也因此，類尼古丁農藥在自然界如何對蜜蜂構成威脅？

如何與其他因素產生負面影響？仍是存在爭議的。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之處在於：

實驗室的結果如何連結到自然狀況？舉例來說，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自成一套運作體

系，實驗室持續且穩定地給予單一個體類尼古丁農藥是否可以有適當說明類尼古丁農

藥對於蜂群的影響？這還需要考量到，自然狀況下的蜂群之食物來源是多元的、採食

範圍是廣泛的，這使得蜂群暴露在尼古丁農藥的狀況是更加不穩定的。加上農業施作

與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因此，若是試圖以自然狀況下研究蜂群的狀況，會使得

科學研究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無法承受的。

　　雖然關於類尼古丁假說的科學研究仍存在這些限制，但在近年來，在美國社會與

科學社群中逐漸地由類尼古丁假說占上風，甚至有科學家公開宣稱尼古丁農藥對蜜蜂

來說是最毒的農藥。在這個情況底下，可以更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科學家可以忽略

其研究之科學不確定性而如此宣稱？」有哲學家提供歸納風險的概念說明這種現象：

發言人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判斷，判斷甚麼樣程度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進而達到避免較

差的後果發生。舉例來說：在類尼古丁農藥的例子，若是科學家主張類尼古丁農藥有

害，則可能導致農藥市場受到影響，施作農要回歸傳統農藥，進而對人體產生較多害

處；相反的，若主張無害，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科學家可以根據自身歸納

風險的考量，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但當我們考量到科學家在公眾中的地位，似乎需要進一步地思考：歸納風險的考

量是否適用於科學家。原因是：科學家在公眾中是具有權威身分的，換言之，科學家

的言論會被視作是實際的結果而被聽信。這意味著，當科學家考量自身的價值觀而發

表其科學觀點時，其價值觀也加諸在其聽眾身上。而溝通倫理中的一重點是要尊重彼

此的價值觀，因此，當科學家這麼做，則可能違反溝通倫理。除此之外，若是科學家

在公眾場域中以嚴格的科學社群標準所發言，其實更有利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使用不

同研究相互溝通。

Q&A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提問1：

　　因為我自己在生醫科領域做類似的研究，在生醫科研究的過程中，若是實驗結果

與現實不符合，那麼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對實驗環境的設計、參數的設定，再次進行實

驗；或說，透過再實驗、再干預、然後再發現。而在剛剛的簡報過程中，林副教授跟

趙教授都說氣候研究難以像是生醫研究一樣，有「再實驗」的過程。若是實驗結果需

要趨近於現實，那在氣候研究中，科學家們如何在數據資料與模型共生、有著模型背

負的情況下，讓實驗結果趨近於真實？

回答1：

　　（林宗德副教授）面對這問題，當我們討論模型，就如提問者所說，無可避免地

要涉及模型結果是否為真，或說是趨近於真。一個方式就是，比對模型輸出的結果與

實際趨勢是否相符合。舉例來說，1996年到現在的溫度趨勢，若是跟模型結果相符

的話，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模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其實也做了

很多關於過去氣候的預測，畢竟我們也留了一些關於過去幾百年來氣候的紀錄可以比

對。如果預測結果與紀錄是相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模型已經足夠的了、

我們該考量的因素都考量到了」。至於，「人為因素佔了多少比重？」其實科學家們

也有相關實驗的：像是將人為因素拿掉，那麼氣候的預測就會失準。另外，我們也是

有一些獨立的資料──冰心或是年輪等等──可以作為結果是否趨近真實的判準。有

興趣的話可以參考Elizabeth Lloyd的研究。

　　（趙相科教授）這邊簡短的回答一下，面對你的問題，那些科學家可能會主張：

「如果做很多模擬，並且那些結果都是一致的話，那麼結果跟程序就是可信的。」

　　（游立安博士）針對這點，我可以講一些我知道的。關於氣候模擬的問題，其實

已經預設了我們對於經濟與人口成長的預測。也就是說，溫度變化與二氧化碳排的預

測是基於經濟與人口預測。但在這之間是否存在著線性關係、是否存在強烈的關聯

性，在「科學」上存在很大的爭議比較對，特別是經濟學中的預報，還有如何轉換經

濟學中的預報應用在大氣科學的建模之中。而科學哲學的工作是去分析這樣的科學假

設還有假設之間的關聯恰不恰當。

提問2：

　　游博士提到兩種關於氣候議題的態度──危言聳聽與否認到底──在臺灣並不明

顯，根據你的研究與觀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回答2：

　　（游立安博士）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時候，我沒有要說臺灣沒有危言聳聽，這種

情況是會存在的。但我認為臺灣沒有「否認到底」的言論出現，這也是我在最後想提

出的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這個可能跟宗教觀有關

係。在臺灣的比較傳統宗教觀中，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世界是比較不穩定、世界

本來就是重新與毀滅中循環的」這類型的觀點。也許可以說，對於災害的認識一直存

在在臺灣的公共性知識體系（Folk Epistemology）中。

　　二、這也可能跟臺灣人本身就有面對災難的經驗，像是颱風、地震等等自然界的

災難。因為有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臺灣人對於災難界定的社會閾值（social thresh-

old）比較低。因此要針對災難採取行動比較容易，因為社會上的阻礙比較小。有些

想要推遲氣候活動的地方，比較可能是因為有關於溫度差異之於災難情境間的關聯離

自身實際經驗太遠。像是加拿大幾個中部的省，主要以產油為主業。若是你跟他說很

遙遠的地方，或是氣溫上升一兩度，他們可能會覺得：「一天氣溫就可以差十幾度

了，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一兩度的溫度？」換個方向來說，將他們的產業整個關閉，反

而可能讓這些人失去維生工具、帶來更大的生活危害。這種資源分配與環境政策的問

題，不只在國際，在國內可能都沒有一個共識。

提問3：

　　想問游博士：像花蓮開發，雖然已經通過環境評估的程序，但是仍會有人反對。

因為反對方主張該程序是不正當的，因此，這種開發案啟動變得僵持不下。在國際

間，面對這樣的課題是否有提供新的方向？

回答3：

　　（游立安博士）關於程序與審議的問題，至少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中，我沒有看

到讓人非常滿意的考量、關於民主審議程序的說明。並且，這個問題也涉及剛剛趙老

師所談論的，關於氣候變遷災害折現率的主觀爭議。如何判斷在未來，我們會面對多

少損失與災害，這是一個經濟預測。這種預測不可避免地會帶入主觀判斷。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提問1：

　　目前的科學案例都是復活一兩個個體，像是桃莉羊。就生物學的觀點來說，一個

「物種」需要維持穩定的族群，有多的基因、穩定的數量。因此，若是僅僅是復活一

個個體或是許多個體卻單一的基因，似乎稱不上是一個物種的去滅絕。

回答1：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說的東西正是我想要主張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都只是

一個個的個體，遠遠不及一個物種。最有趣的案例是旅鴿，旅鴿是群體生物，他們沒

有辦法單獨生存。在該物種最興盛的時期，其物種數量堪比當時的人類人口總數。因

此，我認為，目前的工作只能稱作是初步工作。除非這個物種可以獨立地在自然環境

中穩定生存，相互交配等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叫做去滅絕。

提問2：

　　我比較好奇的是，被去滅絕的物種要如何處置？將這些物種是放在人工環境呢？

還是放回適合牠們生存的環境？若是後者的話，這些生物算不算外來種？或者問，這

些生物在生態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生物雖然在原棲地瀕臨面絕，

但卻在寵物市場中是很興盛的，像是墨西哥鈍口螈。那這樣我們是否可以放任這些生

物在棲地消失，因為基本上這些物種無論是基因庫或是繁衍都有這良好的狀況。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是科學家的問題。我對這個地

方沒有太多的涉略，所以無法告訴你，如何讓一個群體重返自然界，也許洪助理教授

可以給一些回應。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這問題涉及「滅絕」這個概念，並且我將

這個概念分成了三種定義：一、一個物種只剩下單一性別；二、最後一個體滅絕；

三、連基因訊息都消失。那麼，可以用你的說法延續討論，「物種消失在自然界但興

盛於寵物市場」算不算是去滅絕？這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想這個跟保育比較有

關，像是有些生物受到人為影響而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用人工養殖的

方式去養殖牠們。而人工養育則是保育生物學倫理學的層面，這個問題很有趣，但這

也超過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洪廣冀助理教授）櫻花鉤吻鮭就是大規模人工養殖再野放，雖然棲地範圍小，

但現在不再面臨絕種的危機。而你剛剛的問題都會延伸出來問：「在當代的狀況下，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種』概念？」我們在念生物學的時候，都會一個表定的物

種概念，像是交配可以產生健全後代，但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其中一種定義而已。並

且，這種物種概念只限用於動物，無法適用於植物，因為有些植物可以一種交配可以

產生後代、甚至具有生殖能力。顯然，我們生存的時代就如你剛剛所描述，「可能物

種在野外滅絕，但是在寵物市場上興盛。」這種情況算不算是滅絕，這牽涉到我們如

何定義這件事。

　　而每一個時代都會根據當下的特定政治經濟氛圍而產生特定的物種概念，並且，

「物種」這種東西常常是科學家說了算，或說某一些科學家說了算。我想說的是，

「物種」這個並不只是生物學概念，還牽涉政治與經濟的立場。所以要回答，一個物

種為何滅絕、如何把物種帶回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治理或是資本主

義社會的反思，並不是僅限於那個生物本身而已。

提問3：

　　關於去滅絕的可能性，除了教授提到關於復活的復活悖論還是復活的是物種還是

個體的問題。我這邊想到一些說明不可能去滅絕的理由。根據那些主張「去滅絕是有

道德考量在背後支撐」的立場──像是為了把那些因為人為因素而導致物種滅絕的生

物帶回來等等，他們試圖透過去滅絕所達到的目的就會是把讓那個曾經存在在地球歷

史上的物種復活，而不只是該物種下的一個個個體。這似乎會兩個難處：一、即便物

種被帶回來了，但環境與時代是帶不回來的──舉例來說：即便復活了長毛象，也無

法回到冰河時期；二、即使前一項困難被克服了，那些存在在一物種中非基因的傳承

也無法被帶回來──像是一物種特定的撫育關係等等。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所說的就是去滅絕不可能的其中一種論證，而這部分因為

時間與議題安排的關係沒提到。你說的沒錯，去滅絕確實是要把物種帶回來，不是要

把生物關在動物園裡面。像是猛瑪象的計畫，他們基本上是要重建生態系統。但一方

面，生態是物種的一環，另一方面，這個論證的主張就如你剛剛所說，一個物種的生

態過去就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去滅絕所想要的目的。

綜合討論

提問1-1：

　　立昇博士的理論似乎有在暗示科學家對類尼古丁假說的興盛是因為社會價值凌駕

了認知價知，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另外，我印象可能有誤，歐洲似乎

比美國還要早禁止、約束類尼古丁，那麼是否有研究顯示蜂群的死亡數量有減少？若

是有的話，是否可以視作是類尼古定假說是趨近真實的證據？

提問1-2：

　　接著這個問題，因為你沒有講完，所以政治的部分你都沒談到。並且，你在前面

地方花了不少時間介紹方法論的介紹，並且在這過程中也不斷強調政府、科學社群的

影響力。但這個部分，我認為關聯性不明顯，是否可以多加說明？

回答1： 

　　（陳立昇博士）剛剛礙於時間問題沒有介紹完，所以藉此簡短介紹我這篇文章的

目的。這篇文章我主要談論的核心是科學家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言。我認為，科學家基

於其認知權威的身分，應該在公共媒體上更加謹言慎行一點。舉例來說，該哲學家對

類尼古丁的說法可以採取比較偏向環境保護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需要承擔什麼樣的

風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讓他的聽眾在聽取了他的說法後自行決定對一該議題的

立場，而不是科學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後，告訴聽眾該怎麼做。我之所以如此主張的

理由有二：一、科學家可能對聽眾的自主性不夠尊重；二、科學家的宣稱若是太過獨

斷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像是哪個科學家才是對的等等。「科學家內部的爭議」的

相關問題，應該是之後再解決。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目前的研究資料都是美國的研究結果，未來也許可以加入歐

洲的研究結果作為比對。至於政治的部分，因為我認為政治決斷涉及任意性，所以希

望科學體制可以減少這樣的決斷。並且我希望這樣的科學體制並不只是侷限於科學期

刊或是特定科學社群，而是受到科學家自我約束的行為所劃定，只要一個科學家依據

嚴格的科學規範在生產知識、傳遞知識或分享知識，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生存在一個

科學社群裡面。

　　（游立安博士）補充一下我的觀點，有關於「政治價值或是政治許諾（com-

mit-ment）對於科學內部」這件事情，氣候科學就是一個例子。像是為什麼我們要

相信現在的大氣-海洋環流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想法是，人類活動是大氣變化重要

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在建模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基本預設是：「選

擇的參數是有窮盡的。」也就是影響大氣活動的動力因子是有窮盡的。但這樣的封閉

系統是否能夠對應到現實的開放系統，這就是一個大假設。

　　至於採取這套系統的好處在於，這套系統可以強調人為的責任，而這是有著政治

建議的意義在其中的。如果今天拒絕了這套封閉系統可以表徵實際的狀態，那麼政治

上的建議或指導性的意涵就會減弱。那也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該封閉系統的參數

化過程中完整地表徵真實的大氣系統？」這個問題是有人在探究的，就像是林副教授

同樣提到的「大氣模型如何貼近真的問題」。這反應了，科學方法論的選擇本身有可

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像是「人類活動對於大氣活動影響」的建議。

提問2：

　　氣候變遷跟滅絕這兩個概念是這次講座的兩個主題，想知道各位講者們對這兩個

主題的關聯性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針對歐陽助理教授的議題，歐陽助理教授曾

談到「去滅絕」跟「保育」是背道而馳的。若是人們有一天可以帶回足夠數量的個

體、雄性與雌性，進而形成穩固的群題，另一方面也創造一個保育的環境給該族群，

不知道歐陽助理教授對於「人類可以介入到甚麼程度」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僅僅是提到這兩個概念在直覺上會

是衝突的，當然這在細節上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而你所描述的狀況也不無可能。

　　（陳瑞麟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之所以將這兩個議題聯結在一起是基於一個猜

測：「生物滅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並且，若氣候變遷是人為的因

素呢？譬如：溫度升高。而溫度升高不利於某些生物生存，進而導致物種大規模滅

絕。這個猜測關乎一個由部分科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這個詞是試圖描

述：人類行為導致整個地球與生態產生巨大變化。更具體來說，假想地球發展的歷程

中，地球的氣候環境與生物演化回朝向一個方向前進；但如今面臨人類行為對於氣候

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別是，大規模生物滅絕會帶來新物種的產

生），而人類世便試圖描述後者──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然，

這是一種假說，並且這種假說與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有緊密關聯。

　　但是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雖然

說，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對人類來說都是正常的，畢竟，在人類所知的歷

史中是不斷地發生的。但這些現象對於地球、世界的衝擊是什麼、是否屬於異常現象

等等問題，仍都是值得討論的，也是這次論壇的核心。

提問3：

　　我個人從事生醫領域的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家與病毒的對抗過程中，我一直認

為，目標就是把病毒消滅就好。在病毒學家的觀點中，與病毒的對抗不是以消滅病毒

為目標，而是試圖與病毒共存，即使這些病毒會週期性的爆發等等。雖然有些人不同

意，但假設把病毒同樣當作是一個物種，那麼病毒學家的說法是否在哲學上有一些見

解？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談一下個人看法好了，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談，一個問題

是：細菌對我們是需要的，畢竟弄死了對我們不好的、對我們不能帶來益處的，不一

定就是好的。背後支持的理由是「我們其實與細菌的共生群」的想法有關係。另一個

問題是很有趣，許多人會認為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的。這也是今天這個論談的重

點，我們認為是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並且最好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擔心主觀性從

社會、經濟等等面向對結果的客觀性構成威脅。我要說的是，我過去一直以為科學可

以把主觀性拿掉，但從我的觀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保育或是去滅絕的物種

也是精心挑選的，跟我們長得像的，我們希望留下來。或是，可愛的留下，不可愛的

滅絕。並且這是事實跟價值的區分在硬科學中似乎可以建立，但到了軟性科學的部分

則便難以區分。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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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科學的哲學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於2019年12月2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博理館舉行，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教授作為論壇

的主持人。在論壇中，廣邀臺灣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關

於「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的科學哲學問題。

　　此次論壇以「氣候變遷」或是「生物滅絕」為核心，歸因於這兩個主題與部分科

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有關。這個概念試圖描述：人類行為導致地球與

生態產生巨大變化。並在這個概念底下，其中一種廣為流傳的猜測就是：生物的滅絕

是否是由人為導致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透過學者們在論壇中的報告，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

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個議題中，有什麼是未曾想過、更是值得省思、關切的問題，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兩個現象。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在上半場，邀請了趙相科教授、林宗德副教授與游立安博士候選人三位進行講

座。首先，趙教授為眾人說明了氣候科學對於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並且

以部分的科學工作為例──透過科學結果駁斥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說明科學哲學在其

中的角色。雖然在臺灣，抱持著氣候變遷懷疑論立場的人不多，但是在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存在著許多氣候變遷懷疑論者。這種懷疑論立場主要的挑戰就是「人為導

致的氣候變遷是否存在？」而氣候科學的許多研究就是在尋找相關的證據。與其他科

學研究不一樣的是，因為大氣系統是開放空間，這使得氣候科學研究並不能透過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找到因果關係，科學家們只能透過

模擬模型進行氣候模擬。

　　模擬模型這個策略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是：受限於不同地域所面對的不

同現象或現象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因此，研究結果缺乏普遍適用性；或是，模型建模

的參數設定等等人為因素所帶來的、對於模型客觀性的質疑；又或是研究過程中有許

多人為的因素──政治、經濟投資與資源分配的影響力──參雜其中等等。有些哲學

家提出替代的因果關係研究方法，像是：時間序列的因果關係推論等等。

　　同時，NASA氣候研究調查的結果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對於

相關文獻的統計顯示：因果關係與證據不只受科學哲學家所關注，也是氣候科學所關

心的內容（科學研究大量使用「證據」、「因果」、「造成」等等詞彙）。並且，無

論是哪一方都同意證據是有程度之分的，IPCC還為此立定的證據可信度之標準（由

證據與科學社群的共識(agreement)所決定），更有學者據此提出證據信度與因果關

係之間支持關係的說明。除此之外，關於證據的可信度是否受人為因素所影響，像

是：美國一保守派的報告書以仿造美國官方氣候研究報告書的外觀、排版的方式呈現

其研究成果。上述種種也都是氣候研究中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而在林副教授的演講中，則是針對模擬模型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就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模型，像是：玩具模型、國高中課程中會看到的DNA雙

股模型或是滑車模型。又或說，物理所學到的許多數學公式。這些模型的意義在於：

因為這些模型與他們的原型存在著某些重要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模型，

對原型有更清楚的認識。若要達到這個目的，科學家們就需要確保這些模型與其原型

有足夠強的相似性、確保該模型是合用的，而傳統的檢證方式就是將該模型所得到的

結果與經驗證據相比對。像是DNA結構模型，在二股與三股模型競爭之時，一方

面，三股模型的水分子含量在預估上與實際上的計算是有差異的；另一方面，雙股螺

旋較吻合結晶繞射的圖片。

　　但就如趙教授所說，大氣系統是個開放且巨大的系統，因此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

實驗，所以必須要過模擬模型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氣候模型中，科學家們的預設

是將大氣均勻地切成一個個的立方體，這也伴隨了氣候模型的第一個變數：人們對於

大氣觀測的數據是不均的。舉例來說：陸地區的大氣觀測資料會遠多於海洋區的大氣

觀測資料。

　　也因此，許多缺乏資料的地區往往是套用數學公式或是透過模型模擬所得到的資

料，並且這些資料是經過篩選、除錯而得到的結果。雖然這在科學或是工程界並不是

甚麼了不起的事，但這個方法跟我們上述談論的傳統實驗方法是有一段差異的，也跟

我們一般的哲學認知不太一樣。這裡的問題是，與一般情況相比較──資料是獨立

的，因此可以用以檢證實驗結果，但在氣候模型中，資料是透過模型模擬出來，再用

以檢證模型。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的比對是否是有意義的？並且透過「許多氣候模型

預測熱帶地區對流層之暖化狀況會比地表來得高」這個事件為例。許多懷疑論者引用

了衛星與太空儀的資料指出氣候模型的預測是失準的。但是有些科學家為此辯護方

式，他們認為受限於觀察方式，衛星資料與太空儀資料需要進一步分析才能得到正確

的數值。甚至觀測儀器還需要透過一些數學模型的校正，才能得到科學家們想要的原

始資料，但這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對模型的檢證還有許多值得討

論的空間。

　　一方面，對於大氣物理，科學家們還是有許多不了解，而這些不了解就用一些數

值取代；另一方面，對於模型的參數是有許多上下其手的空間的，透過這些微調，讓

模型的輸出結果更吻合實際觀測結果。但這種方法與我們對於基本科學研究的了解相

當不同，怎麼模型裡有資料，但資料又包含了模型的因素，到底如何將模型輸出結果

與資料相對照？這樣似乎意味著資料被汙染？但模型的輸出結果又是相對精確的。那

麼，又要如何檢證資料？可能的作法是：找尋其他類型的原始資料作為檢證資料，或

是將檢證資料與建模資料區分開等等。林老師透過上述種種例子，簡單的介紹氣候科

學的複雜性。

　　與前面兩位講者不同，游博士所關切的問題是：「『對氣候狀態的理解』及『氣

候行動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而民主及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作為臺灣社會的重

要價值在具體的氣候（或廣義的環境）政策制定情境時會面臨哪種知與行之間的難

題。對於這個主題，他分成三個問題供大家討論，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前兩個部

分。在第一個問題，以科學哲學家Philip Kitcher的理論為例，說明科學與民主之間

的衝突與互補。Kitcher在2000年時主張理想的科學發展必須要與民主制度相輔相

成：科學的發展需要國家監督、補助；國家的單位也需要有足夠科學素養的參與者。

在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之下，民主不會成為一種低俗的制度；科學的發展方向也不會

只有一種聲音。但到了十來年後，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Kitcher的態度改變了，他

提出了「人類福祉（Human flourishing）」的目標，他認為原本對於科學發展重要

的民主價值（也就是透過有科學素養的審議人在民主的審議過程去選擇投資具備社會

效益的科學研究）會因為某些人蓄意曲解科學而變成「達成有利人類福祉」這個目標

的阻礙（比如：無法採取緊急的氣候行動）。為了成就人類福祉，似乎要程度上犧牲

民主：一方面，民主的審議程序耗力費時；另一方面，人們面對的科學問題可能是具

有急迫性的，像是：需要在氣候變遷無可挽回之前做出決斷。除此之外，這種角力也

常常發生在日常的例子中，複雜的環境工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慮民意？

　　在第二個問題，則是討論與言論自由有關的爭議。雖然在臺灣不常見，但面對氣

候變遷議題，在美國會出現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這兩個極端且對立的立場分別為

「對於氣候變遷的否認到底（climate denalism）」與「對最極端氣候災害的危言聳

聽（climate alarmism）」。一方面，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提出警告，對於氣候

變遷否認到底的人為了私利的緣故，故意去維持科學上的爭議，使得對於有重大公共

利害的氣候政策無法做出有效決議，這件事其實拖延了人們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的時

間；另一方面，以Michael Crichton的恐懼之邦為例，點出「有心人士常常透過建

構一種恐怖的政治環境，讓政治人物為了某些「迫切的」外在威脅而「不得不」採取

某些行動或是政策(而這樣的外在威脅可能是故意選擇災難性但科學上極端不可能實

現的情境去加以強調)。進而去限制其他行動或言論的可能。」比較denialism與

alarmism兩種極端的立場，我們可以去思考所謂言論自由到底在有效政策之間扮演

何種角色。，言論自由是否該受到限制？並且該限制又在哪裡？如何不讓有心人士利

用該限制，進而避免恐懼之邦的情況發生？這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在下半場，則是邀請了洪廣冀助理教授、歐陽敏助理教授與陳立昇博士進行講

座。首先，在洪助理教授的演講中，他藉由兩個故事，介紹他所梳理的、關於「生物

滅絕」這個概念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社群，如何理解「生物滅

絕」這個概念？並且，這個概念如何影響政治與經濟的變化。第一個故事是關於

Louis Agassiz對於生物滅絕的理解：「大鯢近親──美洲大鯢──遠在美洲，並

且，在歐洲也曾經出現類似於鯢的物種化石。這種物種多元起源的現象是無法透過科

學得到解釋的，而在神學的解釋底下──所有物種都是由造物者所造，這種現象合理

的解釋是：『造物者在相似的環境下投下了相同的物種，但因為特定區域環境的變

化，所以導致該物種生存不下去而滅絕。』」並且，這種說法在當時被美國支持蓄奴

制度的人們用來說明蓄奴是必要的：「若是不蓄奴，那麼非洲的黑人會因為無法適應

美洲的環境而滅絕。因此，蓄奴制度可以保存『黑人』這個物種的延續。」

　　第二個故事則是由Louis Agassiz的對立立場──演化論──所延伸出來。在演

化論的觀點下，物種都是單一起源，而物種的滅絕則是歸因於該物種對於環境變化的

不適應。因此，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提出另一種解釋方式：「在某個時間之前，地球氣

候相對溫暖，因此，物種可以透過白令海峽相互交流、在北半球的分布相對平均。但

在那之後，地球兩極開始變得寒冷，迫使許多生物往南遷，幸運的族群在南下的過程

中找到適合的棲地變生存下來；不幸運的族群則是滅絕。」並且，要注意到兩件事

情：第一，這種觀點與當代生物保育的觀點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為只有在這種觀點之

下，生物保育才會是有意義的一件事；否則在神學解釋之下，生物的滅絕並不是什麼

重要且嚴重的問題。第二，延續上一個說法，生物保育的重要性還影響了國家政策的

制定以及制度的設計；並且，這樣的觀點在透過國家政策與制度的落實後，可能進一

步對其他物種與環境產生不可預期的衝擊。以上，是這兩個故事試圖帶給大家的啟

發。

　　提到「生物滅絕」，就不得不想到侏儸紀公園的恐龍復活。歐陽敏助理教授以此

為開頭，點出他的主題：關於「去滅絕（de-extinction）」這個概念的哲學討論。

一直到1993年，「去滅絕」都還是一種科幻的想像。但過了幾年，1996年桃莉羊的

出現、2003年重新出現於世上的布卡多野山羊似乎宣告著，滅絕生物的復活不再只

是想像。而去滅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一、回溯繁殖：早期的技術，若某物種滅

絕，且該物種由仍存在且已知的兩物種交配而來，那麼透過兩物種的重新繁殖，人們

便可以將該滅絕之物種重新復育；二、基因轉殖：桃莉羊的複製技術；三、基因編輯

技術：CRISPR／Cas9，較新的技術，復活旅的技術。

　　根據以上對於去滅絕的科學技術有所認識後，對於「去滅絕」的概念，可以提出

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去滅絕」可能嗎？二、「去滅絕」是可以被接受的嗎？前者

是知識論問題，後者則是倫理學問題。在倫理學的討論中，核心問題是：我們有什麼

理由接受／拒絕去滅絕？兩個接受的理由是：一、科學技術可以挽回人因滅絕的物

種；二、滿足人類的好奇心，由於有些滅絕的物種擁有特殊的構造，這些構造對人類

的科技發展可能是有益的。相反的，也有不接受的理由：一、「去滅絕」的實驗過程

對生物個體的福祉造成非常強烈的侵害；二、「去滅絕」有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災

害；三、「去滅絕」和「保育」似乎是有衝突的，若是「去滅絕」是合適的，那麼

「保育」就不會是有意義的行為。然而，在直覺上，保育會是有意義的行為。

　　不過，歐陽助理教授主要想關切的是另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物種復活的可能？

這在概念上可以分成兩個部分討論，並且這兩個部分會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個衝

突在生物哲學的討論中需要進一步釐清，此處涉及兩個關於物種的形上學觀點：一方

則認為物種是一種類（class）；另一方認為一物種就是個體。就前者的理解，物種

是不會滅亡的；以後者思考則物種卻有滅絕這回事。若同時以此兩觀點來看待物種，

矛盾即出現。進一步的討論需要先釐清「滅絕」與「去滅絕」的定義。還要注意的

是，去滅絕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帶回一物種，但科學家所能操弄的只有個體。復活一個

體算不算是帶回一個物種？這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後，在陳博士的講座中，呼應上一節游博士的講題，是關於科技政策方面的討

論──以美國蜂群崩潰症候群（CCD）為例。蜂群崩潰症候群指的是一蜂群的成蜂

非常態的、大規模的死亡，科學家也提出許多的假說，試著說明CCD的發生，其中

的一種類尼古丁農藥假說──也是這次的討論核心。類尼古丁農藥是透過機轉的方式

施作，藉以減少害蟲對農作物的侵害，而類尼古丁農藥之假說是主張：蜂群在授粉的

過程中，將類尼古丁農藥帶回蜂巢，進而導致CCD的發生。因為類尼古丁農藥的毒

性較低──為了農藥減少對哺乳類動物、農夫的毒害，因此傳統的毒性研究對該農藥

對蜜蜂之影響是較難研究的。也因此，類尼古丁農藥在自然界如何對蜜蜂構成威脅？

如何與其他因素產生負面影響？仍是存在爭議的。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之處在於：

實驗室的結果如何連結到自然狀況？舉例來說，蜜蜂是社會性昆蟲，自成一套運作體

系，實驗室持續且穩定地給予單一個體類尼古丁農藥是否可以有適當說明類尼古丁農

藥對於蜂群的影響？這還需要考量到，自然狀況下的蜂群之食物來源是多元的、採食

範圍是廣泛的，這使得蜂群暴露在尼古丁農藥的狀況是更加不穩定的。加上農業施作

與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因此，若是試圖以自然狀況下研究蜂群的狀況，會使得

科學研究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無法承受的。

　　雖然關於類尼古丁假說的科學研究仍存在這些限制，但在近年來，在美國社會與

科學社群中逐漸地由類尼古丁假說占上風，甚至有科學家公開宣稱尼古丁農藥對蜜蜂

來說是最毒的農藥。在這個情況底下，可以更進一步提問：「為什麼科學家可以忽略

其研究之科學不確定性而如此宣稱？」有哲學家提供歸納風險的概念說明這種現象：

發言人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判斷，判斷甚麼樣程度的證據才是充分的，進而達到避免較

差的後果發生。舉例來說：在類尼古丁農藥的例子，若是科學家主張類尼古丁農藥有

害，則可能導致農藥市場受到影響，施作農要回歸傳統農藥，進而對人體產生較多害

處；相反的，若主張無害，則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科學家可以根據自身歸納

風險的考量，公開發表個人看法。

　　但當我們考量到科學家在公眾中的地位，似乎需要進一步地思考：歸納風險的考

量是否適用於科學家。原因是：科學家在公眾中是具有權威身分的，換言之，科學家

的言論會被視作是實際的結果而被聽信。這意味著，當科學家考量自身的價值觀而發

表其科學觀點時，其價值觀也加諸在其聽眾身上。而溝通倫理中的一重點是要尊重彼

此的價值觀，因此，當科學家這麼做，則可能違反溝通倫理。除此之外，若是科學家

在公眾場域中以嚴格的科學社群標準所發言，其實更有利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使用不

同研究相互溝通。

Q&A

氣候變遷的哲學討論

提問1：

　　因為我自己在生醫科領域做類似的研究，在生醫科研究的過程中，若是實驗結果

與現實不符合，那麼科學家們可以透過對實驗環境的設計、參數的設定，再次進行實

驗；或說，透過再實驗、再干預、然後再發現。而在剛剛的簡報過程中，林副教授跟

趙教授都說氣候研究難以像是生醫研究一樣，有「再實驗」的過程。若是實驗結果需

要趨近於現實，那在氣候研究中，科學家們如何在數據資料與模型共生、有著模型背

負的情況下，讓實驗結果趨近於真實？

回答1：

　　（林宗德副教授）面對這問題，當我們討論模型，就如提問者所說，無可避免地

要涉及模型結果是否為真，或說是趨近於真。一個方式就是，比對模型輸出的結果與

實際趨勢是否相符合。舉例來說，1996年到現在的溫度趨勢，若是跟模型結果相符

的話，那麼，我們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模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其實也做了

很多關於過去氣候的預測，畢竟我們也留了一些關於過去幾百年來氣候的紀錄可以比

對。如果預測結果與紀錄是相符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模型已經足夠的了、

我們該考量的因素都考量到了」。至於，「人為因素佔了多少比重？」其實科學家們

也有相關實驗的：像是將人為因素拿掉，那麼氣候的預測就會失準。另外，我們也是

有一些獨立的資料──冰心或是年輪等等──可以作為結果是否趨近真實的判準。有

興趣的話可以參考Elizabeth Lloyd的研究。

　　（趙相科教授）這邊簡短的回答一下，面對你的問題，那些科學家可能會主張：

「如果做很多模擬，並且那些結果都是一致的話，那麼結果跟程序就是可信的。」

　　（游立安博士）針對這點，我可以講一些我知道的。關於氣候模擬的問題，其實

已經預設了我們對於經濟與人口成長的預測。也就是說，溫度變化與二氧化碳排的預

測是基於經濟與人口預測。但在這之間是否存在著線性關係、是否存在強烈的關聯

性，在「科學」上存在很大的爭議比較對，特別是經濟學中的預報，還有如何轉換經

濟學中的預報應用在大氣科學的建模之中。而科學哲學的工作是去分析這樣的科學假

設還有假設之間的關聯恰不恰當。

提問2：

　　游博士提到兩種關於氣候議題的態度──危言聳聽與否認到底──在臺灣並不明

顯，根據你的研究與觀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回答2：

　　（游立安博士）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時候，我沒有要說臺灣沒有危言聳聽，這種

情況是會存在的。但我認為臺灣沒有「否認到底」的言論出現，這也是我在最後想提

出的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這個可能跟宗教觀有關

係。在臺灣的比較傳統宗教觀中，對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世界是比較不穩定、世界

本來就是重新與毀滅中循環的」這類型的觀點。也許可以說，對於災害的認識一直存

在在臺灣的公共性知識體系（Folk Epistemology）中。

　　二、這也可能跟臺灣人本身就有面對災難的經驗，像是颱風、地震等等自然界的

災難。因為有這些經驗，所以使得臺灣人對於災難界定的社會閾值（social thresh-

old）比較低。因此要針對災難採取行動比較容易，因為社會上的阻礙比較小。有些

想要推遲氣候活動的地方，比較可能是因為有關於溫度差異之於災難情境間的關聯離

自身實際經驗太遠。像是加拿大幾個中部的省，主要以產油為主業。若是你跟他說很

遙遠的地方，或是氣溫上升一兩度，他們可能會覺得：「一天氣溫就可以差十幾度

了，為什麼我要在乎這一兩度的溫度？」換個方向來說，將他們的產業整個關閉，反

而可能讓這些人失去維生工具、帶來更大的生活危害。這種資源分配與環境政策的問

題，不只在國際，在國內可能都沒有一個共識。

提問3：

　　想問游博士：像花蓮開發，雖然已經通過環境評估的程序，但是仍會有人反對。

因為反對方主張該程序是不正當的，因此，這種開發案啟動變得僵持不下。在國際

間，面對這樣的課題是否有提供新的方向？

回答3：

　　（游立安博士）關於程序與審議的問題，至少在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中，我沒有看

到讓人非常滿意的考量、關於民主審議程序的說明。並且，這個問題也涉及剛剛趙老

師所談論的，關於氣候變遷災害折現率的主觀爭議。如何判斷在未來，我們會面對多

少損失與災害，這是一個經濟預測。這種預測不可避免地會帶入主觀判斷。

生物滅絕的哲學討論

提問1：

　　目前的科學案例都是復活一兩個個體，像是桃莉羊。就生物學的觀點來說，一個

「物種」需要維持穩定的族群，有多的基因、穩定的數量。因此，若是僅僅是復活一

個個體或是許多個體卻單一的基因，似乎稱不上是一個物種的去滅絕。

回答1：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說的東西正是我想要主張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案例都只是

一個個的個體，遠遠不及一個物種。最有趣的案例是旅鴿，旅鴿是群體生物，他們沒

有辦法單獨生存。在該物種最興盛的時期，其物種數量堪比當時的人類人口總數。因

此，我認為，目前的工作只能稱作是初步工作。除非這個物種可以獨立地在自然環境

中穩定生存，相互交配等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叫做去滅絕。

提問2：

　　我比較好奇的是，被去滅絕的物種要如何處置？將這些物種是放在人工環境呢？

還是放回適合牠們生存的環境？若是後者的話，這些生物算不算外來種？或者問，這

些生物在生態上的意義是什麼？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生物雖然在原棲地瀕臨面絕，

但卻在寵物市場中是很興盛的，像是墨西哥鈍口螈。那這樣我們是否可以放任這些生

物在棲地消失，因為基本上這些物種無論是基因庫或是繁衍都有這良好的狀況。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那是科學家的問題。我對這個地

方沒有太多的涉略，所以無法告訴你，如何讓一個群體重返自然界，也許洪助理教授

可以給一些回應。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這問題涉及「滅絕」這個概念，並且我將

這個概念分成了三種定義：一、一個物種只剩下單一性別；二、最後一個體滅絕；

三、連基因訊息都消失。那麼，可以用你的說法延續討論，「物種消失在自然界但興

盛於寵物市場」算不算是去滅絕？這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想這個跟保育比較有

關，像是有些生物受到人為影響而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不下去，所以我們用人工養殖的

方式去養殖牠們。而人工養育則是保育生物學倫理學的層面，這個問題很有趣，但這

也超過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洪廣冀助理教授）櫻花鉤吻鮭就是大規模人工養殖再野放，雖然棲地範圍小，

但現在不再面臨絕種的危機。而你剛剛的問題都會延伸出來問：「在當代的狀況下，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種』概念？」我們在念生物學的時候，都會一個表定的物

種概念，像是交配可以產生健全後代，但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其中一種定義而已。並

且，這種物種概念只限用於動物，無法適用於植物，因為有些植物可以一種交配可以

產生後代、甚至具有生殖能力。顯然，我們生存的時代就如你剛剛所描述，「可能物

種在野外滅絕，但是在寵物市場上興盛。」這種情況算不算是滅絕，這牽涉到我們如

何定義這件事。

　　而每一個時代都會根據當下的特定政治經濟氛圍而產生特定的物種概念，並且，

「物種」這種東西常常是科學家說了算，或說某一些科學家說了算。我想說的是，

「物種」這個並不只是生物學概念，還牽涉政治與經濟的立場。所以要回答，一個物

種為何滅絕、如何把物種帶回來，這些問題都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治理或是資本主

義社會的反思，並不是僅限於那個生物本身而已。

提問3：

　　關於去滅絕的可能性，除了教授提到關於復活的復活悖論還是復活的是物種還是

個體的問題。我這邊想到一些說明不可能去滅絕的理由。根據那些主張「去滅絕是有

道德考量在背後支撐」的立場──像是為了把那些因為人為因素而導致物種滅絕的生

物帶回來等等，他們試圖透過去滅絕所達到的目的就會是把讓那個曾經存在在地球歷

史上的物種復活，而不只是該物種下的一個個個體。這似乎會兩個難處：一、即便物

種被帶回來了，但環境與時代是帶不回來的──舉例來說：即便復活了長毛象，也無

法回到冰河時期；二、即使前一項困難被克服了，那些存在在一物種中非基因的傳承

也無法被帶回來──像是一物種特定的撫育關係等等。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你所說的就是去滅絕不可能的其中一種論證，而這部分因為

時間與議題安排的關係沒提到。你說的沒錯，去滅絕確實是要把物種帶回來，不是要

把生物關在動物園裡面。像是猛瑪象的計畫，他們基本上是要重建生態系統。但一方

面，生態是物種的一環，另一方面，這個論證的主張就如你剛剛所說，一個物種的生

態過去就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去滅絕所想要的目的。

綜合討論

提問1-1：

　　立昇博士的理論似乎有在暗示科學家對類尼古丁假說的興盛是因為社會價值凌駕

了認知價知，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另外，我印象可能有誤，歐洲似乎

比美國還要早禁止、約束類尼古丁，那麼是否有研究顯示蜂群的死亡數量有減少？若

是有的話，是否可以視作是類尼古定假說是趨近真實的證據？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90

提問1-2：

　　接著這個問題，因為你沒有講完，所以政治的部分你都沒談到。並且，你在前面

地方花了不少時間介紹方法論的介紹，並且在這過程中也不斷強調政府、科學社群的

影響力。但這個部分，我認為關聯性不明顯，是否可以多加說明？

回答1： 

　　（陳立昇博士）剛剛礙於時間問題沒有介紹完，所以藉此簡短介紹我這篇文章的

目的。這篇文章我主要談論的核心是科學家在報章雜誌上的發言。我認為，科學家基

於其認知權威的身分，應該在公共媒體上更加謹言慎行一點。舉例來說，該哲學家對

類尼古丁的說法可以採取比較偏向環境保護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需要承擔什麼樣的

風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讓他的聽眾在聽取了他的說法後自行決定對一該議題的

立場，而不是科學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後，告訴聽眾該怎麼做。我之所以如此主張的

理由有二：一、科學家可能對聽眾的自主性不夠尊重；二、科學家的宣稱若是太過獨

斷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爭議，像是哪個科學家才是對的等等。「科學家內部的爭議」的

相關問題，應該是之後再解決。

　　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目前的研究資料都是美國的研究結果，未來也許可以加入歐

洲的研究結果作為比對。至於政治的部分，因為我認為政治決斷涉及任意性，所以希

望科學體制可以減少這樣的決斷。並且我希望這樣的科學體制並不只是侷限於科學期

刊或是特定科學社群，而是受到科學家自我約束的行為所劃定，只要一個科學家依據

嚴格的科學規範在生產知識、傳遞知識或分享知識，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生存在一個

科學社群裡面。

　　（游立安博士）補充一下我的觀點，有關於「政治價值或是政治許諾（com-

mit-ment）對於科學內部」這件事情，氣候科學就是一個例子。像是為什麼我們要

相信現在的大氣-海洋環流模型？這個模型的基本想法是，人類活動是大氣變化重要

的影響因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在建模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基本預設是：「選

擇的參數是有窮盡的。」也就是影響大氣活動的動力因子是有窮盡的。但這樣的封閉

系統是否能夠對應到現實的開放系統，這就是一個大假設。

　　至於採取這套系統的好處在於，這套系統可以強調人為的責任，而這是有著政治

建議的意義在其中的。如果今天拒絕了這套封閉系統可以表徵實際的狀態，那麼政治

上的建議或指導性的意涵就會減弱。那也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該封閉系統的參數

化過程中完整地表徵真實的大氣系統？」這個問題是有人在探究的，就像是林副教授

同樣提到的「大氣模型如何貼近真的問題」。這反應了，科學方法論的選擇本身有可

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像是「人類活動對於大氣活動影響」的建議。

提問2：

　　氣候變遷跟滅絕這兩個概念是這次講座的兩個主題，想知道各位講者們對這兩個

主題的關聯性的看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針對歐陽助理教授的議題，歐陽助理教授曾

談到「去滅絕」跟「保育」是背道而馳的。若是人們有一天可以帶回足夠數量的個

體、雄性與雌性，進而形成穩固的群題，另一方面也創造一個保育的環境給該族群，

不知道歐陽助理教授對於「人類可以介入到甚麼程度」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回答2：

　　（歐陽敏助理教授）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僅僅是提到這兩個概念在直覺上會

是衝突的，當然這在細節上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而你所描述的狀況也不無可能。

　　（陳瑞麟教授）關於第一個問題，之所以將這兩個議題聯結在一起是基於一個猜

測：「生物滅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並且，若氣候變遷是人為的因

素呢？譬如：溫度升高。而溫度升高不利於某些生物生存，進而導致物種大規模滅

絕。這個猜測關乎一個由部分科學家所提出的新概念：「人類世」。這個詞是試圖描

述：人類行為導致整個地球與生態產生巨大變化。更具體來說，假想地球發展的歷程

中，地球的氣候環境與生物演化回朝向一個方向前進；但如今面臨人類行為對於氣候

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別是，大規模生物滅絕會帶來新物種的產

生），而人類世便試圖描述後者──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大規模的環境變化。當然，

這是一種假說，並且這種假說與氣候變遷和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有緊密關聯。

　　但是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這兩個議題本身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雖然

說，無論是氣候變遷還是生物滅絕，對人類來說都是正常的，畢竟，在人類所知的歷

史中是不斷地發生的。但這些現象對於地球、世界的衝擊是什麼、是否屬於異常現象

等等問題，仍都是值得討論的，也是這次論壇的核心。

提問3：

　　我個人從事生醫領域的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家與病毒的對抗過程中，我一直認

為，目標就是把病毒消滅就好。在病毒學家的觀點中，與病毒的對抗不是以消滅病毒

為目標，而是試圖與病毒共存，即使這些病毒會週期性的爆發等等。雖然有些人不同

意，但假設把病毒同樣當作是一個物種，那麼病毒學家的說法是否在哲學上有一些見

解？　

回答3：

　　（歐陽敏助理教授）談一下個人看法好了，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談，一個問題

是：細菌對我們是需要的，畢竟弄死了對我們不好的、對我們不能帶來益處的，不一

定就是好的。背後支持的理由是「我們其實與細菌的共生群」的想法有關係。另一個

問題是很有趣，許多人會認為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的。這也是今天這個論談的重

點，我們認為是事實跟價值是可以區分，並且最好是可以區分的。我們擔心主觀性從

社會、經濟等等面向對結果的客觀性構成威脅。我要說的是，我過去一直以為科學可

以把主觀性拿掉，但從我的觀察來說，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保育或是去滅絕的物種

也是精心挑選的，跟我們長得像的，我們希望留下來。或是，可愛的留下，不可愛的

滅絕。並且這是事實跟價值的區分在硬科學中似乎可以建立，但到了軟性科學的部分

則便難以區分。這個問題雖然我沒有答案，但我認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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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取用期刊與學術傳播
（open access and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作者／張澄清（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張澄清，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博士，現任科技部博士級研究人員，研究專長為資訊尋求行為、資訊組

　　　織、資訊計量學。早期研究成果多與資訊計量學相關，或利用統合分析法探究特定教學法之成效或建立資

　　　訊行為模型，近期則期望能藉助認知心理的最新發展，厚實資訊組織相關理論，進而用於改善自動化分類

　　　技術。

　　　｜編按｜張澄清博士研究領域為資訊尋求行為、資訊組織等議題，此次特邀請張博士撰寫文章，分享研究

　　　　　　　 成果。

　　開放取用倡議（open access initiative）主要起因於學術傳播管道長年由全球

少數出版集團把持，研究者不僅須負擔高額的審查費或刊登費，且研究成果與使用者

之間又隔著一道付費高牆，學術圖書館每年須負擔高額的費用，才能讓使用者在指定

的網路環境下取用。因此，早在2002年，圖書館學會及學術界已初步形成共識，主

張應排除費用、法律、技術等障礙，促使學術與教學資源，都能公開且不受限制地供

民眾使用。歷經十多年努力後的今天，已逐漸衍生出由作者付費發表而讓使用者免費

的開放取用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以及在與出版社達成協議的前提下，延

遲對外公開的自我典藏（self-archiving）等兩種主要的開放取用途徑。然而，出版

集團想必也為此擬定出一些因應策略，故嚴格說來，現有的學術出版商業模式雖仍未

產生根本的改變，但所幸已引發各界關注此一結構的合理性。不過，本文的焦點並非

檢視學術出版的商業運作模式，而是探討開放取用對於學術傳播過程，甚至是學術影

響力所帶來的改變為何？

　　投稿國際學術期刊往往須歷經數月，甚至是數年的同儕審查流程，其中包含一次

以上的修改與答辯，審查通過後則進入排版校稿程序，之後才有網路版及正式版的期

刊論文。但這冗長審查流程，對於某些快速發展的學術領域而言，被認為將不利於知

識累積與更新。因此，開始有學者在投稿學術期刊之前，即先行將論文初稿／預印本

（preprint）上傳到某些學術機構維護的典藏庫，公開給使用者無償取用，且日漸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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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tz, M. J., Eichhorn, G., Accomazzi, A., Grant, C., Demleitner, M., Henne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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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8(13), 2047–2054. https://-

doi.org/10.1002/asi.20663

政策變化的前後便自然形成一組配對樣本。分析結果發現，不論上傳初稿至arXiv與

否，1997與1998年出版的論文，二者的論文被引用次數未呈現差異，又再次證明採

行開放取用政策無法實質提升期刊影響力。

　　至於我們又該如何解釋開放取用與被引用次數高度相關的現象？還是有哪些內生

性變數在分析的過程中被忽略了？學者們亦曾對此進行分析與解釋，他們發現未公開

預印本的論文，其被引用次數遠低於期望值，也就是存在自我選擇偏誤或品質偏誤的

問題（Kurts et al., 2005; Moed, 2007）。簡而言之，較積極投入學術研究的學者多

傾向公開預印本，並選擇公開其相對重要性較高，或是品質較佳的研究成果。較多優

質論文被公開，自然容易累積更高的被引用次數。

　　在此之前，我們或許常常聽到一些傳言，認為只要將研究成果公開，便可以提高

論文影響力。此傳言若成真，則間接證實學者們在研究的歷程中，對於參考文獻的選

擇與引用是不嚴謹的，缺乏主動篩選的能力，只貪圖方便地參考或引用手邊容易取得

的文獻。所幸已有大規模資料分析的研究結果，推翻了此傳言，或許真有一些文獻因

為方便取用而被引用，但文獻被引用與否主要還是關乎內容與品質，並非如想像中那

般容易操弄。

行。這類典藏庫以Cornell University建置維護的arXiv最為知名，其中以物理、數

學及電腦科學等領域的學者最熱衷公開其論文初稿，甚至2013年也有專門服務生命

科學領域學者的bioRxiv問世。學者預先公開論文初稿的目的不外乎想在學術研究的

競賽中取得先機，避免重複研究導致爭議；整體學術界共同檢視研究成果也可避免錯

誤或遭受審查者刁難，甚至是期盼能加速或增加學術影響力（此處指的是論文被引用

次數）。

　　早年推廣開放取用時，常以能夠加速或增加學術影響力為誘因，畢竟以論文被引

用次數為基礎的學術評鑑制度，較高被引用次數應有助於學術升等或學術經費補助。

至於開放取用可提升學術影響力，背後的邏輯則是學者在撰寫研究論文時，會傾向參

考並引用手邊方便取得的文獻，這樣的說理似乎也頗符合人性。有些研究者便嘗試選

擇特定領域的研究論文，以是否上傳論文初稿至arXiv做為區分是否開放取用的依

據，探討開放取用與論文被引次數的關聯性，分析結果的確也呈現二者高度相關。然

而，事實是否果真如此？由於現實社會無法針對此議題進行隨機控制實驗（random-

ized control trial, RCT），故欲證明開放取用可獲取更快或更高的學術影響力，或

許得藉由特定的配對樣本或反事實樣本（counterfactual sample）之比較，才可獲

得較具說服力的研究結果。

　　適當的反事實樣本的確不好找，但Kurtz等人（2005）曾以天文物理學領域

（Astrophysics）的七本主要期刊為範圍，收集1990至2003年間出版的論文及參考

文獻，視覺化呈現論文被引機率的歷年變化情形。Kurtz等人認為，1990年代中後期

在天文學界風行的公開預印本行為，並沒有證據顯示可增加論文被引用次數，但能即

早取用處於審查階段的論文初稿，論文出版後旋即被引用的機率提高了。Moed

（2007）也採用與Kurtz等人相似的方法，分析凝態物理學（Condensed Matter 

Physics）領域的文獻，亦發現相同的趨勢，意即公開取用可以幫助論文在出版後更

快地被引用，但無助於增加更多的被引用次數。此外，Kurtz與Henneken（2007）

還找到一本創立於1995年7月天體物理學期刊（Astrophysical Journal），是最早擁

有完整線上開放取用版本的天體物理學主要期刊。這本期刊在1998年以前都可以在

線上免費取用，但自1998年1月起，若沒有付費訂閱則得延後36個月才能取用，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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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取用倡議（open access initiative）主要起因於學術傳播管道長年由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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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又隔著一道付費高牆，學術圖書館每年須負擔高額的費用，才能讓使用者在指定

的網路環境下取用。因此，早在2002年，圖書館學會及學術界已初步形成共識，主

張應排除費用、法律、技術等障礙，促使學術與教學資源，都能公開且不受限制地供

民眾使用。歷經十多年努力後的今天，已逐漸衍生出由作者付費發表而讓使用者免費

的開放取用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以及在與出版社達成協議的前提下，延

遲對外公開的自我典藏（self-archiving）等兩種主要的開放取用途徑。然而，出版

集團想必也為此擬定出一些因應策略，故嚴格說來，現有的學術出版商業模式雖仍未

產生根本的改變，但所幸已引發各界關注此一結構的合理性。不過，本文的焦點並非

檢視學術出版的商業運作模式，而是探討開放取用對於學術傳播過程，甚至是學術影

響力所帶來的改變為何？

　　投稿國際學術期刊往往須歷經數月，甚至是數年的同儕審查流程，其中包含一次

以上的修改與答辯，審查通過後則進入排版校稿程序，之後才有網路版及正式版的期

刊論文。但這冗長審查流程，對於某些快速發展的學術領域而言，被認為將不利於知

識累積與更新。因此，開始有學者在投稿學術期刊之前，即先行將論文初稿／預印本

（preprint）上傳到某些學術機構維護的典藏庫，公開給使用者無償取用，且日漸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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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我們又該如何解釋開放取用與被引用次數高度相關的現象？還是有哪些內生

性變數在分析的過程中被忽略了？學者們亦曾對此進行分析與解釋，他們發現未公開

預印本的論文，其被引用次數遠低於期望值，也就是存在自我選擇偏誤或品質偏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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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影響力。此傳言若成真，則間接證實學者們在研究的歷程中，對於參考文獻的選

擇與引用是不嚴謹的，缺乏主動篩選的能力，只貪圖方便地參考或引用手邊容易取得

的文獻。所幸已有大規模資料分析的研究結果，推翻了此傳言，或許真有一些文獻因

為方便取用而被引用，但文獻被引用與否主要還是關乎內容與品質，並非如想像中那

般容易操弄。

行。這類典藏庫以Cornell University建置維護的arXiv最為知名，其中以物理、數

學及電腦科學等領域的學者最熱衷公開其論文初稿，甚至2013年也有專門服務生命

科學領域學者的bioRxiv問世。學者預先公開論文初稿的目的不外乎想在學術研究的

競賽中取得先機，避免重複研究導致爭議；整體學術界共同檢視研究成果也可避免錯

誤或遭受審查者刁難，甚至是期盼能加速或增加學術影響力（此處指的是論文被引用

次數）。

　　早年推廣開放取用時，常以能夠加速或增加學術影響力為誘因，畢竟以論文被引

用次數為基礎的學術評鑑制度，較高被引用次數應有助於學術升等或學術經費補助。

至於開放取用可提升學術影響力，背後的邏輯則是學者在撰寫研究論文時，會傾向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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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特定領域的研究論文，以是否上傳論文初稿至arXiv做為區分是否開放取用的依

據，探討開放取用與論文被引次數的關聯性，分析結果的確也呈現二者高度相關。然

而，事實是否果真如此？由於現實社會無法針對此議題進行隨機控制實驗（random-

ized control trial, RCT），故欲證明開放取用可獲取更快或更高的學術影響力，或

許得藉由特定的配對樣本或反事實樣本（counterfactual sample）之比較，才可獲

得較具說服力的研究結果。

　　適當的反事實樣本的確不好找，但Kurtz等人（2005）曾以天文物理學領域

（Astrophysics）的七本主要期刊為範圍，收集1990至2003年間出版的論文及參考

文獻，視覺化呈現論文被引機率的歷年變化情形。Kurtz等人認為，1990年代中後期

在天文學界風行的公開預印本行為，並沒有證據顯示可增加論文被引用次數，但能即

早取用處於審查階段的論文初稿，論文出版後旋即被引用的機率提高了。Moed

（2007）也採用與Kurtz等人相似的方法，分析凝態物理學（Condensed Matter 

Physics）領域的文獻，亦發現相同的趨勢，意即公開取用可以幫助論文在出版後更

快地被引用，但無助於增加更多的被引用次數。此外，Kurtz與Henneken（2007）

還找到一本創立於1995年7月天體物理學期刊（Astrophysical Journal），是最早擁

有完整線上開放取用版本的天體物理學主要期刊。這本期刊在1998年以前都可以在

線上免費取用，但自1998年1月起，若沒有付費訂閱則得延後36個月才能取用，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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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取用倡議（open access initiative）主要起因於學術傳播管道長年由全球

少數出版集團把持，研究者不僅須負擔高額的審查費或刊登費，且研究成果與使用者

之間又隔著一道付費高牆，學術圖書館每年須負擔高額的費用，才能讓使用者在指定

的網路環境下取用。因此，早在2002年，圖書館學會及學術界已初步形成共識，主

張應排除費用、法律、技術等障礙，促使學術與教學資源，都能公開且不受限制地供

民眾使用。歷經十多年努力後的今天，已逐漸衍生出由作者付費發表而讓使用者免費

的開放取用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以及在與出版社達成協議的前提下，延

遲對外公開的自我典藏（self-archiving）等兩種主要的開放取用途徑。然而，出版

集團想必也為此擬定出一些因應策略，故嚴格說來，現有的學術出版商業模式雖仍未

產生根本的改變，但所幸已引發各界關注此一結構的合理性。不過，本文的焦點並非

檢視學術出版的商業運作模式，而是探討開放取用對於學術傳播過程，甚至是學術影

響力所帶來的改變為何？

　　投稿國際學術期刊往往須歷經數月，甚至是數年的同儕審查流程，其中包含一次

以上的修改與答辯，審查通過後則進入排版校稿程序，之後才有網路版及正式版的期

刊論文。但這冗長審查流程，對於某些快速發展的學術領域而言，被認為將不利於知

識累積與更新。因此，開始有學者在投稿學術期刊之前，即先行將論文初稿／預印本

（preprint）上傳到某些學術機構維護的典藏庫，公開給使用者無償取用，且日漸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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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變化的前後便自然形成一組配對樣本。分析結果發現，不論上傳初稿至arXiv與

否，1997與1998年出版的論文，二者的論文被引用次數未呈現差異，又再次證明採

行開放取用政策無法實質提升期刊影響力。

　　至於我們又該如何解釋開放取用與被引用次數高度相關的現象？還是有哪些內生

性變數在分析的過程中被忽略了？學者們亦曾對此進行分析與解釋，他們發現未公開

預印本的論文，其被引用次數遠低於期望值，也就是存在自我選擇偏誤或品質偏誤的

問題（Kurts et al., 2005; Moed, 2007）。簡而言之，較積極投入學術研究的學者多

傾向公開預印本，並選擇公開其相對重要性較高，或是品質較佳的研究成果。較多優

質論文被公開，自然容易累積更高的被引用次數。

　　在此之前，我們或許常常聽到一些傳言，認為只要將研究成果公開，便可以提高

論文影響力。此傳言若成真，則間接證實學者們在研究的歷程中，對於參考文獻的選

擇與引用是不嚴謹的，缺乏主動篩選的能力，只貪圖方便地參考或引用手邊容易取得

的文獻。所幸已有大規模資料分析的研究結果，推翻了此傳言，或許真有一些文獻因

為方便取用而被引用，但文獻被引用與否主要還是關乎內容與品質，並非如想像中那

般容易操弄。

行。這類典藏庫以Cornell University建置維護的arXiv最為知名，其中以物理、數

學及電腦科學等領域的學者最熱衷公開其論文初稿，甚至2013年也有專門服務生命

科學領域學者的bioRxiv問世。學者預先公開論文初稿的目的不外乎想在學術研究的

競賽中取得先機，避免重複研究導致爭議；整體學術界共同檢視研究成果也可避免錯

誤或遭受審查者刁難，甚至是期盼能加速或增加學術影響力（此處指的是論文被引用

次數）。

　　早年推廣開放取用時，常以能夠加速或增加學術影響力為誘因，畢竟以論文被引

用次數為基礎的學術評鑑制度，較高被引用次數應有助於學術升等或學術經費補助。

至於開放取用可提升學術影響力，背後的邏輯則是學者在撰寫研究論文時，會傾向參

考並引用手邊方便取得的文獻，這樣的說理似乎也頗符合人性。有些研究者便嘗試選

擇特定領域的研究論文，以是否上傳論文初稿至arXiv做為區分是否開放取用的依

據，探討開放取用與論文被引次數的關聯性，分析結果的確也呈現二者高度相關。然

而，事實是否果真如此？由於現實社會無法針對此議題進行隨機控制實驗（random-

ized control trial, RCT），故欲證明開放取用可獲取更快或更高的學術影響力，或

許得藉由特定的配對樣本或反事實樣本（counterfactual sample）之比較，才可獲

得較具說服力的研究結果。

　　適當的反事實樣本的確不好找，但Kurtz等人（2005）曾以天文物理學領域

（Astrophysics）的七本主要期刊為範圍，收集1990至2003年間出版的論文及參考

文獻，視覺化呈現論文被引機率的歷年變化情形。Kurtz等人認為，1990年代中後期

在天文學界風行的公開預印本行為，並沒有證據顯示可增加論文被引用次數，但能即

早取用處於審查階段的論文初稿，論文出版後旋即被引用的機率提高了。Moed

（2007）也採用與Kurtz等人相似的方法，分析凝態物理學（Condensed Matter 

Physics）領域的文獻，亦發現相同的趨勢，意即公開取用可以幫助論文在出版後更

快地被引用，但無助於增加更多的被引用次數。此外，Kurtz與Henneken（2007）

還找到一本創立於1995年7月天體物理學期刊（Astrophysical Journal），是最早擁

有完整線上開放取用版本的天體物理學主要期刊。這本期刊在1998年以前都可以在

線上免費取用，但自1998年1月起，若沒有付費訂閱則得延後36個月才能取用，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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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6月至8月業務行事曆

　　7月

　　 延聘國內訪問學者：109年7月1日至109年7月31日

　　 補助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109年7月1日至109年7月31日

　　 補助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109年7月1日至109年7月31日

　　8月

　　 補助學術研習營：109年8月1日至109年8月31日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109年8月1日至109年8月31日

　　全年度隨到隨審

　　 補助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

   



>> 中心電子通訊 
NEWSLETTER No. 23

發行者：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發行人：曾嬿芬

責任編輯：李宛芝

美術設計：蔡乙佳

發刊日期：2020年6月

地址：10093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97號9樓

電話：+886-2-23511099

傳真：+886-2-23511090

意見信箱：ntucahss@n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