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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波普對馬克思批判之澄清 

 

不管波普對馬克思歷史主義或是經濟主義的批判，都是建立在他的「批判理

性」觀點上。馬克思認為自己的歷史唯物論是一個「普遍」(universal)、「必然」

(necessary)的「定律」(law)，他觀察人類社會的經濟結構當中「生產力」與「生

產關係」之矛盾，造成了緊張對立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因而「必然地」發生階級

革命創造一個「無階級的社會」。於是波普漸進地從兩方面來駁斥馬克思的歷史

唯物論觀點，首先他批判馬克思所作的觀察太過於獨斷，在影響一件事物發展時

有諸多的變因，但是馬克思只看「經濟結構」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

盾等因素，於是將其他各種可能影響的因素排除在外。也就是說馬克思這種「理

想的」(ideal)狀態只出現在其理論當中，在現實的生活裡變動因素太多以致於馬

克思理論很容易就遭受駁斥，就像波普舉出的實際例子一般，歷史並非如馬克思

所預言般的走向，歷史受到太多因素交互參雜影響，因而很難有決定性的「大一

統」理論可以完整描繪歷史的進程。於是波普認為馬克思的預言只是短期、小範

圍的趨勢，而非涵蓋夠廣的定律。 

 

關於上述馬克思的限制，筆者在此舉簡單的例子說明。我們先前提過「理想

氣體方程式」(Ideal Gas Law)——1.PV=nRT。在此我們把壓力 P 比喻成「經濟結構」、

體積 V 則為「政治力」、莫耳數 n 為其他因素、常數 R 依舊是比例常數 R，最後

溫度 T 則是「歷史走向」。波普認為就算是自然科學也很難找到排除其他因素的

理想狀態，理想氣體方程式永遠不會成真，何況是更複雜的社會科學。波普認為

馬克思在觀察「歷史走向」T 的時候，只看到了「經濟結構」P 的因素，並且對

於「政治力」V 以及其他因素 n 等則一概不見並歸入常數 R 當中得到 R’於是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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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就得到了簡化的式子——2.P=R’T，「經濟結構」P 決定「歷史走向」T，其中 R’

是「變動的」比例常數，於是任意的 P1、P2…Pn 都會有相對應的 T1、T2…Tn。馬

克思繼續簡化其理論，認為 P 只有一個那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

因此 T 也就只有一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共產主義

的必然過程。 

 

原本的常數 R 是「固定的比例」，是 PV/nT 的值，但是在馬克思的觀點裡，

第 2 式 P=R’T 當中，波普認為 R’既然是「變動的」比例常數，因此第 2 式 P=R’T

應該表達成 PαR’T。也就是說「歷史走向」T 是受到「經濟因素」P 以及其他「眾

多因素」R’的影響，並且波普也舉出了實際的「經濟結構」P 與「其他因素」R’

來表達「歷史走向」T 並非單一。 

 

在此必須重申，波普並非認為馬克思無法找到定律是因為考慮的因素不夠全

面，或者只注意偏好的因素而忽略了更重要的影響，因而說其為「趨勢」(trend)

而非「定律」(law)。波普要批判的是馬克思的「終極解釋」，波普認為我們永遠

找不到「真正的定律」，因為每一個經過千錘百鍊的「暫時性定律」或說「假說」

都必須面對下一個檢驗的否證威脅，於是馬克思的「科學」在波普看來具有兩大

缺失：一、對於相關因素的偏好以及忽略使得其「嘗試性的理論」成為一個易於

駁斥的「小範圍性定律」，於是波普稱之為只是「趨勢」；二、馬克思意欲得到

「終極解釋」是一個錯誤的態度，我們永遠無法碰觸本質。 

 

第二節 波普與愛因斯坦對於量子力學的批判 

 

 本節從波普與愛因斯坦對於量子力學的批判出發，目的是從論戰中考察出愛

因斯坦與波普對於本質論的批判態度，以及說明不論是波普、愛因斯坦或是其他



68 
 

科學家都必須受到先驗的思想工具——邏輯、數學所制約。 

  

首先簡略敘述量子力學的發展，量子力學(Quantum Mechanics)是十九世紀末

時當古典力學(Classical Mechanics)與電磁學(Electromagnetism)相繼在對於微觀系

統(micro system)的描述顯得不足時，發展出來的一套描述微小事物98的理論，與

愛因斯坦相對論被公認為是現代物理學的兩大支柱，由二十世紀初的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浦朗克(Max Planck)、波耳(Niels Bohr)、海森堡(W. Heisenberg)、

波恩(Max Born)、庖立(W. Pauli)、德布羅伊(Louis de Broglie)、薛定諤(Erwin 

Schroedinger)等共同創立。透過量子力學，許多現象才被精確地計算出來，並且

有許多也經驗嚴格的實驗檢證。略過其推論的過程與數學的計算，我們直接抓出

量子力學中最重要的幾個理論，也是最廣受到討論以及愛因斯坦與波普一直意欲

駁斥的部分——量子力學的完備性問題。 

 

古典力學與量子力學的一個主要差異就在於，「測量」在理論過程中的地位，

在古典力學或說牛頓力學當中，一個物體的「位置」(position)與「動量」(momentum)

是可以無限精確地被測量，並且可以準確地預測下一刻的位置與動量；但是在量

子力學中，測量過程本身對系統造成影響，而其中最有名的一個原理就是海森堡

的「不確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位置△x 與動量△p 的乘積大於或等

於浦朗克常數的一半： 

 

△x△p≧h/2 

 

不確定原因是位置與動量的測量順序，直接影響到測量值，或說其測量順序

                                                        
98 微觀事物如自旋為整數的粒子，我們稱之為對稱的玻色子(boson)如光子(photon)、膠子

(gluon)、引力子(graviton)以及介子(meson)等等。或是自旋為半數的非對稱費米子(fermion)

如質子(proton)、中子(neutron)、夸克(quark)與輕子(lepton)等。 



69 
 

的交換會直接影響測量值99，這不是儀器做得精確與否的問題，這是一個內在於

量子力學中的「必然因素」，由於量子系統中的量子態都是由波函數(wave 

function)100表達，波函數代表一個觀察者在量子系統中所知道的全部資訊，量子

系統的描述是機率的，一個事件的機率是波函數的絕對值平方。這就是愛因斯坦

與波耳論戰的開端，愛因斯坦說過很有名的一句話「上帝不玩骰子」，雖然愛因

斯坦小時候信仰猶太教，但在他 12 歲那年透過了閱讀科學書籍他認為《聖經》

中所寫的大多是假的，他不認為有人格化的上帝，並說在他內心如果有能被稱做

宗教的東西的話，那就是對科學所揭示之世界結構的無限敬仰。 

 

因此他這句話的意思可以解讀成「事物不會是隨機的」，與波普相同，愛因

斯坦也認為本質是存在的，但是不接受不確定性原理所說的，是一種測量的內在

限制，也就是說不確定性原理自稱是終極解釋，這也就是波普與愛因斯坦無法接

受的地方，於是他們兩個人就提出了許多實驗來駁斥不確定性原理，如愛因斯坦

提出的「狹縫實驗」、「愛因斯坦盒子實驗」、「EPR 弔詭」以及波普的另一個「狹

縫實驗」，雖然這些實驗通通都被波耳從量子力學的角度提出了很好的解釋，也

就是都沒有駁斥掉不確定性原理，但從這論戰明顯的表達出波普與愛因斯坦的批

判態度以及對本質的先驗預設101，他們認為本質是存在的，但是卻無法證明也碰

觸不到，於是他們對於量子力學的終極解釋感到不滿，因而批判再批判。從此可

看出，波普與愛因斯坦之所以批判是因為與其先驗的預設有所衝突，但他們的預

設也是沒有基礎的，但他們總是得先要有先驗的預設，才有辦法做出批判，並且

批判使用的工具必然是先在腦中成形的邏輯與數學，這也是其無法跳脫的框架。 

 

                                                        
99
 對於兩個不同物理量 P與 Q的測量順序，直接影響其測量值結果，在量子力學中稱之為「不相

容可觀察量」，表達為[P,Q]≠0。 
100在哥本哈根詮釋之中，認為波函數除了抽象的概念之外，沒有任何真實的存在。 
101
 預設了位置、動量等等物理量是有其本質的存在，而不是如不確定性原理所說的是一種內在

的必然關係，內在地有無法確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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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批判波普之批判理性與其科學定義 

 

在批判波普之前，筆者先從其對各種理論的分辨開始。他在《臆測與駁斥》

中提過：如果哲學理論都是不可駁斥的，那麼，我們如何能夠分辨真與假的哲學

理論呢？這是引自哲學理論之不可駁斥性的一項嚴肅的問題。為了更清楚地陳述

這項問題，我願意將它重述如下。我們於此處可以分辨三種型態的理論。 

第一種是邏輯與數學理論。 

第二種是經驗與科學理論。 

第三種是哲學與形上學理論。102 

 

 波普對於此三種型態理論之真假分辨方式是這樣。首先對於邏輯與數學，還

是採取批判的方式，當不知道是真是假時，嘗試對其進行漸進的檢驗工作，一直

地批判下去。他說：…如果我們也不能證明它，那麼我們可能再次懷疑該項理論

的真，並且我們將再次嘗試駁斥它，等等如此進行下去，直到我們達到了決定，

或認為太困難而將其擱置不理。103他認為在對於邏輯或數學的批判過程裡，是對

兩種或更多對抗的理論作檢驗，藉由駁斥一方或另一方而達致一項決定。在數學

中(但僅在數學中)，這樣的決定一般是最後的：很少有能逃脫檢查的無效證明。

104在此波普也是無法達到對邏輯或數學的肯定，他也只能批判再批判，一直到最

後無法繼續做下去，也就是說波普運用了邏輯與數學當作其批判的工具，但是他

並沒有掌握工具的正當性，因為在他的批判意義下其工具也是遭受批判的。 

 

 其次第二種理論是經驗與科學理論，在以上章節談得夠多了。基本上是依照

同樣批判邏輯與數學的方式進行，批判性地檢查它們並嘗試駁斥之。唯一重要的

                                                        
102 卡爾‧波普，《臆測與駁斥》，蔡坤鴻譯，P.342，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9。 
103 同上，P.342。 
104 同上，P.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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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在於：我們現在也能在我們的批判檢查中使用一些經驗的論證。但是這些經

驗的論證只跟其他一些批判性的考慮一起發生。像這樣的批判思想仍保留是我們

的主要工具。觀察只有當它們通過我們的批判討論時，才會被加以利用。105 

 

 最後談到第三項理論類型，關於哲學與形上學。他認為哲學與形上學都是不

可批判的，但是他卻說：我們是否可能合理地——意思是說，批判性地——評價

一項不可駁斥的理論呢？而且，我們能引用怎樣的合理的論證來支持或反對一項

我們知道既非可證明的也非可駁斥的理論呢？106他認為哲學理論的重點在於「問

題情境」，並認為一項理論之能否被理解，只有當它與某一已知的問題情境有關

係，並且它之能被合理地討論，也是討論關於此關係的意義下。於是：如果我們

把某項理論看做是對一組問題所提出的解決，那麼該理論立即為自己帶來批判的

討論——即使它是非經驗的以及不可駁斥的。107筆者認為波普偷渡了其批判的概

念在對於哲學與形上學的檢驗當中，並且這個批判的工具就是其邏輯與數學，是

尚未得到穩固性的工具。 

 

 也就是說波普的批判理性建立在其預設的「先驗條件」上，也就是邏輯與數

學。在批判不論是邏輯、數學、經驗、科學甚至哲學、形上學時，他的工具總是

先驗的邏輯，他無法跳脫這個預設，我們無法質疑邏輯的先驗性，因為唯一能處

理或說批判邏輯的就只有邏輯，人的理性當中早已先驗地預設了邏輯為真。也就

是說如果我要批判邏輯我必須使用邏輯的方法，不論我對邏輯批判的成功與否，

我都必須使用邏輯作為處理方式。 

 

 波普的先驗預設除了在其批判理性之外，尚有兩項先驗的預設。首先是關於

                                                        
105 同上，P.343。 
106 同上，P.343。 
107 同上，P.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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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的過程當中，我們必須先接受「嘗試性理論」，我們必須先驗地先接受它，

才能對它做檢驗，雖然說在面對此理論時我們的態度是對其有所質疑，但是必須

先在當下認為它是真的，才有辦法對其批判檢驗；也就是說如果當下認為此理論

為假，那就不具有批判的動機了。其次是關於「本質」的先驗預設，波普認為本

質不可知，但卻又認為它是存在的，它一直在那兒只是我們永遠接觸不到。 

 

這樣的說法令人難以接受，我們如何能接受不可認知的存在？雖說波普不認

同柏克萊的「存在即是被感知」，但波普也無法有好的說明告訴我們「本質」的

存在，我們所看到的也是波普對於「本質」的「先驗預設」。最後我們說，波普

依舊逃不過必須作先驗的預設，他的批判理性是一個很強力的方法，但是卻建立

在一個薄弱的基礎上(儘管波普不認為其批判理性具有基礎)，於是我們說波普的

批判理性是一種對於世界樣貌研究解釋的方式，雖然其他哲學家的觀點在波普知

識論下是走錯了路子，但是由於波普批判理性的不穩固，其他對於世界樣貌的哲

學觀點仍舊各成一派，儘管名稱上有所不同，各個哲學家總是預設了先驗的條件

以建立其體系。 

 

 其次筆者將使用波普意義下的三種理論類型來檢視波普科學之定義。目

的在於，1.檢視波普「科學之定義」這個理論，是屬於邏輯與數學或經驗科學或

者哲學與形上學這三類中哪一類型的理論，並批判此理論的合理性，以及 2.嘗試

從當今科學的研究方式批判波普的科學定義。 

 

在這之前，我們先重述波普認定的科學，也就是他所說的第二類型理論，科

學與邏輯、數學、哲學或形上學不同之處在於——科學必須受到經驗的挑戰，或

說科學理論必須能演繹出可被經驗證據所否證之命題。當然科學除了必須受到經

驗的挑戰之外，它還必須有許多其他性質，如科學的目的是為了對於世界本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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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並使用文字或符號來表達出科學理論等等。 

 

 「波普對於科學之定義」這個理論既非數學與邏輯理論也非科學理論，其理

論是一種哲學或形上學的理論。首先，波普的科學定義很明顯的不是單純抽象的

數學或邏輯表達，它是使用一種下定義的方式來呈現，就像我定義檯燈是一種放

在書桌上可供照明的器具一般，我們不會也無法使用邏輯或數學的方式來批判此

定義，於是我們說波普之科學定義不屬於數學與邏輯這一類理論。其次，它也不

屬於科學理論這類型，原因有二：1.如果波普之科學定義這個理論是一種科學理

論，那麼就是循環論證。2.雖然科學本身探討的是關於經驗，但是波普對科學的

定義這理論是無法在經驗上找到反例的。我無法找到一個理論它是科學理論，但

是它卻不需要經驗的可否證性，因為波普可以說不需經驗可否證性這類的理論本

來就不是科學理論。 

 

 因此，在波普的架構下，其對於科學定義的這個理論必然是一種哲學或形上

學的理論，因此我們無法找到經驗上的反例來否證此理論，但是如波普自己所說

的，對於這樣的理論，還是可以合理地或說批判性地「評價」此哲學或形上學理

論。在這邊他所謂的「合理地」、「批判性地」不是對理論本身進行邏輯的批判，

不然哲學理論就直接變成邏輯理論了。而是如他所言，哲學理論的提出，必定也

是為了解決問題，縱使此問題是非經驗的。於是我們就從他對於哲學理論的「評

價」方式來評價其科學之定義，首先必須先確定下來此哲學理論的「問題情

境」——人類的確有對自然世界進行一種嚴格的探索，也就是尚未得到確切定義

的「科學研究」，這樣的許許多多行為有些被我們模模糊糊地認定為是科學，而

有些則不是。於是就有許多哲學家對於「科學」提供其哲學上的定義，其中一個

就是波普的批判理性科學定義，他嘗試為此哲學問題提供解答，這就是波普意義

下的「問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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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我們就可以評價此哲學理論——波普之科學定義。看是否波普之理論可

以解決我們對科學定義的曖昧不明，是否可以「恰當地」定義科學。在這之前筆

者認為在「關於科學定義問題之哲學情境下」，必須回歸到：當今最頂尖自然研

究者所進行的研究，的確被認為是「科學研究」，這是首先存在的「事實」。哲學

家對於科學下定義，然後判斷現在正在進行的自然研究是不是科學，這是一種「對

科學實在的描繪」，畫筆在哲學家手上，但是實物卻是自然研究者正在進行的工

作。因此在批判一個「對科學下定義」的哲學理論時，重要的是能否找到一個「首

先存在」的科學理論，但是卻不是此「哲學定義下的科學理論」，因而說此定義

是「不恰當的」。於是對於波普科學的定義之批判就是找出一個「被科學家公認」

的科學理論，但是它卻無法受到經驗的否證，因而能說波普的定義「不恰當」。

或許波普會反駁，認為無法由經驗否證的理論就不是科學理論，但如果他這樣宣

稱，則他的科學定義這個哲學理論就成為一個獨斷的教條。 

 

於是筆者從近代科學的研究方式，提出對波普科學定義的批判，舉出有某些

被公認的科學，是無法從經驗中使用反例去駁斥的，但我們仍舊認為那是科學，

因此如同上述，該改變的不是已經存在的科學，而是波普對於科學的定義不夠「恰

當」。當今科學界所做的努力是在於，對量子力學與相對論的整合，以期得到一

個「一統理論」(unified theory)108，以期能調和當今科學的兩大支柱，當今最領風

騷了就屬「超弦理論」(Superstring Theory)109以及「膜理論」(M-theory)110。超弦理

論與膜理論都是運用極艱深的數學以及難以想像的語言符號對世界作解釋，為了

解釋衍生的問題，科學家運用新的詞語、概念對沒有實驗可以駁斥的理論做出描

                                                        
108 以單一架構描述各種作用力與各種粒子的理論。 
109 弦論的基礎是波動理論，目的是為了避免粒子說的許多困難，宇宙間最基本的構成就是一維

的弦線，在弦論的理論當中，世界不是三維加上時間第四維，而是十維或是二十六維，其中有些

維度捲曲得太小以致我們無法觀察到。 
110 膜理論是超弦理論的延伸，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四維膜之上，尚有其他的維度。膜理論可以

較好的解釋重力問題，有一種基本粒子叫重粒子，在膜之間傳遞重力。其中膜理論還牽涉到「虛

數時間」這個概念，「虛數時間」中的歷史，會決定膜在「實數時間」中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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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於是有人採波普的定義，認為它們只是哲學理論，而不被認為是科學；但是

更多的科學家認為這當然是科學，該改的是波普的定義而不是將科學家所做的研

究剔除在科學的門外，從此也可以看出當今科學的發展到了最後似乎難以將科學

與哲學嚴格地區分開。 

 

最後更進一層的問題是，科學能否被定義？有哲學理論可以辨別科學與非科

學嗎？各種對於科學的定義區分開了科學與非科學，柏拉圖式科學觀、培根牛頓

科學觀以及波普與愛因斯坦一派都對科學有不同的定義。如果「最佳、最適當的

定義」所定義出來的科學是最能描述世界的真實面貌的話，那最後還是回到哲學

的老問題——何謂世界的真實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