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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學 

 

第一節   科學溯源——各種判準 

 

雖然我們知道語言、文字是隨著人類的文化而演變，語言所指的對象是人們

的約定俗成，因此「科學」一詞也不例外，科學內容在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下

會有大大小小的差異，但我們大致上可以從歷來的文獻、人們的共識得到一些關

於科學的知識12。我們知道科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nature)13，從筆者一直以

來所學習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等，它們都是物質宇宙(material universe)的

內容，包括了從最大的宇宙學、天文學到最細微在原子中討論之量子力學等等，

泛指自然界的現象或是普遍意義上的生命，通常科學一詞具有被人們相信為「精

確的」、「嚴格的」、「客觀的」14特性。 

 

科學的發展實際上不僅對我們的物質生活層面造成極大影響，如蒸氣機的發

                                                        
12 這邊講的知識是寬鬆的表達，雖不穩固但被大多數人接受，或者可以說看法。 
13 英文的Nature來自拉丁文Natura，意即"天地萬物之道"（the course of things, natural character）

Natura 希臘文 physis (φύσις)的拉丁文翻譯，原意為植物、動物及其他世界面貌自身發展出來的

內在特色，而 φύσις 在最早的文獻意義為植物。作為自然為整體的概念──物理學宇宙，是由原

本的意義所而伸出來的眾多解釋之一；φύσιν 一字最早由前蘇格拉底哲學家主要使用，並自此漸

漸廣泛流傳開來。她的用法因為現代科學方法在幾世紀前出現而確立。  

在現今不同的用法中，自然可以是眾多有生命的動植物種類的普遍領域，部分況則指無生命物體

的相關過程──特定物件種類自己本身的存在和改變的方式，例如地球的天氣及地質，與及形成

那些物件種類的物質和能量。自然很多時意指"自然環境"或"荒野"（wilderness）──野生動物、

岩石、森林、沙灘及本質上未受人類介入，或是即使人類介入仍然存留的東西。這種仍然流傳到

現在的自然物體的傳統概念意味著自然與人工的分野，後者被理解為由人類所帶來的或是類似人

類的意識或心靈。---中文維基百科全書。 
14 雖然「科學」(拉丁文 Scientia，希臘文則為 episteme)一詞在以前被認為是關於精確、嚴格的

信念體系，而不管此體系與自然是否相關，因此中世紀的神學在當時是科學的一類。但我們現在

使用的科學則是採關於討論自然的知識這類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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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造就了後來的工業革命，當今電力、電子技術更使當今的生活更為便捷舒適；

而相對於物質層面的精神文化部分，許多科學概念，如達爾文的演化論、海森堡

的不確定性原理(Heisen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更對文學、社會學、哲學及神

學方面造成極大衝擊。不管從哪方面看，我們都離不開科學，如此看來我們似乎

很瞭解科學運作並從中得到好處。但仔細地審查，我們有辦法確切知道科學的本

質究竟是什麼嗎？甚至是科學有所謂本質嗎？這一直以來被哲學家、科學家、科

學史家、歷史學家等等爭論的主題，雖然至今沒有一致的看法，但對科學大致上

有共識的幾個概念是可以被我們列舉出來的。 

 

1. 科學是人類藉以對自然界控制的手段，因此就與技術能力有極大相關，以當

今的話來講就是跟科技緊密連結，因此如果從這一種觀點來談科學，史前人

類對於魚獵農耕等等的技藝可以算是科學發展的肇始。 

 

2. 另有其他不同於上的觀點以為，應該把科學的知識理論層面與應用技術層面

嚴格區分開，並認為理論才是真正科學的本質。比如瓶裝瓦斯事業中，製造

鋼瓶的技術是服膺於結構力學 (Structural Mechanics)、材料力學 (Material 

Mechanics)等，而桶中的液態丙烷(propane)填裝技術則要遵循氣體分子動力

論當中壓力、體積、莫耳數、溫度等等理論依據。 

 

3. 上述認為科學是理論知識的人之首要任務就是對其科學給出定義，藉以區別

科學與非科學。因此就有了幾種不同方式的區別判準： 

 

3.1 科學理論的陳述形式 

 

理論應當被描述為「定律」(law)的方式，對於某一類自然現象用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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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等式或不等式表達。比如「理想氣體方程式」(Ideal Gas Law)15——PV=nRT，

當某一氣體在平衡狀態時，其壓力乘上體積與莫耳數乘上絕對溫度成一個正

比關係 R 時，我們說此氣體是為理想氣體。 

 

3.2  處理科學的方法論 

 

科學的建立與一套標準的程序聯繫在一塊，為了對於自然奧秘的證成

(justification)或是證偽(falsification)，有一個固定的程序，照著指導的判準去

對理論做出實際的檢驗，就可以對世界做出最佳的描述。不管是以實驗證成

科學理論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一派或是以波普為首的證偽一派，都認

為現實世界的實驗是一個重要的依據。 

 

3.3  認識論態度 

 

會有上述以方法論界定科學的方式，必定是服膺於其對於外在事物的認

識論態度。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說過：「不能根據從事科學活動的人相信

什麼來評判他是不是一個科學家，而要根據他如何和為什麼相信。科學家的

信念是嘗試性的、非教條的，他們根據證據為基礎，而不以權威或直覺為基

礎。」認為科學可以從觀察可見事物的重複過程，並從其中排除雜訊，只擷

取相關的變因，歸納整理出幾條簡單的律則；或是如波普認為的，歸納法是

沒有邏輯正當性的，我們只能對現象做出「猜測」(conjectures)並且運用實

驗看是否與事實符合，如果與事實不符合就「駁斥」(refutations)、拋棄，但

如果事例是成立的那就暫時使假說適用至此刻，我們永遠尋求一項檢驗去否

                                                        
15 此方程式是在西元1834年，由法國科學家Benoît Paul Émile Clapeyron綜合了1662年Boyle's law、

1787 年 Charles’s Law 以及 1802 年 Gay-Lussac’s Law 三個等式所得到的一個關於理想氣體處於平

衡狀態之壓力(P)、體積(V)、莫耳數(n)、絕對溫度(T)四大變數並加上常數(R)的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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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這個科學假說。但從認識論來定義科學常會遭遇到一種情況，即其定義科

學的準則是否穩固？也就是其依據之正當性為何？這也是本篇文章所要探

討的重點。 

 

第二節   科學之目的與性質 

 

雖然科學有許多不同面向的定義，我們還沒討論出哪一種是最佳、最適當甚

至正確的(如果可能的話)，但我們大致上同意，「科學」必須具有高度普遍性、適

用範圍廣泛、可以對過去做出解釋並且對未來做出準確的預測。比如古典物理學

中的牛頓(Sir Isaac Newton 1643-1727)三大運動定律： 

 

1. 第一運動定律，又稱慣性定律：一物體在所受外力合力為零時，會保

持其原本之運動狀態，也就是靜者恆靜，動者恆做等速度運動。 

 

2. 第二運動定律，又稱加速度定律：一物體的加速度與物體所受的合力

成正比，並和物體的質量成反比。數學表達式為：F=ma。 

 

3. 第三運動定律，又稱作用力反作用力定律：一物體在受外力時，必同

時產生另一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線上的力。 

 

牛頓這一系列的發現，以簡單的用幾句話表達，並且用數學方程式做運算，

可以用來解釋宇宙中許許多多的現象——行星繞日做橢圓運動、自由落體運動、

潮汐的成因等等，可以普遍運用到具有質量受力作用的許多現象上，並且具有預

測的能力以及經得起重複實驗的考驗。 

 

因此我們分析出科學的主要性質有三： 

 

1.     科學的目的在於追求對實在界的理解，提出令人滿意的現象解釋。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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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 1942-)16說過：「科學的終極目的在

於提供一個簡單的理論去描述宇宙。」17自然界中的萬事萬物看起來是這麼

的不一樣，但是之間卻又有所聯繫、規律，而人生而有好奇心，對於知識之

渴求，面對舉目所見可感受到的一切追求理解，渴望在無數多的雜亂事物中

抽絲剝繭出遵循的模式，科學的目的是理解，但並非所有追求理解的都是科

學，就像我們希望理解別人心裡在想什麼，但我們無法用科學的方式達到精

神性的理解，除非贊同主張一切心靈現象都可以化約呈物質現象這一派的說

法。 

 

2.     解釋的提出以假說或定律的方式，用文字敘述並以數學方程式表達，可

以廣泛應用，普遍適用於盡可能多的事物。科學定律總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客觀規律，總是包含著一定的真理內容，而表現定律的數學方程式最好盡

可能簡單，但是卻能解釋最多現象，也就是說法則盡量少但是涵蓋的事例盡

量多18。隨著科學的成就的累積，從前被認為必須用不同定律解釋的各種現

象，都逐漸被統一了起來，定律越來越少，而所能涵蓋的卻越來越多。科學

定律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是指，定律所描述的不是特定時空、對象的狀況，

而是在一定條件下，排除掉不重要不予以考慮的變因，反映出超越特定時空19

對象的普遍規律性。例如：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F=ma 指出，每當一質點 m 受

力 F 則他將具有 a 大小的加速度。科學定律的表述是一種全稱量詞的邏輯形

式。 

 

                                                        
16 許多人認為他是繼愛因斯坦之後最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他提出宇宙大爆炸自奇異點

(singularity)開始，時間由此刻開始，黑洞終會蒸發於霍金輻射(Hawking radiation)，在統一 20 世

紀物理學的兩大基礎理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Theory of Relativity)與浦朗克量子理論(Quantum 
Mechanics)方面邁進了一大步。在今年(2008)9 月 10 日瑞士日內瓦的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試
運轉的大型強子對撞器，被認為在將來可以觀察到霍金輻射的現象。 
17 史蒂芬‧霍金，《時間簡史》，P.17，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 
18 依奧坎剃刀(Ockham’s Razor)原則而言 
19 牛頓絕對時空的概念已被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相對時空概念推翻，並且愛因斯坦的科學比牛

頓更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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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此假說或定律的檢驗，採用可重複性的實驗。科學之與其他知識領域

相異，除了上述之特徵之外，其中還有一項很重要的性質——實驗性。由於

科學定律描述的對象具有普遍性，只要在條件之內，我們可以對範圍內的事

例做出實驗檢驗(experimental tests)。其中如果實驗出來的結果與定律符合，

那麼就更加深了其正確性，但如果結果不符期望，依照波普的看法，那我們

就必須捨棄此定律，並且找尋其他的定律，但有些堅守教條的科學家們或許

會堅持定律的正確，並且對實驗的一切可能挑剔地方做出批評，認為是實驗

的誤差等等。 

 

第三節   三種科學觀點 

 

對於科學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有許多不一樣的定義，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

定義有三大——古希臘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一派，十七世紀左右培根、笛卡

爾與牛頓一派，以及二十世紀愛因斯坦與波普的看法。以下就三大類型逐一

分述。 

 

一、 柏拉圖理型世界科學觀 

 

首先從西元以前的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從其形上學出發，既不贊同唯物論也

不認可「現象論」(Phenomenalism)，而是將世界分割成兩個不同的層次，一個

是永恆、必然普遍的「形式」、「理型」(form、idea)世界，是最為完美的智慧世

界，是人靈魂所擁有的理智所能把握的；而另一個流變不居被人們用感官、想像

力體驗到的感覺世界，則是模仿、分享理型世界的一個複製品，因而是不完美的，

雖然靈魂與肉體本質上有極大差異，但他認為兩者是可以相互影響的，人在其中

參與了理型世界與感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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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會提出理型這樣的認識論，原因是為數學的影響，由於受到了畢達歌

拉斯(Pythagoras)的影響，柏拉圖認為數學的研究對象是「可知」理型世界中「永

恆不變動的關係」，而非「可感」之經驗世界的「雜亂變動關係」，因此他認為討

論關於感覺世界事物的物理學並不是科學，柏拉圖的科學定義與經驗主義一派以

及批判理性一派的不同處，不僅在於科學的研究方法，對於科學的內容、對象也

有所差異，柏拉圖認定只有數學才是科學，與當今普遍意義上的科學如物理學、

化學、天文學、生命科學等等直接感受到的「物質科學」有極大的差異。這種差

異並非指柏拉圖只關心抽象數學的運算，而是在直接把握物質科學上層的理型世

界時，數學就是手上握有的最好描述方式。 

 

二、 笛卡爾、培根、牛頓的科學觀 

 

其次是被馬克思稱為「英國唯物主義與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真正始祖」的培根，

他探究各種可能的實驗方法，認為以觀察與實驗當成科學的基礎，並期許自己成

為科學上的哥倫布(Colombo)。以及笛卡爾、牛頓的經驗主義分析、累積以及歸

納綜合的決定方法。培根所採取的是一種「漸進式歸納法」，從經驗知識上升到

簡單基本原理，基本原理逐漸綜合後分析出最高的第一原理。他在《新方法論》

一書中首先區分了兩類的發現模式，並且認為他所贊同的那一種才是正確的科學

方法。他說：「追求和發現真理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從感官和特殊的事物昇華到

最普遍的原理，其真理性被視為不可動搖的，並且從這些最高的原理出發去判斷，

進一步去發現一些中間的定理。這條道路是當今流行的方式。而另一條路則是從

感官與特殊事物因出一些原理，持續的上升，最後達到最普遍的原理，這是一條

正確的路徑，到至今未有人嘗試過。」20「上述兩條道路都是從感官和特殊事物

                                                        
20 法蘭西斯‧培根，《新工具論》，P.10 第 19 則，中國社會出版社，張毅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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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而止於最高的概括，但兩者確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對於經驗和特殊的事物

只是一瞥而過，而後者則是適當地有條不紊地研究它們。此外，前者是首先就建

立起某些抽象、無用的概括，但是後者則是逐漸上升到自然秩序中。」21 

 

他認為從歸納出發的科學發現才是正確的，不允許理智一下子就飛躍到遙遠

的最高普遍原理之上，必須按部就班，像踩階梯一般在每一步穩固之後才能繼續

向上，寧願幫理智加上重物而不願插上翅膀。他的意思是說，亞里斯多德「簡單

的列舉法」是很不穩固的，只要遇到一個與之矛盾的事例，那麼論證就會發生危

險，因為所考慮的事例只是少數並隨手取得的，並由於否定簡單歸納法的結論之

可靠性，認為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也是不可靠的。 

 

而他的「排除式歸納法」除了滿足套用在從最基本的原理一直到最普遍的定

律之外，根據其「三表法」——本質和具有表、差異缺乏表以及程度表，使用排

除和淘汰非本質的辦法來分析自然，透過事例列表整理材料，再依據積極的事例

來做出結論。例如他就曾經以其三表法歸納出「熱」的本質，他設想熱是由組成

物體之微小部分的快速不規則運動所產生，於是他舉出一個方法，做出各種高溫

度熱物體的一覽表、低溫度冷物體的一覽表以及不同程度介於冷熱之間的一覽表。

也就是據此表單顯示出某種特性，在熱物中具有而冷物中不備，之間的物體則是

具有或多或少這類特性。從這樣他先得到最低階的原理，進而上升至中階原理最

後到最高定律。 

 

培根不僅認為：「…第一種得到結論的方式我稱之為對自然的臆測(指其輕率

和不成熟而言)；至於另一種經過正常而有方法的過程從適時抽象出來的理論，

我稱之為對自然的詮釋。」22還揶揄使用簡單歸納法的人是瘋了：「…臆測是一個

                                                        
21 同上，第 22 則。 
22 同上，P.12，第 26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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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有利的根據，因為即便人們都瘋了，而且都瘋得一樣，他們互相之間也會很

好地達到一致。」23雖然培根本人並沒有做過多少實驗，也因此沒發現什麼科學

定律，但是他舉出的這類方法影響著之後的科學家，比如牛頓就很推崇地說：「在

實驗哲學中，命題都從現象推出，然後通過歸納而使之成為一般。」24牛頓認為

這樣子的分析法，可以從複合物論證至其成分，從物體的運動推至受力，從結果

現象推到特殊原因再到普遍原因。 

 

三、愛因斯坦以及波普的批判理性科學觀 

 

最後是愛因斯坦與波普的定義，他們認為科學是一種「批判的態度」，絕非

是如柏拉圖以為那種觀念世界，也不是牛頓歸納出來的結論，經驗的歸納而得出

科學定律是沒有邏輯正當性的，而是我們對於經驗的一種「直覺猜測」(intuitive 

conjectures)，並繼續以實驗嘗試駁斥當前的理論。愛因斯坦批評培根的歸納法只

能用在科學的發展初期，只有原始的科學發展才會相信培根的模型。於是愛因斯

坦說：「還在文藝復興時代，物理學就想找到決定物體在時間和空間裡的行為之

普遍規律。…物理學的任務僅在於用假設從經驗材料中總結出這些規律。物理學

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體系就能用單純的演繹法

去建立起來。要通向這些定律，並沒有邏輯的道路；只有通過那種以對經驗共鳴

之理解為依據的直覺，才能得到這些定律。在我們的思維和語言表述中所出現的

各種概念，從邏輯上來看，都是思維的自由創造，他們不能從感覺經驗中歸納得

到。」25愛因斯坦認為，直接經驗是已知、事實的，從經驗事實裡運用直覺飛躍

得到一個沒有必然邏輯連結的假說或定律，這只是一種心理上的連結因此不是必

然的而是能改變的。之後再愛因斯坦認為從假說出發，通過邏輯的推論得到個別

                                                        
23 同上，P.13，第 27 則。 
24 《牛頓自然哲學著作選》，H.S.賽耶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P.8。 
25 《愛因斯坦論文集》第一卷，P.519，商務印書館，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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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現象，並且用相對應的經驗事實26去檢驗結果。 

 

 會有愛因斯坦的近代科學發現模式與培根的古典科學發現模式之差異，也是

與科學的發展有關，科學一直發展到現代更趨向複雜以及高度抽象性，因此就如

愛因斯坦所說培根的歸納法在科學幼年時期是有其作用的，但近代許多科學定律

之間的連結則是依靠數學方程式以及抽象的思考實驗。比如愛因斯坦西元 1905

年時首次提出了「狹義相對論」27的基本原理，經過了整整十年的醞釀才又在西

元 1916 年提出「廣義相對論」28來解釋引力問題，他做的關於光線在通過具有

極大質量的星體附近時會被彎曲的預言，也在西元 1919 年日蝕時被證實。在 1905 

~1916 年這一段期間，愛因斯坦對於廣義相對論的建立並非建立在實驗數據的歸

納之上，而是應用代數、幾何等數學方法並以思想實驗得到結論，首先他認為引

力場中一切物體都具有同一的加速度，這條定律也可表述為慣性質量同引力質量

相等，愛因斯坦對此存在感到極為驚奇，並且猜想其中必有一把可以更深入了解

慣性和引力的鑰匙。於是他在腦中進行了一個「思想實驗」： 

 

 在某一遙遠的宇宙深處，有一艘密閉太空船於+z 方向向上加速，加速度大

小為 9.8m/s2，假設此密閉的太空船內有一個太空人拿著一顆鉛球，他能感受到

鉛球有重量；並且他也感受到自己有重量，因此他認為這樣的現象有兩種可能：

a.太空船在太空中朝在+z 方向向上作加速運動，雖然附近沒有任何星球或重力場，

太空人仍會感覺到因鉛球及自身的慣性關係而有下墜傾向，這就是慣性力。 

b.另一個可能性是太空船可能停在一顆行星上，其引力場強度是 9.8N/kg1，利用

萬有引力來拉鉛球及自己，使他感到鉛球及自己的重量。 

                                                        
26 此處的「相對應」一詞，也是沒有邏輯必然性的，依舊是通過直覺的掌握。 
27 西元 1905 年 6 月 30 日，Einstein 在德國《物理學年鑑》（Annalen der Physik）發表《關於運動

物體的電動力學》(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一文。首次提出了狹義相對論基本原

理，論文中提出了兩個原理：「光速不變」，以及「相對性原理」。 
28 西元 1916 年發表廣義相對論，以幾何學解釋重力引力問題，將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包含在狹

義相對論中，並於此基礎上運用等價原理建立起廣義相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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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愛因斯坦認為無法區分出重力究竟是「慣性參考系」還是「動力學效應」

的現象，因為於其中的兩種觀察者都能用各自的方式去描述其經驗到的事實，這

兩種分析方法都是等效、等價的。另一個愛因斯坦不依靠實驗而使用數學的有趣

小例子是在西元 1930 年，愛因斯坦和妻子愛莎(Elsa)造訪威爾森山，在那兒，哈

伯(Hubble)為他們安排了參觀天文台的行程。當愛莎得知那具百吋長的望遠鏡是

用來研究宇宙的結構之後，說道：「乖乖，我先生用的是信封的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