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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波普之科學觀 

 

第一節  波普對休謨處理歸納法之評價 

 

上一章第二節我們已經談過培根對於簡單列舉歸納法的批判，並且提出他的

排除歸納法，培根認為列舉歸納法在日常生活上是有用的，但結論經常出現錯誤。

因此在列舉出相同屬性的積極事例之同時，必須把屬性不相關的消極事例排除掉。

但不管是列舉或是排除式歸納法都是不完全的，都是在經驗上從已考察過的對象

為基礎而出發，而對為考察過的對象做出論斷，因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歸納法

作為科學研究方法的合理性何在？通常我們將此歸納法問題稱做「休謨問題」，

因為他是對此問題第一個做出詳細論證的哲學家。 

 

 而波普在他《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一書開頭就先處理這個問題。

他把傳統上歸納法的問題(他稱之為 Tr)重述如下： 

 

 Tr 未來(大致上)會像過去一樣這一個信念的根據是什麼？或者歸納推理的

根據是什麼？29 

 

 他首先談及傳統觀點，繼之休謨觀點，最後是他自己的處理方式。首先，傳

統上認為所有的知識都是透過感官而獲得的，我們透過日常的觀察，過往重複的

經驗到，每一天太陽都是從東邊升起，因此我們相信自然具有「齊一性」，因此

對明天的日出有所期待，這就是波普認為的傳統觀點，並有因此的歸納法傳統問

題(他稱之為 Cs)——Cs 這些期望和信念是怎樣產生的呢？30再來是休謨的問題表

                                                        
29 卡爾‧波普，《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P.2，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30 同上，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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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及處理，休謨對於歸納法的合理及有效性提出疑問：「至於過去的經驗，我們

可以承認，只是提供出關於一定事物及認識這些事物的一定時期之直接、確定的

報告。但是，何以這種經驗可以擴張到未來，擴張到以我們認為僅僅在表面上相

似的其他事物上呢？這正是我想要追問的其他問題。」31於是波普分析休謨對於

歸納法的疑問有兩個層面，第一是從邏輯上的問題(HL)——從我們經歷過的(重複)

事例推出我們沒有經歷過的其他事例(結論)，這種推理我們證明過嗎？另一個是

心理學上的問題(HPS)——然而，為什麼所有能推理的人都期望並相信他們沒有經

歷過的事例同經歷過的事例相一致呢？也就是說，為什麼我們有極為自信的期望

呢？ 

 

波普認為休謨對於 HL 的回答是正確的，意即我們從來沒有證明過從過往經

驗推論未來經驗的正當性。但是休謨卻從心理觀點出發而給 HPS 正當性那就錯了，

他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一切從經驗而來的推論都是假定未來過去相似，而且

假定相似的能力將會伴隨著相似的感性性質。如果對這推論有所懷疑，認為自然

的過程是會變化的，過去並不能做為未來的法則，那麼，所有的經驗就都成了無

用的東西，我們就再也不能從中做出推論或結論來了。」32這段話的意思也就是

說，休謨放棄了他的理性態度，他找不到理性的根據但是卻又覺得歸納法應該是

可以成立的，於是他就將歸納法的依據建立在他無理性根據的心理傾向上，而認

定人們是由於習慣，或說我們受了重複以及聯想的限制，如果沒以這種機制我們

將無法生存。休謨對於歸納法的合理性持否定態度，但是卻覺得不能拋棄歸納法，

不將歸納法當成是知識論與邏輯問題，而是當作心理學問題看待。 

 

第二節  波普對休謨問題之批判與其處理方式 

 

                                                        
31 《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P.373，商務印書館，1961。 
32 《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P.375，商務印書館，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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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這個批判理性主義者當然不會接受休謨心理學觀點，並說休謨已經沈淪

成一個懷疑論者，他說：「由於這些成果，休謨自己——曾經是最有頭腦的一個

人——變成了一個懷疑論者，而同時又變成了一個非理性主義認識論的信仰者。」

33於是波普提出他自己對於歸納問題的處理方法，他認為休謨將人們接受歸納法

的過程建立在成心理學基礎上是沒有穩定性的，於是在波普的處理過程中，將所

有主觀的或心理學用語轉換成客觀的術語，並且認為依照「轉換原則」：邏輯上

是正確的，在心理學上也正確，那麼對邏輯問題的解決就轉移到心理學問題的解

決。34比如：「不說『信念』，而說『陳述』或『解釋性理論』；不說『印象』，而

說『觀察陳述』或『試驗陳述』；不說『信念的正當理由』，而說『要求理論是真

的主張之正當理由』等等。」35目的是為了消除休謨的非理性主義色彩，並且排

除掉主觀用語，因此將休謨問題以置換的客觀術語重述成：解釋性普遍理論是真

或假的主張，能由經驗理由來證明嗎？並且我們對參與競爭各個理論的優劣抉擇

由經驗理由證明過嗎？36波普並從兩方面否定歸納法：  

 

1.     首先他的觀點跟休謨相同，認為從邏輯上無法證明。因為歸納法的前提

必然是單稱述句，因而無法推出全稱述句的結論，也就是說前提皆真但可能

出現結論為假的無效論證。 

 

2.     歸納法在經驗上也是無法證明的。從過去經驗中所得到的一些歸納法的

成功是無法證明歸納法普遍是有效的，因為這只是歸納法的循環論證。 

 

因此波普認為，歸納法其實是各個相互競爭的理論，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經驗

否證試驗過後，沒有通過的理論就遭到捨棄，而禁得起考驗的就暫時留下來接受

                                                        
33 卡爾‧波普，《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P.5，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34 同上，P.7。 
35 同上，P.7。 
36 筆者將三層問題整理為一，整理自卡爾‧波普，《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P.8,9，上

海譯文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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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的否證，於是我們在面對下一次的挑戰時，再怎麼經過多次檢驗的理論總

是有可能失敗的一天。波普與歸納主義者的基本區別就在於波普強調的是否定的

證據——反例、嘗試性提出反例，也就是他所謂「批判的方法」；而認同歸納法

的人則是強調肯定的例子，並從此累積已久的肯定例子引出預測結論的可靠性。

並且在波普這樣的方式下，「肯定的」科學知識也只是說，在某一個理論的架構

下，經過一連串嘗試性的檢驗後尚能存活的不必然性知識。 

 

或許有人質疑波普從某些歸納法的失敗，因而全盤否定歸納法這樣的作法也

是歸納法的方式。面對這樣的指控，筆者認為是沒有掌握住波普的論點，波普並

不是從蒐集各種不同領域之歸納法失敗之後，然後從此單稱述句推論出全稱述

句——歸納法必然無正當性。並且這個指控也無法從站在波普否證論的立場上批

判其否證論，這個可能的錯誤指控可以被敘述成：在面對歸納法問題時，波普提

出了一個理論——歸納法沒有邏輯必然性，而另外有其他相競爭的理論如：歸納

法有邏輯必然性以及歸納法具有或然性等等。因而在面對經驗檢驗時，得到了某

些歸納法的失敗，因而說波普的理論——歸納法沒有邏輯必然性，是通過否證的

檢驗而暫時被我們保留。這樣的批判是錯誤的，因為否證論並非建立在否證論上，

而是從演繹邏輯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 

 

 也就是說波普之批判態度並非建立在「批判理性為真」這個前提之上，因為

他認為連他的批判理性都是可以批判的。那我們就要問，我們為什麼要接受「批

判理性」？批判理性如果建立在演繹邏輯上，那我可以問演繹邏輯的基礎嗎？波

普是否「先驗地接受了」，或者說他「信仰」某些無能為力的「東西」？這為我

們之後的批判埋下了伏筆。 

 

第三節   人類知識的三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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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節討論完波普對於休謨處理歸納法的批判之後，波普在最後認為科學知

識的獲取必須遵從否證的要求。繼而我們討論波普區分三種對於人類知識的觀

點——本質論、工具論以及消除本質論後之伽利略觀點並發展成波普自己的否證

論，他將「實在論」(realism)區分成與「唯名論」(nominalism)相對的「本質論」

(essentialism)以及與「觀念論」(idealsim)相對的「實在論」(realism)，並把工具

論觀點對應於唯名論這一派說法，提出種種理由以及批判本質論與工具論最後主

張否證論是獲取知識的唯一可行方式。茲分述如下： 

 

一、本質論 

 

波普分析本質論時區分出科學發展過程三個主要因素： 

 

1. 科學家在意發現真正的理論，或對世界(以及特別是世界的規律性或法則)

的真正描述，而這也將是對可觀察的事實的一項解釋。 

 

2.  科學家終究能夠成功地超越所有合理懷疑而建立這些理論的真理。 

 

3.  最好的與真正科學的理論，乃敘述事物的「本質」或「根本性質」——

在表象背後的實體。這些理論既不需要也不易得到進一步的解釋：它們

本身就是終極的解釋，而且發現它們，乃是科學家的終極目標。37 

 

本質論者認為，科學知識是對事物本質的一種終極解釋，也就是說我們可以

掌握住事物的本質。波普評論本質論者為——他們對詞的(本質)意義比對理論的

                                                        
37 卡爾‧波普，《臆測與駁斥》，P.180，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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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偽更感興趣。38其中最早的本質論者為柏拉圖，波普在《客觀知識》一書中批

判了柏拉圖的「不變理型世界觀」。他只對柏拉圖做三點簡要的評論，其中兩點

是批判的評論。 

 

1. 柏拉圖不僅發現了第三世界，而且發現了第三世界對我們本身的一部份影響

或反饋作用：他認識到我們試圖掌握他的第三世界的概念；也認識到我們用

它們來做說明。 

 

2. 柏拉圖的第三世界是神聖的；它是不變的，並且當然是真的。因而在他的第

三世界和我的第三世界之間便存在一條鴻溝：我的第三世界是人造的和可變

的，它不僅包括真實的理論，而且包括虛假的理論，尤其還包括尚未解決的

理論、推測和反駁。 

 

3. 柏拉圖相信，形式或信念的第三世界會為我們提供最終的說明(即用本質來說

明)。39 

 

於是在柏拉圖的第三世界是一個「終極的解釋」，雖然它有著跟波普第三世

界類似的反饋作用，但它是「必然為真的」，其形式或理型是客觀的，並且與主

觀意識毫無關連，也就是說不受到第二世界主觀的影響，居住在神聖的天國之上，

因此在柏拉圖的第三世界裡，我們無法有波普意義下的知識之增長，而只能凝視

或直觀遠在天邊的最完美世界。再來的本質論者是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主要是

為了否定柏拉圖提出的「真理只存在於觀念界」的說法，因而提出經由感官經驗

可以從現象世界得到知識。並認為對於自然的觀察與判斷就是知識的來源。 

 

                                                        
38 卡爾‧波普，《客觀知識》，P.142，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3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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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三項本質論因素中波普只支持第一點，並認同這樣的目的性；至於第

二點跟第三點的批判，他認為科學家無法得知其理論是否為最終的真理，並且也

因為如此，無法達到對事物本質的確切認知，因為科學家做的就是提出其理論，

並且用各種嚴格的實驗來試著檢驗其理論，但他永遠不知道下一個測試是否將逼

使科學家修改其理論甚至放棄掉，所以在危機永遠存在的狀況下，無法得到確切

理論可以超越所有的懷疑，因為總是會有下一個懷疑，並且下一個懷疑可能對理

論造成傷害。類似的觀點也出現在當代最富傳奇性的英國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

在 1988 年他寫給一般人看的那本暢銷一千萬冊的科普書《時間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40中他說：「任何物理理論總是臨時性的：你永遠不可能將它證明。

不管多少回實驗的結果和理論相一致，你永遠不可能斷定下一次結果不會與它矛

盾。另一方面，那怕你只要找到一個和理論預言不一致的觀測事實，即可證偽之。」

41 

 

 波普對於本質論者這樣的批判並非認為本質不存在，他反對的是本質論者科

學家的目標——發現終極解釋，終極的是意思是指已經達到最完整、最佳並且沒

有進一步解釋的可能性了，他說：「我對本質論的批判，並不是為了要建立本質

的不存在；而是為了要指出，伽利略(以迄馬克思威爾，他亦傾向於相信本質，

但他的工作卻破壞了這個信念)的科學哲學中之本質觀念所扮演的角色的蒙昧主

義者(obscurantist)的特徵。換言之，我的批判嘗試指出，不管本質存在與否，相

信它們存在的信念，無論如何並未幫助我們，而且的確可能阻礙我們；所以，沒

有任何理由能指出為何科學家應該假定它們的存在。」42 

 

也就是說他認為，對於本質的信念會導致科學的死亡，死於自以為抓住的本

                                                        
40 雖然是寫給一般人看的科普書，但是內容頗為艱澀並且超乎大部分人的想像力，因此被戲稱

為「讀不來的暢銷書」(Unread Bestseller)，有學者認為此書會如此暢銷是因為書中試圖解答過去

只有神學能談的時間的開端與空間的邊界等問題。 
41 史蒂芬‧霍金，《時間簡史》，P.17，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 
42 卡爾‧波普，《臆測與駁斥》，P.183，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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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之上的態度。波普認為本質是存在的，並且在我們提出理論以及檢驗的過程時，

都是為了追求對事物本質的解釋，雖然他認為本質既不能證明、也不能駁斥，但

是他認為本質是可以論證的：「本質論像邏輯和有限算數之外的某些東西一樣，

是不能證明的；但它又不同於經驗科學，經驗科學的理論是可以反駁的，本質論

卻不可反駁。(本質論同許多哲學或形上學理論，特別是唯心主義一樣，都具有

這種不可反駁性。)但是，本質論是可以論證的，支持本質論的證據佔壓倒的優

勢。」43但就算恰巧我們提出的一個理論正好觸及了某些事物的本質，我們也無

法確知如此，最多只能一代一代檢驗此理論，而得到它一直都是過關的結果，我

們無法確定此理論能正確地描述本質。 

 

二、工具論 

 

從唯名論而來的工具主義者認為，抽象的語詞、述詞都是存在的，但是並沒

有與此述詞相對應的實在，因此抱持工具論的科學家關心的重點只是——掌握住

數學的形式主義，亦即掌握工具，以及對於工具的使用。44他們斷言理論只是工

具，藉著使用這些工具來把握相關的實際運用例子，但是我們並沒有描述本質、

沒有描述我們的經驗世界，更全盤地講根本沒有描述任何東西。而我們自以為的

科學之進步，只不過是把工作做得更精美罷了，這也就是科學家該做的事，因此

解釋就不會是科學的目的，因為我們永遠無法發現隱藏著的本質，也就是無法找

到如本質論者所言之——終極的解釋。 

 

雖然有許多工具論者都贊同科學只是實用這樣的說法，但波普認為他們的出

發點各有所不同，比如柏克萊(George Berkeley 1685-1753)主教就認為人是無法發

現事物本質的，他並不否認有本質存在，但唯一能理解世界的只有上帝；而馬赫

                                                        
43 卡爾‧波普，《客觀知識》，P.4，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44 卡爾‧波普，《臆測與駁斥》，P.174，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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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st Mach 1838-1916)則是更徹底的「工具論者、現象論者」，他壓根不認為有

本質這樣的東西，不管是以上哪一類說法，我們總是無法接觸本質的。波普雖然

也不認為本質論者可以發現最終解釋，但是他的出發點與工具論者不同，工具論

者認為我們是在找一個不存在或者根本上碰不到的東西，而波普認為本質是存在

的，只不過我們的能力有限，無法窮盡所有的理論與檢驗，因此我們得不到「確

定性」(certainty)，縱使我們運氣好遇到了某個敘述本質的理論，也無法確定它

是真的。 

 

 至於波普對於工具論的批判，採取的方式是直接分析「純粹科學」與「應用

科學」的差異，因為工具論者認為科學只是使用上的方便，越方便的理論是越好

的科學，因此可以說在工具論的觀點裡，並不存在純粹科學研究的對象，而科學

研究實際上是有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純粹科學可以化約成應用科學，也就是說名

稱上是純粹科學或應用科學的研究，都是應用的、工具的。於是波普說：「工具

主義能夠被陳述成是主張：科學理論——所謂「純粹」科學的理論——只不過是

計算的規則(或推論的規則)；基本上，跟所謂「應用」科學的計算規則具有同樣

的特徵。(我們甚至可以主張：「純粹」科學是一種誤稱，所有的科學只是「應用

的」而已。) 現在我對工具主義的答覆是在指出：「純粹」理論與技術性計算規

則之間確實存在著深層的差異，而且工具主義雖能對這些規則給予一項完全的描

述，但完全無法解釋這些規則與理論之間的差異。因此，工具主義崩潰。」45他

還是採取其一貫態度，使用否證來為理論與應用作區分，認為：「我希望討論的

是一項事實，亦即理論是被想要駁斥它們的一些嘗試(我們從這些嘗試學得許多

東西)所印證，但在計算與演算的技術規則場合裡，完全沒有與此相對應的一些

嘗試。」46 

 

                                                        
45 同上，P.192。 
46 同上，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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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提出我們在檢驗一個科學理論時，會選取某些特殊狀況，對此理論作試

驗，如果理論通過越嚴格的試驗，也就是說雖然否證論無法達到最終的解釋，並

非如培根認為的從一個關鍵性的(crucial)實驗之過關，可以證成一個理論；波普

認為再怎麼嚴格、低蓋然性的事例之通過只能使理論的證實程度提高，意即證實

的程度將會隨著蓋然性越低事例之成立，而有更高的證實程度。意思就是說理論

必須通過試驗的檢測，通過即留下，而失敗者將被拋棄。但是波普認為應用科學

之計算的場合，並不需要承受否證這樣的要求，也就是說讓一項工具處於最嚴格

的狀況下，看它是否能通過檢驗，如果失敗了就捨棄這個工具而不再使用他。 

 

波普認為這樣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工具的目的是拿來使用，因此只要它在限

度內是可以使用的，那它不必承受最大可能的試驗，甚至有許多至今已被駁斥的

理論，就其身為工具上的意義，我們還是在可用範圍內繼續使用它。這邊我們不

會說波普是個「弱工具主義者」，因為對於人類關於知識的「本質」之劃分判準，

工具主義、本質論、批判理性三者的差異是對於「是否有本質」以及「本質是否

可得」的不同觀點。於是在此意義下，在限定範圍裡運用理論當工具，只是為了

方便而非對「本質」有反轉的看法。 

 

比如原子中電子軌跡的理論，從最早湯木森(J.J. Thomson 1856-1940)認為電子

(electron)在原子(atom)中就像葡萄乾在麵包中的模型那樣；到拉塞福(Ernest 

Rutherford 1871-1937)用氦原子核 α 粒子撞金箔散射實驗認為原子體積大部分是

空無一物，而電子則是像地球繞日一般繞著原子核轉動，而稱為「軌道」(orbit)；

一直到波耳(Niels Henrik David Bohr 1885-1962)藉著「氫原子光譜實驗」與「量子

力學」提出其「軌域」(orbital)的殼層模型，認為電子會在某些「固定能量」(量

子態)的軌域(ns、np、nd、nf)上運動。雖然目前已知湯木森與拉塞福的理論都遭

到反例的駁斥，但是從工具、應用科學的觀點來看，我們常以拉塞福的軌道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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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或實際運用。 

 

波普想強調的的是，純粹科學當遭遇到反例時將會被拋棄，因為純粹科學追

求的是事物的本質(雖然得到時也不可知)，但是應用科學目的是為了方便使用，

因此不需承受嚴格的反例試驗，因此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在面對事例的駁斥時甚

至駁斥後，兩者的實在性47、地位都不相同，工具以及做為工具的理論之駁斥是

無法等同於純粹理論的駁斥的，因此純粹科學無法化約成應用科學，於是工具論

即被波普擊潰。也難怪他說：「由於忽略否證以及強調運用，因此工具主義被證

明為跟本質主義一樣，是一種蒙昧主義者的哲學。因為只有追求駁斥，科學才可

能有希望和進步。」48還射了一發冷箭批評工具論者要為科學的停滯負責：「…與

純粹科學家所需要的高度批判的態度比起來，工具主義者的態度(像應用科學家

的態度一樣)是一種滿足於運用成功的態度。因此，工具主義很可能要為量子力

學最近的停滯成長負責任。」…「波耳與海森堡所抱持的工具主義，只是一種用

來解脫量子力學理論所引發的一些特殊困境的法子。波耳的『互補原理』與『哥

本哈根詮釋』都只是特別設置為了避免批判。」49 

 

三、批判理性 

 

在《臆測與駁斥》一書中，波普在其「臆測、真理與實在」一節開始接續我

們上節對於工具論的批判，認為波耳的「互補原理」(Theory of Complementarity)、

「哥本哈根詮釋」(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以及海森堡的(W. Heisenberg)「不確

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都只是科學家不意欲探求本質或不認為本質存

在，為了方便而設置的工具性理論，目的只是為了避免批判，因此將造成科學的

                                                        
47 這邊的實在性是指，純粹理論被駁斥後將被遺棄，而從應用的觀點，理論常保留下來繼續使

用，因而有其實在性。 
48 卡爾‧波普，《臆測與駁斥》，P.196，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9。 
49 同上，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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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滯不前。因此波普提出其「臆測與駁斥」的第三種觀點，既不認為本質能被我

們的終結解釋所觸及，也不僅使用工具上的應用科學意義而使得科學原地踏步，

雖然科學原理的發現是科學家的目的，但他們總是只能從檢驗中證偽理論，而永

遠無法得到最終的原理。意思就是說，科學總是並且只能是一種無法證實的臆

測。 

 

 波普的觀點與本質論的不同在於，本質論者認為經驗世界只是現象，而科學

家的理論是可以發現背後的真實世界的；但是從波普的觀點而言，本質是無法得

到的，因為每個科學理論都有可能遭遇反例，並因此有另一個相競爭的理論可能

通過測試，也因此前一個理論是描述不到本質的，總是有更普遍、通過更嚴格檢

驗的新理論可以取代舊理論，也就是說理論無法終結，因此無法肯定理論描述了

本質。波普並從舊理論受到駁斥而推論得，有一個與我們原本舊理論以為描述了

的本質不同的東西，他因此得到本質是存在的，我們每次使用理論去描述的那一

種本質，總有可能因為理論的推翻而知道當初以為的本質是錯誤的，本質一直在

那兒，只不過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用以描述的理論(此意義下可稱之為工具，

但此工具之目的是為了探索本質)又總是有失敗的可能。於是他說：「如果我們檢

證我們的臆測，而且成功地否證它，那麼我們非常清楚地瞭解到有一種實在——

某種我們的臆測與之衝突的東西。」50這邊我對波普提出質疑——不可得、不可

知的東西，能否稱之為存在？也就是說雖然波普反對「存在即是被感知」，那「存

在」在波普的字典裡是什麼意思？是否又是他的「信仰」呢？ 

 

 科學不等同於真理，知識本質上是猜測性的。這是波普哲學形成時樹立的主

要論點，在他 1965 年的〈關於雲和鐘〉51一文中對於知識獲得之過程描述了四

                                                        
50 卡爾‧波普，《臆測與駁斥》，P.201，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9。 
51 西元 1965 年 4 月 21 日在華盛頓大學為物理學家康普頓(Arthur Holly Compton)所做的紀念會演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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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式的圖示： 

P → TS → EE → P 

 

其中 P 指問題，TS 指試探性解決方案，EE 指錯誤的排除。這個序列並非簡單過

程，而是一直發展下去的，因此有必要將原式改寫成： 

 

P1 → TS → EE → P2 

 

雖然這個式子表現出錯誤排除之後的新問題與舊問題不同，但不能表達出試探性

解決方案的多樣性，於是波普又將之改寫成： 

 

TS1 

↗     ↘ 

P1 → TS2 → EE → P2 

↘  ： ↗ 

TSn 

 

上述這個四段論圖示乃是問題解決邏輯的表達，具有廣泛的用途，不僅對原

始動物或人類都適用，並且可以推廣到科學家對於科學問題的處理，可將此圖示

拿來表示生物進化、知識、科學理論成長、世界 3 的發展等等。在此圖示中，最

重要的部分當然是中間兩段，代表著提出猜測然後試著反駁它，從圖示知道波普

認為理論、知識都是無法證成的，沒有證據可以充分地支持一項理論而立於不敗

之地，理論之中不蘊含著真理，因為它們遲早會被駁斥、推翻。這邊我們再舉一

個例子，在《時間簡史》中，霍金也談到牛頓理論被愛因斯坦相對論駁斥：對水

星的非常精確的觀測揭露了它的運動和牛頓引力理論預言之間的很小差異，愛因

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所預言的運動和牛頓理論略有不同。愛因斯坦的預言跟觀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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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而牛頓的預言語觀測不相符，這一事實正是新理論的一個關鍵證據。52 

 

 接下來，我們以〈關於雲和鐘〉演講繼續談波普對於本質不可得，即對決定

論的挑戰，雖然此演講是為了表彰康普頓提出「新量子物理學」(new quantum 

theory)的偉大成就，但是，如文章副標題「對理性問題與人類自由的探討」(An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Rationality and the Freedom of Man)，他藉由雲與鐘來

比喻「非決定論」(Indeterminism)與「決定論」(Determinism)。其中雲朵是一種

不規則、無法預測而難以掌握動向的氣體，象徵著非決定論天平的左端；而鐘則

是精準、規則、有秩序且可高度預測的，象徵決定論天平的右端。於是，許多自

然現象就介於雲與鐘兩端之間，難以控制和預測的事物或現象，比如雲或一群下

課時的大學生等，就擺在較靠左邊；而那些較可掌握者，例如樹木、建築物等就

擺在較靠右邊。 

 

但牛頓物理學席捲一切後，「物理決定論」(Physical Determinism)就成為自然

科學界、甚至是社會科學界的主流，所有的東西都向右傾到在鐘那一端，所有的

雲都是鐘——甚至最陰沈的雲也是鐘。53過去難以解釋的天文行星運動，都可以

用牛頓定律簡單的完整描述，大多數虛心的人，尤其是大多數科學家，都認為它

終究可以解釋一切事物，不僅包括電和磁，而且也包括雲，甚至包括活的有機體。

因此物理學決定論——所有的雲都是鐘的學說——在開明的人中間已成為主導

的信仰；所有不接受個信仰的人，怎被認為是蒙昧主義者或反動份子。54波普在

演講文中指出物理決定論受到了新量子理論極大的挑戰，在 1927 年海森堡也提

出新物理非決定論的不同觀點——不確定性原理55。波柏表明自己是一個非決定

論者，也讚頌康普頓是第一批歡迎新量子力學和海森堡立論的人之一。波普要表

                                                        
52 史蒂芬‧霍金，《時間簡史》，P.17，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 
53 卡爾‧波普，《客觀知識》，P.239，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54 同上，P.240。 
55 一個粒子具有的的位置 x 和動量 p。其不確定性 Δx 和 Δp 的乘積，大於或等於普朗克常數的一

半：Δx 和 Δp≧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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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的是，科學理論、知識沒有確定性，一切都是猜測性知識，我們只能在面對問

題時提出嘗試的理論，並努力去駁斥它，我們每一次的處理方式都是如此。因此

當海森堡提出其不確定性原理，認為不確定性是由於測量過程的限制導致的，越

是要精準地測量位置，則粒子動量就越被擾動，反之亦然，因此只能得到兩者相

乘必大於普朗克常數的一半，而無法將兩個因素都確定下來。因此波普由此反駁

牛頓的確定物理學。 

 

第四節  三個世界——物質世界、主觀意識世界、客觀世界 

 

波普在上兩節首先批判了本質論者的觀點——科學的目的是找尋最終的解

釋，並且目的是可以得到的。雖然波普認為可以得到本質這一點是錯誤的，但是

他認為本質是存在的，只是我們碰觸不到罷了，於是在這一節裡，我們要談波普

的宇宙觀——三個世界。他區分：第一，物理客體或物理狀態的世界；第二，意

識狀態或精神狀態的世界，或關於活動的行為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觀內

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學思想、詩的思想以及藝術創作品的世界。56他認為對於此

三個世界的知識論就是關於科學知識的理論。他的第三世界雖然跟柏拉圖理型世

界、黑格爾精神世界接近，但最適當的相似應該算佛雷格(Gottlob Frege 1848-1925)

的客觀思想內容的世界。 

 

 本節將論及波普批判理性中關於知識的主客觀性，知識之成長以及其對現實

世界的影響與交互作用。在三個世界當中，前兩個世界絕大多數人都同意，波普

的重點在於第三世界中關於理論體系、問題、問題境況、書籍、雜誌與論文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批判性論辯」。主觀主義知識論者認為波普第三世界中的這些

理論的存在只是主觀的意識，也就是歸入第二世界的存在；而關於書籍等知識傳

                                                        
56 同上，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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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存在則被歸在第一世界。波普認為主觀主義者認定第三世界的實在為——所

有這些實體本質上都是主觀精神狀態或活動的行為意向的符號表現或語言表現；

他們還說這些實體是交流的手段，就是說，是喚起其他人類似的精神狀態或活動

的行為意向之符號手段或語言手段。57波普反駁這樣的觀點，並提出他所捍衛的

關於第三世界的三個論點，不僅談第三世界的「客觀性」，還論述了第三世界的

「自主性」問題。在這三個論點中他希望能表達其觀點，首先，一般傳統的哲學

家所處理的知識論只是關於第二世界的主觀觀點，是從認識主體出發的知識論，

這實際上是偏離了科學客觀知識——沒有認識主體的知識論；次之，波普從科學

家對科學問題研究出發，認為科學家總是主觀地推測是否第二世界中的事物能找

到第三世界中的相應發展，並因而得到我們知識的成長；最後，在第三論點中他

認為研究第三世界的客觀存在，以及其與第二世界的連結，將可很好地解釋科學

家主觀推測的依據。也就是說，波普在對於三個世界的各自表述中，區分了感官

出發的第一世界、意識出發並連結第一與第三世界的第二世界，以及最後我們知

識成長的最重要部分第三世界。 

 

我們將三個論點分述並對之評價及批判如下： 

 

一、 傳統知識論研究方向走偏了，如洛克(Locke)、巴克萊(Berkeley)、休謨

(Hume)與羅素(Russell)等人都著重在諸如「我知道」這種第二世界的主觀意識

面，我們應該研究的科學知識應該是在第三世界的客觀理論。於是波普區分

開主觀與客觀知識：「(1)主觀意義上的知識或思想，它包括精神狀態、意識

狀態、或者行為、反應的意向，和(2)客觀意義上的知識或思想，它包括問題、

理論和論據等等。…客觀意義上的知識是沒有認識者的知識，他是沒有認識

主體的知識。58」我們日常的語言運用並沒有嚴格區分開這兩個世界，但是

                                                        
57 同上， P.125。 
58 同上，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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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認為還是可以推敲出主觀與客觀的不同，我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波普的

意思，比如：「我知道我正在打論文，並且我很緊張」；以及另一個句子，「我

的論文的繳交期限是 12 月 15 日。」第一句話就是主觀的意識、主觀知識，

而第二句話即為客觀知識。 

 

二、 從觀察實際的科學研究中，波普發現科學家總是在與第三世界打交道，

科學家們在主觀意義上遵循他們所「意識到、知道」的理論，但他們不會宣

稱此理論為「真」。也就是說他們先在心中相信或假定手上的理論「可能為真」，

這是一種主觀、第二世界意義上的「真」(一種主觀認為真的心理狀態)，依此

主觀的猜測並運用第一世界的實驗去檢驗，是否我們的主觀觀點在第三世界

客觀理論中是能繼續堅持得住，如果主觀假定的理論能不受到此次實驗的駁

斥，那麼這個主觀理論就會被我們繼續認為是真的，並且繼續使用他並接受

下一次的檢驗，因此不僅在第二世界裡此理論依舊被我們假定為真，他在第

三世界裡的客觀真實性也因而暫時得到了保存。於是波普第二論點是如此敘

述的：「與認識論相干的是研究科學問題和問題境況，研究科學推測(我把它

看成是科學假說或科學理論的別名)，研究科學討論，研究批判性論據以及研

究證據在辯論中所起的作用；因而也研究科學雜誌和書籍，研究實驗及其在

科學論證中的價值；簡言之，研究基本上自主的客觀知識的第三世界對認識

論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59  

 

 

三、 波普第三個論點其實只是可說是對第二個論點的評價罷了，他說：「研

究第三世界的主觀主義認識論會有助於很好地闡明主觀意識的第二世界，尤

其有助於闡明科學家的主觀思想過程，反之則不然。」60科學知識的成長是

                                                        
59 同上，P.129。 
60 同上，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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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第三世界客觀理論的研究，從第二世界的主觀意識先相信某理論為真，並

對此理論的真實性提出第一世界的實際挑戰，以見是否第三世界能通過檢驗，

如果順利通過，那麼此第三世界的客觀理論就會在第二世界主觀的認定上，

更被科學家所「主觀地」相信，此即為波普將三世界串連並解釋科學知識成

長的觀點。 

 

最後波普提供三個支持性的論點以補充上述三個論點： 

 

 第一個支持性論點是：第三世界是人類動物的自然產物，它可比做蜘蛛網。 

 第二個支持性論點(並且我想是一個最關鍵的論點)是：第三世界基本上是自

主的，雖然我們經常作用於它並且也被它作用：儘管它事實上是我們的產物並且

對我們有強烈的反饋作用，即是說，它對作為第二世界甚至第一世界成員的我們

有強烈的反饋作用，但它還是自主的。 

 第三個支持性論點是：正是通過我們和第三世界之間的相互作用，客觀知識

才得到發展。而且，知識的發展同生物的發展即動植物的進化十分類似。61 

 

筆者在此舉牛頓「萬有引力定律」(Newton’s Law of Universal Gravity)62為例描

述波普所言三個世界之間的交互作用： 

                                                        
61 同上，P.130。 
62 1687 年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一書中表示任

意兩個質點通過連心線方向的力互相吸引，引力的大小與兩者的質量成正比，與質點距離平方成

反比，而與兩質點之物性、化性皆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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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其中 

F1、F2：兩質點之間之吸引力，兩者相等 

R：兩質點之距離 

m1：質點質量 

m2：另一質點質量 

G：將 F 乘以 r 平方除以質量平方後之常數 

 

 在萬有引力定律的面前，我們第一步區分三個世界的實在。首先，第一世界

無疑地是「所有」具有質量的東西，包括大至恆星、行星，次之有橋樑、房屋，

再小一些如人類、書本、鉛筆等，至更小的分子(molecular)、原子(atom)、質子

(proton)、中子(neutron)或電子(electron)，最後到目前所知的夸克(quark)等等，

細分下去還有許多基本粒子，有些是實驗已經證實，有些是依據理論推論假定存

在，在此提供一基本粒子圖以為參考：64 

                                                        
63 截自 Wikipedia，Newton’s Law of Universal Gravity 條目。 
64 圖片作者為德國人 Michael Schoenit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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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而，關於此引力定律之第二世界為我們學習過，或說「知道」這條定律的人腦

中的關於此定律意識，這邊又可將我們意識區分為兩類——相信此定律為真以及

相信此定律為假的兩類意識。其中相信此定律為真的人可能如台灣的國中生，他

們所具備的理化知識只到古典物理學以及些許電磁學，尚未接觸到愛因斯坦廣義

相對論，於是他們在的意識中萬有引力的確對他們而言是「定律」；至於意識中

認為此定律為假的人，他們或許已經唸過高中物理學抑或對物理學有興趣並且瞭

解萬有引力定律的侷限，因此他們認定此定律並非終極的解釋並且也早已喪失其

終極解釋的可能性地位。最後，第三世界客觀的理論實體則是關於此定律式的描

述、理論境況等適用條件，我們也從上述中知道第三世界的客觀知識有可能為假

或承受駁斥至今(我們不說其為真，因為在波普的批判觀點中，我們無法得到真

實性)。 

 

 上段我們談完三世界的區分後，繼續以此例談三者之交互作用。在波普三論

點中的重點，第二點中他說：「科學家經常並不宣布他的推測是真實的，或是說

他們在『知道』的主觀意義上『知道』它們，或者他們相信它們。儘管通常它們

並不宣布知道，但是在發展他們的研究綱領方面，他們的行動以這樣的猜測作為

根據：什麼是有效果的和什麼是無效果的，什麼研究線索在客觀知識的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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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希望獲得進一步的結果。換言之，科學家是根據一個推測，如果你願意這樣

理解，是根據一種主觀信仰(因為我們可以這樣稱呼行動的主觀基礎)來行動的，

即根據什麼可望在客觀知識的第三世界中發展的猜測來行動的。」65 

 

他的意思是說，科學家在檢驗一項理論時，常不會說他們知道這一理論，因

為他們馬上就要檢驗它，在這狀況下當然是有所質疑才需要做檢驗，因此科學家

們是無法肯定理論客觀的真實性，但他們必須先主觀地相信此理論可能是真的，

或是說猜測可能為真，也就是說第三世界的客觀理論，必須先在第一世界——我

們的肉體所具有的主觀意識第二世界中成立66。繼而我們主觀地把握此理論，並

運用第一世界的實驗嘗試去駁斥此理論，如果任何一項檢驗駁斥了理論，則我們

可以很正當地說此理論無法達到終極解釋，它的本質從科學終極解釋的目標而言

為假；但如果屢次地通過實驗，則我們的主觀意識就會受到增強，並更相信此理

論的可能為真，但我們永遠會嘗試在下一次的實驗中駁斥此不具有客觀真實性的

理論。 

 

 我們將萬有引力定律原式稍作修改，使其適應地球上之自由落體公式。首先

問題境況為：於地表附近有一質點其質量為 m2，令二質點間距離 r 為地球半徑

約 6372.797km，而 m1 為地球質量約 5.9742x1024kg，並且常數 G 為 6.67x10-11N‧

m2。將以上代入萬有引力公式： 

 

 

 

F＝(6.67x10-11‧5.9742x1024/63727972)‧m2
 

得到物體所受之重力(其重量)W＝m2‧9.8 (單位：kgms-2 即牛頓 N) 

                                                        
65 同上，P.129。 
66 此處「成立」並非意謂著實證論的證成概念(justification)，而是主觀心理上的相信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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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對普遍的萬有引力公式進行特殊狀況下的推導，目的有二。 

 

首先，為了方便進行檢驗，雖然原公式可適用於所有的質點，但由於常數 G

過小，因此在我們能直接操作的實驗尺度之下，所測得之引力是非常微弱的；並

且由於萬有引力在當時是一種超距力67，我們無法隔絕操作實驗中的其他影響質

點，因而實驗得到之數據必定極不規律並且複雜，故特殊化成地球重力公式對於

一般人是比較方便作檢驗的。 

 

其次，對於萬有引力定律的境況特殊化過程中，可以觀察到波普的三個世界

交互影響。牛頓在其《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中只告訴我們 G 是一個比例

常數，但他不知道是多少。到了 1798 年才由英國人卡文迪西(Henry Cavendish 

1731-1810)做扭秤實驗(Cavendish experiment)68測得地球密度、質量之後，代入萬

有引力公式推得常數 G 值，因此我們才能推論地球引力公式得到重力加速度為

9.8ms-2。卡文迪西從書中得到第三世界的客觀知識——萬有引力定律，在他研究

閱讀書籍的過程中，他首先主觀地相信萬有引力定律可能為真，也就是波普說的

「主觀信仰」——第二世界的主觀認定，於是他運用第一世界的存在物嘗試去駁

斥萬有引力定律，結果得到了地球密度、質量、常數 G 等其他第三世界的客觀

                                                        
67 從接觸與否可以區分力為兩類：接觸力與超距力(非接觸力)，其中接觸力如摩擦力、浮力、彈

力、推力等；而超距力則有萬有引力、電力、磁力，此三者皆遵守兩者相乘正比而與距離平方反

比的公式。但超距力這個概念在廣義相對論中被引力波(gravitational wave)所取代，並且由泰勒

(Russell Alan Hulse 1950-)與賀爾斯 (Joseph Hooton Taylor 1941-)間接測量到脈衝星系統

PSR1913+16 的兩顆中子星快速相互環繞對方的漸進式旋近(in-spiral)時率，恰好是廣義相對論預

測的值，因而得到 1993 年諾貝爾物理獎。重力波目前被科學家認為是重力子(graviton)的傳遞，

也就是說牛頓的超距力其實算是一種接觸力。 
 
68 卡文迪西改進了英國機械師米歇爾(John Michell 1724-1793)設計的扭秤，在懸線系統上附加小

平面鏡，利用望遠鏡在室外遠距離操縱和測量，防止空氣的擾動，因為當時還沒有真空設備。用

一根 39 英寸的鍍銀銅絲吊一 6 英尺木杆，杆的兩端各固定一個直徑 2 英寸的小鉛球，另用兩顆

直徑 12 英寸的固定著的大鉛球吸引它們，測出鉛球間引力引起的擺動週期，由此計算出兩個鉛

球的引力，由計算得到的引力再推算出地球的密度。他算出的地球密度為水密度的 5.481 倍(地
球密度的現代數值為 5.517g‧cm-3)，由此可推算出萬有引力常量 G 的數值為 6.754×10-11 
N‧m2kg-2(現代值前四位數為 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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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從此例我們繼續帶出下一節關於第三世界的客觀性與自主性以及進化知

識。 

 

第五節  第三世界的自主性與客觀性分析 

 

 在本節中，筆者將承接上一節，談第三世界的客觀性與自主性以及知識的進

化、成長。在他的觀點裡以第一世界文字、符號、書籍表達的第三世界客觀性，

是一種「潛在性、意向性、可能被理解的特性」，雖然需要第一世界的承載以及

第二世界主觀的掌握，但這種可能性是獨立於第一與第二世界的。其次第三世界

的自主性是由於，雖然第三世界是人類所創造，但是它具有「反饋性」，在我們

主觀意識之外自主地產生人意想不到的新問題、新理論。  

 

波普在《客觀知識》一書中說：「語言的世界，推測、理論和論據的世界，

簡言之，客觀知識的世界，是這些人類創造世界中的一個最重要的世界，同時是

一個基本上自主的世界。自主性觀念是我第三世界理論的核心：儘管第三世界是

人類的產物，人類的創造物，但是它也像其他動物的產物一樣，反過來又創造它

自己的自主性領域。」69由於波普認為動物跟人類一樣，在生存的緊要關頭總是

面臨問題，解決方式也是三個世界的交互作用，於是他舉例說明第三世界的客觀

性，就像動物創造出的巢穴一般，雖然巢穴是由動物主動造出，但是它是一種客

觀的存在。他所要反對的是某些不認同第三世界存在的人的說法：對知識錯誤地

進行主觀探討的一個主要理由是認為書離不開讀者，書只有被人理解才能在實際

上成為一本書；否則它只不過是沾上墨跡的紙張而已。70波普認為書籍如同鳥巢

一般，他不認為鳥巢在沒有棲息鳥類時只是樹枝與乾草的混合物，書籍也不僅僅

是紙張與油墨的第一世界物質組成，書籍有一種能被理解的可能性，使得一本書

                                                        
69 同上，P.136。 
70 同上，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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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弄髒了的空白筆記本有所區別。 

 

 假設有一天地球上的人類都滅亡了，就像電影新版〈當地球停止轉動〉(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71所警告的那樣，由於人類對地球環境的傷害，使得外星

人為了保全地球，必須消滅人類，當然電影最後是外星人被人類感動因而沒有大

屠殺的動作。但根據波普的觀點，就算所有的人類都消失，我們遺留下來的書籍、

理論是客觀地存在的，不會跟著創造者而一起毀滅，如果外星人看到了萬有引力

定律，他們是可以理解並且運用批判論證或實驗去繼續駁斥理論。書籍上的記載

不論客觀的真假或是被第二世界主觀意識掌握或曲解，它們都是客觀地存在的，

它有被理解的可能性和潛在性，它有被理解或者解釋、誤解或者誤釋的意向性，

這才使一件東西成為一本書。並且這種潛在性或者意向性即使從來不曾實現，也

還是存在著的。…因而，我承認，要使一本書屬於客觀知識的第三世界，它就應

該在原則上或者實際上能夠被某些人把握。不過，僅此而已。72 

 

 至於第三世界的「自主性」，波普認為第三世界雖然是人類創造，但是在創

造的過程當中，許多理論是自己跳出來的，常常我們在思考一個問題或是提出一

個嘗試性的解決理論時，會有更多額外、意想不到的問題以及理論產生。波普說：

「有關實際理論和潛在理論、書籍以及論據的第三世界，其大部分是作為實際出

版的書籍和提出論據之意外副產品而產生的。我們也可以說，它是人類語言的副

產品…是針對其他目的的活動之預料外的副產品。」73他的意思是說第三世界的

存在並不總是我們目的性的產物，當然其中有部分是我們創造，但是在創造的過

程裡，常有我們沒想到要去產生就自然地從其他客觀產物中衍生出來。他舉了個

例子是關於自然數，認為自然數是人類的創造物，但是自然數中有自主、隱藏的

性質或說其他客觀存在，比如波普說的奇數與偶數就是自然數自發反饋給人類

的。 

                                                        
71 2008 年 12 月 12 日上映，基努李維主演，福斯電影公司發行。 
72 同上，P.134。 
73 同上，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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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從第三世界的自主性反饋，一直將新的存在補充至第三世界中。並且，

每一個這樣的步驟都將創造出新的預想不到的事實，新的預想不到的問題，並且

也常常創造出新的反駁。不論是動物、植物的生存進化，或是人類知識的成長都

是一種臆測與駁斥的過程，新的問題出現使得我們去創造新的解決方案，循著圖

示： 

P1 → TS → EE → P2 

 

我們遭遇到問題 P1，要能繼續往前的話必須嘗試性地提出解決的方法 TS 或

理論 TT ，此理論可能為真可能為真當然也有機會是錯誤的，因此我們從第一世

界中的檢驗或批判討論以尋求對於理論當中錯誤的排除 EE ，理論可能承受此次

的檢驗安然通過，也可能出現部分錯誤需要微調，最嚴重的後果就是整個被翻轉，

因而產生了新的問題 P2。波普認為：新問題 P2 產生於我們自己的創造活動；並

且這些新問題一般不是由我們有意識地創造的，它們自發地從新的關係領域中湧

現出來，我們的一切行動都不能阻止這種關係發生，儘管我們很少打算這樣做。

74從此之中，人類藉由兩方面使自己得到增長。其中一部份是人類主動去提出問

題、提出解決理論，並且排除錯誤而得到理論的暫時成立或新問題、新理論的出

現；另一方面是人類被動地受第三世界理論、問題自主地產生我們沒想到的其他

問題、理論。從這兩方面人類得到了更多對第三世界的可能性了解，或者如波普

所說的——進化。 

 

 

 

                                                        
74 同上，P.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