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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自然殺死德國森林 
 

1982年3月28日至4月4日，墨西哥尤加敦半島的埃爾奇瓊火山轟隆作響，大

氣蒸騰後爆炸，估計噴發了3至4立方公里的火山灰柱進入地球大氣層。這種大規

模污染大自然的狀況，一年約佔全球總量的15％，估計有1500萬噸硫磺及其化合

物。 

  

世事的演化，如潮起潮落。埃爾奇瓊火山噴向地球上層大氣的污染物逐漸下

沉時，有時會汙染雨水。在德國，人們大聲疾呼：“森林快死了！ 我們必須拯救

森林！” 

 

相對於鬼神信仰，許多德國人堅信工業應對森林死亡負責。無論真假，對狂

熱分子而言，工業就是罪魁禍首。至於埃爾奇瓊火山造成的污染呢？今日所謂的

“生態學家”，對於事實證明大自然本身就是禍首這件事，他們一點也不在意。 

  

這些德國異教徒還忽視德國工會成員大量失業的事實。即使是森林，也要像

嬰兒一樣必須餵食，否則就會死亡。森林每年的最低降雨量至少要90厘米；德國

一部分垂死的森林並不是因為降雨不足，森林不止要喝水，也需要養分。 

 

幾十年來，人們在森林中砍伐樹木，再拖到鋸木廠或造紙廠。每一棵樹被拖

走的地方，樹木已經從土壤中擷取了一些必需的化學成分，沒有這些化學成分，

新的樹木無法正常生長，甚至無法成長。情形就和農民希望農作物健康成長一

樣，他必須對土地施以化學肥料和必需的微量元素。 

 

假設過了好幾十年，樹木被砍的地方都沒有施肥，森林最後就會餓死。此外，

就像營養不良的人或其他生物一樣，營養不良的樹木比營養充足的的樹木更容易

受到疾病和毒藥的侵害。德國森林不是受害於投入太多，反而是太少的工業化學

產品，也就是土壤中的化學營養不足以維持樹木健康的成長。 

 

     巴西雨林大片砍伐是最近破壞森林的典型案例。部分砍伐措施是為勞力密

集型農業地區清理土地。一些樹木砍伐後做成製鋼的木炭。兩種情形，巴西都是

因為外部壓力，被迫大量砍伐。勞力密集農業是根據世界銀行和勃蘭特委員會

(Brandt Commission)所謂的“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ies)”理念，認為北回歸

線以南的國家只適用“適當”的勞力密集農業，小型、原始的地方產業，不適用

現代農業、現代工業。 使用木炭製造鋼材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的歐洲；他們建

議巴西省下自國外進口石油和煤炭，也不需投資發展自身的核子和石化燃料潛力

的方法。  

 

這種“適當科技”做法的結果就是一場災難，可能是全球性的生態災難。 

 

     暴雨年復一年地沖刷雨林土壤中的化學物質，造成森林中所有植物生長必

需的化學物質幾乎都留在樹上。柬埔寨吳哥窟古文明的崩潰，就是無視這個事實

的典型案例。如果為了建立原始的勞力密集農業，使用刀耕火種的“適當科技” 

清除雨林地區，並將樹木砍伐殆盡，土壤很快就會變成(鋁)紅色的岩石狀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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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劣質的鋁礦石。農業經過幾年的“適當科技”摧殘之後就崩潰了，巴西事實

上就是重演這種情況。 

 

大雨林的另一種生態功能，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掌控全球氣候。透過樹木進入

大氣層的水氣，形成上升的溫暖水柱直達平流層，是維持一個大型、永久高壓區，

使空氣往外擴散，上面的空氣往下沉的重要部分。大量破壞雨林，會改變全球氣

候，巴西雨林的砍伐已經證實這一點。 

 

     這種影響並不限於雨林。在國際金融機構的推動下，非洲薩赫勒地區(Sahel 

region)的一些國家加強對部分遊牧居民徵稅。人們為了付稅，不得不增加放牧。

過度放牧摧毀了半乾旱的薩赫勒和沙漠之間的屏障；由於這種情況，水氣不再流

入大氣層，導致北非的氣候模式轉變，與亞馬遜高地的氣候變化產生交互影響。

薩赫勒半乾旱地區變成了荒蕪的沙漠，要逆轉薩赫勒地區的荒漠化，可以引入水

資源管理的工業化模式和相關科技。 

 

     印度家庭因為缺乏工業燃料，迫使農村人口將包括喜馬拉雅山麓在內的大

片樹林和灌木叢剝得一片光禿。 森林不僅可以保護集水區，更對穩定溪流、河

流以及地下水位都至關重要。同一地區，森林消耗的陽光百分比相對較大，並可

轉化陽光為適合作為燃料的生物質能，調節鄰近地區的氣溫。印度的水資源問題

逐漸惡化，過去印度大陸的熱節曾經很舒適，卻因為平均氣溫上升，如今已經炎

熱難當。 

 

     其實並不是工業成長破壞全球森林。大多數情況下，是因為缺乏工業產出，

缺乏對生態圈良好的工業管理。過去十五年，破壞全球“生態”最大的原因，就

是容忍所謂的“生態學家”，也就是下列單位定義的“新馬爾薩斯人”提出的政

策。這些單位包括羅馬俱樂部、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IASA）、全球野生動

物基金會、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 、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

塞拉俱樂部(U.S. Sierra Club)等等。我們在自己生存的地球生物圈的農業中，沒有

投入足夠的水資源管理、化學品等工業產出的能源。同時，我們使用生物質能燃

料和其他“傳統”方式，有些時候我們應該使用核能供應的能源，採用現代工業

生產的材料，代替住戶用的木材。 

 

     與此相反，大約在1920年代，德國已經有人規劃探索和殖民太空。1950年

代和1960年代期間，精心設計的月球和火星人類殖民計劃已經展開。隨著受控熱

核聚變的開發和使用，火星和地球附近停放的大型軌道空間站之間的頻繁旅行將

變得切實可行。使用定向光束科技（包括大功率激光）結合熱核聚變能源，我們

將擁有在“月球”或“火星”上建立和維護“人造地球”環境所需的基礎科技；

可能以月球(地球的天然軌道衛星空間站)，作為附近空間的後勤基地，從中開展

更進一步的探索臨近星空和深空。 

 

     人類可能在火星上建造森林嗎？如果我們想要恢復科技進步的速度，我們

可能會想起1967年前期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進行研究和開發的努力，

我們也能夠在二十一世紀做到這一點。利用熱核聚變科技，我們能以最佳成本和

數量的“塑料氣泡”，開發必要的人造地球環境，提供廉價生產的豐富能源。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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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功率激光和相干粒子束(coherent particle-beams)的定向光束科技，以及相對論

物理學科技相關的類別，則每人平均生產力將會飆升到地球今日的十到一百倍之

間。在生物科技進步的幫助下，我們能夠將樹木和其他植物精心培育成適合人

造、類似地球環境條件的物種。  

 

     如果這可能在不到一個世紀就達成，為什麼我們無法解決，今日地球上改

善生態環境這種挑戰性較低的問題呢？透過非常高能通率密度(energy-flux density)

的熱核聚變、定向光束和相關科技以及生物科技的組合，我們可以生產今日太空

中不存在的空氣、水等，並且提供植物生命所需的物質，以應付其特殊問題；我

們甚至可能開發一種新的改進版的葉綠素，擴充植物生命的能量收集能力至二、

三倍。今日，這些科技有的我們已擁有，有的即將掌握。那麼現有科技已經證明

有能力解決問題，我們為什麼還要繼續容忍地球的現況？ 

 

     造成這種悲慘的狀況只有一個簡單的原因。一些掌控全球各地大部分的期

刊、大學、金融機構和政黨有力人士，根本不想解決這些問題。 

 

     以魯道夫·巴羅（Rudolf Bahro）為例。 他當時正要離開東德（德意志民主

共和國）在西方申請庇護，因而以自由和人類福祉的偉大鬥士享譽國際。現在，

我們很多人懷疑東德政府很高興看到其競爭對手西德，接納巴羅先生的忠告。

1983年3月中，巴羅先生向觀眾介紹他手中一些大概是糧食的種子，宣稱這些種

子代表了今日開始折磨人類的罪惡。 

 

     巴羅先生也很含蓄地，提出地球上人類生活的經濟史和史前史一些非常基

本的事實。 

 

     “狩獵採集社會”是人類最低等的生存形式，如果接受巴羅先生的建議，

人類就會回到那種社會；屆時，每人平均需要10-15平方公里的居住範圍，以維

持一定的人均生存水平。也就是說，地球總人口將會不到一千萬；以目前居住在

地球上大約四十五億人口，我們不禁要求巴羅先生，請他依名稱列出殺人的名單，

以便將人口水平降到十到一萬二千年前“農業革命”之前的人口水平？ 

 

     這種前農業革命形式是人口稀少的社會，普遍的平均餘命也明顯低於二十

歲，每個地方部落的整體生活都十分危險。雖然巴羅先生不曾表示抵制農業革命

增產的糧食和纖維，但是他似乎還是以誠懇的態度提出，南非曾經有一個文化充

滿活力、逐海洋資源而居的游牧漁民（strandlooper）已經滅絕，這真是個天大的

錯誤。游牧漁民將大量的石頭擲向海洋生物，垂死的魚以及諸如此類的海洋生

物，隨著海浪衝上沙灘。 

 

     誠然，巴羅先生的觀點只有很少數的組織贊成，但是數量不斷增長，不過

幸好目前仍屬冷門。而且，他的觀點只是一般新馬爾薩斯教條主義的極端版本。

但是，所謂的“環保主義者”或“生態學家”在大多數主要政黨以及新納粹主義

和“左派”的各種“反科技”教派都日益增多。 此外，大部分主要的新聞、娛

樂媒體、法庭、立法機關，以及強大而多金的基金會，或多或少含有新馬爾薩斯

政策和支持羅馬俱樂部的宣傳活動。 



成長無極限 

 

     近年來，眾所周知，擁有廣大群眾基礎、曾經備受忽視的“生態學家”，最

近很活耀。他們的第一次運動是1969年年底由高層人士整合1950年代的禁止炸彈

運動，及1965至1969年反越戰運動和大西洋兩岸新左派的殘餘。1970年春季的“太

陽日”活動是第一件由政府機構和私人基金會組織的“生態學家事業”的示威活

動。（以欺詐藉口）禁止使用殺蟲劑滴滴涕和稍後出現的反核能源運動。這種意

識形態的傳播只不過才十幾年。 

 

     直到1972年，現在的新馬爾薩斯組織因為出版“成長的極限”這本書，才

真正進入“重新編制的左派”行列。這本由羅馬俱樂部贊助的書，主要用於發起

公共關係活動，使羅馬俱樂部幾乎成為影響即將到來的重大政策機構。 

 

     成長的極限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和傑‧

福瑞斯特（Jay Forrester）兩位教授指導下進行的計算機輔助的研究成果。這項研

究本身最顯著的是兩項重要的欺騙性看法。首先，為了試圖證明工業社會即將用

罄剩餘的自然資源，梅多斯和弗雷斯特大大地低估了這些已知數量的資源。第二，

更重要的是，梅多斯和弗雷斯特通過使用聯立線性方程組預測自然資源的消耗

率。運用這種線性方程組，將計算機“模型”構建在計算機預測中，假設社會科

技絕對不會進步。事實上，包括從根本定義“自然資源”的科技進步，已經是歐

洲文明五百年來的突出特點。成長的極限假設這種科技進步會突然的完全停止。 

 

     人們怎麼可能相信這種廢話？每個合格的科學家都知道，羅馬俱樂部使用

的種種論據都是騙人的。大多數的工程師都知道。工業公司也知道。如果新聞媒

體與科學家一起檢查，他們也會知道。如果政府和政黨負責任地行事，那麼他們

同樣會譴責羅馬俱樂部及其成長的極限是一場騙局。 

 

     以現在的消耗量我們知道煤炭大約還可以供應200年， 如果煤炭用完了，為

什麼不使用更豐富的核能，為什麼不加速開發幾乎無限的熱核聚變資源？石油也

還沒用完；發現大量的新油田速度比我們用盡的舊油田更快。但是，如果擔心二

氧化碳增長和其他化石燃料造成污染，為什麼不加快速度改用核能和熱核生成的

加工用熱能？ 

 

“輻射性”？都是廢話！核能廠將輻射性廢物排放到環境中，比燃煤場生產

相同度數電量的廢物更少。核能廠放射入環境的輻射量比紅磚牆還少。一個靠在

核能廠的人接收到的輻射，低於搭噴氣式飛機橫越大西洋旅行時的輻射，或在美

國洛磯山脈或瑞士阿爾卑斯山的周末滑雪之旅。如果人們在意這種輻射量，他們

應該堅持在同一張床上不應該有兩個以上（自然是輻射性較差的）人體。 

 

     “核電廠事故”？ 首先賓州的“三浬島”事故所涉及的情況只能藉由破壞

而發生。其次，“三浬島事故”完全證明了今日核能電廠的安全防範措施很完美。

事故中和事後每一次調查，都證明“新聞媒體”發表的“中國症候群(China 

Syndrome，假想美國核子反應爐爐心熔毀,下沉穿過地心到達地球另一邊的中國的

電影)”故事和其他“格林童話”故事都是故意捏造的騙局、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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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造成核能事故，一個人不是得將核子彈頭的炸彈直接投放在工廠上，

就是攜帶和放置所能想像的組合最複雜的裝置。任何情況下，在 (受核汙染的)

工廠上建造鋼筋混凝土的主體，將成為全球目前為止最具防爆能力的結構。例如，

如果我們使用釷增殖循環(thorium cycle)的核子燃料，在極不可能發生的核子事故

中也使其可能性幾乎為零。 

 

     所有這一切都眾所周知，即使是受過科學訓練的騙子以”當局”自居的反

核宣傳人士亦然。 

 

     熱核聚變使得核子事故完全沒有可能發生。熱核反應的組成，用於氫彈的

部分，是鋰-氘(重氫，氫的同位素)、氘-氚(超重氫，氫的另一個同位素)，或者是

氘-氘組合。後兩種組合產生所謂的“清潔爆炸”，沒有主要的輻射脫落。造成熱

核燃燒，溫度需高達5 × 107和5 × 108絕對溫度之間；即使如此，如果材料沒有精

確發揮流體動力學自聚焦的物理原理，也無法點燃，從而發生等熵(isentropic)壓

縮效應。一旦發生事故或直接被10兆噸炸彈擊中而中斷，則意味工廠的熱核反應

突然停止。 

 

     熱核聚變遠優於核能，但是開發熱核聚變導向經濟所需能量，需要大規模

供應核能。探討此點需要提供一些數字，以為佐證。 

 

     今日，熱力學統計理論中，我們以能通率密度為單位測量熱製程的水平，

並以發熱過程的橫截面測量所需度數。以下是1979年編制的兩個表格，比較不同

能源的能源通量密度，以及比較使用這些能源生產的電力所需成本。 

 

 

 

 

 

 

表一 能通率密度 

能源 度/平方米之密度 

生物質太陽能 0.0001 

地球表面太陽能 0.2 

近太陽軌道（5百萬英里）太陽能 1.4 

化石燃料 10,000.00 

太陽表面的太陽能 20,000.00 

核分裂 70,000.00 

核融合（第一種商業類型） 70,000.00 

核融合（下個世紀）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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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輸出電力比較 (美金) 
 (英里/度) 

能量總成本 

(英里/度) 

能量總售價 

資本投資 

($10億) 

油 25.1 45.7 $ 0.94 

煤炭 24.2 31.7 0.97 

煤氣 41.7 55.37 1.67 

輕水核 27.8 28.5 1.16 

快中子增殖堆 33.7 33.9 1.43 

融合（早期型） 45.2 45.2 1.92 

太陽能收集器 490.0 490.0 20.90 

太陽能電池 680.0 680.0 28.9 
(資料來源: 核融合基金會) 

 
 

擇能源最簡單的物理原理，就是能通率密度水平越高，能源效率就越高。不

僅浪費較少的熱量，能通率密度越高，完成工作的加工用熱潛能就越大。 

  

   要了解期間的重要性，我們必須考慮維護森林問題在內的議題。這個數據的

術語，外行人第一次看到可能會頭大，但是我們會以容易理解的方式呈現，稱為

潛在相對人口密度。我們會解釋這個數字的意義，然後說明與維護森林業的關係。 

 

     以居住在某個特定地區的人口為例，當地以平方公里為衡量單位。當地人

口通過發展和利用當地可用自然資源的勞動力工作產出，平均每平方公里足以維

持的人口數，也就是人口密度。 

 

因為土地的肥沃程度不盡相同，所以每平方公里的居住人口會因地區而不盡

相同，這種差異是因為理想的地力不同。人會提升也會耗盡地力。土地肥沃的程

度是綜合耗盡和提升地力的最終結果。所以，我們會說並不是所有的平方公里價

值一樣，其實是不同的。因此，我們必須以居住地的相對質量來衡量人口密度：

相對人口密度。 

 

     目前的人口水平未必足以衡量真實的人口水平，我們必須確定目前使用的

各種生產科技最多可以餵養的人口數。這些科技可以餵養的潛在人口數，就是潛

在相對人口密度的一般含義。 

 

     我們曾經指出，原始社會的潛在相對人口密度約為0.06〜0.10 /平方公里：

最大人口數約為1,000萬人。今日有大約4.5億人，是原始社會人口的100倍以上。

由於“10”的倍數是一個數量級，因此人類已將其潛在相對人口密度提高了兩個

數量級。結合現在的熱核、定向光束和生物科技，充分利用現有科技水平，地球

可以維持數百億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平，高於美國1970年代初期：也是原始社會向

上提升了三個數量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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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有任何野獸或其他較低等的生命形式，會故意增加一個數量級的潛在

相對人口密度。人類與野獸根本就不一樣。人類不只是如動物般感受快樂和痛苦

的本能，人類在某種程度上與動物非常不同。人類有潛在的理性，有創造性發現

的能力，可以提升科學知識，並將這些科學進步轉化為科技進步。隨著科技日趨

純熟，我們能夠挖掘世人足以遵循合於法律許可的普世法則，展開普世的創造，

並且透過自我引導，改變行為模式，逐漸有能力遵循宇宙的規律掌握自然。 

 

     自從巴魯先生提出的烏托邦水平以來，人類文化積累的連續科技進步，使

得人類潛在相對人口密度已經增加了兩到三個數量級。 

 

     提升人類潛能的科技進步，已經藉由越來越多的能源管理實現。從農業革

命和早期的出海捕魚開始，每人平均可用能源已經增加，社會每平方英尺的電力

的使用量也增加了。今日，我們可以從農民每公頃使用“人造能源”的量，粗略

估出農地生產力：化肥、微量元素添加劑、農藥，以及用於灌溉、動力機械等其

他工業生產的能源形式。同樣，工業和交通運輸方面，每人平均勞動生產力

(average labor productivity)也是首次以人均工業生產能源的總量估計。 

 

這種科技進步是可行的選擇。“成長的極限”作者也許無意於這麼做，但是

這一點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在任何時候科技不再進步，那麼這個愚蠢的社會就會

譴責自己至死。 

 

     任何生產科技水平都需要一定產量的農業、造紙、林業、採礦等原物料產

出。這就是我們在地球製造的主要生產原料和其他的消費材料。無論是哪一種科

技水平和人類的消費水平，每一種原材料都接近人均需求量。  

            

因此，扣除原材料產量佔社會整體勞動力一定百分位數後，剩下的勞動力就

可以用於其他形式的勞動。一旦某些自然界最豐富、最易取得的原材料產出用盡，

社會勞動力必須用於維持原材料上漲但是人均金額不變；因此，成本上漲降低了

平均勞動生產力。一般而言，平均勞動力的產出只夠維持較少的人。換句話說，

就是潛在相對人口密度下降了。如果科技產出不變，重要的自然資源枯竭造成的

成本上漲會一直延續下去。因此，潛在相對人口密度就會一直下降。 

 

此時，社會的潛在相對人口密度低於現有人口密度，天啓四騎士的瘟疫、屠

殺、飢荒、死亡就會到來。飢餓加速絕望產生的衝突；戰爭和血腥的民眾暴動惡

化了飢荒。情況就和十四世紀初的歐洲一樣，飢荒人口成為疾病的滋生者，逐漸

衍生成為流行性傳染病和蔓延於廣大地區的瘟疫。農業和衛生機構的崩潰加速了

瘟疫的爆發。社會被(外力)擊敗、崩毀或突然改變。 

 

科技進步以兩種相關的方式阻止了上述災難。首先，只要提高勞動生產力，

科技進步就能制止原材料生產成本上漲。第二，科技革命擴大定義可用的自然資

源範疇，並依法令要求引入新的原材料，情形就如同工業革命時，煤炭克服了森

林枯竭導致歐洲瓦解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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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人口發展 

(聯合國統計年鑑，單位：百萬) 

 1650 1750 18/00 1850 1900 1920 1940 1950 1960 1980 2000 

歐洲與蘇聯 103 144 193 274 423 487 575 573 639 791 973 

亞洲(不含蘇

聯) 257 437 595 656 857 966 1244 1381 1651 2557 4401 

北美 1 1 6 26 81 117 144 166 199 272 388 

中南美 7 10 23 23 63 91 130 163 212 387 756 

非洲 100 100 100 100 141 141 191 222 273 458 860 

大洋洲與澳洲 2 2 2 2 6 9 9 13 16 22 32 

地球 470 694 919 1091 1571 1811 2295 2517 2990 4487 7410 

 

 

 

 

 
 
 
 
 
 
 
 
 
 
 
 
 
 
 
 
 
 
 
 
 
 
 
 
 
 

 
了保持潛在相對人口密度的水平，科技進步也不可或缺。因此，社會必須不

斷增加每平方公里和人均能源供應才能生存。這些不斷增長的能源供應必須相對

便宜；生產人均能源增加的平均成本往往要比生產人均能源的原有成本要小得

 

 

 

狩獵採集經濟是人類發展的第一階

段，理想條件下每平方公里最多可

以養活一個人，所以地球上大約不

到 1,000 萬人能存活。社會過渡到畜

牧和游牧經濟，人口密度增加到每

平方公里大約 8 人；原始形式的農

業經濟則提高每平方公里的水平到

20 人左右。 

 

 

 

工業社會帶來快速進步。現代能源

密集型農業經濟的人口密度增加到

每平方公里 100 人左右。 因此，地

球的相對潛在人口密度增加到約

100 億人口。 



成長無極限 

多。一般情況下，能源供應的能通率密度(energy-flux density)也會增加。即使在恆

量的潛在相對人口密度的條件下，“自然資源”也必然會過一段時間就有革命性

的新定義。 

 

關於農林問題，今日存在著廣泛但虛假的觀點，認為農業土地的生產力本質

上是以自然的土地生產力為主。這項論述多多少少是法國十八世紀激進封建主義

派，即所謂的“重農學派(Physiocratic)”，提出。美國的農業史始於十七世紀，可

能是證明重農學派荒謬見解的最佳例證。值得注意的是，加州帝王谷(Imperial 

Valley) 幾十年前仍是一片沙漠，今日已是地球上最有價值的農地。這不是通例，

某種程度上是例外。美國幾乎整個農業和早期的定居點都很貧瘠且荒無人煙，必

須透過人為提升地力，和改善投資和工業資本很類似。歐洲的農業佔用土地的時

間較長，對於所有從事農業的人來說，同樣的示範立刻就明白了，但是美國農業

歷史相對簡短，同樣示範的時間較短。 

 

     最罕見的例外是人為製造，而非自然發生，同樣原則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德

國森林。那不是森林，而是樹木農場，這應該足以立即向造訪這些令人愉快的公

園（稱為森林）同時擁有第一手強行通過原始叢林或溫帶森林回憶的遊客澄清。

然而，不要因為它們不“自然”就鄙視這些德國“人造”森林，如同不要鄙視我

們桌上或土裡尚未被毒化的熱帶瓜果，不像它們的祖先一樣“自然”。這些“人

造森林”在許多方面比那些自然而生的森林都好；如果沒有比較好，是因為樹農

無法履行農民的責任。因此，發展良好的森林必須像農民的田地一樣除草，就能

產生更健康的“自然”而生的森林。 

 

     像農業一樣栽培的森林，也是一個生物系統。除了死亡之外，所有生物系

統的特徵都有負熵(negentropy)的屬性。在其成長週期中，產生比以前更大的能量，

這個系統相當於每單位質量重的能通率密度。他們成長質量的增長潛力，和抵抗

各種傷害的能力隨著環境提供的營養而不同。最重要的是，他們需要相對豐富的

能量，以它們能吸收的形式組織起來。 

 

     實驗人員在英國威爾士用亞麻樹完成了一個令人矚目的例證。實驗反覆證

明，提供亞麻幼苗適當的溫度和營養環境，這些植物就會變異。儘管不是遺傳上

的變異，但是這一變異證明是會遺傳的。即使在正常條件下複製其後代，沒有特

殊的溫度和營養條件用於產生原來的變異，這種遺傳仍然存在於第二代、第三

代、第四代植物中。 

  

     如果植物沒有發生環境導向的遺傳變異，培養優良的植物品種通常需要改

良環境，特別是營養。改良措施包括水資源管理和土壤改良，有時候在移栽前為

幼苗準備“溫室”。 無論是森林還是農場，前述一切都需要工業生產的“人造能

源”，並轉化為每公頃的森林或農場都能增加供應這種“人造能源”。因此，傳統

上，德國農田和森林的最佳伙伴之一就是巴斯夫 (BASF) 化工廠。 

 

     在火星上，森林開發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覆蓋人造氣泡並創造地球環境。

這是迫使我們思考如何維護和改善地球環境問題的適當觀點。迫使我們自己解決

在火星上種植森林有關的問題，衍生的好處就是迫使我們開發科技，也有助於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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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地球的森林。 

 

     無論是火星或地球，我們都需要科技進步的好處。我們不僅需要新科技處

理生物圈的問題，也需要其中涉及的能源供應。這些工作幫助我們提高社會生產

力，降低的社會成本也不可或缺。 

 

     這在一般原則中，一點也不新。這些原則歐洲好幾世紀前就已經知道了。

我們必須問問“為什麼頗富聲望、財富、影響力的名人和機構，會得出與羅馬俱

樂部的新馬爾薩斯主義一樣危險荒謬的教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