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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火星上的森林和城市 
  

想像一下，從現在起六十年的火星，每一平方公里土地的樹苗，每一棵樹都

有一米高。這是“科學小說”嗎？除非熱核戰爭摧毀文明，或是新馬爾薩斯政策

造成飢荒和流行病，否則2030-2040年代之間，人類應該會開始大規模殖民火星。 

 

1960年代末期之前，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又譯美國太空總署）已經

掌握在火星進行人工探測所需的知識和科技。今天或者在十年內，已經解決了殖

民火星的兩大難題。 

 

第一個是改善能源供應，為空間飛行提供動力，同時提供每個人充沛的能

源，維持附近行星類地球的人造環境。目前為止，載人飛行器到月球，或機器人

衛星到火星和更遠的星球，彈道軌跡已經做了輕微調整；星際載具在大部分時候

都以慣性(滑行)行進。反之，假設做一些調整，讓航太旅客旅途中更舒適，為他

們提供產生地球重力效應的空間載具凈加速度：假設地球到火星旅程前半部，宇

宙飛船速度每秒增加32英尺；或者，略作調整，只加速前述的一半。載具大約在

行程中點，以相同速度減速。則旅程可以從幾個月或更久到目前的數周。 

 

如果提供每千克空間載具的加速度不大於汽車每小時從0到100公里的行

進，並且每秒、每天、每週都維持這種加速度，則該空間載具速度稱為“相對速

度”。空間行程越長，載具行進的平均速度越高。問題是，如何取得恆定的動力

來源，提供持續數週以上的加速度？這是1960年代就已知，今天已經將近實現的

答案，就是受控熱核聚變。本章一開始就已表明注意到這項科技。 

 

受控熱核聚變是所需能量的來源，以保持月球、火星或其他地方的類地球人

造環境的諸多特徵。 

 

受控熱核聚變還有其他任務：成為高能源通量密度，激發和放大高功率鐳射

及相對論電磁系統的來源。今天更強大的雷射器需要建築物大小的配件，是因為

可用能源的能源通量密度非常低。例如，以能源通量密度小的核裂變爆炸為 x

射線雷射器供電，就大為降低大功率系統所需的鐳射系統。在人類操作者受到充

分保護之前，不十分建議以小型核裂變爆炸程式作為動力來源；只有在太空中操

作機器人設備時才會使用。透過受控熱核聚變獲取更高的能源通量密度，與核裂

變情況相比，人類的隔絕問題相對微不足道。 

   

大功率雷射器和相關類別的器材在太空殖民中，幾乎不可或缺。雷射器的三

種屬性，可以提供所需的極大優勢。首先，和一般電氣室的電流一樣，雷射光束

是單色的：光束傳輸的能量不是數個混合在一起，而是僅由一個頻率的波束傳

輸，波束的振盪峰、谷值一致。這種連貫的單色光束是可用能量傳輸的最佳組合，

也沒什麼浪費。因此，相較於其他類型的光束，雷射光束可能具有千倍或更高的

效率。第二，雷射光束不會像一般的電磁輻射擴散，光束透過介質（例如空氣）

傳播時，頻率可以調到幾乎沒有消耗什麼能量，卻幾乎可以將所有能量傳送到選

定的目標，產生類似衝擊的工作。第三，雷射光束具有“自動聚焦”的特徵。以

與無線電台廣播波束調律相關的方式，將雷射光束的波長調到與其撞擊物體共

鳴。一般來說，頻率越高（波長越短），雷射光束共鳴目標的面積越小。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BE%8E%E5%9B%BD%E5%9B%BD%E5%AE%B6%E8%88%AA%E7%A9%BA%E8%88%AA%E5%A4%A9%E5%B1%80


成長無極限 

 

 
 



成長無極限 

 

表 4 中，假設類雷射光束輸出的功率相當於每平方米 1 瓩(千瓦)。如果同樣

的功率集中在較小的區域，會產生什麼變化？大致上，可以用放大鏡聚焦陽光

後，點燃紙張比較其效應。接著，聚焦到更小的區域以提高陽光的溫度。因此，

不禁會問，當每平方米 1 瓩的功率集中到越來越小的區域，直到電子半徑時，溫

度會升到多高？然後，如表 3 所示，重複比較光束的功率相當於每平方米 10,000

瓩燃煤工業能源的能源通量密度；最後，比較已知溫度最高的太陽和恆星。 

 

表 4 

雷射光束聚焦提高的溫度 

 1 瓩 10,000 瓩 

雷射光束在每平方米 1 瓩和 10,000 瓩之溫度 90℃ 3,000℃ 

光束聚焦在 1 毫米之溫度 11,000℃ 110,000℃ 

光束聚焦在原子的原子核上之溫度 36,000,000℃ 360,000,000℃ 

光束聚焦在電子半徑(4.6 x 10-15) 之溫度 8,000,000,000℃ 80,000,000,000℃ 

比較恆星的溫度： 

太陽表面 6,000℃ 

       太陽內部 15,000,000℃ 

       爆炸的超新星 2,500,000,000℃ 

 

這二張表相當粗略，但是從大功率高頻雷射器和稱為相對論粒子束的器械得

到相當有用的初估數據。 宇宙中沒有已知的材料足以抗拒進而傳輸功率這麼集

中的光束。原則上，人們可以利用這種科技，利用太陽或恆星打洞，效果不輸宇

宙射線。更實際的是，隨著這種科技發展，有能力控制物質轉化，為人類提供了

最有用的工具。 

 

熱核聚變和類鐳射科技，在許多方面非常相關。受控熱核聚變的指示裝置，

係經正確聚焦、適當調校的相對論性射束(relativistic beam，天文學專有名詞)產

生，而受控熱核聚變又是這種光束的理想能量源。使用這種組合科技的趨勢，是

從取得熱核聚變的總能量中減去生產熱核聚變所需能量，並使用以相對論性射束

作為生產基本工具的淨能量，等等。一個為人類開啟融合束(fusion beam) 科技的

新時代於焉展開。 

 

除了融合束科技本身，物理科技的突破加速了醫學和生物科學的進展。空間

旅行、在遙遠的行星生活、不同重力、人造地球環境中的條件，創造了醫學新領

域，以及在這些旅程中陪伴人類的各式動植物的生命；副產品就是加快醫學進程 

-達到模態預期壽命120-140歲，卻沒有今日組織老化的退化。 

 

即使空間旅行者離開地球軌道航太站到達火星之前，他們搭乘的太空載具，

抵達目的地前，也有許多人造地球環境的特色。對於長達數周和數月的空間旅

程，進入了無法解決現有生命支持系統，以及存放月球旅行用品的工程和物流問

題。旅客吸取的空氣必須以處理二氧化碳地方式製造。 供水和食物必須在太空

載具上製造，至少是消耗大部分食物的最大部分。 

 

表5列出一名成人每週平均消耗的氧氣、水和固體食物所佔的重量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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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比較升到太空軌道的人數及每人搭乘太空載具的重量，並比較火箭發射系統

升空前的重量，及進入地球軌道及登陸月球的載具及乘客數。最後，該表比較100

公斤的載具，從地球軌道往返月球軌道和回返地球所需燃油重量，加上從地球進

入地球軌道，以便展開前述往返行程所需燃油的重量。殖民火星，或者往返火星

數周旅程補給的生活必需品，不同於二戰期間向南太平洋的美軍運送物資。 

 

 

表 5 

太空旅行者每週基本消耗氧氣、水和食物量 

氧氣.………………………………….………………………….. 5.6 Kg 

飲水……………………………………………………..… 15.4 Kg 

其他用水…………….………………………..………..…….. 14.9 Kg 

食物...……………………………………………………………….. 4.5 Kg 

每人每週總消耗量…………………………… 39.5 Kg 

 

表 6 

地球至月球所耗用量 

單人搭乘水星航太艙的重量 1.3 公噸 

3 人搭乘阿波羅登月火箭（包括指揮艙和登陸載具）的重量  45 公噸 

土星五號火箭發射阿波羅登月火箭的重量 2,740 公噸 

向地球軌道發射 100 公斤載具所需燃料 約 2 公噸 

往返地球-月球的 100 公斤載具所需燃料 約 6 公噸 

 

前文提及，人類已有足夠的能源供應和融合束科技時代所需特殊的工具。以

這種科技加上1960和1970年代已有的技術，可以在月球上建造太空載具解決部分

殖民的後勤問題，並前往火星。定居火星的準備階段，最佳方案是在月球上建立

開發和製造過程，並建造太空載具，例如從地球軌道前往火星軌道。克服月球重

力的代價遠小於等重的太空載具前往(地球)軌道時所需克服的地球重力。  

 

假設1990-2020年間殖民月球，建立大約一百萬人在月球上生活和工作的水

準，則地球軌道和月球軌道上的載人航太站，隨時都有數萬人執勤。在月球工作

的初始階段，將透過融合束時代的科技，以月球上的可用資源生產、開發和擴展

月球本身的生命支援系統。2010年左右，月球的工作重點應該可以轉移到生產在

太陽系旅行的載具。 

 

在月球工作的最初階段，必須掌握生物科技，生成月球上殖民者所有的食物

需求，並以之作為改進的基礎。這段期間，也要開始在月球上種植包括樹木在內

的各式植物，以及老鼠、雞和其他諸如此類的動物。 

 

進入更深層的空間之前，必須對月球和地球軌道站徹底研究，探討殖民附近

空間時應考慮的各種生物學可能性，包括空間旅行和遠方殖民時，可能出現的醫

學特殊問題。最重要的是，深入研究空間生活對人類的影響，以及動物在低重力

狀態人造地球環境中的妊娠和生產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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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大量使用進步的科技，能源供應相對豐富，科學家和管理人員最苦惱

的事項之一，則是利用更大的能源通量密度方面的生物進程不佳。這不能怪地球

的植物物種表現不佳；本章一開始，就指出太陽能是相對非常不利的能源。太陽

能的質量差，地球植物本身卻不得不適應。儘管植物在太陽下受苦，必須慶幸地

球植物“發明”了葉綠素，人類才能透過整合葉綠素，建構生物圈。現在，人類

必須以某種方式和植物溝通一個好消息，也就是人類會提供友善植物所需任何形

式的能量營養，提供植物更高的能源通量密度，。簡而言之，必須加快有用生物

質的繁殖率，特別是食物。施韋特·李比希(Schwedt G. Liebig)和巴斯德(L. Pasteur)

等化學家，已經在 19 世紀上路了；如今進入融合束科技時代，必須沿著同一條

路向前跨一大步。 

 

殖民火星的第一步應該從2025年至2035年左右開始，如果科學和經濟足夠進

步的話還可能早一些。2025 - 2030年的融合束科技和生物物理科技，定居火星的

準備工作會比三十年前殖民月球更省事。一方面，火星已經有了一層地球標準的

稀薄大氣層，還有一些原料供殖民工程師展開。適當的時候，還可能建立火星的

大氣層，但是可能從人造氣泡覆蓋的農工業綜合體環境開始，農業則主要是無土

種植的水耕法。 

 

來自地球的殖民者不會因此滿意。人們想要聽到孩子的聲音：”但是，爸爸，

樹木在哪裡？”並預知孩子的提問。火星上會有一、兩座森林，只因為人們喜歡

樹木，真正生活在一起，唱歌的鳥兒等等，把奇怪的星球經營得更像個家。這一

切也許對太空殖民者來說，有點奢侈，但是不是浪費；如果經過適當的選擇和生

物學訓練，樹木對環境非常有用。無論如何，人造大氣層大約需47％的標準相對

濕度，氣泡覆蓋的人造環境是控制降雨的極好條件。 

 

 
以目前地球的標準，在火星建立農工聯合企業將會非常昂貴。不過，不用擔

心，成本是相對的概念。從社會的角度看，真正的代價，是滿足特定消費性產品

的總勞動力百分比。五十年後，成年人完成工作的平均能力應該增加約十倍。以

美國為例，全面引入鐳射科技，西元2000年之前應該有三倍的飛躍。雖然某些領

域可能會改用成本相對較高的材料，但是人類增加的勞動生產力將是只賺不賠，

因此，從現在開始的往後五十年人類應該可以支出今天的八到十倍。五、六十年

後，地球應該有一百萬人左右移民火星。這段過程可能在二十五年後就會發生；

今天其實不需預測確切的時間間隔，和確切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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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火星間的移民規模，應該就是十九世紀移民抵達紐約艾利斯島的規，

過境點是十九世紀中葉海洋航行的範圍，旅客感覺最舒適的狀況。為這項大規模

的移民組裝太空載具的月球子組裝廠大概就是遠洋郵輪的大小；由於經濟原因，

這應該是理想的規模。 

 

從地表經濟的角度看，移民的主要成本，就是將乘客從地球表面運送至地球

軌道上空間終點站的費用。地表經濟的另一項主要成本，就是結合核心生物科

技，運用融合束科技生產資本財＊後，再送入太空。地球-火星移民過程的餘料，

則可建於月球上的軌道實驗室工廠或火星本身，成為有條理的先驅。 
＊資本財：生產過程中，用來製造產品或服務的耐久財 

 

火星殖民者的工作一開始就相當先進，會讓自己處於最佳狀態，擴充人造環

境和設施，以適應地球的下一波移民潮。如果問這些殖民者為什麼要移民，許多

人會引用紐西蘭探險家艾德蒙•希拉蕊爵士 (Sir Edmund Hillary)的話。他回答人

們問他為什麼攀登珠穆朗瑪峰時，說：“因為山就在那裡。”至於他們的工作，

答案將會是：“樂在其中”，其他人可能會說，殖民火星是前往更遠大目的地的

墊腳石；這應該更貼近真相。 

 

初次抵達火星的地球人將是探險家，提醒我們之中最老的人，回到五十年

前，美國海軍少將理查·伯德（Richard Byrd， 20世紀航空先驅者，極地探險家），

從一個叫做“小美國”的小小定居點傳出他的聲音，他在南極待了一整個冬天。

一旦地球上的人收到來自火星的第一個影像廣播，許多人的希望和想像力就會轉

向火星。第一個定居點將由月球上為此製作的預製組件主導，然後隨著勘探範圍

擴大，殖民地的人造環境擴展時將開始自給自足。 

 

殖民地移民擴張的速度是勞動力函數的規模，同時隨著移民人數的增加，人

均成長率也會隨之增加。換句話說，火星殖民地吸收新一輪移民的速度將以健康

的有機體方式呈幾何成長。 

 

本書作者將在今日已知的基礎上為火星設計定居點，並檢視暫定設計的重

點，以為說明。 

 

設定火星定居點應該參考今日地球，興建城市或城鎮的地方：像蛋糕一樣一

層一層，人民居住和工作場所在上層，運輸和基層服務在下層。城市或城鎮從下

層往上建造；所以，建築商只需在一個多世紀後維修。和月球上的情況一樣，在

某些情況下，整個城市或城鎮都會建在地下。一般來說，如果沒有太多變動，城

市的蛋糕層設計會繼續下去。 

 

如果不考慮彼此相關的物理和拓撲理論，城市或城鎮整體的基本設計是循環

的。城市或城鎮的中心是森林公園，園內有科學和相關的教育中心，沿著公園的

圓形邊緣，是城市的主要行政和文化功能。圓形區域的外緣則是“在地表工

作”，服務對象將沿著大街，以半徑方式，從公園向邊緣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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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可預見的情況下，太空殖民地的人民都生活在人造地球般的環境，所

以興建城市首應考慮安全原則。假設一個泡泡覆蓋一個城市，必要時，一個城市

可以建第二個泡泡，中央公園區可以主泡泡與一般居住環境隔絕。每個住宅結構

和居住單位都能夠獨立進行集中維修，如果一般服務臨時中斷，單位內有臨時備

用的緊急生命支援系統；城市交通和地下服務層也設有緊急應變區。城市應該盡

可能具有防火功能，以內建、方便和有效的方法，避免當地火災和和其他可能臨

時污染人造環境的影響。 

 

火星殖民將以這種泡泡的網絡形式進行，泡泡間透過兩層紐帶聯繫，上面一

層運輸人員和貨物，下面一層提供服務。一些泡泡適合設計成住所、科學、教育，

管理和棲身中心的城市，包括納入人造城市“工作區”周邊的行業。除了城市泡

泡之外，也有工業和農業泡泡。每個泡泡都是一個活體器官，會與其他泡泡多重

累疊。 

 

磁懸浮載具是交通系統的主要特色，無論是單獨或連結都能自給自足。 

 

未來的殖民城市設計師可能會設計出與此不同概念的城市，但是與書中所述

理念相似。人類仍然是人類，社會也將繼續是社會：基於這些考慮的原則，變化

不會太大。除了精益求精的方向，精進在幾何物理學的知識，其基本原理也不會

有大變動。太空殖民地即使現在不是以這種方式建立，未來的城市將與今天地球

上的城市類似。  

 

因此，2100年之前，火星上可能會有好幾千萬人口。在此之前，人類可能越

來越忙於一個更具挑戰的可能性，土衛六「泰坦」（Titan），大約是地球大小的土

星衛星。 

 

表面上，分析航海家(Voyager 又譯旅行者)號傳回來的報告，現在如果住在

泰坦將會很不舒服；不過，這裡有理想的重力，相似的大小和大氣中的化學成分，

不過目前可能還不適合人類呼吸，卻是希望轉換現狀非常好的地方。 在能源密

集、高能源通量密度等方面，到21世紀中葉，才能夠按照想要的方向，開始轉變

泰坦的大氣和地表，因此稱這個行星“與地球十分相似”。從今天的來看，21

紀中葉發展並提升融合束科技和生物科技水準，似乎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轉換泰

坦成地球可能是下一世紀比探索附近的星球，金星，更有吸引力的議題。 

 

對這個計畫來說，轉換泰坦成地球的後勤行動基礎可能不是火星，而是地球

附近的好友，月球。當然，火星比靠近泰坦，但是月球和火星的重力差異是決定

性的經濟因素。 此外，21世紀中葉時，月球的採礦和製造業將會發展良好。也

許，地球的宇航員主要都是從月球上的眾多殖民地和月球、火星周圍的繞軌站招

募而來。上述都是一些知識性的假設，也可能是今天可以提供的最佳假設。 

 

也許會有一些笑話，它們將太空客輪的船員描述為“瘋子”，也指的是生活

在低重力環境中的植物、動物和人實體被拉長。至少，這符合今天到21世紀中葉

民眾流行習慣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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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地球應該會以大約兩位數的飛躍方式，部署機器人探測器到太空。也

應該有能力組裝核動力機器人探測系統，探測太陽系星際及行星軌道上方平整表

面的鄰近空間。理想的是一個宇宙飛船，將機器人觀測站部署到軌道上繞行的行

星和衛星。附近的月球及地球軌道空間站，每天將從探測器收集資訊，傳輸到地

球的接收站。 

 

隨著融合束科技的發展和生物科技的進步，太陽系和其他星系也會成為人類

的後援基地，月球的工廠可以協助組裝近乎小行星的太空載具。每一個載具都可

以加速到極高速，前往固定的目的地，或者沿著太陽系定義的核裂變發電空間站

的行星和衛星軌道運行，形成自給自足的空間探索小社會。雖然通訊會延遲，但

是與人類的經常性溝通還算有效率。 

 

這些太空船將成為探索空間的載具，是著名的加斯帕·蒙日伯爵（Gaspard 

Monge，微分幾何之父）和拉紮爾·卡諾(Lazar Carnot，法國數學學家)領導下的巴

黎綜合理工大學(École Polytechnique，法國名校中的名校，也是法國重要的工程

師學校) 時代空間版，是生物天體物理學探險，也是在附近空間指定路線移動的

生物天體物理實驗室。探險家將研究任何可能是地球形式的行星或月亮，利用機

器人探測器一探究竟。 

 

這些太空船將由數十名科學家、宇航員，及他們的家屬組成。每個人都是飛

往空間的大學社區一員，與人類文明的主要中心進行直接的或中繼的交流。旅程

可能長達好幾十年，所以探索載具可以是二車或三車一組，彼此之間的距離在幾

天之內。這是已知的推定，不是肯定而快速地預測；不論是否假設，要為同樣的

目的，在載人探索領域盡力。 

 

就像其他開創的事業一樣，太空時代的先驅是年輕人的職志，屆時將從地球

上選取具有開拓所需的教育和技能且有前瞻思維地年輕人，前往月球和火星展開

殖民。早期階段每年選取幾百到幾千人，之後，就是好幾十萬人，再更後就更多

人。月球、火星，探索性的太空旅行，以及與地球十分相似的土衛六「泰坦」和

金星等諸多挑戰將日益增加。21世紀末不久的將來，生活在地球以外的人類將佔

人口的最大宗。 

 

為什麼要這麼做？21世紀往後如此發展的目的為何？因為艾德蒙·希拉蕊爵

士認為“山就在那裡”而登上珠穆朗瑪峰？因為好奇、愛冒險？還是就能力所

及，希望在荒蕪的行星和衛星之間傳播生命，讓地球在宇宙中不那麼孤獨？不再

熱愛生命？當然，在很多情況下，也許可以享受不必待在“過度擁擠”的地球，

征服一個不太擁擠地區的挑戰。 

 

科學家中最深刻的思想家，會將這一空間力量引向宗教目的，與聖奧古斯丁

堅持在尼西亞信經†中插入和子的重點一致。1 

 

                                                 
1 381 年所頒訂的「修訂版尼西亞信經」，是東西方教會的共識，具有大公性及普遍性，也是教會

在基督論教義上的典範。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AE%87%E8%88%AA%E5%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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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是獨一無二的。同樣的心靈創造力，人類在地球上可以增加三位數的潛

在相對人口密度，使人類能夠更加完美地發現宇宙是以一個整體組成。對於接受

和子學說的宗教思想家來說，道(Logos)是反映宇宙合律的更高準則，有人翻譯為

“聖靈”。道不是修士在修道院避靜冥想後的智慧；而是指導採取行動或勞動的

知識。對於引導進行勞動的知識，必須採取相應的行動。 

 

人類沒有必要事先知悉”道”的引導在太空的作用。太空探索後，才覺察

到，只在這個星球表面，無法有任何新發現。才知道對宇宙合律的認識有缺陷，

也是宇宙探索的實際原因。從 NASA 的成就來看，在準備探索空間的過程中開發

的一切，對地球上的生活條件各方面都有直接的好處，對某些人來說，就有足夠

的動機。至於其他人則會受到需求驅使，想要看看人類因為探索宇宙的努力，所

增加的能力和知識，會為人類帶來哪些作用。 

 

天文學在人類文化史上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從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的時代開

始，到後來的高斯（Karl Gauss，1777-1855，德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

大地測量學家）盡其一生，已經知道，類似印度吠陀（Vedas）經典，從口頭傳

說的史詩到書寫形式，都包含20多萬年高度精密計算的天文週期。 開普勒的太

陽假說是庫薩樞機主教大約在一百五十年前提出太陽假說的改進版，這個假設已

經在但丁《神曲》的“天堂”中發現，也是建立詳盡的現代數學物理學的基礎知

識。當談論根本的真理時，講的是更高的真理，向上指向星辰。 

 

可以從哪裡接觸到星辰？ 

 

個人的生命短促。如果像休謨、亞當·斯密、邊沁和約翰·斯圖亞特·米爾等人，

堅持將生命沉溺於個人的苦、樂，那麼生命的苦、樂回憶，除了與死亡一起埋葬

之外，還留下什麼？這些人在道德上像野獸一樣來去的生命，沒有任何意義，他

生活的意義也無益後世。 

 

有利於後世的本質是什麼？是建築物嗎？良好的建設可以為後人服務，並貢

獻更高的目的。然而，一旦建築物隨時間腐蝕之後呢？ 還有什麼是持久的？如

果持久的不是“物質”，那是什麼？ 

 

持久可以提升文化，進而改善後來者的創造力。向上的心靈力量，可以提高

潛在相對人口密度。雖然培育道德可能要誘之以利，但是物質利益的進步不是道

德上的根本提升。潛在相對人口密度隨之提升的重要性，在於這種潛在進步的一

致性，證明了創造性發現和決策，提供人類實踐變化的方向，與宇宙合律一致；

也說明運用某種不斷演進的方法於創造性發現的方向與宇宙合律一致，在某種程

度上與道一致。心靈的創造性過程是青出於藍的傳承，顯然是文化的與時並進。 

 

儘管期望後來者超越，也希望同時取代陳舊、過時之物。凡是貢獻這些基

礎者就是度過了有意義的人生。 

 

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樂趣呢？真正的樂趣，不正是人死後知道其生前作為

有助於人類的生活嗎？真正的樂趣不正是秉持良心，憑良心做事的時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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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樂趣有許多種形式。發揮孩子或青年的潛力，是一種重新發現的樂趣，

也是孩子或青少的初體驗，是從發揮能力成就善事中取樂。此外，如果教育過

程是基於學習發現的原理，兒童和青少年正是創造性判斷的可靠指標，也是他們

學習理性的喜悅。工廠工人可能從事重複性的工作，但是也有可能透過創造性的

努力，參與令人開心的創造性工作。養育有創造力子女的父母，將會更開心他們

的子女對人類創造更大的利益。 

 

人類文化無論其貢獻為何，都有好處，尤其是影響社會制度。社會更能促進

和培育每個成員的善行，若是沒有價值，則會滯礙難行。因此，社會進步可能

保存了這個人貢獻的一千種善行。 

 

在離開這個話題之前，不得不以嚴格的方式重申同樣的觀點。未經嚴謹證明

之前，沒有對全人類一體適用的原理，然則，前面所提創造性發現的原理又是怎

麼回事？ 

 

所有嚴格科學形式的發現都以三種可能的形式展現。每一種都是實證的假

設。以下是這三個不同的假設水準： 

 

1. 簡單前提(Simple Hypothesis)。形成簡單前提時，假設現有的科學知識大體

上正確，而且與科學相關的特定知識總體上也正確。另外，假設有人對新

增事務提出合理的解釋，則其說詞不能與相關事物的現有知識，出現原理

上的矛盾。有人制定了前提應該可以廣泛描述為與現有科學知識嚴格一

致。 

 

2. 大前提(Higher Hypothesis)。與簡單假設相反，大前提是與科學革命相關的

前提，人們認為科普知識的基本假設有一些明確的根本性錯誤。有人選擇

一些實驗測試，適足以證明該項假設確實有誤，反而另一些假設正確。 

 

3. 假定前提(Hypothesis of the Higher Hypothesis)。首先假定連續的科學革命與

可證明為知識的進展連結，然後展開以發現為目的的研究，找出一些共同

的發現原則。 這種過程，適用於現有科學知識水準的發展，預期會產生

假定的前提，引導科學革命成功。 

 

就目前所知，柏拉圖首先提出其間的區別，並將假定前提加入他的著作《蒂

邁歐篇》2的方法論原理。 柏拉圖在《蒂邁歐篇》中，蘇格拉底將上帝命名為“作

曲家”，並向參與對話的哲人提議，請他們審視已知的宇宙原理，進而了解宇宙

是以現今感知的次序呈現。柏拉圖以大前提的前提處理幾何的基本原理，在對話

結束時，將大前提的前提原理與道同等看待，並說道是作曲家的意志，與作曲

家同質，是基督教神學眾所周知的同構原則。 

 

                                                 
2 蒂邁歐篇(Timaeus)以對話形式，闡明宇宙的真理，是古典哲學中有關宇宙論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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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若望福音中，上帝對道的方程式是太初就有的，是同質的。聖奧古斯

丁後來強調，道從基督流出，就是從神流出。如果西方文明對人類有積極的貢獻，

那麼所有這些成就都是受聖奧古斯丁強調和子說的影響。 

 

如果要實踐神學，人們的核心要旨必須致力於“效法基督”，就應該要發展

和應用他的潛力，以使道通過人流向指揮行動。這就是人的概念，也是六合之內

對人的概念，從而達到了西方文明的發展高峰。這說明人的生命神聖，注重發展

每個成員的潛力，也提供個人機會，充分發揮潛力展現豐富的成果。 

 

在此並不要您改變任何特定的宗教信仰。只是說明基督教中對人的觀點，也

是人在六合之內的觀點 - 至少是基督徒接受並實踐的信仰。更廣泛地說，這表

示第一，認識到生命優於無機物質；第二，人類生命神聖，絕對高於所有其他形

式的生命。最後，這種高度認可人類心靈創造力的神聖品質，與透過道有意識地

發現和有效管理。 

 

除非接納和分享人的觀點和人在宇宙中實際行動的觀點，否則只是道德的野

獸，尤其當接受休謨或亞當·斯密要求道德上漠不關心的更高準則或者是亞當·斯

密1759年”道德情操論”所述內容，就更像野獸。 

 

為了滿足假定前提理念中的原理，必須不斷地開發大前提，相當於人類知識

中，科學不斷革命帶來的進步。因此，每個人或多或少都為文化貢獻一些持久的

價值。 這個活動是樂趣，也是最大的喜樂之源。 

 

這種喜樂不是枯燥乏味、蛋頭學者般對擁有知識財富的沾沾自喜。這種喜樂

與人類全力培育未來世代內部的神聖潛能的努力有關，這是熱愛人類的快樂作

為。沒有愛，知識就是死的。 

 

這種對生命的熱愛也適用於每個出生的孩子，更及於整個人類的生命。 

 

有人低聲說道：“醫生說他病入膏肓，十分痛苦。” 

 

另一個人可能會說：“為什麼只是為了活幾個星期，就讓他繼續受苦？” 

 

這些傻瓜！誰會扮演神，拿人類的生命開玩笑呢？他們怎麼知道剩下的幾

天，瀕死者可能會為生命如何奮鬥呢？即使家人或朋友一句關愛的話語，都可能

對人類發揮很重要的效果。 

 

“但是，他不只是感覺到痛苦，而是很痛苦。” 

 

他正與疾病奮戰。他正在為生命奮鬥，決心為全人類征服這項疾病，以增添

拯救其他同病相憐者之知識。他是所有士兵中最勇敢的，甚至將他最後幾天的痛

苦，轉化為對全人類長久的價值！” 

 

“也許你說的是真的，但是誰會記得他小小的部分？他微小的貢獻值得他忍

受的苦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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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存在的長河中，很多人都非常渺小，但是可以因此殺害大部分出生的人

類嗎？他們生命中微小的善行是否值得忍受這些痛苦？人類大部分口耳相傳的

善行，一直以來都是小人物的小小的善行。這個人最後的善行可能和許多人的一

生一樣美好。你是誰或者如何被評斷，有何不同嗎？ 你是何時成神的？ 

 

從不同角度看這個問題。這個人真正的痛苦是否來自他的痛苦和其他不適，

或者治療不受到尊重？又或者，不幸的是，一點都沒有享受到樂趣，他覺得自己

沒有用，只是造成社會和家庭的負擔？他是否認為自己幾乎沒有什麼可以繼續活

下去的必要？他此時的思考能力和溝通能力不再重要了嗎？他的無助使他的心

無地自容嗎？不是認為自己的想法毫無價值，心中暗暗的認為自己的一生在最後

一刻並不重要？這才是他真正的痛苦，他從來沒有機會發現如何真正的活著，只

是跟隨外界苦樂的標準活著，十分痛苦時，生命不再對他有價值。為什麼允許事

情導致這種發展呢？ 

 

讓每一個人死時都能面帶微笑的想著：“這是個美好的生活，當我有辦法活

的更久的時候，我不會放棄這樣美麗的生命。”唯有別人和善行才在死後留存，

才有必要冒死亡的風險。 只有為了生命的原因，以及為了生命所必須成就的善

行犧牲自己的生命。 

 

因此，上火星種植一片森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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