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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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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是模型化科學的代表，同時具體地表示模擬模型所在開放
複雜體系的研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換言之，除氣候模擬的
討論可作為科學模型的案例，顯著地反映科學模型的相關重要
科哲議題之外，並可展現科學家使用抽象的模型以探討不可控
制的開放複雜體系的研究之方法論、知識論、至本體論層面的
探討。本文以氣候模擬模型為例，說明傳統邏輯實證論的確證
理論不敷科學實作之需，應重新檢視哲學的確證理論與科學模
型所扮演的角色。

關鍵詞：氣候變遷、科學模型、氣候模擬模型、確證、不確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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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氣候變遷的議題在近幾十年來受到廣泛注意，特別是聯合國於
1988 年成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1992 年通過「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
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之後，各國積極地致力解決氣候變遷問題。近期在巴黎
舉行的 2015 年聯合國氣候峰會便通過歷史性協議，確立了在本世
紀結束之前，全球均溫上升不超過攝氏 2 度，以致力遏止全球暖化
的目標。即便是大眾對於全球暖化問題的認知受到許多政治與意識
型態等「非科學」因素影響， 1 全球性氣候政策的制定相當依賴氣
候科學研究所提供的氣候變遷現象的描述與預測，而這些研究主要
是以科學模型 (models；在大氣科學的用語稱之為「模式」) 作為
分析工具。 2 大氣科學模型化的過程始於二十世紀中期，在此之前
的氣象學仍屬「觀察與歸納」的經驗科學，對氣候進行觀察與紀錄
方式搜集資料，然後進行觀測資料的統整和分析。一九五○年代，
數學家 Jule Charney 與 John von Neumann 主導的普林斯頓大學研
究團隊開始以電腦進行天氣和氣候的模擬研究，發展出以電腦模擬
(simulation) 研究大氣變化的數值分析法 (Dahan Dalmedico, 2007;
Edwards, 2010)。如「氣候模式模擬」是先建立以數學方程式代表

1 如 Oreskes and Conway (2010) 相當著名的著作中所描述之美國的情況。另見

Jacques, Dunlap, and Freeman (2008) 所論保守派智庫與否定全球暖化現象的出版
品之關聯。
2 在國內科學哲學的用語中 model 通常譯為「模型」，然大氣科學界譯為「模式」。
本文除在使用大氣科學專有名詞時採取國內學界譯法以「模式」稱之外，其餘仍以
「模型」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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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物理、動力、化學等科學定律的數理模型，繼之運用既有
資料設定參數值後使用電腦運算，模擬未來氣候狀況 (蔡清彥、柯
文雄、許武榮，1990; Ahrens, 2009)。隨著計算速度的大幅躍進，
使得早期因技術限制而偏向區域性的研究，轉為全球性的大氣研究
與氣候變遷分析。
模擬方法不僅成為當今氣候變遷研究的主流研究方法，亦使用
在估算氣候變遷對於經濟效益影響的政策分析 (如英國政府 2006
年公布的《史登報告》[Stern Review])。故在科學哲學的研究中，當
代氣候研究與經濟學等學科不但被視為模型化科學的代表，同時具
體體現了模擬模型所擔任的重要分析工具角色。同時，大氣環境與
經濟市場皆為開放的複雜體系，除與實驗室的封閉環境大相逕庭、
不具人為控制性之外，兩者之複雜程度更非為現在人類知識所能通
盤了解。換言之，以科學哲學的角度觀之，除氣候模擬的討論可作
為科學模型的案例，顯著地反映科學模型的相關重要科哲議題之
外， 3 並可展現科學家使用抽象的模型以探討不可控制的開放複雜
體系的方法論、知識論、至本體論層面的探討。
本文結構如下：第二節介紹大氣科學的發展與氣候模擬模型的
特性，第三節指出氣候模擬模型研究不確定性的來源，第四、五節
由科學哲學學者歐蕾斯柯斯 (Naomi Oreskes)、洛依德 (Elisabeth A.

3 科學模型已是科學哲學的主要議題，最近的西方科學哲學教科書皆有顯著篇幅的討

論。中文讀者可由陳瑞麟 (2010) 的教科書的紹介著手。就科學模擬而言，近來科
學哲學文獻中已對其哲學意義有多層面的探討，如 Frigg and Reiss (2009)、Giere
(2009)、Morrison (2009)、Winsberg (1999, 2003, 2009, 2015) 在科學模型脈絡下
的討論，Edwards (1999, 2010)、Lenhard and Winsberg (2010)、Lloyd (2009, 2010)、
Parker (2008, 2009, 2010)，關於氣候模擬的哲學探討，和 Morgan (2003) 關於經濟
學模擬分析的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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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oyd) 與帕克 (Wendy Parker) 等人對氣候模擬模型的討論出發，
說明模擬模型的確證問題，並於第五節以氣候模擬模型為例，探討
若將模型視為一種「啟發工具」可達到使用者的某一特定目的作為
合理的評價標準，第六節結論。

貳、大氣科學的發展與氣候模擬模型
現今因研究主題不同，大氣科學可粗分為三個研究領域：(1) 研
究 大氣物理 特性及其 變化 原則的大 氣物理學 (atmospheric physics)；(2) 研究天氣現象及其演變過程的氣象學 (meteorology)；以及
(3) 研究氣候形成機制、分佈和變遷的氣候學 (climatology) (陳正
改，1995)。大氣變化的基本原理和理論是大氣物理學的研究核心；
氣象學偏向短期、區域性的天氣 (weather) 研究與預測；氣候學則
專注長期氣候變化的趨勢與規律。這三者密切地關聯在一起，形構
了我們對地球大氣變化的瞭解與知識。雖然天氣和氣候的指稱有所
區別，然而兩者卻是密切相關的，因為要瞭解短期天氣如何變化，
不能不考慮長期氣候的規律性影響。反之，要瞭解長期氣候的變化
趨勢，也不得不考慮非規律性的影響因素。因此天氣與氣候可視為
對同一現象的不同描述，而非完全不同或不相干的現象，它們也一
起構成了地球未來的大氣變化趨勢與現象。而要完整地瞭解天氣與
氣候的變化，科學家利用基於相關的大氣理論建構出來的「氣候模
型」(climate models) 或「天氣模型」(weather models) 作為理解地
球大氣變化的認知工具。這兩種模型的模擬對象可能因為研究目的
而有所區別，然而其基本原理與運作方式，原則上是相似的。以下
我們簡略介紹這兩種模型，並進一步闡述大氣研究中所使用的模型
之結構與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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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期氣候的模擬：天氣數值預報
針對短期天氣變化的研究和預測，首要考量是如何在最短時間
內獲得最精準的預測結果。在還沒有電腦模擬技術的時代，要知道
未來天氣狀態的主要方法是針對所收集到的觀測資訊進行天氣圖
繪製， 4 再按照大氣物理原則和過往經驗進行天氣圖分析。 5 這種
方法也被稱為「主觀預報」，因為預報者的個人判斷是該法的主要
依據。電腦模擬技術純熟之後，該法也被引入用來進行短期氣象預
測。如前所述，模擬方法是利用大氣會按照相關物理定律進行運動
的假設，採用了適當的天氣方程式組，再利用電腦的快速計算特
性，將觀測到的氣象資料輸入進行計算而達到天氣預報目的，此方
法稱為「數值天氣預報」(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主要運算
模型為「大氣環流模式」(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GCM)。相對
於傳統的主觀預報，數值天氣預報被認為是具有理論依據、不含主
觀因素的研究方法，再加上計算時間短等優點，已成為目前短期天
氣預報的主流方法 (陳正改，1995: 193-195)。由於天氣預報需求多
為區域性，需要迅速並準確獲得近期天氣狀態的結果來符合社會需
求，太複雜的模擬不僅增加運算時間，也不必然比簡化的模型有更
好的預測結果，因此一般區域性天氣預報模型會選擇符合現有電腦
硬體設備、且相對簡易的大氣模型進行預報工作。換言之，在氣象
預測的科學實作中，會將模擬重點放在造成氣象變化的大氣活動而
忽略其他相關但影響不顯著的因素，如洋流變化、溫室效應等因素。

4 大氣資料的收集包含了目測天空狀況、風向風速、能見度、氣溫露點、海平面氣壓、

氣壓趨勢、降水量、雲狀雲高、氣溫、濕度、氣壓。這些資料的收集又包含了地面
觀測與高空觀測等不同高度的資料收集 (陳正改，1995)。
5 大氣物理原則主要是依據 1918 年挪威氣象學家 J. Bjerknes 所提出的挪威氣旋模型
(Norwegian cyclone model) 鋒面學說 (Ahren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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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期氣候模擬：多種環流模式
近幾年來獲得科學家、政治家與一般大眾注意的全球暖化和氣
候變遷的議題，屬於長期氣候變化趨勢的現象。地球氣候的變化非
常複雜，牽涉到許多不同類型的因素，因此僅僅考慮地球大氣環流
本身的性質與變化結構尚嫌不足，還需要將太陽輻射、海洋、冰雪
圈、陸地表面以及生物圈的分佈、性質與結構等因素的影響納入考
量。 6 短期天氣情況的變化雖然也會與洋流、海陸分佈、輻射量等
因素相關，但相較來說影響較小而被忽略。因此在進行長期氣候的
研究與預測時，除了數值天氣預報中會用到的「大氣環流模式」外，
通常會再加上個別的環流模式，如「海洋環流模式」、「海冰模式」、
「陸地增散模式」等，以進行相關的研究和計算。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短期天氣模擬與長期氣候模擬的差異。用於
短期氣候的氣候模型著眼於計算的效率與成本，因此通常採用相對
簡易的模型，如中央氣象局採用的全球預報系統 (Global Forecast
System; GFS) (葉天降等，2012)。 7 其次，由於短期天氣的預測需
求多於當地特定區域的預測，而影響小範圍區域的天氣演變跟掌握
該區域之大氣氣壓之高低變化、鋒面性質、當地地形、該特定時段
的水汽 (雲) 分佈、氣溶膠 (aerosol) 的型態與多寡等因素較相關， 8
6 太陽輻射的多寡主要與太陽本身的能量變化有關，但太陽黑子、地球公轉變化、地

軸傾斜角度、地球軌道偏心率變化等因素也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冰雪圈主要指南北
極的冰層變化；陸地表面包含山脈、岩石、湖、河、地下水等；生物圈則包含了在
大氣、陸地和海洋中生存的動植物之活動，包含人類本身 (陳正改，1995: 203-205,
250)。
7 近來因為電腦硬體的發展越發成熟，提高了計算的效率，因而用於短期預測的氣候
模型也越來越複雜。譬如兩週內的預報就會納入海溫變化的模型才會比較準確。
8 指那些懸浮在大氣中的各種固體雜質 (如塵埃) 和液體微粒 (如水汽變成的水滴和
冰晶) ，也稱為氣溶膠粒子、氣膠、煙物質。氣溶膠是水汽凝結的核心，對雲、雨
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因此是預測天氣時的重要變數 (陳正改，199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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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會採用與上述因子相關的模擬模型。長期氣候模擬關切的是長
期性的平均天氣狀況，如未來 10 年或 50 年的氣溫趨勢，因此相較
來說較無計算時間上的壓力，加以影響長期氣候變化的因素更多、
因素之間的交互關係也變得更複雜，因而需要長時間對大氣狀態、
以及其他相關現象的觀測與紀錄，這些都增加電腦運算的負擔，因
而也無法在數天、甚至數月內獲得結果。再者，由於長期氣候的平
均情況較少關切特定區域在特定時間的變化，因而可忽略那些造成
氣象現象的雲雨狀況等短期天氣變數，而多著重在海、冰、總體輻
射量的增減、生物圈的變化等影響長期氣候變化的因素。
從上述說明我們亦可注意到，氣候模型基本上是根據研究目的
來整合不同模組 (module) 以進行天氣或氣候的模擬。具體地來
說，大氣有大氣環流模型、海洋有海洋環流模型，而諸如氣溶膠、
氣溫、水汽等因素都有其相應的模擬模型。不同研究團隊會根據研
究或預測的需求、地區性的差異、硬體設備等現實因素將不同的模
擬模型進行不同模型之間的組合和橋接，形成相對全面或限縮的氣
候模型 (Dahan Dalmedico, 2007)。

三、氣象模擬之結構與操作
氣象學最重要的是對狀態轉變動態過程的模擬。要掌握從開始
到結束的一連串變化狀態，模擬模型本身必須掌握模擬對象背後的
變化原理，才能實現對象變化的模擬。因此模型的構成，最主要是
表徵氣象結構與變化原則的數學方程式。模型從設定模擬特定區域
的原初狀態的「初始狀態」或「初始條件」(initial conditions) 開始，
按照模型方程式的設定依時間進行計算。同時模擬的過程須將物理
定律數學化，組成模型的基本物理定律，理想上應該能以數學模型
反映物理的結構。然而建立在物理定律之上的複雜數學模型加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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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實證資料，常無法得出明確的數值解，因此為了電腦計算上
的方便性與順利完成計算，構成模型的方程式僅能追求「趨近解」。
模擬模型的另一個重要過程是參數化 (parameterization)。簡言
之，參數化是利用已觀測到的變數數值去推估未觀測到的變數數
值。舉例來說，為了獲得未來天氣的變化狀態，氣候模型會將進行
大氣環流的區域切割成等面積的網格 (grid) 來進行計算。9 但是此
舉不易分析小於網格的氣候變化過程，故在模擬中需要利用較大尺
度資料去推估小於網格氣候變化之狀況，亦即是參數化過程的數值
計算。又如網格中的雲量與濕度這兩種資料要如何關聯起來是模擬
模型必需要處理的重要問題。我們或許會認為這兩種資料的關聯要
依賴於相關氣候理論，進而透過數學方程式來模擬這兩種元素的互
動。然而即便我們已經有了雲量與濕度之關係的理論，但由於兩者
太過複雜導致數學計算上的問題，或是因硬體設備不足而無法進行
有效的數學計算。一個可能的方式是基於我們知道雲量與濕度之間
有共變關係，因而進行將兩者做平行連結的參數化。參數化過程對
於氣候模擬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一環，它可能是基於已知知識、未知
的假設、或是受限於使用之電腦計算技術和設備等級等條件，而在
數值計算理論的基礎上進行如找尋合適地連接方程式的方法、對觀
測資料進行截斷、精簡程度的取捨等分析活動，才可能完成模型的
參數化過程，讓模型可以順利地進行模擬計算。
據此，氣象學中的模型模擬過程可以簡述如下：首先從大氣的
觀測資料之收集和整理開始，然後將這些不同資料進行分析後獲得
初始資料、接著將不同層級的資料分別輸入模型中的不同模組之相
9 由於地球是圓的，但天氣圖為二維度的平面，因此為了進行網格計算，就需要進行

地圖投影的步驟，將地表投影攤開轉為平面。氣象地圖通成使用保角投影，達到盡
量避免形狀和角度變形嚴重的問題 (蔡清彥等，1990: 11-12)。

116

歐美研究

關變數欄位、進行參數化程序，讓電腦按照模型的結構和程序計算
這些初始狀態隨時間變化的結果，以作為對未來氣候變遷的預測。
故初始狀態的建立、模型的組成與參數化過程對模擬結果有決定性
之影響，特別是他們是建構模擬模型過程中造成著不同類型的「不
確定性」的重要因素。因不確定性的存在，使得模擬結果與實際現
象有誤差，導致對氣候模型的質疑 (Maslin & Austin, 2012; Parker,
2010, 2011)。

參、模擬模型的不確定性
氣候模型的不確定性可區分為三類共七種，其中包含與模型實
作有直接關係的模型結構與資料的不確定性，和與模型本身無直接
關係的偶然外在條件之不確定性。在這三類下的七種不確定性分別
是：建構模型時的 (1) 建構模型方程式之氣候理論的不完備性、(2)
模型選擇的不確定性、(3) 參數化過程的不確定性；資料的不確定
性則包含了 (4) 有限觀察資料、(5) 資料與理論背負、(6) 初始條
件的選擇、最後則是 (7) 氣候環境結構的不確定性。以下就各點分
述之，並說明學者對於不確定性之處理方法。

一、氣候理論的不完備
大氣運動與變化的原理原則上依賴於物理學的研究成果；而將
這些原理應用到氣候現象上則歸功於數學與電腦技術，因此氣候科
學 可 視 為 是 結 合 物 理 學 、 數 學 和 電 腦 科 學 的 應 用 科 學 (Lloyd,
2009)。然而要精確掌握天氣與氣候的變化，仍需要實際的氣候知
識，如對冰河期規律的掌握、雲、雨、海、冰之間的關係研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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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科學家對於氣候變化之規律本性的掌握還不是非常充分，10 這影
響並侷限了模型本身的建構，進一步影響方程式的參數設定、以及
不同參數之關係結構的想像。這種不確定性明顯地無法透過模擬本
身的數學調校、或是提高觀察資料的精準性和涵蓋度來改善。

二、模型選擇的不確定性
目前全世界的大氣或氣候研究中心分所使用的模擬模型約有
數十個，但即便是相同的模型為不同地區所使用也會因地制宜而有
在地化的差異。因不同的氣象模型都可用來模擬同一地區和時間的
演變，並且模擬結果有很大的差距，這也就產生了模型選擇的不確
定性問題：面對同樣的模擬對象，我們應該選擇哪一個氣候模型來
進行模擬？一般而言應選擇最能獲得準確結果的模型，然而實際上
很少有決定性的證據來確定哪個模型比較可靠。如文獻指出，當挑
選 IPCC 報告中的七個氣候模型來模擬亞洲季風的季節和年際變化
後，發現模擬結果的差異度甚大；若區分成南亞、東亞和西北太平
洋三區分別模擬季風，則此七個模型對南亞的模擬結果較吻合觀測
數據，對西北太平洋的模擬最差。不過模擬結果與實際觀測比較後
可發現大多數模型對風的模擬結果都比雨量模擬表現來得好 (卓盈
旻、盧孟明，2009)。

三、參數化的不確定性
如前文所提，氣候的模擬模型通常必須將處理不同對象之方程
式中的參數以特定方式關聯起來，以利電腦進行計算。參數化的困
10 譬如臺灣大學張智北教授與夏威夷大學王斌教授都曾於 2015 中央氣象局「天地人

學思論壇」公開表示此看法。兩人根據他們的研究領域分別推測出自然因素的不
確定，導致氣候或氣象模型的建構有缺失。另參見 Chang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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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來自不同測量尺度的轉換 (Oreskes, Shrader-Frechette, & Belitz,
1994)。以前面提到的濕度與雲量的關係來說，雖然已知雲和濕度
的關係非常關鍵，然而兩者的尺度差異還不算大，因此可以平行連
結的方式處理。但是有些方程式的單位尺度差異非常巨大、甚或無
法確知兩變數之間的關係時，參數設定就變得非常不確定。這樣的
不確定性也會擴大到看似合理的參數設定上，雖然認知差異不大，
但其模擬結果將會非常不同。因此即便參數化的不確定性可透過其
它領域的研究來降低，其不確定性程度還是很高。不管不同變數之
間的參數化關係為何，模型的使用者都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哪種關
聯方式是最適合的？選擇不同參數化方式，除了代表了不同的結構
關係外，也連帶會影響到模擬結果，因而構成方法論上的難題。

四、有限觀察資料
氣象研究者必須透過原始觀測資料對研究主題或目標進行分
析以了解已發生的情境，因此觀測資料的正確性扮演著關鍵的角
色。然而縱然目前科技已使我們可獲得的觀測資料比過去來的多且
準確，我們仍然無法完全地觀察到天候的全貌。故在計算模擬的實
作上將大氣所在空間虛擬地切割成固定的網格大小來進行相關的
演變推算，但實際上觀測者或觀測站不大可能都正好在模擬網格所
在的點上。譬如不同高度的大氣狀態對於預知天候變化是非常重要
的資訊，目前獲取相關資訊的方法是透過全球氣候中心在同一時間
同時施放觀測氣球的方式來進行。在陸地上的氣球施放相對容易，
但是海上的氣球施放就有非常高的難度，因而我們就必須透過推測
的方式來獲取那些無法施放觀測氣球之地點的天候資訊。11 由於輸

11 蒙中央氣象局洪景山博士告知作者此資訊，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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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氣候模型的數據是有限的，故建模 (model building) 的過程勢必
須因可得觀測資料做調整。

五、理論負載
除了觀測資料不齊全的問題外，某些觀測站也可能因為各種可
能的原因，如機械故障，不良環境等，而無法正確反應當時的數據
資料。這些實際操作上的問題使得模型操作者必須對獲得的觀察資
料進行除錯，將異常或不合理的資料剔除、並透過已取得的天候資
料對無法取得之資料根據特定的方法來推出合理數值之後，再將這
些處理過的資料送輸入電腦進行計算模擬。在電腦科技尚不發達時
通常由人工判斷來進行此工作，目前則多由特定的電腦方程式代
勞，稱之為資料同化 (data assimilation) 技術。操作模型者要如何
進行資料同化也有許多不同方法，但由於資料同化是由主事者決定
依照某一特定理論的原則進行，故資料同化的過程包含了操作同化
程序者的主觀判斷，因此有觀察資料為理論負載 (theory laden) 的
性質，有不具完全客觀性之慮。

六、初始條件的不確定性
數值天氣預報系統中存在著非線性過程，在設定作為第零期初
始狀況時，初始的細微不同可能會在多期模擬後造成顯著的差異。
初始條件的不確定性同樣源自研究者對於實際複雜氣候現象的不
完全資訊，同時與研究者所決定的研究方法相關，如是要選擇輸入
尚未被處理過的原始資料、抑或是要選擇同化技術處理過的資料。

七、環境條件的不確定性
氣候模型的模擬無法將突發的因素納入系統中來處理，譬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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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碳排放量會以什麼方式增加或減少、何時會有火山爆發，產生蒸
氣和灰塵而影響天氣和氣候、或者像是海洋上突然形成的颶風或颱
風也會影響氣候變化。由於這些偶然因素不是構成大氣變化的常規
性原因，因此就無法對這些額外條件進行表徵和模擬。因此當影響
氣候或氣象的偶然因素出現時，也就會造成模擬結果的不確定性。

八、系集預報方法
面對觀察資料與模型本身的不確定性問題，模型模擬發展出
「系集」(ensemble) 研究方法來因應。如上所述，由於目前用來模
擬大氣系統的模型有數十個不同選擇，並且由於相關理論尚未發展
完全、以及前述的不確定性問題，研究者很難判定哪個模型比較接
近實際的大氣系統之運作。
一個解決之道是不單只依賴一個特定的模型和單一資料，而發
展出系集預報方法 (ensemble climate prediction)。簡言之，系集預
報方法包含了用同一初始條件來進行每一個可用的模型模擬、或是
同一模型執行不同初始條件的方式來進行模擬。前者稱為多模型系
集 (multimodel ensemble) 研究、後者稱為擾動物理系集 (perturbed
physics ensemble) 研究。
多模型系集研究採取具有不同方程式的模型來進行對未來氣
候變化的預估，通常這種方法必須仰賴目前世界上不同研究中心之
團隊的參與，這是在資源有限，以及各團隊擅長或擁有之模型不同
的情況下所發展出來的策略。
以全球是否暖化的模擬為例，每一團隊的超級電腦會根據被遞
交的情境以及相關數值來進行模擬。各團隊所得到的模擬會被送給
專業的團隊進行綜合性的分析和評估。擾動物理系集研究使用單一
模型的多種版本模擬。在此方法中最合適的參數仍假設是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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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模型會保持方程式結構不變，但將可得的不同數值都輸入
該模型進行模擬。近來同化技術偏向以數學化的方式獲得「客觀的」
物理參數，但之後仍需以專家依其經驗來判斷分析後獲得預測結
果。 12

肆、模擬模型的確證
在過去的科學哲學研究中，科學理論是最主要的討論對象，代
表性學說如邏輯實證論者視模型為由科學理論所推導出的一種「對
應原則」(correspondence rules)，故模型的確證亦附屬在理論之下，
如當經驗資料與理論陳述不符之時，模型也一併被拒絕。但在科學
實作中模型扮演獨立亦積極的多元角色，除語意觀點 (semantic
view) 認 為 可 以 通 過 以 一 組 相 同 結 構 的 模 型 集 合 來 定 義 (van
Frasssen, 1980)、或解釋 (Giere, 1988) 科學理論，更多基於科學實
作的當代模型論者認為模型是獨立的個體 (autonomous agent)，其
在建構之始便非依附於理論 (如理論模型) 或經驗資料 (如經驗模
型)。模型也是一種媒介 (mediator) 工具，不僅是理論與真實世界
的媒介工具，而且在科學研究過程中融合各種研究活動，使研究者
可以從建模的過程中得到科學知識，強調模型自有的知識力，故傳
統 的 科 學 哲 學 圍 繞 在 科學 理 論 的 討 論 ， 如 與 發現 和 證 成 的 脈絡
(contexts of discovery and justification) 的相關議題，皆需在基於科
學實作的基礎上重新檢視模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Morgan &
Morrison, 1999)，氣候模擬模型亦不例外。
但模擬模型的獨特之處在於以數據計算的方式「重建」
(reproduce) 所欲研究的對象 (Edwards, 1999)，故模型與理論的關
12 參見 Parker (2011) 所指出氣候模型分析過程中專家意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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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不在於以經驗數據來「檢定」理論，而更似將理論知識「應用」
於模型以模擬現象 (Winsberg, 1999)。同時就氣候變遷議題而言，
問題在於特定的氣候模型，基於存在前文所列舉之各項不確定性的
前提之下，其所模擬得出的氣候變遷狀況是否與真實現象相符，故
科學探究的主體為模型本身。因此在檢證氣候變遷時，不同於邏輯
實證論所主張的假設－演繹式 (hypothetico-deductive) 確證理論
(confirmation theory) 所主張之證據 (E) 與理論 (T) 所推導得出的
假說 (H) 的經驗支持的關係，氣候變遷的假說是透過模擬模型建
構得出。因此異於邏輯實證論的 E—H—T 的確證關係，氣候模擬
研究表示對模擬模型 (M) 的 E—H—M 的確證關係。
特別是模擬模型的組成已包含了實際資料的因素，使得奠基於
理論與觀察陳述完全區分的假設－演繹式確證理論不適用於此實
作。早期討論氣候模擬模型的科學哲學文獻，如 Edward (1999)，
具體指出由於在參數化的過程中以實證統計資料設定模型參數而
使模擬模型具有「資料負載」(data-laden) 的特性。氣候資料負載
模型並非特例，鮑曼 (Marcel Boumans) (1999) 也同樣觀察到經濟
學模型包含了資料因素，將此種模型的證成稱為「內建的證成」
(built-in justification)，表示該部分已為證據所支持。由此而論，不
論科學模型是具有資料負載或內建的證成特性，皆表示在科學實作
中模型內部已包含證據的關聯性 (evidence relevance)。故舊的確證
理論未臻完善，科學界與哲學界需嶄新的確證理論加以詮釋。換言
之，模擬模型的假說建構具體地表現模型做為分析媒介工具的主體
性，並提供重新檢視哲學學說的實作基礎。同時，科學哲學家們對
於氣候模擬模型的討論提供對氣候變遷研究的反思，充分表現科學
與哲學在彼此交互反思的過程中互相增長的歷程。確切而言，由於
模擬模型的特性與其建模過程中各項不確定性的存在，故我們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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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為主體，重新思考證成的方法論。
在此脈絡下，科學哲學研究者對於氣候模擬模型的本質與其確
證 有 不 同 的 論 述 ， 氣 候變 遷 領 域 權 威 科 學 哲 學家 歐 蕾 斯 柯 斯 自
1990 年代始便已出版一系列關於氣候模型的哲學討論 (如 Oreskes,
1998, 2010; Oreskes & Belitz, 2001; Oreskes, Shrader-Frechette, &
Belitz, 1994)，特別是歐蕾斯柯斯等 (Oreskes et al., 1994) 明確主張
在檢視氣候模型時應需將確證性 (confirmation)、有效性 (validation)
與檢證性 (verification) 分開。以下的說明將由歐蕾斯柯斯的論點出
發，並對兩位科學哲學家洛依德與帕克的相關著作 (Lloyd, 2009;
Parker, 2009) 加以分析，以探討科學哲學文獻中對於氣候模擬模型
確證議題的討論，並對其所呈現的科學模型的知識論、實在論、與
方法論意義加以說明與評論。
歐蕾斯柯斯對於氣候模型的驗證抱持極端否定的態度。以歐蕾
斯柯斯等 (Oreskes et al., 1994: 642) 的論點觀之，我們可以認為因
為模型所包含的眾多不確定因素使得實際觀測永遠無法完全驗證
模型的真值。該文依序駁斥各種不同的哲學與科學上所使用的驗證
概念。首先「檢證」(verification) 指真理的斷言或確定，因此檢證
一模型即是確定該模型的真值。但僅當一體系是封閉的才可能確定
一命題的真假。這是因為封閉體系中的項目才可能被完整定義，以
確保在系統中的相關邏輯推論之有效性，如形式邏輯、數學都是典
型的封閉系統。換言之，他們認為檢證性必須建立在系統模型中的
所有構成元素是獨立且正確的才可能達到，但是大氣環境為一開放
體系，故無法模擬模型的真值。除了本文前述所指出的不確定性之
外，歐蕾斯柯斯等人並提出建模過程中輔助假設的問題。他們認為
在建模的過程中常需設置額外的輔助假設，但錯誤的輔助假設所產
生的誤差有可能因互相抵銷之故而無法察覺，換言之，當一個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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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模擬結果符合資料時，並不能就此推論該模型是真實的。若
是以經驗資料的符合性來論定模擬模型之檢證，自然會有不足決定
(underdetermination) 之慮。科學家有時以數值解與分析解是否相符
之「數值檢證性」(verification of numerical solutions) 作爲判準，但
既然兩者皆僅在於特定條件與設定成立，故兩者之相符既不能證明
數值解反映了其他條件設定的分析解，更不能證明數值解反映了真
實世界，充其量僅是一種「基準化」的作為 (bench-marking)，表示
與未知絕對值的標準相較的分析方式。
其次，若以「有效性」(validation) 作為驗證，則明顯地僅能表
示模型體系的一致性 (consistency)，在此歐蕾斯柯斯等 (Oreskes et
al., 1994: 643) 對於有效性的看法等同於方法論中的內部有效性
(internal validity)，而學界已廣泛認為內部有效性僅能作為推論合理
性的判準，不能保證對外部真實世界的表徵能力。此外，他們認為
有些模型包含「調校」(calibration) 的過程，在此所表示的氣候模
型調校的意義與經濟學中的意義相似，皆為以設定不同的參數值使
得理論與實際資料趨於一致。歐蕾斯柯斯指出這是學者所建議的兩
階段驗證過程，首先做模型調校，再驗證模型結果。但他們認為這
種方式同樣地會因開放體系與不確定性之故而缺乏驗證性。同時，
因模型調教是設定不同的參數值去符合經驗資料，等於是強迫模型
結果與真實世界相符，故歐蕾斯柯斯等人借用范弗拉森 (Bastiaan
Cornelis van Fraassen) (1980) 的「經驗適切」一詞，表示模型調教
僅能得到「被迫的經驗適切」(forced empirical adequacy)，而非檢測
真值。至於氣候模型是否可「確證」，歐蕾斯柯斯等 (Oreskes et al.,
1994: 643) 強烈表示以實際結果與模型的模擬結果相符去確證模
型為真的論證犯了肯定後件的邏輯謬誤，同時簡短地表示雖科學哲
學中韓培爾 (Carl Hempel) 式的確證理論中以例證 (instance) 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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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或律則，並且隨著例證的增加而增加其確證力，但這僅是增加
確證的機率，不能就此推論其為真。
故歐蕾斯柯斯等 (Oreskes et al., 1994) 得到相當悲觀的結論：
模型如小說 (novel) 一般是虛構的，雖具有真實的因素，但確證是
不可能的。他們因此建議我們避免使用那些用來評價模型為真的相
關「檢證」概念來評估模型、改用質性語言如「優」(excellent)、「好」
(good)、「可」(fair)、「差」(poor) 等來評估各模擬模型與相對於
觀察資料的表現。至於模型的功用，他們則主張模型可作為「啟發
工具」(heuristics tools) 從事問題分析，進而協助模型操作者根據模
擬成果做進一步研究，但模型最大的用途在否證而不在確證，在論
文最後作者們寫道：「模型最有用之時是在被用來挑戰 (challenge)
而非檢證 (verify) 與生效 (validate) 既存的構想。任一科學家被要
求使用模型去做檢證與生效某一業已確定的結果時，應抱持懷疑的
態度」(1994: 644)。
模擬模型所具有的不確定性是否導致模擬模型僅能作為啟發
性的工具，而對於科學實作沒有更積極的作用？不同於歐蕾斯柯斯
所代表的悲觀觀點，洛依德 (Lloyd, 2009, 2010) 認為模擬模型的操
作具有確證性，因此具有科學上的客觀性。強調科學理論對於建構
氣候模型的重要性的學者 (如 Edwards, 1999 與 Petersen, 2006) 認
為資料負載的特徵是一缺陷，模擬結果符合資料不但不能保證模型
背後所依據理論是真實的、亦無法證明模型確實表徵了實在界。洛
依德認為這些學者抱持化約主義 (reductionism) 觀點，認為氣候科
學須基於 (化約為) 物理科學，因而主張模型的核心不應該由經驗
資料來決定或影響。但洛依德不認為氣候模型需要來自更高階的理
論法則去獲得參數值或進行參數化過程，他的立場是，作為應用科
學的氣候科學是與經驗密切相關的學問，因此使用經驗來驗證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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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本來就是合理的科學方法，而不會成為反對氣候模型之方法的
客觀性理由。她也認為氣候科學本身並沒有完整掌握影響氣候因子
的完整理論，而是建立在物理學和數學之基礎上的應用科學。因此
氣候科學家的工作是將流體力學、熱力學等與大氣變化相關的物理
理論以數學等式關聯起來，並應用到氣候系統之個別部的理論。冰
層、植匹、土壤和水蒸氣以及大氣系統之間的複雜互動關聯被表徵
在特定的氣候模型中。因此氣候模擬模型是理論接合 (theory articulation) 和應用的典型例子。
洛依德 (Lloyd, 2009: 216-219) 提出了三個支持氣候模型之客
觀性的評價標準，首先是「模型適配」(model fit) 的程度。洛依德
所稱之「適配」即為將模擬結果的模型與實際觀測資料進行比對的
確證方法，適配代表了模型所包含之假設在特定面向或程度上吻合
了真實世界，故此標準即是本文前述討論所探討的模型與實際現象
的預測、說明與表徵的關係。洛依德認為雖然有學者 (Edwards,
2001; Parker, 2009) 主張氣候模擬模型存在有以調整參數校準模型
以獲得較好的觀察值的主觀因素，而反對經驗適配的判準，她的立
場表示不應完全排除經驗作為模型的判準。洛依德以對流層頂的溫
度變化模擬為例，指出氣候模型的模擬結果與對流層頂的觀測數據
相吻合，而此良好適配並沒有經過調整，故可作為模型的確證。洛
依德接續指出適配的可靠性來源之一是證據的多樣性 (variety of
evidence)，雖然他在此點上將不同種類的「多樣性」混雜地討論，
但直觀而言，她表示即便是有特設與主觀因素的存在，若總體模擬
模型的結果符合多項氣候現象，亦即氣候模型在不同變數和不同模
型特徵下顯示出良好適配時，即可認為氣候模型得到現象的支持。
在此洛依德表示她抱持貝氏確證論 (Bayesian confirmation) 的立
場。簡言之，貝式確證指證據 E 確證假說 H 若 H 成立的先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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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大於 H 成立的先驗機率，即 P(H|E) > P(H) (Talbott, 2015)。 13
洛依德據此表示：若一模型有較多獨立證據支持，則其確證程度較
高。最後，洛依德 (2009: 219-222) 引用 Weisberg (2006) 的穩健
性 (robustness) 分析，佐證多元證據對模型之支持的重要性與可靠
性。穩健性在科學研究中，如計量經濟學或統計學，指估計值不因
變數或觀察值的增減而有顯著的改變 (Lu & White, 2014)， 14 在此
穩健性可指不同模型在進行相同時間和相同目標的模擬時都獲得
相近結果的，或是同一模型輸入不同變數量時都得到相似結果的穩
定現象，就氣候模型而言，如本文前述所提到的系集方法用同一初
始 條 件 來 進 行 各 模 型 模擬 或 是 同 一 模 型 執 行 不同 初 始 條 件 的 模
擬，若獲得同樣的趨勢變化或相近結果，便呈現模型的穩健性。洛
依德以 Randall et al. (2007) 為證，指出他們的研究以模擬二十世紀
全球均溫為目標，以系集方法並使用 14 個不同模型、共進行 58 個
不同的模擬，這 58 個模型的平均與實際觀察到的資料曲線大致吻
合。洛依德 (2009: 220) 認為這樣多元並高度適配的結果顯示了這
些模型必定掌握了實在界氣候變化的結構或部分過程。相反地，如
果諸模型模擬的結果模型彼此之間有很大變異，那麼這顯示了這些
模型可能有誤。故我們可接受如下的歸納論證：若存在有充分數目
的具有相同因果結構並符合現象的異質模型，則可以推論真實世界
也具有與模型相同的因果結構。但不同模型都有相似結果，有可能
是肇因於建模的社會收斂過程 (social convergence process) (2010:
979)，意指因為模型建構者或使用者可能共享了相同的模型建構意
識和方法而造成的誤差。因此洛依德認為有必要考量模型的模擬結
13 關於貝氏確證理論請參見 Talbott (2015) 或 Lloyd (2009: 218) 附註 4 的短述。
14 經 濟學 穩健 性分 析的 哲學 評述請 參 見 Kuorikoski, Lehtinen, and Marchionni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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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獨立性，當研究是彼此相互獨立的，即可確信穩健性的存在，
而可確證模型表徵了實在或特定因果過程。
據此，洛依德主張根據這三點可以說明印證一模擬模型的客觀
性來源。她認為如果我們只看模型較為不足之處來評估模型，則幾
乎所有的理論或模型都會被拒絕。她的建議隱含了我們應試著去說
明和瞭解氣候模型實作中的特點，以她所建議的適當判準來評價全
球氣候模型，以了解其與經驗證據之間的確證關係。

伍、模型確證的哲學問題
由歐蕾斯柯斯與洛依德兩位科學哲學學者對氣候模擬模型的
確證問題看法，我們可由學者對於模擬模型的不同科哲觀點，探究
科學模型的哲學意涵。學者的共識是模型乃是表徵 (representation)
或表徵的工具 (representational tools)，但就模型的真值有不同的意
見。歐蕾斯柯斯等 (Oreskes et al., 1994: 644) 認為表徵是模型作為
啟發性工具的主要價值，但亦暗示模型的價值僅作為輔助研究的啟
發性工具，但「不易證明 (其真值)」。歐蕾斯柯斯等如同當代模型
論科學哲學家一般將模型作為科學中主要的啟發工具之一，認為模
型 對 於 引 導 推 理 的 進 行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Morgan & Morrison,
1999)，並非認為模型可作為證明實在的表徵，他們引用卡特萊特
(Nancy Cartwright) (1983) 的論點，認為模型是虛構物 (fiction)。
但虛構物是否便據此不為真？卡特萊特 (Cartwright 1983: 153)
早期的作品認為模型是理想化 (idealization) 下的產物，但因模型的
某些組成要素是不存在於真實世界的，因而不盡可由理想化的模型
推導至真實世界，故模型是虛構的作品 (a work of fiction)。15 歐蕾
15 自不贅言 Cartwright 後期對模型的看法有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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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柯斯等 (Oreskes et al., 1994) 將模型類比為小說自然也與由「虛
構」的英文字彙 “fiction” 延伸它所指涉的「虛構小說」字義有關。
消極者認為模型如虛構的故事，現實所發生之事不能證明虛構的故
事是真的，但積極者會認為小說 (特別是寫實小說) 雖然是虛構的
故事，但是其中的場景，甚至是人物與情節，都可能忠實反映現實
世界所發生的情事，亦即是虛構小說的故事具有其真實性，甚至可
能在現實生活中發生。所以驗證的方向不是由現實證明虛構，而是
看虛構是否出現於現實世界。據此，歐蕾斯柯斯等人對於氣候模擬
的觀點和當代科學模型論中將模型視為是虛構物的觀點一致
(Cartwright, 1983; Frigg 2010; Suárez, 2009)。同理，模型的真實性
可以由其內容或預測是否符合現實加以驗證，如范弗拉森 (van
Fraassen, 1980) 的經驗適切性在科學哲學界中便被認為是以觀察
判定模型的真值，而洛依德以模型適配、經驗適切性來評價模擬模
型的觀點亦採取相同的歸納邏輯：若證據 ei 與模型 M 的某一因素
mi 相符，則我們可歸納得出 M 就此層面真實地表徵了真實世界。
據此，洛依德的多元證據觀可表示為當有多個證據，如存在有 ei 與
ej 且 i ≠ j 並分別對應於 M 中的因素 mi 與 mj 時，模型即具有更
高的真值。利用相同的推理邏輯，甚至有學者 (Sugden, 2000, 2009)
認為我們可以由此推論出模型與現實世界具有相同的起因結構，因
而模型是「可信的世界」(credible world)。 16
所以，吾人若據此認為模型無法具有知識上的認知意義，則完
全誤解當代模型論中「虛構物」的討論。由上述討論可知，學者指
稱模型是虛構的，並非因為模型「完全不符合」真實世界，而是因
為它「不完全符合」真實世界，兩者之差異大矣。科學哲學中關於
16 關於模型為可信世界的科哲討論，參見 Erkenntnis 2009 的專刊，與趙相科 (Chao,

2014) 的評論 (見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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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與虛構主義 (fictionalism) 的討論與科學實在論 (scientific
realism) 的發展息息相關，但當代實在論問題的研究共識是以標的
物做區分，如認為理論為真的理論實在論 (theory realism)、存有物
為真的存有物實在論 (entity realism)，甚至測量與實驗等均有相關
的實在論討論。故以模型是否「完全」符合真實世界做為模型是真
實或虛構的斷然二分，隱含模型的整體論 (holism) 觀點，與當代科
學哲學界對模型的認知有極大的差距。吾人應有「模型≠世界」的
基 本 認 知 ——模 型 飛 機 不 是 實 際 飛 機 、 地 球 儀 不 是 地 球 、 華 生
(James D. Watson) 與克里克 (Francis H. C. Crick) 用鐵線與厚紙
板做的 DNA 模型不是真的 DNA、電腦模擬模型是人工智慧的產
物，自然不是實際氣候體系。稱其為基本認知的原因是不論哲學或
科學界幾乎不會存在有模型即為世界的看法，故我們不應以模型
「完全不符合」真實世界的前提推論至模型無用論。在 Arthur Fine
(1993: 16) 對科學哲學中的虛構主義 (fictionalism) 的分析中，相當
明顯指出由理想化方式所建構而成的虛構物知識價值，藉由討論
Hans Vaihinger 的「擬似」(as if) 方法論，他表示理想化是科學實
作中必然而然的要素。如圖像、電腦模擬、決策模型皆是科學虛構
物的例證，也是科學模型的特質。
甚至如果我們詢問大氣科學家們「您是否相信氣候模擬模型是
真的？」這樣的問題，幾乎不會得到否定的答案。17 由前述歐蕾斯
柯斯等 (Oreskes et al., 1994) 對「檢證」、「確證」、「有效性」
等概念的分析可知科學家們在實作中所使用的詞彙明顯不盡然等
同於哲學中的定義相同，自然他們的「真」、「偽」詞彙亦是如此。
況且科學家可能因相信模型所包含的物理定律為真，而認為模型為
17 作者之一曾於中央氣象局所舉辦的公開演講活動中非正式地就此問題詢問數位氣

象學家，而皆得到肯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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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因所包含的因果結構符合真實結構，而認為模型為真；因模型
的預測值與觀測值一致，而認為模型為真。故單純的「相信大氣模
擬模型為真」不盡然表示大氣科學家反對氣候模型是科學虛構物，
僅能表示科學實作者對於氣候模型抱持著單純的實在 (realist) 觀
點。況且科學哲 學界另一共識是僅討論 「近似真」 (approximate
truth)，雖然在科學哲學中尚無法完善地定義「近似」的概念，但是
在科學模型的脈絡下可以理解為模型使用者利用模型表徵現實界
的部分。若是如此，當模型「真實地」表徵了模型使用者所欲利用
模型表徵之處，自然地模型使用者會認為氣候模型是「真的」。
由此觀之，歐蕾斯柯斯等 (Oreskes et al., 1994) 所指模型作為
科學研究的啟發工具是正確的觀察，但也許應正面的看待此特質，
積極地承認其為模型的優勢。以科學家的實作而言，一特定的氣候
模型可能著眼於大氣的現象結構 (如國內外華人學者張智北和王斌
的研究工作)、可能是用來掌握現象變化的一種速算法 (如唐景山的
模型調校)、也可能只是想從現有資料去推出最可能的現象規律 (氣
候模型的一般建構方式)，端看科學家的使用目的，以其工具價值作
為評價，避免以傳統的真值標準來討論氣候模擬模型的確證問題。
洛依德的立場便可解釋為在模型被理解為表徵工具時應具備
的標準。洛依德也同樣認為模型是一種科學家為了特定目的，而意
圖使用模型來表徵世界之特定部分或面向之物，亦蘊含了一模擬模
型只有部分對應了真實世界，而其他則否。舉例來說，科學家為瞭
解或說明全球均溫的變化而建構了一個可適切表徵「全球均溫變
化」的模擬模型，但這並不真實的反映地球表面的實際溫度，也不
被當作是地表的實際溫度，而只是科學家用「均溫」的觀點來理解
或解釋地球氣候的變化趨勢。洛依德師承范弗拉森，她借用范弗拉
森 的 經 驗 適 切 性 作 為 模 型 的 判 準 ， 雖 不 盡 然 與 范 弗 拉 森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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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assen, 1980) 的定義完全相符，但已清楚的表現模型應僅說明已
觀察到的現象之建構經驗主義 (constructive empiricism) 立場。但是
洛依德的方法論點，不論是模型適切、多元證據和穩健性都是基於
經驗證據對於模型的檢定，如同所有經驗主義者都無法迴避的歸納
問題，其並不能完全規避歐蕾斯柯斯等 (Oreskes et al., 1994) 所擔
心的不充分決定論的問題，特別是由經驗資料的適切推論至模型與
真實世界有相似的因果結構的歸納論點，由於真實因果結構的顯示
關乎於對現象的因果說明的有效性，並與實際公共政策的制定息息
相關，洛依德並未討論如何以經驗判準排除具有不同的因果結構的
模型得出相同結果的可能性。 18
另一方面，洛依德的確證理論遭受更注重經驗層面的哲學論述
的挑戰。相對於洛依德的正面態度，帕克 (Parker, 2009, 2011) 因
不確定性的存在而認為主張單純的經驗支持並無法作為驗證氣候
模擬模型的判準。即便帕克和洛依德對於模型的本質抱持相似的模
型使用者因特定目的而利用模型表徵特定目標的語意學派看法，但
在確證的方法論上有相異之處，帕克亦不認為穩健性與多元證據可
以是模型確證的判準，她指出這僅是以用實例的累積以增加確證力
的方式，暗示與邏輯實證論韓培爾式的確證方法的連結，並重申既
存氣候假說尚不足以完全說明大氣體系。同時模型是抽象化後的產
物，故即便模型可以說明觀測值的經驗適切性，還是無法透過模型
確證理論或假說的真值。由將模型視為表徵工具出發，帕克雖也關
注不確定性，但她在此處所討論並不是建模過程的不確定性，而是
指模擬值與觀察值之間的誤差。雖然建模過程的不確定因素與模擬
18 Chao (2014) 已證明除非對於兩者的因果結構皆具有充分的知識並能夠建立兩者

結構的表徵定理 (representation theorems)，否則科學實作中僅由模型結果與經驗
資料相符而得出相似因果結構的推論是不可信的 (incred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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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的不確定性為一體之兩面——因未知實際複雜系統中的相關
因素而無法建構完美模型以得到符合實際現象的結果，但帕克據此
批評洛依德 (Lloyd, 2009) 經驗適切性概念未考慮實際上估計誤差
的狀況，並進而提出兩個評價模型的概念，第一是將經驗適切性修
改為「目的適切性」(adequacy for purpose)，其意等同於本文前述
語意觀點所認為模型使用者利用模型達到特定目的，並強調以是否
適切的達到該目的為評價標準。她認為假說的確證在於 (1) 在模型
適切於某特定目的前提下去決定所欲觀察之物為何；(2) 在模型適
切 於 某 特 定 目 的 前 提 下 檢 視 結 果 與 觀 測 值 的 配 適 程 度 (Parker,
2009: 237)。這表示確證一模型是困難的，根據模型與經驗的密切
交纏關係，無法像洛依德所主張能有原則性的確證標準，而必須視
模型的表徵目的而調整、尋找不同類型的經驗證據來進行確證。如
當科學家欲探討在 2100 年時地表平均溫度是否會升高攝氏 2 度的
問題時，其所採取的模擬模型中所包含的假說不盡然是真實的或是
符合經驗的，但是若該模型能夠利用所有的資訊並為模型使用者提
供對地表平均溫度是否會升高攝氏 2 度的問題正確的解答，便符合
模型使用者使用該模型目的 (Parker, 2009: 235-236)。第二是採納
梅約 (Deborah Mayo) (1996) 所闡釋的「嚴謹驗證」(或「嚴謹檢定」)
(severe testing) 概念，認為學者應採用在學理上能夠充分區分假設
真偽的嚴謹檢定作為驗證的方式，以代替未有實作清楚操作定義的
經驗適切性。
就第一點目的適切性而言，其實帕克與洛依德對於模型的看法
並無二致，兩位皆服膺語意觀點，只是帕克 (Parker, 2009: 237) 更
強調以目的的達成作為模型評價的判準。對她而言，僅以模擬結果
與過去觀察值的符合作為經驗判準並不是嚴謹，須考量另兩個更重
要的目的：說明 (explanatory) 目的與預測 (predictive) 目的。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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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點嚴謹驗證而言，在科學哲學的發展中可觀察到 Mayo 所提出嚴
謹驗證的定義是以證據對欲考察的假說達到更高機率驗證，但她的
理論缺乏操作的定義，僅提供事後的合理化判準。同樣的，帕克
(2009) 關於檢定或驗證的看法中僅能原則性的提出數個實作上的
配適性要點，或實作上常用的樣本外檢定 (out-of-sample tests) (如
2009: 238 之例所示)。樣本外檢定在各學科的實作中皆被廣泛使用
為預測準確性的檢測，故可用來作為模型預測目的的判準，其他各
式統計方法也可視為處理模擬值與觀察值之間誤差所產生的不確
定性。但是就說明的目的而言，我們認為不僅是 Parker，本文所探
討的數位科學哲學家皆極少論及氣候科學說明的部分。雖然諸位學
者所提出的論點可看作最佳說明推論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但是他們皆極少論及因果關係或起因解釋。以帕克 (2009:
241-243, 246-248) 為例，她甚至用「理由」(reasons) 一詞多於「原
因」(causes)。19 該文並無明確指出氣候模擬模型的說明目的是因果
說明或者是最佳說明，甚至她認為氣候模型的評價是以預測目的為
主，學者應追求對變數預測的準確度，使預測值的誤差是在可接受
範圍之內。故以目的適切與嚴謹驗證下的模型是否合理地說明氣候
現象，尚需更多的論述來佐證。以 IPCC 報告為例，指出我們應追
求估計是「可信的」(credible)、「合理的」或「似真的」(plausible)，
模型作用則在於提供合理的數量估計，而洛依德的討論可以被重新
詮釋為「今日的氣候模型是適切於提供未來氣候變遷特定面向『可
信的』或『合理的』估計值的目的」(2009: 246)。當氣候模型的估
計值是可信的，我們可以「相信」模型中的理論要素在許多層面上
掌握了大氣變化的基本物理 (capture the basic physics)，故我們可接

19 參見 Donald Davidson (1963) 的經典之作中「起因」與「理由」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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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模型的預測是合理的 (2009: 246-247)。但是我們不能據此認為該
作者，或是認為我們可以宣稱該模型有可能掌握了完整的大氣因果
結構，至多僅能由此歸納出模型的部分「起因路徑」(causal paths) 或
「副結構」(substructures) 與真實近似。
對複雜的大氣現象僅有局部的理解是科學的事實，並不表示實
作上科學的不可知論。美國國家科學院與英國皇家學會兩大學術組
織 共 同 編輯 的 文 件《 氣候 變 遷 ：證 據 與 肇因 》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and Causes) 中強烈的認為科學家們已經得出全球暖化的
證據，並認為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溫室效應是主要之原因，但同時也
提及雖氣候模型對現象的解析能力從 1960 年代起就穩定提昇，但
模型間的差異有其不確定性，因而無法確認哪個預測方向較為完善
(英國皇家學會與美國國家科學院，2015: 19-20)，這種看似互相矛
盾的看法其實並不相違背。雖然模型對於完整大氣體系的模擬上有
不足之處，但若模型設計的目的是針對溫室效應造成全球暖化的起
因路徑，且合理的推論出此起因路徑，則我們可以相信此假說「溫
室效應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原因」在模型中獲得確證。

陸、從模型中學習
從上述的說明，我們可以了解對氣候模擬模型本質的不同看
法，反映出對模擬模型之確證觀念的差異。雖當代學者們皆視模擬
模型為啟發與表徵工具，但對於如何藉此確證模型則有不同的看
法。由悲觀地否定 (歐蕾斯柯斯)，到以經驗適切 (洛依德) 和目的
適切 (帕克)，本文所述的這些不同的方法論立場，似乎意味「虛構」
的模型並非是通往真理的道路，但是我們實是樂觀積極的說明模型
在科學實作的重要性，以氣候模擬模型而言，其在大氣現象研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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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政策的重要性自是無與倫比。在前文對於各家確證氣候模
型方法論的批判雖表示了不易由模型求得理論或假說的真值，僅能
做部分的、局部的確證。但需提醒的是，這並不表示模型的因素不
是實在的個體，除特設假設、輔助假設等建模過程中因事制宜的因
素之外，諸如大氣環境的變數、甚至是個別的物理定律皆有一定的
真實性，存在或成立於現實世界中。故其中之關鍵不在於個別因素
的真值，而是如何應用所有已知的科學知識去組織因素而建構出良
好的模型。治大國如烹小鮮，模型建構亦然。鮑曼 (Boumans, 1999)
的模型建構「食譜」說 (recipe account) 與卡特萊特 (如 Cartwright
& Hardie, 2012) 將起因結構比喻為「起因蛋糕」(causal cake)，皆
表示了模型建構者需發揮其技藝將相關因素治成，以建構出符合說
明、預測或表徵目的的裝置。
不論是在科學界或是在哲學界，未能指出起因結構或機制的學
說常有「黑盒子」之譏。但是由氣候模擬模型的個案觀之，即便是
我們對現象系統的理解僅有部分的因果知識，對科學家而言，這般
部分的知識已經足夠形成科學界對全球暖化的共識：地球均溫上升
的事實是由人類活動所產生的溫室效應所造成。故模型作為分析工
具，以「經驗適切性」可以說明模型在經驗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
「目的適切性」可以解釋模型的工具價值。更重要的是，這些實作
的討論表示了科學研究可由模型或建模的過程中獲得科學知識與
現象的理解。「從模型中學習」(learning from models) (Morgan &
Morrison, 1999) 也許是科學家們使用模型作為啟發工具最重要的
原因。在建模與分析的創意、操作與試錯過程中，逐漸地建立真實
的假說，接近真實的現象，我們因此可對於如氣候模型般的開放複
雜體系的研究有更積極樂觀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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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ritically appraising the logical positivist theory of confirmation and the philosophical accounts for climate simulation model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ssues of model confirmation in the contexts of
scientific practice of climate study. The epistemic merits of simulation
models, which are regarded as fictions due to the idealization in the
model building process, are to serve as heuristic tools the model users
use to achieve a certain purposes. In climate sciences, models are thu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dequate for the purposes of empirical exa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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