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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感

在入美社合度展中，尤其是當 20 世紀中什I;Á采，I;Á科掌知

棋是我表的人且要知棋友轉著趕來越夜大的作用;1更是，知改在 i品

等教律系?台特拉的、具有穹不間分接和錯翰的社告中究竟是如椅

戶生的，又是怎祥在述祥的社金及其第史費支是中特播動皮摔作

用的?它的形且是和友摔作揖勾某令特定社會的政治雄度、接濟

娃度有另史文化伶撓、社合現英軍事纜及其變化有什么美系，后者

滑比舍F~主哪接影吶?雖然，人們先玲是只夕之法知棋道主主拉米

化、通址特化:h 生戶力時導致物股文明教大皮展的現鹿和研究，

運是只夕之在知執在人樂感想、解放?智商所皮摔的 1重要作用的現成

和研究，都沒有涉及并且維以系統和科摯地間都流學阿趣。我

們 i人舟，在人乘巳現入新千年的今天， 3設視、研究以及科半地回

答迫些問題，先iÐ-汁于~商事Eí Ä走過!I:?tt研究視野，趕赴就充分皮捍

知忱的社合作用來氓，都具有非常 3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醋，就商方均在未莽的 1野史皮晨，充其就現代以來的西

方學朮界的皮展荷害，唯理智主文>>..朱主在如j 究古每一繞天下的境

地，先iÐ-~是強潤情感和生命体驗的非理性丸，起是個黨研究黨

文及其理解院趣的社會科羊和人文科傘，都在不闊的角度如展

次上反駁了唯理智主文并清反對知現結社會的夕之系的題: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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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況可以示支驗室特移到這且各地方。可以此與發室的視角采研

究迷祥的場所。遠科觀魚逆注入的完全看到了一科重要的現

象，寄送一現象是真發寰的研究者所一直美注的，需如事寞的

建梢，其縣上是在各手中坪境中正在不晰度生鵲事件。正

科意文上，工車工f本身卉始發位于一小與輯室一一一小皮明

句子葷的士在燕，在其中人 1fJ制造了新的現裳。 r午多立于強奴性特

化的研究勻述:里的現鹿村呆。在穆勒 Êj 臭軒星 (0' 妝品丹，)( 1994 

年組)社行的一科案倒研究中，龍的明磷地使罵了與鞋室乘此。

事與上，在 t式割成全球工「現代先峙影象來盤空建美麗工f 肘，

日本的模式倚入美閩台今伊拉諾斯，其中位話 3重新世汁賄物棲墨、

新汁算幫約三主并空間秩序，并按照一科“新詩楚漢公民身份"

峙理想來激進工人。在生在神情混下，正f本身就安成了一令依

擇其車身捌有的場所每內在美系的組合体w行功的妾，發裳，問

且新塑造了參Êj 迫科組合蕪的令人。

里再一次涉及到我們現在生活在一令知眾社金迷祥一小

規念。如果迫科1且直是.íE碼的，那么?字?每一科特殊襪黨的安

室研究輯學用范圍是尸娟的，在知玖社舍中，如法生戶及車爵的

場所民日益增多，革時創造出一令芳放的系列 O 送些場所并不

超餃子科芋，而是宇晨翼科掌之外。正如上潤的宴會j 意表明的

那祥，安發 3室研究方法并不美注依措一令最主冬結果(正積知京)

問定犬的知智、近程，而是美注滲透鼓Jt午多迂程中的故 iJI 性一一

這耕玖玖性通迂會~l度化的現吳建輯、客体美系以及入美主悴的

重持穩持對何泣。與發室研究的三科京展表明了追祥一令特

斐:它原本研究特殊自然科字，麗在巴蛙特安是皇島到上首歸途

峙題的一令研究搜角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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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

科掌知俱在某一社合秩序中得以皮展，并 2子送赫拉金秩序

相互美壤。 地科患想喜第一次提出，迄今大的已有 80 年了。我

們已接替載，人 1r'1 })...三三千角度祥犀 l明史了送小一般性的是題。

有些人名人舟，在一小財期想對熬的本主金一政治錯特勾科孝理始

的角容之間，存在看一矜閣，梁英系，臀知，人們試均存有昇斌的

資本主犬的小{本主久已接亨i 妥了物耀原子主文。在一令吋期的

社金秩序勾鼎討伐盛行的科孝理瓷的方容之間存在發某幸中美

系，遠神思想近年來己笠敬愛丁堡孝法新黨兵(如在布魯午

1976 年出單的著作中)。遠是一小撮it趣，情討也一直招致

輩在甘拜仗。其中最基本的問題或祥說是，先法斷定是否在某小

吋代的社合秩序勻科掌思想之間存在著一科國果美系，或者是

否存在務業小可泣戶1.社含辛失序和科掌思想約第三者，“吋代事實

神先唸它可能是什么 o 人們可能金玲混混:相互美頭并不

因果是系，時非人們汞Jfl体漢汁事物休疑的重果ito

近來出現了一科傾向，坪，事持科字進行的故改t告說明智穿

才厚的 at1i唉，便訴渚社全解釋，遠是一特“G吋酬。ιthe-gap績"綠的 it

發役中文中很重整找到“抖-of-伽咖P晦"的文守座呵。灣很塞蒂整考試方阱-of-th←

軍勾s"一詢意又比較笈奈，建i且保衛英語原文。她又才咳i司是這綠草繁毒草的:一小

( vi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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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科掌史家和科 GF 哲掌束，如庫恩 (1962 年版)、費增階德

(1975 年版)等巳表明，呆子內容和信擎的教扭，他們接患了什

么是過近有撞撞擇布建立的理玲的不完全決定性。至2 么，主什

么特掌家的聽才某小財續擴 3籃子哪小環培的肖建敲出了拍攝明

嗡的決定呢?持理是逸鋒的說俱玲t尾續存在看輯息，位

2月科學韓英的力量及社金主主程，說糾正了迫神所謂的誨，泉。

社合主主程，送一現明被材、克、修改，甚至有財被推翻，且

哨人們相信什么是理性的東西。一些人像因你敏 (1972

版)…拌，竟然建波:我們血液把科竿精英看做是“合理性幫啪"

的建立者。公卉証明人是一手中壞性的功物，一達科要求具有

社舍中侍播，正主管送斜視法充疑是真宴的，但把信念的

!駕于社金;五力將吳方當然生又錯遠的一小星著笑?髓。樣

本不是臨海可能存在送矜嚐混:

，高速些韓准

己鐘表明是對定理是真理性的最

與体靠社金星力來娃

了那些奕踐，即豆豆梭

的真賊。

皮晨，連是送些友展的缺陷，若被看做曼海姆最初

}Á烏克思那反派生出來的知現社合孕的諒解峙，就可以得見解

釋。然冊，最近已出現了一手中更方精致的分析夙掉。裝想一小

人不是走向為克思或戈夫曼的辛辛掌其間体，清楚轉采取一令人

主題字家的立場。他芳始豆子一小怪異的努華友生接議。起初，盟

人淤i袋裝絲絲絲，做治其他解釋元效或不可行，例如.科學家!敷出 d些決定，

很是他們具有的安全發并未強加于送些決定之志，也波哥哥法I i主要堅決定提供根

苦苦，閃方乎乎激發不完全決定性命題 (the thesis of und必er咐te仰酬πmm岫!I恤)λ，仗b瓜人教掘

本f身語4不4能{做t放t呦咧繃的忱先逃摔或決定G 問此，校舍絲絲形成千腦填扑“空白"

(gap) 的閔餃……這是取代教攝的不充分的沙灘，以此米爾等輩學、決定其他活功

或信念。 i在奴.一絲役白獄是一料不充分的理由。……縛著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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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他不懂部擎的活言，所以他文古部落本身指有的是于其活劫被

撤及活勢桂潰的理浩特一究所知 O 送去些活磅的相夕之意文釋是准

以學馨的 O 盪他混入要輯室并且懷奇地視察在那里支生的事情

討，他推往現些什么呢?一令人龍有兵趣地注意對多數人似乎花 (泌的

賽大部分討價未有作和修改作品，他告怎祥理解述一切呢? 1在

11'1是什么遠祥做?很壞迷令人領全到，在靜落成員之畏的某粹

黨要的等級美豆豆是邁士主公余汁文字作品的使用高度晨起來的 O

他清醒士也意tR 至1 了一令等教這是戶的社合挨戶于 X(主主科秩序是 i兵

車草鞋報倚以及i者如 ìt算尺或袖珍甘算器的其他裝各是林志

的L

人美竿的研究方法(正如有人可能地祥赫拉手的)是述項研究

的義立。一1-{支持園園土上的旅行者，弟三是真單純的殺光穿提

案發護;一小具有十分不同的文先背景品參視者，j;J一科客視但

富有同情心搗吾先來視察在送些堵方友現的社舍。如果我11'1進

入一令其鞍絮，研究一踐是于達科思想、框架中的科學家，那么

件多令人蝶奇島事鞠柱等待著義的去友現。達1要尋產生可以

主人一科理想色的竑改10角度主任定文，不主主主義科想法很快獲至Ù J 
反戰，先娃這科 i人明 it是基于接驗的問娟的只玲，述是呆子還

輯主久的科掌哲字家進行猜測和接投反翠的主人既舟。{]以

并不在“迫令部落學拜的偶議"之列。先t合理輯在哪里出現，它

都作方一矜在 4年 ìt 中追求靜靜芋，能越性的指盤前存在。可以

俏，與發蝕的思想、校輯及正統的科掌哲字正在過高一學人的思

考，造些人要障上把屁事科掌研究作海一爭中生活方式。

在述一研究方法的學觀看法中，想、f象能移使科掌事-*-中那

晚令人哼呀、又需要解釋的方面呈現忠來。但在且是持(送矜

持九乎不被承試)一尋呼古老并且要綜土已被分解了的科掌哲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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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工具志文的清洗下，達科楚、麓的力量受損輯釋。令人竊笑的

是，社合竿的工作已鉅做得鵡來越積致，并且那些先天的、由于

龍生文不均外人痴如的家1i而容房失去的東西不再損害這項

研究的有效蟻。盡然，特色j1: 1叉{文作均一神與在瓷的事-*-、一粹

i式吋才有意文，它使用現有的方法接其本來的祥子真真地描迷

物蹟裝在。的嘯，路數遠項研究就是一料要在甜的事虫，當武園

真與地按其本來蘭因未播這與投室和研究說詩中生活的社舍秩

。過近把智主拳拳ie表現均受輯美注的事情雨季先入之見，

林﹒葦午1才白花式和?哥哥生意文ie吋代以采的科金字哲掌算一次提

出了真正教板的說鈍。

拉姆﹒哈;是

牛津大學和l納克力之字說

..勻，或臟

布嚼起，(1976 年):(知i只勻校舍蠶象)， ffi敦，勞特才有海勻基根﹒保夢。

琴聲耶阿本德(1975 年) :(反封方法)，能敦，新派有社。

庫惠(1962 年):(科掌革命的錯拘)，是加莓，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固然敏(1972 年) :(人樂的理解)，牛津，拖拉佮登出版址。



第 1 章

作J;;妥協推理者的科學家:

建絢主又和勻境位姑iR理洽尋洽

我的生啊，寧要就像奶牛。如果你以足移

說艷的陽光直被迫肇事裳，送些事與通常就漪

走了。
一一一多多F童話﹒鑫耶斯

1. 1 事與勾建輯

多夢掛﹒塞耶斯速轉拐牛勾導軍裝之冉的勢比，既隱藏著一轉

哲學的現虎，又包會了一神方法璋的親戚。由于達爾斜視克貫

穿于整本二括中，路i泛聽榜首先滑比第以禪細吋拾。這…哲掌的

現底是，事安并不是我的能想盎然地試克或者主人做是建梅無垠

的堂安基醋的某神東西。裝綜上，讓婪的體農存在看相對大的

肉題，以至于正攬這接事雯的問題詮當金把述些事安“買下跑"。

這一方法洽的親戚娃，人但不得不長期地、不接掛地責接宿意遠

略問題。如揖拐牛，事案已變得相三百“馴化以便主任封禪一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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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長一按時間以末，哲芋家的就已試說至8草案的續存在華會

問題。摸你上，其才事實陸潰的探索一-x才知濕性廣擁護穹的核心

…一是挑明拾理拾:ft展的一于主要理由。將支支一肉題定攏在f可

她并且如何赴理它，是爭拾的美體所在。響如，康德把述神探索

者傲是尋求一神純粹科竿的可能性奈件，并且偷JA人典克家悅的

范時拘成中找到了答案。勻此形成明星封閉的是，今天人們能

常討i它的其申一↑概念訊方，事~問題的棋心不存在于人樂意

棋中，荷存在于社全局史上c 其建攻就是攏示出

萃，搞人的試方知LR性廣棄源于這耕生戶的社合美系

近素的各轉知玖理ìt己{頃向于把i可題拭主人俱三位f本文才哥華寞的

室主持發移至3其{藍各革命定位。最有影娟的或持兢兢向科學雄主里的

建饗特斐，速轉科掌權理搗逆轉亮晶某將人研謂的草草現主文所

倡導的。@封客現主文者諾言，世界是為學漢姆賤的，揮誤的耳

粽是提供一特美于世界是什么詳予的聽聽本本的說明。乏主科學

的鐘韓規律和理拾命題就是用表接供建峰撩竄本本的擋述。如

果詮監規律和理站命題賽事求楚地搶壞了一令并靜的事裳，控世

界，那么，封“事宰"的意文和眼系的研究，就受成了x>t規律和會

趣的意文和戰系的研究。如果科帶混明的知 L只是科掌表達的安

在性，那么，封“集在"性閥的研究就贊成了一神財科字說明的還

輯如何保持美似定律的“灰缸"結胸的研究。@

(2) 但是，器有其他的看法。臀如，按成裝在地的現息，正是最

后的述一問題需要翻個迢來。怨我們由皆趣聽功的、活用工具F

生的世界誤序，克什么座核反映自然中的某神間有的結拘?事

安佐揖題本是存在于科爭之外，前是存在于如俱本身之中。費

專長照本聽指出，聽攀枝故是持其他族的{寄:金平等的一族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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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念系設在社舍和目史勻壤中友展。間而，又才事3定性的研究就

是寫ßj史和社金生活的研究。但是，如果科掌偉、掏空T餘的魔朮

那祥佼佼是一神信念系統，那么容1昆主文者說可能爭辯說，我們

准潑不能推辭出述問韓信念系統是可以豆豆換的時?如果連轉魏

京是不吼皂、設的，那么豈不是意昧著速轉i合成本身就是一神朴

素的悴疑始?這特現店方了聽立知誤的相封住而另外殼役了社

舍的和朋史的勾境，棍這神就立在它完握這些社金和服史境

的意叉上，忠不是持自身不﹒鼓?按無耳克思的現鼠，暗心主文

的林志就是，忘記安拉住既不是偶然地被建輯，也不是在自由逃

掉的余件下援建拘的。也考慮詞句杯疑途者“怎么都行"報蝕的

班，在所能解釋的家囂人ffJ已把案在洽草本方“投有使科竿的成

功或:每一神奇迪"的唯一絢想。這丟

那么，我們能告說:事案姓的|可題要被定位在科掌農果勻外

部世界之何的…致，性巾，并且要在科掌程序的充分播述中找至3

該師蜓的幸專業?肘這靜的建攻，不只有一神否定性的回答。起

初，原管客班主文(勻為克思一載)強揖限輯科掌成果的制的盟

黨(球星指自熬)，它本身均不在意境些科掌成果論建拘特性c

皮起斯巴詮洽i正泣，被客1昆主文所忽攘的科掌研究的泣程(它的

“友琨勻境")本身說是便裝在性的客規化成方可能的參照系蹺，

這已成方皮拉斯著作的主要競去。。

閻攏，尋豆豆定性的詞聽是解釋勾逗笑的問籬，同祥也是通泣科

空字體序的躍輯商討世界造行隸梅的削題c 1軍管玻姆、汶森、庫恩、

及費耶閱本諱的工作真i午在結果上設有建立令人?請黨白雪科掌成

功的模型，但人把一般說方他們的工作指明了科掌琨黨的意文

安弄或者和掌現察天才理玲的依賴性。 i哀特意文斐昇是通母科掌

封事努佳選行研援建祠的另…小方館，并且游客視主文略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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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國說。。
這里闊綽賴美的一令毒草案是，那些不需要審視主文基本報

設的科半成功的模聾，概是可以想像的，又是做真的，并巴盤

在各丹科宇內禪讓提出。制如，掉控病鹿三支早已常常使用在方

拾好法，家或功雌赴理F重和較徵的持控體說，文才此他的室主輯:投

有虫不需要任倚在擋途上充分的解釋。@或祥一令更好胎換i征

是JÀ貓那里逃走的範子。。我們是畜生2、規餵走起子進雖是陸站

在官的主牆中有一小草碗的衰弱是:猶天生就是它的天敵?或者

文革祥說是不是更合理:任摺設有主人它的天敏那里脫身的物矜持

不講存在，爾留給拉伯的{到丈夫是那些瓏走的物碎?就蟑遊化本

身的進步，科掌的道步可i主持某些稅制服豆豆在一起，桶Î:ì哀些拉制

并沒有{鼓定知缺模f芳自然。

，客麗主文忠接受到未為自身i試伍內部的說悴，因1'1它

接投了一令通述事件的持獲美戰并以定律蝕的主式建梅的尋草案

世界。按照境科批悴，事件的持按美戰是由于友誼室工作混成

的，述轉交種重L工作了一將封闊的系蹺，在述時系統中，聽

當的結果是再能的和可盤愛的。但在東戰中，遠祥的持鐘美騏

[3) 主義根少的例外一一一就像頭瀾的成功一祥。在華園而，科掌聽出臨走

律蜂起超學奈和樂依規則的，孺非在播澆上是充分的。茵此說，

科掌在業踐上的成功，更三þ捕依載于妞律本身，更多地取決于科

掌家分析盤体境血的能力、同吋在JL令不同接皮上思考的能力、

缺點錢黨的能力以及把完全不向比特的信息拼合在一起的能

力。正如玩任何游戒，荻陸更多地取決于人們在由這些規則廣

告自造的空間中的作舟，而不是取改于規則。

巴斯卡的分軒提出，在“科擎的成功"句話驢裝在洽做出的

最設之肉設有必然的戰系，而立，察隊上可能峰、須采用每解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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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湖之l洶的赫林陸拾題不|司的理直解釋科竿的成功。安用主文

句f不接啥都把述科科孕鵲轉成性作用扭頭于科掌研究。巴斯卡

的“先驗裝在途"財主義神絢或性作用增添了另丹…令內容，帥，

發者是被創造的…系列事件的臨槃i苦讀者，事件之闊的美脫不

是接頭先接供給我的，謂是被我們所磁盤t起來的。@悶縛，他堅

持人獎;有當黨提出的問輯發窺IJ.，{一神自然能“理解"的增吉表達

出素，并且把手尋掌仗撼著{按“被授汁出來澤解海然呵?仁的

罷"

話蔚這項研究的目的是，探黨那些事件之肉持矮的提議如

何在安瞳寞中被創造出來(暫是不缺失于告然海虹的任揖{霞

說)。我們不把鐘發現藤椅傲是泣一持自然所能聽馨的活盲向

自然接詣的問題，荷是特說真思考傍著涉及科學的制稱最佳"作

用的權摸，并立把科竿的研究者做一神生;但近程。我們不把科

掌成果看做以某紳芳式捕我隨便什么車間，時特提幸存掌成果理

麟角主人所有存在的家藺9=t J起揖性地換上台、特化和建梅串呆的。

我們不考察在科掌勾科掌所描述的自然之詞的外部失系，題是

特思考科掌事~中那拉我的試均是追擊絢性的肉都事件。。

美于草謂“等豆葉" (fact)的兩藤芋，把事攜示完“已懿被制

作t游話未的互京革閻

的。@量然孺，人的傾向于把科掌倡“事窮"iÁ.敏是已知的案棒，孺

非建楠物。在昌草草現研究中，事密性的問題被黨聲定位，并被

誤;每一持在安撞叢中建樹的問攏。吾吾且，才畏精麓，我的要超驢哲

摯的無淚理站及其客混主文(或民客班主文)ìB趣。但是我轉沱

疵，一旦我們把科半成呆著做是建拘社親的當要結果，那么我軒

說能卉始用講如若些人提出的控說知混i金來替代那些哲竿知故

理i它的審視主立(或晨霧溫主文)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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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拘主文的幫輯之…:自然草案監室

我們知拇指這一輩子長一-l!P座把科帶研究著教是建楠性的

研禍現性的一一由于辦妒?我軒軒說的述幹特殊的F民主設究竟

是措什么呢?由春第一小阿贈可能相豆豆揖草。甚蓋在戰掌研究

的敢與中最短暫的參句也表明，真理的活言持做現給發(試及措

總主呆的研究摸到)肘赴理安磕室工作東琨是不充足的。譬如，

在安瞌室的聽小地方，我扣可以找到肘描述主文的解釋豆豆美蠶

要的“自然"或“裝在"?科掌家那娃蟬的大音5分案体，即使不是

[4J 完全人二仁的，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披頭先建拘起來的。

究竟什么是案發言哀?在一小由東子、椅子拘成的工作空間

內仗器和設咎的一科豆豆琨祟棋。抽接壤克鞠了一些司、器具，幫

子上器發了化建拉葫品和玻瓏仗瓣，時〈箱和玲嚴箱里放漏了仔鋪

貼上粽藩的轉品和原赫斜:袋?中講織、磨得第皇宮的商糟肘子、離

站JffiH設做腫、東島被化翰的老鼠的血液祥品勻璿鱉擒。所有京

將科被特地特權井有混持性地培育出束。多數物漿和化掌葫品

被淨化，而且拭目度努于科掌的工盤或者本人其他笑鐘室中得到。

但完挖由科帶家本人去難某活是自己去進咎，遠些物農勾對畫畫

仗器、裝部上的治文一祥，都聽人樂努力的豆豆果。看來似乎不能

在裝盤鞏璧找到自然，除非主之一卉蛤自然就被定文均科掌研究

的成果。

人有1.33-慣上把真正學的因于科竿，不泣純的問韓也不能在裝

設室里去史規X才培幹真理的探索。偶然，科掌家的i吾富起含了先

數有美何方真或何方殼的梅林。但這些措酵的用法持我們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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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安舟的和修蜂的幸存籠中這一求器(黨支讓)的日常賠法沒有什么

不霞，并且這發察用的和穆荐的功能持試俱ì~的真理概念設有

多大美系。如果存在一幹做乎可以控制黨驗室行功的原則，那

么，它就是科增家財使事物“這行"的失切，海腳尖切表明一神成

功的原則，而不是一科真理的原則。毋須積蓄，使事物這才去一

F生結果…一并不嚀問于試圖文吉它們遊行的証銜。 f=生一些不

顧潛在的推悴的結果，也并非是案基金宴辦妥心的詩題。科掌家

通迂參每幸自辯駁出般說當搗說海住持聽嚮螃蒞以后可能出現的

攻音。科掌家美于事物如何這行、方何這行和海詞不通行、方便

它的逗行高果敢步驟的倚在，并沒有反映燕神形式的朴素~i正

主文c 前述科i可航導車3史上是一神活i昔( discou酬)轍，述神活i吾道

合在被勒:1句“~輸澀"的知棋作坊(workshop)州舉文才知濕遊行的

工具性制造。使事物i甜苦取得的是立功，勻埠求真正變相比，是一許

更世俗的追求，并且浩特成功通迂品數輯在科擎的居常生活中

不斷地斐或茉事會c 臨鈍，正是成功追使事轎這有譜一去被強化

克寧生掌行磅的一輯吳棒和可行的臣赫，隔非強化均此未完全宴

琨的逼進的真理理想。

{.ê.“真理"和“自然"不是當輯室惟一的受害者。視察者金支

瑰，要嘯定那些短常均科生拉相騏系的“理哈"是同特鬧去擎的。在

5克蛤室中理iß采用了一科特殊的“非理洽的"特征。理ì~聽聽在

敢講每三毛λ7巷，活活意擔參勻務之紛紛舊是法(t必ing)或寫作(Writing) .勾体力浩劫

( physically 姆拉參)給游立。對科字畫家以 ìé文、浮洽以及有訴求公i史的形式就某

矜研究成果約有效性的豆燒成激行交流EJ;j".他們以事者活淆的交坊。……i學者

控

制 i林說完，閥的叩開 work酬約，是指一科渴了知濕的制造而捌司寄IJ蓮、伙器

及其他資盟軍的地方。一一-i乖乖f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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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食生了什么情況"勻“摸你情況如何"部分解釋的背后，并且

把它們自己的裝成封“如何蠅解它"述一問題的暫吋答案。使其

難竄主黨玲查得如此非理玲性的原間，是缺少勾工具性操作的任

何兮寓。相反，主鐘室理~作:信號眩，性的具体化三ì; g金操作呈現

在義的頭前，并且依次被鑰輯到3走路英驗的垃程之中。

;每代替人ff1廣熟悉的遠轉讓洽勻妥戰之爵的昇毯，@我們

若是琨了一轉耘功/試知之縛，我們可能不再充安迪拉一l'理誰去

試的概念座用于這轉向端。撥將科掌家本人的蹺，車，娃子研究

中的理拾更美似于政策，而非{奇主義這梓的政策使解釋勾策略

性的机智、巧妙的汁算融合起來，并且被方法洽H如何傲"的規知

所推持。如同美踐使事物述作…拌，政策必然勻一神利說機

拘相壞話。這么說來，總榕的理洽就可能被都方一神幻想，即科

宇晨哲竿部里課留下來的幻想

出 1.3 建特主叉的解釋之二:

事案麓悶的話決定滲透"

考慮到在其中得以控厲的框架，那些勻科半研究的描述性

解釋相夫的概急是不充分的，遠并不使人感甜梅奇。間梓不足

方奇的是，在一令分新位梅架中向霎時研究謊報的特愛使新的

詩意得以r:~長。我的己滋迢，速轉迂種虛設事?f酸楚鐘聲椅性的，荷

非撞述性的。吐我的更具捧一些，自諮考慮的洽聽是，科李成果

對 i滄海:把i進紋的 înterest 解釋方 advantage ， benefits ， î叫翩翩.ce，戀Jf惋 interest( 8)ì幸

方“利益主"~~絞分i毒。…-t幸者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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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勻境方面說是特定的建梢，這些建梅帶有創造軒掌成果社雅

的壤混偶然性和哥哥益措絢的林志，按著封遺些建椅遊行分析，就

不可能免費地互理解這些科學成果。遠麓意昧著，在藍藍梅的是程

中所投生的一切并不是勾子立的技得的成果;丈夫的。述也意味著

科半R立果盔、續被看做是通泣生tz:迂程而高麗尚在地建拘成的，

并且強立于這…問題:科掌農果是i廳主主某粹主33志在性的匹配或

不但配而外在地建緝的。

我的如何能想釀出科常成果的速轉內在建楠性?說1n巴銓

把科擎結樂(包括娃麓數擔)的特征首先描述均建持迂程 (a

p附酬。f fahrication) 諧的結果。建拘垃報告含了決定勻商竣搗

髓奈，通道這…磁奈，得出了建椅:tí輕的結果。換句活說，聽梅

的迂程要求，辭須做出造捍。遠彈發迢來只能在萬富所做的瑞捧

鵲豆豆瓣做出，即它11'1基于向法…步建荐的特佬。

i主我們思考一位科學家，他坐在一台舟子表格計算棍旁迫，

正樣作一帶美于給拘瀏壟數握程序。站台車fL器串功造捧一蔣興

能，按照這帶功能汁算机把教器組織關衷。但方了此八現拱錯

使用的功能中巍出進擇，需要…碑林攏。這祥的輯推t包佼佼是

…緩浩禪:它的代表了在其純潛在輯推中的一科洛擇，一級進捍

可以被特化成這棒的潛在你准。在我們的情形中，程序芙持上

提快了在爾科你離郎最大值 R2 勻另外一軒說汁系數料之翔的

進擇。這位科學家進摔了爵者的銷合。

他J;]f色的教括在得了一轉播數位函數。但他說他井水審攻這

頭 游泳把 f迪拉開t蜘…肉絲絲;句 c個8加cti醋，除“主黨約"。一-j率達青注

i若氛建i文抱3足;15至哀文;中的“mìnimum maximu鞘心制Ilute residuum"洋三位“另外一斜，

統it系斂并以為最大位叫也是一絲統汁系斂。科學家逃持這兩矜絞ìt~監

獄約1在手中給fkj句你准c 一一浮著哥i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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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攝斂。他又重薪通行他的觀!芋，要求得到一轉錢性臨數。他

友現i本特錢往攝數(勻指數盈數格上七)“并設有差劉明F盟去"。蝕

的想法是，得到一神獎聾的等式，并且黨委總得到河所有轉業間題

的一轉 3 系數大小的臨數，因均在每令單一情形中都有不闋的

攝數， l支持混亂不堪。

i道夫注視察這位科掌家，我的逆可能得出站站:其間掠品、定

一直是想在得一↑踐性函數。完了做出一神決定，這…程序的

，雖始任旁是要進摔一特函數，這一誦數日被特拉戚在兩神買主式

的競i十盤錢之中取其…的遠擇。在一再轉罷!許駝的程序中，遠位

科掌家把特化添加對其甜的林堆中，華如在可比較的教攝和鐵

鞋方藍藍的…敢牲。他最與造摔了話者，四方后者解釋和混混起

家更方容易

卡洛盟、近東例証了美于信息的供求美系是如何可以被發

做特化的一聽符守性述作的(瑟雷斯， 1974 年版) ，述神這作記

滑某令伺題的一特其律界定，特化3台商另好一司、問題的真捧居在

述。倒知，減少城甫續霉的問驅可以聽化成減少汽油費錯葷的

借題，或把受影娟的地區特化農特人恆的問題。遠說意味贅，解

決 A rpl題需要解決訪問騁，西方 A 已被特他成了錢。@在目前的

情形中，人的試主1)主科特化提做出決定或一般意呆上現捍牲(禮

(6) 用自曼搗…耕表述)的一令內在特征。@它允許我們不{又在戶生

成果的友會或除黨遞捧方面，問且在結合對這些進轉向的特化

方詣，都可以把科掌成果看做是內在地被建掏出素的。

換句話說，可以把科半成果看傲是依摺凡特等數草屋坎的

議館做間建輯出末的。就科有許建詢研包含的i鑫摔茹苦，科芋建

拘本身的愛朵，姓就頗有趣味，問洶的鴨它棋手表明科學農果不

大可能在不同的無件下以輯洞的方式被持生卉。如果某一軒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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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果是以九令犀仗的通揖(或海捍群集))句特征的，那么讓愛逛

一垃程似乎根本可能，/建非多數達擇要么教閩東下來，要么以相

軾的玄武散出 G

考慮到研究閉一小問題的科掌逼走過迂交流、資爭勻合作而

相互敬系，并且會常具有把{軾的教育、仗器和科薩錯嗨，后閩搗

境提案除上并非昇嘗。這學但是球科埠擇的特化不仗表明軒字成

果是結合了不揖崖狀的進捧性的袁崇建梅，而且提挨了一些錢

黨。依靠這些錢棠，安輸室選擇及其特成的成果被捕拱到相義

的研究勻境中c

11了教得萊特車式的結局(closure) 耨，一些活持被轉化成另

外的浩捧。要打破逛輯結局，遠峰造摔可能問方其自身的瓏由

掰受到撓晶。海捧可能金受到廣漿，恰恰聞方它的本身就是建

荐，即情恰間方它的包含了商瑛取一的建棒的可能性。如果科

委f:.J..才象是造蟬，慢地)}..現寒中挑出來的，那么它的可能溝述換裁

它的朋包舍的進轉而被解梅。如果科掌事呂定在它的風決定中得

到的意叉上是被建牠出來的，部么遠些事安也可以清支B且如可

替代性決定而被錯毀。在裂主許研究中，一些逸擇敬結合到以筋

的科字工作中，這些建莽的進擇性本身數是買主海人科學研究的

瓷瓶。時肘，以輯工作的這捧拘成了篩移便科宇研究得以推攘

的一紳濃濃，那遠峰造捍攤供工具、芳法，并提挨了科掌家在自

己的研究改程中可以科用的解釋。

科李家最重要的工具…荒草金室的“人:仁"特征，在于越祥

帶潛力三毛主角， cl由U間草草結為(胡.din車) .1Ì英ift世界中使織這一*i發意搶手在科學中

一紛爭ìi的結束、一項突發約完成每~c -É!狄德了某科結局，就意味事會是笑得

了某矜一致性(con臟器是18) ，就i陀人的不得提出海灣、不符先是行汁ii::建立遂行長期

的研究。一一戀者注



12 

一↑毒草妥.~美戰室{又說是東直以前進揮中物mî化的局部的戰累。

通垃i是一步M做決定的奈件提行模建立化，以前研究中的進持社

影立自費了路雄的連擇。盟此，在遠路科掌成果指向新的 i可題并

預先安排其解決芳案的意文上，科孕的成果不但被決定

(decision) 海所慘邊，頭是世便決定滲透銷其他方闊的內容啦。

筒而言之，一位科竿家的研究是由在先苗進捧昕拘成的空

j海內進擇性的安現研轉成的，并且官本糞上去是一件最上雨下捕

決定的事績。用斑挂名存化的本訝，我們可能道，科掌研究要求先

龍的研究童車育投贊到一令循郭中，在述一微耳中為科掌研究r=

生的瓏捍及其物盾的每興鞠本身就是磅瓷的內容和資本。在述

一撥郎中被再生許的京西就是進擇性本身。遠幸中勻i學摔性相夫

的自君主實本化的形式，飯乎是科半成果該黨的一十先決這支持。

它可以i遭迫增加科掌家的人數和資金來源鬧得封增長。正如在

第 4 叢中)研討洽的，近來的設濟模塑中搶述的科掌成果肉研究

賢傘的輯查，室主及到述一方醋。我的也可以說，它指的是科竿的

力，而不是科學的生r= o

[7) 1.4 ~翰章:友現的l3鵲起是逗笑的每攝?

挖科掌研究者做建搗性的而非播述性的就意味蓉，挖科帶

護裝著{般是根讓您的所值1穹的遠捧牲而被稱皮肉在地建拘起來

的牽頭。要研究科字的調研，就是要謗寬(故出各自遠捧得以安

樂活全，i人狗，“decisi冊"只能翻海7句“決定不像劉海淘汰他的活(如獲ìB )0 該

商量玄撿一令人要做úl菜矜主義銬，防吋逆首詩碧藍做出某赫魯嘻嘻事。一-Ì: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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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的迫藉。站祥一科研究是否只是把台軒的焦，在本人管常家的証

明勻境持人思想許生的持境?或者反吐舍掌家一致性形成的領

域特接到形成就熹的安現的起觀?

不幸的是，講如授現持逗笑之闊的監委計，往往棟擇時三是昨卉

始思考科掌研究的社合科生許家陷于阻撓，而不是將錯的有研報

助。 f旦角什么是遠祥一神情形?望我們注入寞時室肘，嚷道我

們妥貼上不正在蛻寓証明勻境而去研究科掌站果的制遠近程

時?唯連我們設有理由投想友琨勻ìiE明是分寓的、彼i吃相互蝕

立的社程?因方答欒是否定的，所以社合科掌家感到驚燼。

哲安詳家說誨， iE3支支隊上是一小在科掌共同捧內合理的一

致性形成的道程，這~ìl我們拭哲掌黨的這令拾，在卉姑吋尬。因

方組展這神共同体的安逝者fn很可能韓、立于短缺的生tz:者，所

以接ìiE者的的批海性洽斯說梅成了其恆的一特客琨摹醋。然

嗨，如果我把充分姐致地思考知棋生戶的社程，結果競會友瑰，

科竿家不酷地把{韋伯的決定和逃擇持研期待自守“安i芷若"共伺体

特造成真的反佳釀系起主任，或者持他們想在其中友表吃文的朵

志的規定裝系起呆。決定基于哪略是“最新軒"勻哪些是“垃峙

的"寒窗，基于一小人“能"做什么或“不能"鎮什么，基于她的邏

輯的反封者以及通泣提出某一特定1東京而不得不持之耳其系的那

些人。髓吉之，安瞪室的愛現基本上是看鞭子潛在的我坪或接

受(以及美于潛在的盟友持般人)做出的，它是授現的安肢體的

鞏贅擺緝部兮。

問肘，我們投現 ， ìiE其是著眼于正在被狂妄的結果的許生而

道行的。先ì~把一神提出的知哄挖去斯定方合理的起是不合理

的、有趣的、誰 i兵相信的，述是龜兔意文的，可能都取決于權

(who)擺出送一站果，研究工作是在哪里(where)道行和它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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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how)完或的。科掌家的竣i它可能刮起“度燒"的積棍和利

益@故ìtx才那些研究者來悅可;江利用的特臉賢蟻，故ìt准是做

出i鑫些結果的幕后人物。 f也{月九乎揖結果(我們不久就金閉室寄

送干問題上來)勾送些結果許生的那壞等問聽來。因此，在又才知

故途動做出反皮吋，正是科學共向体本身賦予了友攪勻境以決

定性的地位。

在更一般的接投上，我們掛須承訟，投照那學贊同妥親和迎

宴罷分的人們的班車，妞氓ìt違背的提血者勻坪掛者一般都丟棄同

…“共問棒"的或鼠。問鈍，他們被試方具有共同的知訊和方法，

并且很可能具有共悶的宵，份都纜、取.!Ik備好以及做出對軒的方

式。而且，某一知浪花新的証案者同時又是那些方了但道他們

各區的研究詣、潛在雌需要某一科孝成果的浩劫者。我們已經說

泣，先前研究的進摔成jg科學活現持續下去的贊瓣，并成方過一

多研究結程中間是草色的主題。所以，一輛知氓兌軒的案証者常

常競是科帶家在爭奇常脅和科學校威泣程中最“誰陸的"竟學者

圳和故游者。

對一小被尸泛承試的研究小姐的報袖，說他的資金蓮汶括

被拒絕了，原西是“在述一領犧只有再小強有力的小姐:我的自

己的勻蘇省理:ζ掌臨的。所以我的封倫的的每一干重要汁知送

行坪拾，同咐他的tI!坪洽我的的。臨 3甘賢金1立足，{-蚓、1~皆然不希

望我們避步。，，~他遮么混混意碌著什么呢?迷麓的要底是:具

有共悶古法聽研究思路的理ìt生許者均逗賞者、彼此需要寫1i

服婷的理沱建意者句便揖者、以及海了商管或資金掰遊行爭之手

的竟爭者，都不可能向吋被殼定主義強立的，并在此意)(j二不可能

被鍍定方進行客澈的批課。如果考應科掌~餓，那么精遮接找

索在灰頭持証E三玄之繭的任何分高都不合得牽連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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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才史現持i正3玄之間的區分，存在著第工科批悴，在.rtt庇加以

簡明。我們已直是得知，在安鏡中，恆笑或接受被辛辛做一科形成一

致姓的注釋，某嫂哲掌家扭i逗主幹迂程輯粽:3均台“玉現製性的

掌家伯真姆§挖這…主逗立程季粽字1完每甜1字社主金性的"弋o {琨昆=禿￡沱楚瓏性的逐是幸社土

金佳的'迫草耕中i琨迋鞋缸乎是一矜琨熹的影農支娃立程，共且照i足道末，

連一述種友住在另外某一地方荷非科掌研究;本身之內。盟此，

人1m通常把財科帶研究的接究與人滑K現持境的研究這一裳，

很少或根本不失注ìiE寞的問題，并專致了恣掉一令著名的追題，

那美子裝驗黨中知棋生戶的研究勾接受|可閥混失。

，立自來逗笑迂程不存在于裝設這支本身之中，那么，在很

大程度上，我的在哪里才能搜聽証竄泣殺呢?這事如果i正案不存在

于案發鑫做出決定的迂翟中一--1逼近這…迢程，以前的某科結

果、方法或某特提串的解釋遲遲詩被罷免壞掉，認旦被結合至3軒的

成果中去，那么我們又在哪里找到龍哭泣程呢?如果接受的這

租不是把先前的成果有進蟬，撞地結合誕不斷最行的研究生戶中

去的一神社輯，那么接受的泣租叉點什么呢?要把i正案或接受

的社報輯:之:每一科孤立形成 (opinion fonnation) 的迂程，似乎要哥

哥 i皮大最錯漠的攝J足。

迄今三位止，我們逆不具有在指母未來的研究中朝有立法杖

的j共正式的親長得說形或的科舉法盤。把一致性看做小体科

學混血的集合体，是漢辱性的，梅克(a)缺少有規律的、美于現良

形成的隨意樹麓，我們免法我得相美輯掌家最星著的、一麓的或

大余化的班車; (b)在社金哥拉中存在一于單聶易見聶又聽麗的浮

~:即1見紅勾行功之間具有一科葉落穹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完

人們研知的美系。所以，即使我們知道科掌家的現成是什么，我

們也不合知道在某縣研究中人的舍一直偏愛哪些成果。所以



16 

議，我們所調有能不是班，在形成鵑垃程，而是某略成果銓泣不斷

措合至8持續激行揖研究中而被現問色的母親。述意味著:現間

化的中心鼓聲科掌研究的道程，或用蘭頭兮姆的朮活來攏，就是

一時瓏蟬，在安麓寬科竿家通迅速峙i鑫摔朱建樹科掌成果。

誠然，科芋，家在各神勾境中的輪投表了計灣其他人的成果

的漢祟，這些勾境起話午餐期閑聊天、一場演游后鑽進行的ì，j

i金、美于一篇治文(某入到閥混泣連篇i全文并剛剛找對理由薄之

加以i平ì'é)。但這些現成都是取決于所表述的勾境的洽成。 這

些觀府、不一定在不同的勻壤中保持…致，也并不拉是反映特在

中做出的這擇。正是后者合聽著吋!同的權發話被特化成

己教鵑-{正的"事玄和的問于某轉發擎的“技朮成就"。所

以，述是在安投室中i刮子的一持研究的生戶主若再生tz::i立程，諾諾

-:l章程是我的完了研究"ì.正騁的勻境"所銘、調要考慮的。íID

(9) 1. 5 裂蛤章建梅~~至攝性

住我們現在i羊期考慮一下這掉一神思想:要研究黨驗室中

科研的生戶垃鞋，導草案上就是研究蔽嘴勻境的一部兮，部接受的

人的試3句，把早期或集融合到持接選行的研究迂程中，

班車、現聞草之撓的…小潛在多斃。 x;f一神可利用的方法或解耨鵲

造擇 ， jt攏了其存在的現間(詢部放在又一篇指控勢中) ，姆拉了

其持縷的肘i宵。愚鈍，這神i主持增加了海已遊一步選擇和結合

的机金。部么，一令重要的阿題就是，這些進捧是如何敷出的。

住我{口首先思考一下，~伺及述祥一令i耳聽肘，科掌家本人

是怎么說的。每一位科掌家萍餘另外一名科掌家的研究成果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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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大致相同，我們去發照傲由某一決定財所楚的具体唷影。

臀如，當我們悶:完了某科闊的我的克什么遠持i支持特定會§技

釋?討這一月題的回答再能在如下的范盟內受龍:且“自1替它昂

樂譜且禱簇，井旦我懇懇、了解它

E濟存合算鼠“鈞翰建設{使吏F躍誇它并舟我展示如f何可3茉長使用言到“它

雖巧就在于迫，輝以是一件最容易做的事情"主人叫我所考慮的方

法并不可行，所以我當拭某科新的京間到“他們要求我便用遮

神伙器，因方它剛被其來，我們~\須表明我們需要忘";此“按我

的結時，它拉是有殼到一碑，諒訝的巨先賴于富的問輯"好，你

注能有什么娟的遠捍呢7"

JA上述九令攬子中苟明蹺發出，送些盟章真有不悶的報墓

和不闊的溫文，它的是拭科掌家撤出某一方面決定之瞬間聽化

的不問過立中許生的，并13..述峙的黨在一般性的不同股坎上存

，聽之，它的使我的去學照那艦不晰交化的境視，也就是使

科竿家間，他起作方他們決定依辦的那些境況。能量危机的符

，成者一位提出某神建i叉的脂友的存在;一幹亨 i友了程序中裝

神女化的失敗，或者需要証明為合理的一次聽菜:鹿

的其{本增令輝梅瘓的一次令人競店，義者在特定討冉冉

、有尖的撤去鞋，等等。叡乎很清楚，我的不能希望把i玄學境況縮

議方少黨的耘准，更不合縮離方一持特容許我們預測科掌家的

笑驗竄浩悴的合理性原則。相反，我們必、須把述些逃揮者做…

盤問黨其間投生和互功的許物，述踏遍捧碰巧在特定的時i划和

空間中，即在科學家活弱的那境內，拘成了迫些思素的影鵰勻輯

央性。

長期泣，素，房史掌家一藍挖科帶家的決定權控克是聽其所

娃的第史持壞話斐龍的，并且近來科掌哲學中的一些ìß立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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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遠一芳悔。@如果我們特持壤鵲然性的懇懇再向前推遊一步

來暗示，搬覺是一轉去聽似于生鑽進化模式的那境控造樺的形式，

那么我們就財(理性的)現良形成的續舉宰了另外…持合乎情理

的進擇。像造廠一祥，接受可以被發礎是勻境性Ef力的話果，有

些庄力還辯護示自句科掌家在英里拿室所提供的、台造的那境中

的進擇有笑。如果人的想蔚然地拉克在生物還龍中有主玄綽一特

解釋，那么遠科解釋為什么不是清耗爭成果的進捧姓“存"述

種闊綽會請合理的典塑擋遠呢?述祥…特解釋必定其高達荐的

忱鼠，即把比較大的社金每境譚細地闡友方潛在相夫的。蔣孝

嶽人在遠矜社會每撞之中，并且科芋家的決定成為這神社合勾

壤搗一部分。

( 10) 龍是遠耕解釋也著一令缺席。如果我們不能御朧地提明那

峙林躍…一按照述些都准入ffJ:i悲摔成消除科學成果，那么瓷缸

就不能斷定特掌家最可能做島的那些過擇。這2如果造擇的勻境

聽著討肉和食肉題交龍，并且建可以徐克先前述荐的一聽揭斂，

那么發潛選擇的基本療單悶祥特:tt.生竟化。如果我們挖耳撓斐

覺的f轟然搗互功添加蓋自述些可寰的結純中，高旦起捧主人連學王軍

塊寶蠱的互草書中得到明晰的其捧化，那么我們說不金希望封禱

告其体化做出普通在殼的規療。簡富之，關紛發郁的是一幅有

些令人道毅的國疆，在述轎閱函中，有裝神不硝定揖勻境變化，

以及一位滑遠神受能不籠提供任何碗楚、譚鎔混明的社會科掌

竅。因此，近來逛一1J向的舊辱者已受到指責:這錢個時者把科

學交捨非理性來鏡泊，并且排除了那持有方向前或進步的科帶

斐革的思想。@



:學

1. 6 作Î'J一神斐記原則臨莓撓偶索性

或許令人體訝的菇，遠幹不聽定性文才校舍科掌家來混混領

真有述些令人不安的會文，更不用現美于科掌造莽的非理性的

會文了。近東聽我現哲系統理論(如在熱力掌中)的'!i:展提臨了

…神文才立的解釋， ~I] ，這祥的不嚼起性主產階造性和有抗化的道臨

的一小必要余件，盟成也是生存性和葉新建持姓的交化所其咎

的-'hØ要余件。@換句話協，不嚼定性的影吶不持被發傲是純

梓破特點的，耳本艾薄豫f信吉患捨中阻磚f措言學正繞友j遜義的“噪音

耨像蟬f待春空蜜奮詢中兢磚正常的三建主物重褒Z蓮羈哥的“錯餒"\，戒者釁熱力掌

系繞中的“紊吉乳Lγ"九。輯反，人f們f口]試方，不曉定性又滑才臼益3漿更朵的系統

的遊步掛4住詮組俱詣富是絕荒寫才￡卦L要寮吾的嘉奈青f件牛，史事管存在轉局部的信息

錯混或倌患丟失。@

方了鷗友述一i企題， ì丘上我幻考慮一下自施﹒攜斯特提出，后

來臨間特主鞏嶄解釋了的一↑裝樹。@有一定數目的立方体，其

中有一些痛被磁化成悶性，另外一些樹被磁能成闕，性。把i率控

立方体蠶于一令被提功的盒子中。三是打卉迋令盒子的財績，就

舍皮現這峙立方捧排列成笈奈、穗、定的几梅崩形，聽這按几何盟

第似乎是出一位主木家有意說汁出來的。然誨，盒子的播站住

但是偶然餘干預，連特干預是不可讀攤前，并且勾封建蜂立方体

的任何以前師或未來的排列先失。x1那接不知道盒子具有磁性

的任何一小人來道，述些鑫子做乎島己已投主功地作了排列，以

雙語向$L那持本身具有較訝:性的偶然于韻，因::hi主科偶然懿干預

破揮了法些立方体原扭轉定的、有序的持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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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多少有些不同的倒子涉及對生物的再生抖，它更清楚

地指明有說体昕但會自台凡小屋吹。我們知退，人們試均在譴持

密鶴的友舖中的錯誤是突寰的原悔。然而，遠赫在CF格笈緝

的)遼待后值上的館就事件，可能通泣某科斐昇需使物科受

搓，遠神受算能原來的特群能更好地道自不鐘時蛋化的那境象件。

i主體物幹通泣結合一特姆拉的完交一-J在科突斐已銓跛摔了直

接重麓的說違法的有序模式一一叮當車封建楠"自己。

在交豚理哈(或吽述一理ìt更好地造用于社金組紋的聽)的

培育中，遠令間題可能在何特笠(1979 年版，第 47 東)以后鞏騙

得到了系撓的間友。設想在一小系說中，我們在幫↑子系繞 A

勻 B 之間建立了一特混混戰系。如果一科信息鼓 A 待進到日，

沒有出現錯誤，那么 B;持是 A 的一神准鳴友剖，并且商者的忌

(11 ) 信息;梅等悶于 A 的信息。如果存在著一定蠢的錯誤，致使i支持

模糊鞋帶向于 A皮逸的倍息盞，那么信息格合丟失頭!述韓一輯

程度，以至于我們甚至不能接控待送的問題。達意昧著:B 的錯

特完全蝕立于 A 屁!錯純，并且兩者的信息忌量相對于 A 的倍息

量勻 B 的措息靈之和。就諸神系統依輯于述盤子系繞之!甫的

通氓騏系前宮，這幹掰底的強立性就等同于整↑系饒的敏嚀。

至于整小系鏡前信息蠢，其最好的情i先是在 A 勾 B 之間有非零

的位息侍退，同吋在這矜持送中:具有一定量的錯誤。@

某神葷的不聽定，陸現漸遠的告我組蜈雨宮是將成性的，逛

一ìt鷗在科竿的倩影中意昧著什么呢?被著傲是走向交化的、

財科牢友攘的最低限度的…特定采金假說:科掌姐棋是一科敏

漸道站章新建拘起來的知氓，并且以寫早期成果的整會主主消解

海嘉措，:ì支持章新聾拘是…幹黨黨龍的道哩。這壤的愛崇他是

指系繞能移以嶄新的方式建梅和重藉建拘它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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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譯通的本法說，述神支祟的母程具有商↑梧立尖獸的支

面:…方醋，科字具有蓋章持“軒的"位息，即/'=1:“位教"的能力:

另一立于面，通道滑向題提供解改方案而又主問題的挽設做出阻眩，

軒竿胡單地輯來畫畫能移豆葉詢和重鎮建梅它自身?我想，建就是

我把廣梭的科字或功的意蘊蹺在。科f摯的上述兩特能力是提眾

組垃程的潛令芳盤。在申我(Shanno叫所垠的意'x.上，遠幹笈朵

化注釋甜頭于信息的增長。@但是，正如我們旦控看到的，沒有

不畸定性，就不可能有遮拌的信息增長。 i主神不痛定性能乎仗

f又是告由度，系統利用了文革特自由度來最行自身的吸收問題的

叢建。 J主料不繡定性撞來嘩輯豆豆鐘表現在，視察者沒有能力來

祥如簡述合理姓的一串詛粽;在或原則，孺達科章建就是按照法

些都准或原則增錢遊行下素的O

這特笈美惡性增加的毒室建思想，是如何勻本哈前菌研強調的

勻境性造蟬的概;會組美攘的呢?若不韻走一料系統文才其做出反

腔的坪壤，系能洽嘉定不可能掏想出自組訊系撓。@若夫去了遠特

勻境的觀念，在此介紹的浩成就學:Jê意文。正是遠神勾境i逼垃

它掛缸造的i表蟬，克軍建和友麗的迂程指曉了方向。 1車里我的

巴介紹了句燒的概念，意指境況空葷的建梢，科掌家~每f韋伯的決

定羞于這些受量之上。遠盤查麓的乎是制詩閑糞，科學家法治

組軒的進持依述峰甜的區黨而定。 時亞述接受釐叡乎又是一些

科掌家講迂決定輯佳商強加的制詢問家，方的是在本廣上卉放

和ft蜓的事件序列中追到一神結局。沒有尖子遠些制詢問叢鵲

不聽定性，就沒客站爵的問題。投有不聽定，陸，就設有新的進捧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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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建拘幸災的解釋之三: f31j新1至連擇

我已經利用系統ì-'ê和生物提起之間的獎比來控援:科芋研

究的建鞠主文解釋可以合情合理地1t展對科掌斐仕的持境模

(1 2) 塑，在這科模舉中本積起姓(或者勻境的偶然性勻進捧的汗放

性)并非勾科常成草草的思想背道而攏。現在i1我們仔細思考一

下這些業吃的農田影哨。

達里，我們把真聽重建彈的思想作方一矜耳其系來加以介紹，

述特戰系即過?當被分海接受迂程勻研究近程之闊的戰系。;待了

強瞬体現在科掌成果中的進擇性，我已經把研究定又方建拘性

的。 但是，這科豆葉拘性的概念不技表明科學成果的“學還決定"

的建梅，而且也間接提及建i峙的成果是有白的的新成果。我們

已接現泣，進擇的建禪，性本身是在科掌研究中皇室立起素的。先

爵的科掌造捧戒了未來進蟬的資源，并國此引起了科掌成果的

過擇性現問勻多祥化。在生物競化中，多韓化的起輝很明巍地

被磷立3每一科委漿。 清么說來，我們睡前的第一小圈雄，特是在

科摯的建特勻再建棺這種中尋找這科笑壺的等問勝。

觀無數的科掌交先模型是討生物遊化勻我意俱到的知棋生

~近程之間主題比的最聽聽的居舟，并且龍要求我們把它贊成…

聽眾原本本的描瑋@按問示歡的現，耘，在任何特定的肘梅內，

我們都具有許多創新以及赴于達拉倒新中持續進行的自然進祥

泣贅。前者依賴于具有倒琨性的小体科掌家，后者則依賴于坪

定遠些留新的考家共同体。@樂斐是直令体劉新研F生的空碎，

并R它的的教豎取換于在某…特定日才!同拘慧的自由度。生物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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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是述些生物寶安許生偶然的交祥。間

是:敏試;句，鵲熱住要素存在于令{本科掌眾的自由勻的盛性中。

三哥把生物摸盟主孟用于科掌(或更一遭受迫退屑于社舍的〉友廳

中的時誤，正是速轉偶然性的定位許生了一↑主要的冉題。按

酷鎮敏模聾的混血性，這特皮屑的特殊音5分一一小体勾，gIJ新

一一被撓i產品來并交給了偶然性的操作。設有受到偶然性影哨

而盤下來的是科宇間樺的行劫持創新漣擇的垃程。~然，在遠

神分寓中，我盯主人淑彈了友現勻涯寞之Iì闊的語典tK卦。很令人

盾疑的是這祥一神分寓的義本原理。克什么令体科學家思偶然

性受害(或受益) ，間科掌家認体并不如此?或者，克什么組新龍

混擇是一小有意夫的泣程，并且逛一近程具有立于向性而如新本

身部并非如此?

而且，我的把什么看敏是創新呢?按照間位敏的模躍，日度

表的但起法有被接受的科掌研究成果樹成了一起交界。@然詣，

說像我的巳鐘看到姆，遠捏成果本身就是裝盤黨中某科黨委穹的

i鑫擇近程的結果。更具体地說，它的是一于走向注智的結果，關

這科定向母程是前向新成果的生戶或者的斜的生戶的。對我們

說科掌成果的多轉化(或瑋蟬的逃掉牲)本身就是在科掌研究中

建立起來的肘誤，我的巳短明磷地暗示出了述一熹令1A令体科

母家的兢j在看，創新主義有意闊的定肉研究的結果，并不住仗是價

餘的事件。正是科掌家具有的下列知嘿，包括什么是|琦題及向

觀的解決方案、美于該研究髒峙搗方和接忽視哪些地方的到11據

有重建緝猜攤、以及高度是怎擇，性的、羞于期躍而又才材棋道行的{學

朴，才導 i蹲著述些科學家教禱“金j錯，股"的話泉。

且按得一瑛錯果，安裝者(自話也是接者)的精心進揮，以 (13 ) 

及各韓東場策略，能把某一項安盤輩革成果特賣方可被社金尸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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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某科“軒"成果。我的t說不自忘記，在很大程度上，科竿家

蜂揮部蜂迋沒有被先前研究完全覆蓋的研究領域:閻此，他們的

成果九乎可以保証成均義的成果。而且科芋，家不觀地努力，續

保自己能有校科享用其他人不容易帶到(如，很昂費或者稀缺搗

技求仗器)的資源，因此提高了甜的盟海具有某一剖新兩歲方

“第一"的机金。簡要地說，在科掌家令人要力創新的迂程中，不

存在非走向的成鈍轉髓机的事，惰。

科字“黨查"主義被定肉的和被建絢帥，境一特，餘的一↑措果

，人們可能把科竿家狀社合角度最定的存在看做主義一神↑捧

起迢輯的第果。 i支緝令体化出一↑人和勾其姓名相戰的項究工

作的不問特性之祠的冉一所詢處c@述神同叫化做乎{買走，自

某科原間，一↑人要比一手中關机的許生机制寫他的風果扭ffl.更

大的責任。

第二令詰果是，新成果的生戶主吾先繭的有效的速轉之i洶的

美萃，即倒新勾接受之間的美系。拉伯已經說道，在很大程嘴

上，進莽的地，在是三是聽黨本身。按照上隨便用的木譜，連持是倒

薪迂梅的一部分。我們知道，在很大緯度上，遠捧利用了先商鞍

掌逸擇的實誨。人的很容易康原本本總照原韓未解釋達一祟，

并且提出黨驗室中“自然聶彈"的迫和;悔當屑于以詣的結果，遠

些結果有助于相失“突吏"的許盤，同時也加深了科掌家滑小{本

性的共趣G 按述神方式，人們可以主人夷，通混不醋的安驗室造擇

而又才先前成果進行現慎，這持現摺同附辱致了科掌知訊的一特

第漣友展的多梓化。情往意，在遠科插進的多轉化申辦及到了

混擇的資源、性特征，并由此F~了一特掩轉形式上的i羊鋪混明:

它盤棄沒有改ì1:;措果的本農特性單是有用程度。放案處牲精換吽I

現混棒，指述神晨1金特換格依賴于它們所娃的勾蟻。在路



25 

特意火上，“自然進擇"贊成了勾壤的重新建捕。

舔了科掌“突斐"的目的性特狂、被 I甸的特性及其結果(更

多指烏拉耳克，悶不是這示文)以外，自語美于研究的詩隸的另

一令方囂，并始又才是祥的美比提出廣展:遠里， 3美驗寬的i是持不

是勻令棒的做決定相美獸，師是被看{設社合豆豆功和高竣

(negotiation) 條品錯果。所以，子是衍生5須拋齊下睡遠棒的等式，如

一方面是小体勾樹新之間的等式，另一封閉起社金自体勾足

之i穹的等式。班子當的意文上，我們知黨在自然科生字報技本科

掌中，多數黨雖室研究工作都超出黨体未玄施，間作æ↑人裝進

行的。下建立建科涵文去p惑不平常:某監室的成果(包括那些被試

均是具有位數，陸的)句英驢寰的“思想"是i玄綽一學社金事件，要F

遠些事件是在持其他人的相互影娟和相互體商中宇生的，就像

我伯特在第 2 選登廣倒涯的那祥。

現在東思考一下科掌家小人的玄撞室接作。科是拉家主哥i寞的

是其的人的成果或研究ìt站:他們手里所拿的車間是以前科擎

的和非科掌的研究已挽成略了的成果;她的放觀暈中所裝得的

是一些仗位在多農村特定的交謊每境中才有載文能盟衰。租司生ì~ [14) 

的清形中，科竿家且連些活功中所連綿的，是一特穿插于向其他

人議活功的研究領嗤之中的洽成c 更一般地慌，科孝的這行

機遠望把“neg;泌的00"一向海7句“禽淡卻佛再苦奮起灼的君主恕。苦海，iA.刻，該尚有

，立像貿易中的淚測，即具有不[ill級鼠的是主派絞述鶴立磋商而談得一直設憋足G

科竿:1:.戶似的話警告是指在科掌研究中毒害句話相互交流親戚，提出發i采納一些美看

法.~做到他們笨得最縷的一致意兒。如榮一科~磁結果兵被警史滴淚的特征，

那么就滋味事實寫這紛紛來的單單ìt僻靜已經詮述了一小相豆豆交書麗的迂程。 i若

是三使用“肥gotia1帥"一絲街…絲路喻的合叉，人11'1“閑自然ì1.t行高坎這安綜

上就是一耕斌緒的這潑。 t支持:(E德活中的愁沒海灣“問你別吋eln" ，在法讓中的

M座海均可酬ier"。一一浮華寄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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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位技夜下列這科活情(di蜘間e)中得聽措辱并其有意文:l支

持活繭的具体成形可在t黨領域的技威姓辛辛作中我蜀，{且它也必是

通￡草案韓室中人{f1揖注釋和符哥做錯環斯拘成的。

這里克須強朔的是，科學肘常依靠于洽遠的一科特殊影式

一一二括面交說…一的可能性。瞥如，胡塞絮說完詩作是理慧、文才

象因而t包是科生表欖念成均有工會長的奈件。@皮然斯瓷缸說，表現并

沒著攝示出一特x1象的存在，而佼佼搗乖了符辱的存在，并且把

科孕的還輯逆陳先l符等學。@梅里法提醒我們，科掌溶…或是:本

身就挺生于某↑肘代的作品之中。@拉圈宗教f五爺加近未己說

措錯了著作裝裝設室中的黨藥性。@并且很仗時1'1持以來，科掌役

中研究手嘻嘻護控告面交寵的一峙特殊方菌。@

沒有損面作品(在樺塑造財核璋的尸文理解上)，科章就不

可能禮嚷存在下去 j主韓混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這里的現

息是，當先，科學的交流義磁拘成了科掌家的浩功，述神浩蕩是

被其他人的挖去所窺向聽誰持的兩增至劫( discursive 

interactio叫學的一蔣子學式。@事宴上，生物混化的美誌試問哥哥控

制新的令体起源中定位不聽定性，掰這特不聽定性就根濃于這

仲百:功的解釋主義附和社合功力嚕。述特桂金的和符峙的基站在

其体的英輪空支離境中賣得最完明塾，這神萬漢括三拉著財科學研

究成果的高度遠擇，性的建拘和解誨，并f支持致了文才知訊述織的

錄恣意:主人方， di恥mrsive 姆拉豆豆交流(附加n 間。hange)，譬如，通it3:~提作品，科掌

家含章章含量進單是明喃地問痘或被海另外一位科掌家的出級紡、混成、理洽及成

果。主持科戀家以洽文、i平ìí::以及張家*合汶的形式就菜絲絲究成果的有效性的

現成法行交流銬，他們以辦事會海灣的互雪白c 因此，1:部發互功貫穿于各單中發祥

科學作晶中，而設要比島生織的茵河面或老i萎了主紛紛版了更長的悶悶 c 一…浮

華青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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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幸青畫畫椅。

達科班底數是，述神話i吾立場的社金!黨性，不可能逼迫摺捧

一致性影或甜限定在某科離蠶的接受勻境中，不聽定性也不再

離被張立于↑体化的合j新中。甜嘉牙利接受是盧新建拘知氓揖迂

程中暫財的聽定化，而這神文才知眠的重新建梅泣程本人根本上視

聽一神社合的道程。不聽定性的起源就存在于社發之中，并帶

有符琴的鞘豆豆讀搗體潰，能不傳聞忽敏似乎表明的那祥存在

社金之外。都本科半農果的決定是述持不聽定姓在三雪地安理的

一控措錯。正是在x>t科竿事寞的社金定位中，人們可以把科掌

事笑著做是接過擇性地建拘和重新建掏出來的。

1. 8 重建之蠶:內在島l3外在的

三望我們主人均科竿的友晨起一特知鼠的堂皇建迫程時，缺::p偶

然突漿的任何筒草等問物嘉定F生了一持樂似的蟑磚物。三望我們

思考述摔一科漸進性黨建的淺藍本原珊肘，系統勻謂:境之間梅巨

分也許生了一些臨瘡。文才于系統現站來悅，漸護性重主義(或製染

性能增加)是系統文才…令迫于友奈的那壤研rr-生的反座;其才這耕

坪境來說，系統通迂增加在自身的友崇度東道路。更具律地攏，

一小系統胎內部重建是由系統勻那境在友講性上前差界朋造成

的。

但在科掌研究中，科半成果的加連重麓，本身就是工作的問

聽所在一…-它是內生于科掌生戶的。正如我的已經看到的，它

是科掌家著目的和走向的努力結果，遠蜂科掌家面向新信息的

生戶。就像義的新定汰的，遠科新信息的生戶句話語的問題能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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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建純。

這件親，在就是，述耕i謹i醬立功的社合鷹，性，不可能通道盟体

一致，性形廣闊限定在某科學強揖接受勾境中，不磷逆性也不可

能敬義立于令体化的-ßlJ新中。緝毒育和接受是輩輩有建將知誠的道

程中暫時的聽定化，孺浩特1才知垠的重新建相近程主人根本上混

是一持社金的垃釋。不繡定性的起聽蛻存在于社金之中，持帶

有符琴的和立功的性蹺，但不像聞永敏f~乎表明的那祥存在于

社會之外。林志科告訴成果的決定是這料不磷定，能在三草地接視的

一舉結局。正是在河科半導寞的社金定位中，人們可以把科常

事裝著傲是被遺掙陸地主黨梅和重新建樹t往來的。

1.8 聾鐘之頭:內在的學排在臨

3望我們說完科竿的友展是一科知垠的重建主主程時，缺j，'偶

然突蜜的任何筒學等問物就F生了一手中英似的障梅物。對我們

思考進祥一神話要i設陸重建的華本原瓏肘，系繞勾坪壤之間的昆

主士也許生了一盤侮雄。 ~1于系統理均主任說，漸i設性重建(或笈索

性的增加)是系統前一小迫于黨祟的那境研戶生的反店;河述科

耳攪東說，系統通道增摺它會身的友奈度來這座。更具体地撓，

…小系統的內部蠶聽是由系繞勻耳境在友眾性上的差昇所造成

的。

姐在科掌研究中，科掌成果的加競重建，本身就是工作的詞

腿軒在一一-它是肉生于科半生戶的。正揮我們已競賽到的，它

是科掌家有目前和定舟的努力結果，遠些科掌家商向新{吉息的

生卉。就像我們所定文的，達科軒信息的生戶均浩浩的問題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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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么，我的挖瓷缸密需要的那壤撓裁定位于何赴呢?

系繞理誰家fn接可能露意把科掌看做社金白宮一小子系統，

i寸設計和“直到"(在戶曼的意文上)@t起來，以

便解決菜單中更普巍的讓說一一部一1-iE赴在工jt龍的社舍中的

友朵姓i河題。按照遠韓現息，科字就查成了現代社

舍的一令裳倒，人們在其中文才友崇龍(技本上的?)道行制度恤，

1、]研究，入美扭頭的社合科字未方現代社金制造軍

奈牲。科學知氓的黨建多祥化交成了一科系統目衍，以便勻

造臨時聽眩剔卉主任。然而，如果速提前利益的重新建拘內生于

述科解決方攏，那么端科讓新建拘有夫的那境的作用就斐得

模糊起來。。

即使我們搬生物半樂怖的事要求，把那境遷JjÎ[性的概念:特換

油悶:攪進悴的概念，倒誰也仍1日存在。按照囡年敏的模型，系說

勻那境的控界似乎其才于科竿的“內部"世界勻更尸崗的社金勻

境的“外部"事惑之娟的聽到。 i農藥件事的逆輯被顛種i迂東了:

我們不是當先按得失于樂章(創輯)的科學內部生戶，然后薄薄

些最好地i蠶豆豆技發持境鵲寶蠶j肘子社會講擇。按盟示敏的現

息，但新的主trc通道各科擋住受對外吾吾盟黨能影嚕，題它的前進

擇性生存是由科學共同棒的肉都決定來控麗的(至少在當巍的

和理想的象件下如Jlt)

三三然，要設懇一聽跨立的好場分工…一在其中科李家鼠肉

都生戶室IJ蓊掰一令社舍的非齡是拉成昆主人并都滑倒薪遊程遠捧

一一是荒謬的。在萬酷的區分中，混撐的校力技餵于科掌家所

提有，高外部的影哨位限于研究生冉的述說，但我的的熬不清楚

方什么遠神藍分一定更引人失控一……如果佼佼問河下闡述一現

由的話: tlfl造莽的地成本身就在安驗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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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程相分爵的。器鈍，影騎車青{古學生戶的還素也將影聽這些先

前信息的進棒!全現間，在很大程度上薪能信息是)Jd主些先吾吾信

息中滋生出來的。如槃某一科學進化友麗的模望強鷺(我拉克

是正嘯的) ，在科學友膜的特定時期，一詛試知斐量的內容是“內

部"勻“外部"關黨的許物，那么故模型就不可能同財斬定建些說

知斐量一一地控覺聽很大程度上出現于遠些斐量自身的生許之

中 的班禪是一科純牌的“內部"事情。

i毒服那撓的路想以及述神思想預投的在系統勻那境之間的

反分，都在科學系繞理ìB'á9乘比中造成了一些國雄，國淘金乏這惡化

位乎更樣是系繞財外部勻撓的一神里庄，而不是科學研究本身

的建輯的…持特竅。在道化的美注中，那境選擇的思想……及

其影踐的在住戶迂蠶豆苦奮才薪能造莽撞生存垃程之間的分萬一…

造成了一體臨雄，自均生許勻送葬建生存在安喜愛叢中不再救訝

地混合在一起:的前兩者都要受藹造化摸聾的“內簿"

境(或“外部的")臨黨的影咱 c

除了總體特殊的i可題之外，我們~~須楚王舉一令豆更加一般姓 (16) 

，帥，句有机体不悶，社金系統運設有唷驚地純文史于系

饒的英料性合那境的界限。@很久以來，科摯的社合研究就已控

受對述紳闊瓏的國拔，就像封系統/坪壩l3:分相似的“內部的/外

都鵲"二三分法的月之間逗用所i正案的那祥。正如陣總所指出的， J主

持眩安全是“持人相娃迂罰非被研究述"，@并且{備部又苦地神底分

的意又增行的爭誰也s表騁，不與作者以j盟黨朝蟬的方式勾述神

庭分;總史上。這接通迂強演推持界限本身在社會系鏡中最笈炭可危

的，系競理玲部分地說裝買了這韓立分的路蜂擠在。

美于速轉控說剪力的界限，使我把立對懇懿下麗的安街:寺

.illt.利盤槃懼之間爭寺合法批准的界限，以便文其守主lJt.技蠶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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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較利i投入混一取ill'.規定奈件c 主否?体科學家在“我軒"

“f創刊"之間或在“科空手"事物持其他事物之前班作的且常反分一

起，在逛些學i告中也組合了一些自由度，就館在社合科掌家寫連

科監分的各科更新存在自車皮一祥。 借我覺得投有任何理串宋

先睦地假定:在一于掌科性寺ill'.勻另外一十守主lI:.之祠的話由度，

必定昆在一于領域此事研究的科掌家勻這一頓域中代表挂念的

(或政治、鎧詳)利益的非科掌家之悍的自由度要小。的碘，如果

我們考聽它的各自的互功勻交流，如果我的考攏在其證東邊持

中辨許生的利益，那么，我們很可能會形成相皮搗印象。

i車里，我們聽本人接察退出的分界踐中表現出家的白白皮，

傲自組拱主主程本身的一特務能。它們佼佼在等致起科竿的一…

而不是科竿的一一頓蟻概念的英磕韋造揮主誼引起我的的共

趣。暫且不改述手中內部的科常系撓勻外部的社合耳墳之!'É尋(或

者，內部的科帶i主持迂輯勻受蓋平壤影咱的生rx:迂程之問)的 IR

分，我們來思考一腳尚未星示出遲到的勾境，3克盤盤的建拘說是

M3，支特勻墟中戶史的。我們不去尋求于体中不碘定性的起源和

特殊社金閱律決定中走向斐化的報灘，而是要把不繡定性的根

據聾于具有特辱和互讀性麓的社金勾境中，把具有島的性的、走

向的行洶的蘊攤歸錯它!諸于的?体c@我的蔣說俱到，符琴的和

支功的特性在其韓三軍遁揮中學琨出來，述說林志著科掌研究的

泣聲是建拘性的而非描述，陸的c

f吏撞葷的活捧得以許生的決定特換(decision-加nslation) , 

要求我們參照迫些混捧誡人其中的勻境。突發蜜蛤瑋掙控解釋

依具体境撓和持境而定。以支禧支科立芳于式，可以把

程璽薪鞠想想、成→紳勻境的3蠶藍建迂程，在i遮玄祥自的守重至競葉迢磁中投有

主烘人分析性的魚E度藍{做拉出內敬勻外在之兮。在扇面的章令中，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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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式間硝立科掌的知俱制造所具有的特寺的、聽勻瑋珊逝的以及

建嗨，性的特征(這里我已經館要命短述了)。新系繞理捨勻生物

遊色的樂比，巴控克我的支持科學費先能勻境性解釋和在這一

迂程中，不聽定性研蹋的作用提換了一耕合常合溜的ìf::掘。說這

些新系統理it:均主主鞠遊化的獎比寵盲，住性把瓷缸引人預先決

定論結蹺，而且這幹頭先接定的監分道胡文才科半葉撓的支持分

析并不充分，我肘它們的求助至多是正心二章的。

1.9 敏感的15法追13冷澈的方法這樣

現在減退回至1本黨格富的第二路插文了 c “毒草笑就像奶

牛多夢w﹒塞耶斯通迂這句活告訴我ff] :如果我們以是移銳

利的話究室誤言們，它們通常就鞠走了。法撓的方法ìf::班底是，

我們必須以銳和的目光申棍，問時我們必視采取一定的1f法，述

粹主法使我們是移續致端視察一些琨裂，以便看到軒的真正

性廣。諒我們轉達祥的一革命芳法方做磁鷗方法梭c 方了表繞這

輯方法ìf::如何IK別于另外一學較完冷說的方法拾，社說概括一

下我所思考的這一蠶豆義性的几↑盛著特提:

1.當先.:ì本科種感登基要求一神方法玲的參勻，鬧非超然物

海灣海~iλ沌， j車里“甜甜的"荒草、指“敏感的關非“感性的"(間明如泣)。一軍中敏

感的方法洽(甜Il!!itive m拙。dol曙)能當事紛琨象迅速做出反庇，測知其絲微;一

小敏感的人能移迅速傳祭出其他人的情感及意文，并做出反liÎZ ;一小敏感的

普通皮ìt能毒害測出過度的微小錢錄。持 sensìtive 緒反， frìgìd 具有“冷淡的"

( cold)意怒，法是三夜一科隱喻的是黨叉上使舟。、“gid person"絲一小小性冷淡

的人，一手中冷潑的方法i8就是付現象不容易做出反皮，不能迅潑地教得一些

皇宮傲的錢剔。一一浮華青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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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它要求接融聶非站萬:美心而非冷摸:要求方法捷的主伴 IË單

位捕非中立性。社金寧和心理掌中 i搜集教掘的最騙行的方法，

傾向于像裝有能分繭的寓合器的就功平那樟現行下去，即在接~

蠶佼器均考察滑象之阿波有…干!齡要的連接祟。結果，君主功挑

可能高速越輯，机功丰本身投有主義功。

其才主持擋住的方法洽的批揮者勻辦妒者都…直指部普通

社合科竿的教蟹的有效性。~i逼近狀方法洽上拇幫“高合器弋視

察者的然沒有句主題建立起騏系，)G造財“當蛇"本身;每祥遊訝

操作。在這掉一神情形中，甚不可能出現敏感姓的問題。

當然，述蟬的說商是一特深思熟慮的不干預策略的…部分，

人伯世汁這許不干頭窺略很再能就是方我們一畫在機龍的中立

性提供保証。但這科中立性建立在可聞鍵的假役之上，遠盤散

漫是:使用冉一料還富的演說者，此表面份龍棄理解吉i裔的意

文;他的并不依賴具体境況的培育符學生宇:不存在意叉的暫吋

:現毒害賽可h人一定的距寓以及狀錯逅的角度未拔得、保存及持

播…持理解。幫了玄之，這料中立性假設說是:生体rE哥說可位可靠

端被預先最逝，并且不需要i迢迢具体的互場未進行。

但是，寫我的社金各部分JL乎每一次F格的撞車全都表明，主

体伺性不仗仗豈是那接功身去研究夕宇宙文性的人獎掌家的問聽，

問包是日常生活中的日常豆豆站向題。它是既有交流的一于自

然度生的和連續宰明的厲，性。@錯果，敏感的社合掌1í活的第一

'是去安現一特迄今方正常不存在的主体崗位。考車到迫

科主棒!可性具有自然度生和已安親的性廣，我的不可能使當己

生去速轉蘇煩:闊前娃于研究中的境按所具有的直接梅、米佐調

停的設期散文才扶惑。如果我們跨科半導籌安(正如惠特利倍嘩地

指出，越啟事祭文主科孕的社合研究來說仍是一矜持是箱00)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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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再~f=!惑共蟬，人的很可能建汶我們通道放奔方法洽的控制

---部通迫在~f=站店用戶響的視察一來尋找主体削牲。

2. 那么，我的再以伺:人們持在回封參勻現察的人獎學方

法中找到一神更加敏感的社金學時?人獎掌ßj史本身包含了辯

道性的食圈，即在人轉站沖突的核心建立全体fãJ'攏，遠些努力始

19 世紹空想的人獎學家刊也的主要依靠于其他人的旅行報 〔的〕

告) ，品來尋致提持直接的人科學視察(20 世紀初克林i若夫斯基

等提出)，一直封最近甘甜人科科竿的人神報告提諧的批坪。

人神科竿家証明，人神史研究者不皮孩(像他們道去的做法

那掉，現在JÀ某科程度上混的然扭此)校校接他們自己頭先梅懇

的革時攜按一神文化，而立法研究人在1解釋其控喜愛世界的方式，

然后以這些話詢研觀有的范疇素描按述神文銘。述神批i乎很高

麓，因海官衰弱，到目前完止人3避孕踐者沒有安現通道直接參持

現毒草高力國建立的主体i峙，睦，或者設有能移i逼迫人帶擎的強告

芳是保持述一生体俏性，渡者注閱神'1實混都是真案存在的。

那么，撓的可以得出結龍:把社金和掌家輩子研究領壤中而

主人“內部"薄地競行研究一直是不穆的。也就是視，撮人一神污

法龍的棉揖;1::)((勻客現金文相玲立) ，遠神棺材主文在最大程

度上控輔JÀ所研究的主題罷非JÀ科掌家那里那扶得的信息。@

因此，人帶嚕一查原力“偏高中心..或者愿再能多地把它的范鶴

特換成行站者的范疇，拭問形成一系辦方法，以使得出租描述行

功者的知氓。@社金季的人神方法洽已接走了相鼎的道路，偏寓

其培育租皆趣的中心，在美歪扭斥某控共同的社金擎的客班主文

概;會:和沱題。 l哀些概念和拾題已詮被日常~臨中的當聽皆取

代，以妥明的或略加費吏的朮培表站出來，以便持它的的 H常特

証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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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了使研究領域得以討藐得的信息路加歸期望的限制，克

什么舟一特深入的定性方法來取代一聽更*麓的方法是不靜的

呢?又于此，入料科掌的芳法(主人小的現盟混是人神方法洽)~台我

們提供了一科錢索。數感方法i它的問籬，不但{又使現察者在解

釋掌或現象母左空肘昆輝的意文上更好地“理解"研究報域，@而且

使他的考慮到描述或持迷限定之中的理解問題財主義誼會自概;金的

建緝。

換句活說，通垃援引關才歸途的方設洽相財主文，我所提及

的問題，不仗需要理解，捕且需要要址人們提分地褒述。入科科掌

研社悴的人特掌握脅，未盔、最理解的欠缺，謂是在游故事吋饗述

的失敗。要科f表達科央敗，入持科掌己說書勾畫連一手中系統錯了

的河典學形式中，@并且λ科方法治已經采取了一哩步嘿，素食

展出一科良卒讀特的勻主体相夫鷗吉姆，旨在擒致表述的青青c

社合掌中的案倒研究古法， 3主E登上已經蔥視了這些時題。

但問誰可能在于這一事曳，時，遠特案俱i研究方法滑i司典掌并不

;當兵麓，并且可能封以主題海中心的育活所造成的非慣用語和

完全慣用i蠢的結果非常不鴻一神相封情摯的行劫伴隨讓大

的結果，述一行乏主i式圈通社費用光掌租再掌位器更精礦地t己議

所研究的現象。很清楚，只有遠替自最音棍和是像親朋提供的

概括化之前的輯料，才必須屬于鑽諷近程分軒的接故，在此人把

希望這用一科敏感的立于法洽。

(19) 然間，原管這手中轉料具有未被概括的倪多年，但它并不是設有

被建詢:這是制的技巧句非培育行方的進躇化、通道照相就接得的

部分i己祟，或由是劉說(是音棍和最像有L)的存在認引誨的行均

要兒，都表現了包合在述幹材料中的進擇性。正如在科掌成果

的倩影中，人們不得不把柱香科掌峙站果看傲是溫迫退擇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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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梢起來的京商。一特最蟬的社金擎的要熹，不是要朴教豆葉梅

性，有言是…-f發上閱介紹的朮培…一來備建建椅種學的中心，

致使建拘性安成…特主体肉體的行池。我們必須喝恩全力，使

研究領域能移鴨鴨突曳地商解釋的信息攝加研期望的限定，端

一，在已被人樂掌的友膜研i在明。入黨掌在很早以前就發斥了社

舍的人替中心花，不料去。友現自身權鑽}}"事它自己考}fr.的人替

中心挖c

3. 人們把tf法途的參勻著{拉夫在我痴思考的敏感社金擎的

草一小光吳三長件。芳法治的相滑主泛使社金季鵲寓中心，致使

它走向一轉入神竿，述神入持學相倍于入美掌家的各自的事}fr. ç

述取要關明的第三↑擺著特征是芳法t金融革劫三位文，這科拾，最

碗保了遠神入靜竿的然又才其主体的食鐵(冒雪非tλ知〉感共趣。 tf

法泛的JiïØ洽也非常現投地 i差別于方法玲的↑体主火，并立思

剔于至今仍使社合竿子土製的整{本主文。

人知己設拭各持不間的角度把方法治的/抖本主文擂遠方一

科掌說，達科掌說iλ3句，社合(及小棒的)現象可依攝入美浩功得

到解釋，并且又令人獎行蕩的i羊縮解釋必須回到↑体，因海只有這

些小体才i缸子了教責任的、有目的的行誨。@摸不同的的裝形式

，述神小捧主文自現在i午三害社金掌方法勾社合掌王軍吃中。它

長期的釋手一直是整{本主文。 該整掉主J足堅持，作方一令聲f亭

的社金要大于令律之和，社金既影鴨又制的了小林行舟。@我們

倍奉數路tf法垮，進埠使我的(至少是智肘地)離越有美社合理

勞浩然把這攘的建絢性(棚帥ructi討句)鱗鱗方特定的人科史掌家成分析這~X'才萊

革中游象的室主詢， i車里的偏寓(d間nlre)意味幸會使來的→位ft潑的輩輩約5度依敏于完

…位作者及其領域;本身，府非集中于某位作者終定的建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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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嚴幸戶、位教攝和攬括性描述。然醋，笠并設有責成主豈有1把令

体著微分新的一令自然草足。

事宴上，我已佐克皮蹲在科掌剖新的j是龍拾模型中友現的

令体主文謂辯啥，并贊成述…現息:即把創扭著做持境和豆豆功的

物。傲視社金掌研究已徑表明入美仔功具有體熱柱、受行讀

者限對及受那境報制逗些特諒。如果一令令体的行功取換于他

人在場，取決于他們草草色的現力掌如何'N.畏，要I~么，很明星仗仗

考慮小体及其意陸是不箏的。

前菌強繭的…令規底是，主主科輯豆豆交換不能主人有美令体行

功者的意觀或當麓的知棋中演揮出來，在這神意文上，小体之詞

豆豆泊的功力包含了一小不繡定性的要素。 j玄堅強調的斑血楚，

一科敏感的方法治不可能忽視這神請力竿的存在，或者忽饒人

業行功暫時的、受行讀者限制及到三境限制述錯特諒的存在。種

清楚，我們的1監察勻解釋單元必裝容i利于功具有白雪暫肘性、勻續

性及豆豆草色的特性三是現出末。因此，既不能集中于小棒，息不能集

中于聲令社舍。 1î法洽的主功主文主人兔，1至魂是…神更充分的

解釋影式，持吋也是行坊的勾境;性和暫時，陸特征放中許生的解

泣。〕 驛形式。。

1. 10 JA“ 19舟"的問題自“如何"的問題

方諸誨的選新走向，思是伴聽著肉趣，特換持研究詩林的特

移。方T~定現一科敏感的社合芋，在豔奔社合研究那些較海冷

梭的手投泣蹈，某些鐵現社金孕的研究方法也已詮擺兔了社合

科竿合主人的各轉向題。在最一般的展坎上，迫些徵現社套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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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能似乎其才不大引人注目的“創何"概念比封“海餌"的問題豆豆感

失趣，臀如，主人知社含章文才某一群{寧的成員如何荻得社金缺序存

在述一現念l:tX才址合秩序方何存在更感共趣。特等互劫洽者較

少鐘美心某一群体的成員均何使用某特意文棍架，而更多地笑

吟地的如何商旗和給盤境血的某科定文。人神方掛沱者尋求的

不是去解釋，而是去了解若我們磷信我們解釋了日常生活中的

某轉辜百肘義的如何造好下去。@

我的可以捨缸，λ1f]需要解釋，以便裝理解一特社金琨象并

得出碗妥樹笑的結誨，但上齒的一學芳法肘~聽錯拾并耳之感J{

趣。其他立于法可能監持，寫“如何"但題的回答室主常覺封“方餌"

問題做血合理罷答的一令先決丟失件。譬如，如果我ff]知道JL黨

是怎祥款待一神社金秩序的競念的，那么，我們就可能已接玲一

帶社合秩序均何“存在"有辦了解。@

前且，存在一科褒朗在解釋和預見之何其有兩粽姓的ì-e題

(在安鏡結玲獸決于以蔽解釋的意文上) ，遠-tt;題在河i玄學悶

罐能研究者中比以前曾饒有濤的任何洽題更不碗豆宜。@裳蹺銓

設已笙証裳，1Áf士告解釋中得到的鑽到勻行瑣的安隊路錢之i司

的轉向至今伯未填卦。@另一立于函，人的如何做一擇社會事情，

具有直接的裝設利益:過迂揮黨一些刁以完常的行君主方法， 1証明

它(如何融投合舉情)討社合知說是決定性的;過這汗拓行瑣的

車芳芳法，証明它寫社金吾吾草也是決定性的。

詢問“如何"梅問題，往往要求我的東敢諾夫主德提桶的

神樣其天真的志度，把盈斑屬P己的家西安處或然性的家酒。@事

裝上，站幹哥華度正是多草書西﹒塞耶其時早已撓騙了我們的現成研眾

議的悲度。科學家在安輯室里去如何生井和再生戶他們的知叭，

是本各研美心的主要肉題。我f音文才軒在拉事.!lk的建特性和生子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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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坪堆，目尸能地介紹了這一主要站題。“如餌"的問題是述聽

廣偕辱的知親人神掌持必須雷滑的第一↑問題G

討問答這神“如何"的問題(科帶家如俯視案喜愛軍盟住戶和

再生f=飽的的如京) ，敏感性是~\婆的，幸是在第 9 哲犧括的一些

方法体現了我們避自述神敏感性的第一步。事是知誠如何生戶進

一時聽眾搓，目前過行這明研究是第一lX嘗試。@度預先提醒渡

者的是，J.主頃研究特表現出洛英研究的授對特息中主持閱有的一

切不足。

1. 11 作方妥踐挂鐘書的科學家

J:A.前闊的玲述中可明擺著品，科掌~如何生戶和再生許其

(21) 知棋的問題，要求我ffJ參照科掌符功的跑車。它i迫使我們(惡可

能{子組鐘)J:A.現場來直接著知涼的生f=近程。換句活說，我們必須

攏卉那一套通常用未向社金環業商梭的中間手跤，使我{月2長身

說攪在科掌行功的撒謊之中。

F播站墟，我們在直接的視察中所必須街甜的，不是真裂的

科掌行湯，而是持縷友生的事件的路始黨此，溶些事件是先7科

掌家的目的井崗科掌家所裳撞的。渴了掌握述特意文，我的必

須依靠交淚。設有交潰，吾吾蓋其才安驗室的長期訪問勻得失般美

的奇燼。11縛，都不金艷梅藏在其駿窒指功背后的基本原理覺得

盛而易見。正如我在前間已撥通泣的，科掌家在一神本墳上泣

分聽定的空i蜀中操作。 3克驢室姆主要任勞就是要請除可能鞋，

雖啦!是美擇的早餐致使一轉遍捧比其他的進揮更具有吸引力，并

立增加接轉備有美其他逃捧斐麓的黨要'1生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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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連接注釋的理解，不可能佼佼逼近視察教縛。我們必須

棋研失于所業生的事情的交唉， fl墳昕旁自主亨 lli咒、憤憤然偕抱

怨、{瓏的相互悔Iì月的阿題、正式的付治和午i向網聯c 我們盛須閱

潰瓷瞌黨的掛技谷，依賴科學家提供的問答。文才科掌家來說，事

物的原始意文包含在他們的安盤童推理之中;國問觀撓贅述輯

推理的交旗必須是我們信息的主要未聽O

文才這赫拉理在芳草式上的特征，我們所能砍得的最權嚼的攝

遠是科用阿依弗當總﹒舒漢文才概念的澄清。述神澄清出現在加

芬克示失于(特等)行功的理性特征的研究作品中。@然而，此表

前份磕多長理解這科概念澄清金使人漢人歧麓，因3替它預設了科

半推理和詩常推璋的不悶，述是我研不能接受白雪c 加芬克拉提

出，事安上存在著商特合理住:那些作方科半行功自身“聽定的

特性和能移說可的理想"布出現的合理性勻日常生活中出現的

合理性。人們說舟，前者均日常裳農行磅的穩定謊場是有害的。

解釋方法的五科規姆是科學推理的典現特缸，站五幹規姆

是勻日常推理相討照蔚椅成鵑。體如，先限f不疑的規期保証科

掌家不合通道控制日常交踐的“安隊考慮"來餵定甜的的都疑全

文。“一克斯知"的規則容恃科掌家暫且把飽的自己的想主只攔棄

一旁，以便3方甘了“幸發奇i清宵它守引!向f何可方

想三噶皆然的1京革茵的革鵑之土遊行鵑。 i最近參照你准吋隔的規姆，

科掌家解決了科掌的伺題，孺且常的豆豆功是勻其有卉始、期兩及

站束的具体化財肉片段鬧去主并載的。普遍使用的規則方科掌家

提供了一夜相權問事友現結果的統舍，孺3支農行劫聽他嘉JA生

擂台§自然事裝部星接取信任。最后，可公卉性的規則鴨保使所

有勻可能世界的科掌措蛤棉美的事情都成方合卉的，而人的是

在黏人胡說和科益背景之下東椅想、日常的攪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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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拉攏討側的鏡期以婷，送些規姆均奈理龍的杯臨途、金

平三毛私及公有全文的林推〈述體訴權主義默頓韓三每科學規定的)若

悔人的相做之娃，并且鎧覺著問祥的批擇。@加芬克爺則常誤合

理性的奪特定性農遊行了鐵措，述矜概括要沈那神把科爭伶單

句一幹具体的權王舉形式相等闊的嘗試槍曳，聞;每遠峙常現合

理性灰路上都可以在東鐘蜜的推舉中友現c 這墊合理性中存在

情〕 著一許滑傻事物成均可比較的美注，一持清視察勻解釋之割的

“好的符合"的美注「陳靜封吋間的主義擇，陸、可預測性以及.iE礦程

序的美住:送些合理性主義一特寫先前成功方法的尋求，一矜游行

功的i鑫擇和結果揖樹當分析:包含了一神在策略規揭中的利益:

組合了…特造轉意棋以及可做tI:l述些建捍的依諾。

但是，述里的贅息并非是神突發室推羈的形式特性的一拳拳

完全特征化。著答案上，本有的主要問粽是証明不存在突發竄行

功所強有的合理性。推蟬的形式特缸表明軒掌家是一神其踐的

推理者。國鈍，要考撥撥系裳基金叢中知氓制班的意文，就是要思

考科李家笑踐攘憊的內容。

1. 12 ìA姐的建建者勾~踐的推護者

捕連科掌行誨的笑說ìt題最准鳴的方措可以在科掌說知社

會擎的相央文獻中找到。自此庫恩的科拳革命理洽守i友爭i台以

末，科竿的社合研究一直強i霄，科垠的說知(或技木的、聽掌的)

方商盛須包括在科擎的接聽淵查研究中:說仗考慮科掌姐說和

交流的挂念方間已經被主人均是不充分的。科學獎踐是以試知研

笑，心的問題方能志的，設有X才說妞i合聽E屋脊的考慮，我ff1說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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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望理解科掌玄賊。@

后來投農起來的最有影晴的研究思路就是封守主ll'J童絢化的

研究，其說知的組成最好可以現溯對自難惠(1970 年版)指出的

道式的組成成分。臀如，惠特和(1975 年版)揭曉速轉成分是由

研究裳撓、立于法、解釋模型、考.ill'.美心鵑冉羈以及拘成一/手續壤

的研究浩功墓姐的形而上半份權或信念研單麓的。過加特

(1976 年版)此概念頭式、人工班式(或結典的問腿解決方案)、

得到試用的科舉成就、形而上竿革式勻俯值中建立了一↑由輯

美試知盟黨所拘成的是擎圾站糊。

隨后的研究傾向于按照惠特科(1972 年，飯)的現息來定文

官的各島的自輯，這特定文既依掘了社金持試知成分如何在知

棋生井中互磅，又依揖不間形式的主人知(科擎的)知俱勻社舍之

i謂的相亞美系。室晉j最近，前聞所壤的問題才占主專攤位，@并

專致了一系對美于學料和考.ill'.影成的對代的租房史的研究。@

我們在述里提鶴的是剛剛弄始出現的第二科研究思路，@

的它寫科學的一科更加綜合的研究同祥感失趣。持第一科研究

思路不闊的是，它進摔碎工作中的科掌家采取一神直接餘，入美

半班窮，這使台有些相{怯于自柯林斯(1975 年接)和布嚼起\(1976

年飯)蹺伯特的詩科竿安基金和科掌爭給各令封面的宏混研究。

越科視察提研究立于浩的一令措果似乎是黨新肯定了那神神社金

的一試知的二分法若用性的f不撓。

遠手中二分諒可能由于下謂11科理由那受懿撓按:

第一，正如布第i舉站(1975 年飯 a 第 22 ]}i及后譚一頁)

鎧ìt涯迂館，科竿的戒試知能讓略也是政治的策略。每一幹科

學進捧(:f;t它是一輯方法，題是一令友表的地良)fiJVJ裝著傲是

一故客現上自科掌利益的最大能即增加柱全校脹和承試所引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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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贊策略。@

第二，說橡布魯承擅自笛，人的舟社金蟬蒙特科學聽黨之闊

的監分，未把EÊl社合影璃蹺許生的籠晃、教轉讓梅毒草勾客麓的、

〔制 黨黨的、具有說知攘攘的車吾分驚芳家只厲處，這斜龍分不仗

被科竿的研究者所這尾，高旦被科竿家本人所述騁，恣意碌著躍、

須把社金/試知二分法首先看傲是策略性功掰一特寶路。需學

第三，在某科境況中，靖宜日政策頓域，存在嘴眩分校舍因素

勾拭知因素的問題，在述神境況中件多領域巴懿關海科掌的霸

主地位而被“科掌化"(屈珀斯等人， 1978 年版)。在社合勾主人知

費量之間的相互影日向能被決定以前，它們必、規曾先被強立地拘

想租捌定。

最話，拉圈句:和伍忽如 (1979 年版)已指出，社舍的/說知的

巨分陸磚了社金科掌家考察球科臨分在科掌站站本身中的作

用。認且，如果某些這祥的插嘴被預先判定是一些說知的或技

朮的事，窮，就不品游它們遊行任陶鑫蹟性的社金學考察。思管

沒有盛餘的理島東說曉洛幹唷撓的色，{拉美于科學的社金研

‘究搗妥話做法很乎支持這轉達泉。譽主詩，海部特(1976 年接)說

已提出，封昌前方丘，科掌的試知社會掌逆耳之誨不等待玲科掌的

試無成分遊行一科系鏡o窮l3.大概會令人嘴意)的概念化。

息管科掌的試知社舍生拉磁波有財科學家研美心的最重要的

問題提供一神道道的概念，但是科竿的說知社金掌作方科掌的

社合研究的一部分旦控撒投了財述些問題的調查研究。在蔣i主

里所{昌旱的生戶和再生戶知悅的方法改行的直接視察中，人11'1

x才這祥的提譜表示失控，間內人的恰恰相焦成放在那些所謂主人

知的科掌浩劫上，并且溶料;方法的自輯是思可能F密和敏感地

把握這些科學的試知滑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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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巨頭這些目都就使社金的/拭知的二分法變成迂吋的3位置。

說知的持社金的、技求的勻相夫子寧、王lk.的、科幸的主若非科竿的民

分，都在安盤空中不喜芳草色獲得模糊并議室建新撞啥。間且，在社合

領域勾拉*或科主社領域之爵的交流本身也是科掌醋梭的一令主

題:今天在社委領域中生戶的知混混瞋可能就是曉夫接朮上的

科掌友現，反之亦然。

非科竿的事情覺得“蔣孝龍"遠不位愛生在戰策續續，再生丟

進攻生在宴草鞋黨內部。方了某現我們在科掌家的“試知"玲題

(閱荐其社含笑系)中的發趣，我們忠、讀不扭過掃地幫撓寒蟬的

黨磕蜜語場。要把擴逃些浩蕩的意J足，我結發須使我們自身參

勻至U~驗黨推理中去，遠神架戰堂接理揭示出科掌2家是要臨的

摧聽著身(p即tical rea部ner) ，述神推理者不鐸把自己分裂壞社會

的勾技*緝令啦。 b人述林業接推理中是琨出棄的是知棋生許能

裝蹺，而不是某些抽象的社金成分議主人知成分。如何生戶和重

新生許知哄的問題佼佼需要失于這些雯撓的一神理控措己。

1. 13 教權13表達

正如我在議菌研指出的，科學研究的敏感方法迫使我們不

去考玄學一般用于收集教疆的那控方法i缸中升。我們必矮放奔那

學合見者、海直覺者以及鏡持忠告室的服婷，罰是i讓母直接的親察

和參勻，使自己去把揮科掌家安發繁衍功的原始意文。

然詣，混起來容務，做起來賀龍。在奮得封逛一任勞失去薩心 [24) 

以后，阿波斯特想縛，人@己設撥出，監獄靶人、工「工人、“原捨"
文4仁義甚至掌生等聽業都不具有反潛社合科掌家要求鵑辯妒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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鏢，盟成鼠社金的角度者，在遊行i時查研究肘科掌家要比上清述

些人買乏競接近。并且那些社合科竿黨的要求完全是不合理的。

均表得掌說兼營的常生、或荻得芳草色撥餅的工「工人、漢程設在

耗肘|司的結人、或花贊吋|可享受某替換成的本地人不胃，科掌家

感對自己“沒有肘IE司"哄他的耗贊掉。 主革管警遍氓。來可能聽裳如

此，在競崗，連小問題尤其F重，寧、三It上的錢升在正常情況下取

決于自版鶴的教室設和被亨 lìiE鵲故數。

另一方面，社合科掌家聲笑瞳室歸入侵者，尤其主社會科掌

家捕有我研漠的敏感方法站(族主7法治不腔:崑院子自三拉布導人

曾鎧提出的“嘴慎的"樹造， 1966 年版)討就更是如此。要拇制

住不詢問問題，數持社金科學家的科益背邁開攏，麓緣拒絕接取

i話或研拉人演i話，威者拉攏艘查韓戰的錯果，或者拒絕在集捧金

說上仔鋪費者，或者報總跟關科掌家晨一小浩劫地去買j另一↑

活功地克。

臨鈍，社合科掌家合提常ìiE明在己是其潤查研究的主聽陷

入國境的根源。科掌家正在說忌、其沱文肘，社全縣掌家i華人

他軒的房前，或者對科掌家法行測壘肘桂金科掌家主人蝕的的窮

是錯簡看i立去，遠些合令科半擎的猛地一怔。一令意想不到白雪

問題可能使科掌家攜攏了i己是:…故主功提撓的都助倍;長可能

把科帶家的祥晶擴績。科生拉家fì1敏諱:詩述拷問“相彤見甜"而受

冷落的鬧事(RP社會科掌家)逗著賞。息之，本主金耗掌家可能被提

控克承攝“可惡的家仗就像我曾被搶控泣的那祥。

小型冉、金室幸口號梧的笑草委黨中的一位健t哀鳴:Jê翔的社合科

掌家，持一位能在一↑學強~任主黨攘的人豆葉掌家稍有耳之間，后者的

能蓬搭在本地人采集糗食的戶外。入美掌家特首詩捧一位提棋、消

息的本雌人，并最脂付拉攏酪!旁，或者組勻司支持的西体朕系并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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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最心甘﹒情星星的人求助，或主發起未不會還討能干脆消失，把

那略不鞏要的推辭之史上留對以脂解決。 f且是在接膛室朧的社合

科學家需要髓的了解某↑特定盟体話功的情攏。用盟不存在鞠

茱擒兒(insight)的現象，完玲述些搞昆在轉令地方最蝶，詐，因均

等器件的迢種本身就是一神利益。在黨要的時草草寓卉~每意味辛辛喪

失滑愛生事件的研窘迫萃，而述紳這是主義科掌家提供的一次偶

然問他所支援院蝕的。

連捍哪一小妥善安裝用于我自蓓的研究，支支神遠擇是車我被

做一位好拉者(5尼治多么好淚或先知)哥被接受的一吹說金決

定的;進摔哪一令盟捧(他們囡方我吋吋刻刻在場館受到制枕)

是由一位公甘i宵廳的科掌家特別決定的，在我聽↑視察這種中

遠位科學家一直捨我充道信息提供者。我的親寮扶持76 年的

丹一藍延續到 1977 年 10 月，是在加和撞車葷的伯克剩一辨出

政府實助的研究中心道行的。 1977 年 1 月，按中心舉個了大的

330 位科掌家和工程輝(懿括技朮人員和嚴旁人民) ，故友晃外

的 86 位宇生、來訪的科竿家、管財的農民和其飽的合作者。

叢中心的研究工作致力于化字、韓謹、鎮生物、毒環掌、工輯

及投濟領域的基磁研究和控用研究，是在 17 小姐立研究單位 海)

(注一數目自那以盾已被減少)的主夸下是行的。其中南令離位

致力于色空手鼓究。其她的單位則研究植物生轉化建戶、精物能掌、

毒理學、微視輯掌、化掌分析、仗器分析、許維科字及食品技

朮。商1'-誰位的研究領域是食品工輯，陌男卦六小單位的研究

更多地是關向更一飯的問臨時非其{牢的掌科。凡辦報旁間体

(堵如接影師和捕關面家)完全由科掌家艾麗，就像其他聲音說相

當出酷的技朮便利一祥。游全捧工作人!超生rz:.~學的一項內部研

究(本人出直率和每一膠、工搗拉体引 i正蠶聚餐量) ，勾几騎燒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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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大學的平均生F率是等闊的。這是一令科研盟各非常好的

研究中心，主人事按常規科擎的研究，有典盟的科帶家間棒，其中

一學科學家得到了人的的高度承帆，古語許多人設有一一這就是

研究中也蛤我的印象。

我的現祺集中在植輯蛋白廣研究，結果証胡，述一研究領域

起括最自廣形成辱招收、冷龍、微粒姑橋、組俱、生物倩值的坪掛

2是在人獎蕾葬領城的自用等jj齒。 i青控意我的現察不是集中在

一小由令体組成的特殊小組上:王三管我現察的科竿黨和投朮員

;駕于相闊的研究單住，但工作著的“小妞"在麓模和管理拘成上

不漸地覺龍。有時研究小姐竭力想得單其他研究單位的攪和設

施、服努勻合作，前有時它又撤臨到自巴自体內部，甚3豈有時接

竟然只有一位科掌家、半令拉木f足以及几乎不露酷的“賢深處

臭"竄除上在此舉著研究。

在我停鑄期間，研究工作至少在研究中心能路干不陣笑驗

室膜卉(參勾當規化學分析中的脹率裝盤黨未汁算在內)。按中

公的每…位科掌家凡乎都有一令勾5年合室格達的小型裝設竅，

并有1利用法單位成民共擎的九特大澀獲利波各。各科研究思路

一般悶吋i釘子，每一令科字家做宇航導軍濤多不同鷗項閥 O 要聽

討了解述持不同事.!&的道行情況，文立科掌家和我問韓都是小哭聲

科掌家的在不再說各之i可急匆勿站起來是去，以便密切注

意仗器或投本人員，以及朴教各幹失敗的安墟。

降了現察技婷，我歧集了安驗室掛坡、海文守主構以及相央研

究設表了的成果。我連同其他五小研究離位的科學家道行了正

式的會談，金換油蓋了各科研究領域，改至立了自競察研F生的問

題。這里仗能分析材輕的一小部分。述攘攘供揖裝倒是此兢察

期間和親寮結束后我傲的手i巴中、主人用磁帶最制的談話和發竣



47 

中以及此收集到的苦痛賢料中得蜓的。在這對的攏方，連聲俯

息已被各位科掌家所班5克(遠控當母親如下努力:黨新商竣“真

正"的會文是什么，或者，什么五立法或什么不皮該包含在一篇我

研攘的達科出版物中)。

只聽可能，我…寬厚力堅持無草本逐字港特地播述科帶家

的安睦3產權理。但是，較接春一于換句者兼農察者的i己是能:x;f

所友生的一切事情提換原原本本的說晚期是很荒i謬的。在是制

懿智不切察隊或不可能(況且一年的現寡不可能都讓翻到磁帶

上)的地方，農察者的i己最出錯錦忙忙寄出的、不完全的丟在精JL

乎好不了多少，其中盜案發室里視的持多話被害時掉了，

時接一聲京西被擒混了 c 問方{頃明要能在本子上在香l撩草搗空手

更加有用，間k'J.現察者的站是捷克其量也只能說是封研'it生事情

的現場重橋，遠拼盤楠基于)}...彈射，情景中出瓏的吉i晉、解釋和更

正。

正如我在前菌研暗示的，速轉做法并不舍抱有聽于敏感的

知現人科學研借辱的方法哈拉封主叉，甚至三望這持做法被丰富 〔甜

的机樣汞音研支持時也是如此。運要站住，在任何敏感的方法中

鼓搗拉人們的的題持其說是昕得更清楚或現解得更多，混不如

道主義儲使境混血身混淆的問題c 換句活況，它主義一小保存;態文

的問題，并豆豆能靜以忠3足于衷察報城的芳式鐵少和提供數攝的

I~可題。用磁帶去是音技技解決了保存原始實料的制發(聽話是決

定性的)問題。

-:h了避免這度還璋的需要，我巳詮抵制了援部分材料變;但

研究的鑫攬史的游感u萃管我的氾澈的嚷道挨了科學家試卉插

到妥衰成果的暫時鐘束的某些研究思路)。相反，我巴琵連擇和

授、錯了案發黨齡裳劑，方的是使我們想站官們的東謗、，兩述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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灑……像我前面強灘的…一是科掌黨的安輯推理。國為我們已

試方述料~踐護理表明了做出決定的母親， J通道這一迂租知現

才得以建梅，賢以達科推曦的各↑方面可以用芳是儕証美于科掌

住戶“如餌"1可輯的不同豆豆祟。

當先我特提換一標5美倒，述些笑顏i涉及到知iJ(、建詩在讀況

上的偶然的、取決于其掉情況的遠…偉績一一是一玲錯把其驢

室逃捧腹現先是否讀性的并把醫學案踐腫嘴角言語擾的。第 3

耐高卉主髓，玲述了笑草畫畫的獎比推理，這特擁灣更多拖再三亨境

洛捧迂程的~向相瞋菜，吾吾勾創新騏系較少。在第 4 章中，我ìt

搓了裳韓寰的勾壤遠捧起赴于社會美系的某神教壤中，而科學

家正是格由己量身于述村社會美系中的。 JA結果上說，述一韋

造成了人把游科掌共同体是科掌中主人翔的、社金的組俱單元站

一既定概念的批判，1;，{及文才勻科常共同体概念戰闊的掘詮濟模

蟬的社詢。本尊重提諧音I寰的起科學種鏈的思想，并鑽研了貫穿

和雄持遠哲領壤的指3丈夫系，孺這些領域是通迂實據美系拘成

的。在第 5 章中，我們JA~韓室轉向科掌控文一斗鞋一般受贊

賞的研究成果，紙而現裝了研究的建梅姓議作的特化。換句游

說，我們特財~驗寰的累始推理勾}I攘攘的(但仍漿和j援支配的)

鬱諱言已朮遊行比較，通道述神慘蹲在末，科掌家把龍{口的私人案

磕盒總拘特斐或公共成果。羞于前面的玲述，第 6章格~缸，說

們可能本得不重新思考一轉近几年來正覺得自鐘勻我把主義璋的

工分挂:在關料科掌之i穹的僅分，在符琴的、滲擺著決定的人文

巷口設金科掌世界持技求和自然科掌控界之間的底分。

在本苦的讀i余部分，我特i寸捨朱文才有根有攝的理治化精神

作任何圾一手罷定的“科牢"勻H技朮"述持理治化精神証明滑

F密的魂藥研究是富有魅力的。善意的讀者可能要記住，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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