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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面對全球變遷的相關知識的認定，我們習慣把科學家們在實驗

室或電腦模擬出來的「專家知識」（expert knowledge）當作唯一客觀

理解全球變遷的知識產出，進而把所謂日常生活累積呈現的「常民知

識」（lay knowledge）當作非正規非客觀系統的知識。然而，如果我

們進一步想要讓全球變遷的知識更貼近人民實際生活的尺度，那麼那些

從在地脈絡累積出來的「常民知識」就不能再被忽略而隔絕於現有的

「專家知識」體系之外。本文主張，對「常民知識」的重新重視，並非

要與「專家知識」作出截然的區分，也不是要浪漫化「常民知識」的本

身；相對的，我們都必須承認，在理解、制訂與執行全球變遷政策的過

程中，沒有任何一項知識體系是完美無缺的，包括「專家知識」與「常

民知識」；在這樣的情況下，應該提倡的，是「專家知識」與「常民知

識」之間的互通有無，科學家們與一般大眾之間的相互合作與溝通，讓

鉅觀的科學知識與微觀的常民知識成為相輔相成的關係，跳脫當前「專

家政治」在處理全球變遷議題的缺陷。

關鍵詞: 全球變遷、常民知識、專家知識、尺度、在地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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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圖1 北極熊照片           (來源：TVBS新聞，轉貼自Sebastian Copeland Adventures 臉書)

「愛護地球，真的需要你我一起攜手努力，否則這樣的情形只會越來越常

見！在北極有一名加拿大攝影師Sebastian Copeland日前捕捉到一張令人心

碎的畫面，一隻相當年輕的北極熊被發現慘死在地上，而原因很有可能就

是因為暖化氣候導致海冰減少，北極熊難以捕食海豹維生，當牠被發現

時，身體更已經因為營養不良，不僅毛髮脫落、最後只剩下骨瘦如柴的屍

體…」（馮珮汶，2016）。 1

「全球暖化」、「全球變遷」、「氣候變遷」或「全球氣候變

遷」這些詞彙近幾年來已經不只是學術上的研究用語，隨著極端氣候帶

來的災害與相關的報導、公部門的政策宣導和私部門如國內外環境保育

組織的投入等等，幾乎也讓這些詞彙成為民眾生活的日常語言。就如同

上述報導中北極熊的處境，骨瘦如柴的北極熊屍體，控訴著人類急速經

濟發展下，過度排放二氧化碳造成氣候快速暖化，以致於北極的海冰快

速且大量消融，對北極熊的生存產生極大威脅！或許大多數的民眾都曾

經在網路或新聞上看過類似的景象，北極熊孤立無援站在浮冰上漂盪或

甚至餓死的畫面，因此，大部分人都能對全球變遷、氣候暖化等議題說

上幾句自己的觀點。

1 新聞來源：http://news.tvbs.com.tw/pets/news-640667/



一葉知秋：連結常民知識與全球變遷

81

但是，一般民眾因為從北極熊出發，談論自己對於全球氣候變遷

的憂心，或者近年來在台灣有越來越多人也把「節能減碳」掛在嘴邊，

騎上YouBike，也覺得自己是力行「低碳生活」的一分子。這些看似日

常生活的樣貌，是否真的表示對全球氣候變遷的意識與關懷已深入日

常，並成為一般人生活的一部分？仔細觀察，又好像不是那麼回事。

例如，聯合國的氣候峰會，於2015年12月12日在「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近200個締約國一致同意下通過「巴黎協議」，但台灣社會對此類的新

聞，似乎又不是那麼關心。騎著YouBike「節能減碳」的人們，或許多數不

曾意識到這個會議的存在，更遑論對「巴黎協議」有任何討論。北極熊以

外有關全球氣候變遷討論的種種，與日常活動距離遙遠，也不會對常民生

活產生立即的改變，因此，大家就容易對此忽視或漠不關心。

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落差？對北極熊的關照是否就真的

映襯出人們對「巴黎公約」的冷漠？這麼說吧，人們對北極熊的關愛是因

為可愛動物的本身，還是真的警覺到北冰洋融化的冰對未來海平面升高會

帶來的衝擊？如果只是憐惜於可愛北極熊的處境，而對海平面升高的衝擊

沒什麼切身感受，這樣恐怕不足以說明全球變遷的意識已經深入到民間。

因此，表象上對北極熊的關愛，其實跟對「巴黎公約」的冷漠並沒有什麼

兩樣。

但是，寫這篇文章並不是要撻伐眾多關心北極熊的人，因為作者

自己，也很喜歡北極熊，因此關心北極熊會不會消失，並沒有什麼不

對。只是，本文想更細緻的問，究竟為什麼少了北極熊等可愛動物，那

些關於全球氣候變遷的討論總讓人覺得不痛不癢？如何從常民生活得到

全球變遷的切身感受？政府的施為又如何結合常民生活的切身感受，讓

因應全球變遷的政策更有效的推行？我想這篇文章就從這幾個問題下

手，作點野人獻曝的呈現。

二、全球變遷「好遙遠」：一個空間尺度與時間尺度的思考

本文章的開頭：「一葉知秋」，簡單的說，就是從飄落的一片落葉，

就得到秋天到來的訊息；衍生的意義，是說從細緻細微的現象或感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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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曉大範圍大規模的整體趨勢；舉例而言，就好比日常要「看天吃飯」

的農民，農民們生活中養成對天氣的敏感度與紀錄，反應出來的或許就是

全球尺度氣候變遷的實際紀錄。從這個角度出發，如果全球氣候變遷，其

實就如同農民對天氣與農作之間的敏感度那樣，其實就在我們每個人的日

常生活中體現，那麼，首先我們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就在於：為什麼大眾都

有意識「全球氣候變遷」的議題很重要，但又同時感覺全球氣候變遷的討

論又非實際貼近自己現下的生活？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關於全

球氣候變遷的知識生產與相關訊息傳遞談起。

一直以來，有關全球氣候變遷的研究，一般都歸類在所謂「自然科

學」的研究範疇。實驗室裡的自然科學家們辛苦的搜集許多數據資料，然

後在電腦上預測氣候變遷，例如暖化程度帶來的海平面升起等等，接著在

報告中提出未來災害的警告，希望政府政策能即刻回應這些未來可能發生

的毀滅性災害。同時，政策的推展與執行者，包括政府的相關單位與民間

的環團組織等等，當他們接收了科學家們的訊息後，便開始把實驗室裡與

電腦模擬得出的知識轉化成可執行的政策或行動，從硬性的法律規章的制

訂，到軟性的環境教育推廣，希冀一般大眾配合相關措施的推行，進而從

日常生活的改變實踐減緩、甚或扭轉全球氣候變遷的趨勢與帶來的災害。

這看起來沒什麼問題的「知識生產」到「知識實踐」的過程，到底隱藏著

什麼必須重新省思的關鍵？

當然，全球變遷從知識生產到實踐的過程，很難如上述那般像線性

發展一樣的順利；也就是說，各地的科學家、政策執行者、環境保育團體

等等，很多時候仍舊對「知識實踐」的過程感到沮喪，因為社會大眾對減

緩全球氣候變遷政策的投入，大多只停留在表象，就像對北極熊的同情心

等等。一旦相關環境政策的本身對民眾自身生活帶來程度稍大的改變時，

比如收費更高的電價或者限制自家用車的頻率等等，反對的聲音往往鋪天

蓋地，北極熊再怎麼可愛可憐，瞬時都不是重點了！我認可一項政策的推

展要「深得民心」得到支持原本就有許多複雜的因素要考量，政策的窒礙

難行常常有許多交織的因素。只是，有關全球氣候變遷從「知識生產」到

「知識實踐」的過程，科學家們與政策推行者的沮喪，很大原因來自他們

提供社會理所當然「應該」要知道的全球變遷知識，卻甚少反向思考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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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到底一般大眾是「如何」理解全球氣候變遷（Lorenzoni et al., 

2007; Hanski, 2008; Manzo, 2010）？

（一）由上而下的知識生產與實踐

目前全球變遷在科學知識生產與大眾生活實踐之間的差距，一個關

鍵點在於，當前從知識生產到實踐的過程，趨向一種由上而下的單向過程

（Miller, 2001）；更具體的說，這個過程就是從國際學術社群生產出全

球變遷龐雜的知識體系，單一地流向在地且不具對等知識背景的社會大

眾，也因此鮮少關心究竟一般大眾是如何從生活周遭等地方尺度得到對全

球變遷議題的感知與理解。目前縱使對於這個由上而下的過程已經有反思

的聲音（例如：Sturgis and Allum, 2004），但是整個全球變遷的研究與

書寫仍舊在這個「以上而下」的知識傳遞架構中，而這樣的傳遞過程，也

就造成接下來要說的問題：科學社群在與一般大眾溝通全球變遷知識過程

中，無可避免產生的「空間尺度」與「時間尺度」的落差。

（二）大尺度的知識v.s.小尺度的認知

如果我們仔細回想大多有關全球氣候變遷的訊息，包括「跨政府氣候

變遷專家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簡稱

IPCC）與國內外學者專家對全球變遷，如氣候暖化等議題的陳述，大多把

關注焦點放在全球的尺度範圍，而相關的災害預測在時間尺度上的分析，

也都傾向長時間尺度的預測。比如說，大家最常聽到關於氣候變遷帶來全

球暖化的訊息之一，就是科學家們不斷的對海平面上升的危害提出預測性

的警告；而一般大眾當然也從媒體報導等得到這些科學預測的消息；例如

「天下雜誌」445期就有一篇名為「海水上漲 衝擊六億人口」的報導，其

中一段陳述是這樣的：

隨著全球暖化，全球海平面持續上升，而且速度愈來愈快。根據研

究，二十世紀海平面平均每年以○．一七公分速度上升，但一九九三年後

衛星測量顯示，海平面以兩倍速度、每年○．三公分上升，而且持續加

速。保守估計到本世紀末，海平面上升幅度將達到五十公分至一公尺，這

將嚴重威脅佔全球總人口十分之一、居住在低窪海岸地區六億人口的生命

安危(彭昱融，2011)。 2

2 原文來源：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00408



  氣候變遷下的國家發展藍圖

84

我想這樣的陳述一般大眾應該不陌生，就算不記得那些確切的研究

和預測數據，也都多少知道「全球」海平面都在升高，如果不及時因應，

「一段時日之後」（該篇報導寫的時間點是本世紀末），會帶來很大的災

害。

這裡我特別把「全球」和「一段時日之後」標記出來，用意就在凸

顯現行多數全球變遷知識生產和實踐的空間尺度與時間尺度的特徵。簡單

說，科學社群與政策施為者的說帖，著重的都是大空間尺度（全球）與長

時間尺度（世紀）的分析預測。當然，我們不是要否定這些大空間與長

時間尺度研究分析的重要性，然而回到「到底一般大眾是如何理解全球氣

候變遷」的問題，這些大尺度的分析，加上「由上而下」線性的知識傳遞

形式，往往很難讓一般大眾對全球變遷議題有「切身」與「即時」的感

受。簡略地說，全球海平面上升造成六億人口顛沛流離，大部分人不會否

認它的嚴重性，但是很難直接感受到與當下生活的關聯。就算覺得有關

聯，好像又是幾十年甚或幾百年才會發生的事，想起來就難免更疏離遙遠

了！

所以，當科學家與政策執行者抱怨一般人無法深刻認知全球變遷的

種種時，或許問題的關鍵，便是這些由上而下傳遞的大尺度知識，即使正

確，卻也脫離了一般大眾小尺度時空範圍的日常生活。回到全球暖化與海

平面上升的議題，那些IPCC與國內外科學家們對氣候變遷大尺度的知識建

構，往往無法細緻的討論暖化衝擊在小尺度範圍的複雜與多樣（Demeritt, 

2001）。然而，小尺度下的複雜與多樣卻更與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

關。因此，現行偏向由上而下大尺度的知識生產，忽略了一般大眾實際在

小尺度的生活生產和認知過程的討論（Brace and Geoghegan, 2010）。近

來類似的省思已經出現，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和政策制訂，開始認為全球

變遷的議題，包括暖化、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等等問題，必須同時關注

在地尺度環境知識的了解（Brace and Geoghegan, 2010），以期更貼近常

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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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變遷與常民知識

再次強調，那些大空間與長時間尺度的全球變遷研究並非不重要，

只是如果我們還是只靠著北極熊，或五十、一百年後升高的海平面召喚社

會的重視，恐怕只落得事倍功半。畢竟對大多數人來說，北極太遙遠，而

一百年後很多人都要作古了！再者，全球變遷原本就不是只有在大尺度

空間與長時間尺度才能感受得到的現象，在常民生活的日常經驗累積，對

全球變遷，如氣候等等的議題的感知，真真切切地存在；重點在於如何把

一般大眾的生活知識累積，轉化成全球變遷的知識體系，也讓人民體會

到全球變遷並不遙遠，而是在生活週遭不斷發生的現在進行式（Slocum, 

2004）。

在這般對「小尺度」生活場域的關照下，漸漸地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

開始提出對全球變遷知識生產和政策實踐的不同想像。例如，Catherine 

Brace和Hilary Geoghegan於2010年發表的一篇有關氣候變遷的文章中，便

主張對於氣候變遷的理解應該要肯認在地環境下生產出來的知識。雖然這

些知識有別於當今學術體系產出的知識，但卻能更全面與細緻地瞭解氣候

變遷（Brace and Geoghegan, 2010）。這樣的呼籲也回應了「到底一般大

眾是如何理解全球氣候變遷？」的問題，也就是把焦點不止擺在大空間與

時間尺度的分析，同時也關心社區，甚或個人尺度從生活經驗日積月累而

來與氣候變遷相關的知識。更進一步，我們也應該探照這些知識背後反映

出來的、有關在地脈絡下的地景與環境變遷，讓這些相對小尺度的知識也

納進整個全球變遷的知識生產與實踐當中。

基於上述的論點，我們必須首先對「知識」的認定作出調整。簡單來

說，在面對全球變遷的相關知識的認定，我們習慣把科學家們在實驗室或

電腦模擬出來的「專家知識」（expert knowledge）當作唯一客觀理解全

球變遷的知識產出，進而把所謂日常生活累積與在地呈現的「常民知識」

（lay knowledge）當作非正規非客觀系統的知識。所謂「常民知識」是

有別於正規學術訓練或者體制內技術官僚的知識生產系統；更具體的說，

「常民知識」或者「常民專家」的知識生產主題，來自人與環境親近的互

動後，產出深刻的調適與生存的法則，包含情感與記憶的層面。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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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進一步想要讓全球變遷的知識更貼近人民實際生活的尺度，那麼

那些從實地生活經驗脈絡累積出來的「常民知識」就不能再被忽略而隔絕

於現有的「專家知識」體系之外。接續Brace and Geoghegan (2010)的論

點，全球氣候變遷的知識同時也以「常民知識」的形態生產與傳遞。同

時，在全球氣候變遷知識的生產與傳遞的過程中，所謂「專家知識」與

「常民知識」並非兩個獨立存在的知識體系。相反的，兩個知識體系也處

在不斷碰撞與互相影響的關係，只不過我們長久以來把「常民知識」排除

在我們知識認知的體系之外，所以忽略了「專家知識」與「常民知識」兩

者之間關係的討論。

關於「專家知識」與「常民知識」兩者關係的討論並非本文的重點，

但其中一個區隔兩者的爭議就在「專家知識＝科學」而「常民知識＝非科

學」的界線。近來對「專家知識＝科學」說法的批判所在多有，其中很多

省思來自於打破「專家知識」等於「客觀理性」的想像（Wynne, 2001）。

針對全球變遷的議題，由於議題本身面對長時間與大空間尺度未來

諸多可能性與不確定性的說法，更是讓不同的利益團體從不同「客觀理

性」的科學分析中，找到符合自己利益的論證來合理化自身的立場與行

徑。因此，一個所謂的「絕對」客觀理性的專家知識或許並不存在。常常

被標籤成「非理性」、「個別感知」與「無法驗證」的常民知識近來已漸

漸開始在環境議題與爭議中得到重視，成為關鍵的分析視角（Cerezo and 

Garcia, 1996）。從實地經驗脈絡發展出來，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常民

知識，反而提供了全球變遷下，人民如何因應改變的生存軌跡，這些軌跡

也提供了全球變遷下，關於心理面向、社會面向、文化面向等等相較被所

謂「專家知識」科學理性下而忽略的關注。

然而，重視「常民知識」，並非否決「專家政治」，也不是把「常民

知識」拉到絕對高位，而是打破過往孰高孰低、科學不科學的二元對立，

由此突顯常民知識。以下我們就回到台灣自身的環境，從「食物與農業」

面向為例，簡單扼要地談談常民知識在因應全球變遷可以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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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物與農業、常民知識、全球變遷

關於全球變遷，包括氣候暖化，與食物生產和農業發展的關係，我

們時常聽到的「科學」論述，往往還是大空間尺度與長時間的預警。例如

氣候暖化後全球主要農業生產區位的變化，或者是對極端氣候未來可能對

農業生產的衝擊等等。然而，如果我們試圖讓大眾理解與「切身」感受食

物農業和全球變遷的關係，就必須關注更多在地脈絡的食農系統。其實，

全球變遷對我們生活的影響並不遙遠，很多我們周遭的食物農業生產正在

變化。如同台灣國內關心全球氣候變遷的「低碳生活部落格」在一篇名為

「氣候變遷之下，農業何去何從？」的文章所言：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2014年糧食與農業現狀報告，

全球有80% 的糧食都來自於家庭農場。這些農場掌握了全球 90% 的耕

地，而且規模普遍不大。這些傳統小農往往是生態破壞與氣候變遷最大

的受害者（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卻也因為保持較多的作物基因多樣

性和在地農業知識，而被學者視為最具有發展永續農業的潛力。如何讓

這些小農在嚴苛的糧食體系和氣候挑戰中生存、茁壯，甚至引領更具生

態永續和氣候韌性的農業轉型，是近來聯合國、學術界、和農村運動者

關注的焦點(賴慧玲，2015)。3 

的確，我們很多食物都來自家庭農場，而這些小農除了負擔供給人們

糧食之外，他們也同時具備在地的農業知識，更重要的，透過自身的農業

知識，他們能夠很敏銳地感受氣候變遷造成的改變。也就是說，當大多數

的人們還以遙遠北極熊的宿命來感受全球變遷跟自身那種似有似無的關係

時，小農們很可能已經本著長久累積的在地知識，從自己農場上一些不尋

常的變化，真切的聯結上食物農業與全球變遷的關係。

透過小農們的體認，進一步醞釀出深具在地脈絡性的、關於全球變遷

的常民知識，或許才更能讓人們深刻體會全球變遷就在你我日常生活裡實

實在在的發生，也正在影響著大家每天必須的糧食生產，也因此更能說服

大眾從日常生活的改變做起，支持因應全球變遷的相關措施等等。

3 原文來源：http://lowestc.blogspot.tw/2015/12/blog-post_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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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常民知識的價值也不只是在召喚人們對全球變遷與農糧生產的

關切和瞭解，常民知識的本身也可能是未來因應全球變遷、生活調適、因

地制宜政策提出的重要資源。例如，台灣的「環境資訊中心」於2016年2月

17日一篇名為「傳統作物耐得住氣候衝擊 花蓮農改場積極向部落取經」指

出：

面對風災、寒害種種極端氣候衝擊，台灣農業戰鬥力可能隱藏在原鄉

部落中！花蓮場去年成立的「原住民農業研究室」，積極向部落尋求傳統

作物種原，這些長期馴化、經過環境歷練，藏種於部落的原生作物，有望

成為極端氣候下糧食安全的解方(廖靜蕙，2016)。4 

上述的這段話，揭示出面對全球變遷下食物與農業的因應策略，可

以從常民知識中得到解答，例如文中原住民的農業知識。更重要的是，這

些知識可以是一般大眾理解全球變遷的關鍵途徑之一，因為這個「常民知

識」的途徑並非大空間與長時間尺度對全球變遷的預測推衍，而是真真切

切存在你我日常生活的場景中。同時，正因為常民知識是從人民日常生活

的軌跡中累積出來的，所以面對全球變遷的衝擊與因應，也開啟社會大眾

主動提供知識給科學社群或政府政策制訂的可能。就如上述文中台灣原住

民的日常農業實踐累積而成的常民知識，進而成為「原住民農業研究室」

積極尋求的知識群體那般，生活中實踐出來的知識，也能對所謂「科學」

知識領域主動提出貢獻，進而讓政策的制訂與實施能「因地制宜」地有效

推行。

從以上簡要的陳述，本文希望以食物農業為例子，拉起常民知識與全

球變遷之間的意義關連，更希冀未來在思考全球變遷的各種面向時，能夠

納進對常民知識的重視與討論。之所以要這樣呼籲，也是因為長期以來所

謂「專家知識」一直在全球變遷的討論中佔據相對重要的位置，以致於對

常民知識的理解與探究都相對匱乏，甚至是受限的；更具體的說，當「專

家知識」形成一種「專家政治」，把「常民知識」排除在外，不將其當作

是一個可以對話、相輔相成的知識產出時，將無助於理解大尺度的變遷如

何在小尺度的在地脈絡變化。更有甚者，有些常民知識體系，如台灣原住

4 原文來源：http://e-info.org.tw/node/11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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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或者一般農民的農業知識，或許在獨尊所謂專家知識的過程裡，也因此

逐漸地隱沒，甚至消失！

四、結論與建議：一葉知秋--微觀中思索大政策

全球變遷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課題，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個全球共

同面臨的課題，很難有單一統一且適用於全球每一個角落的政策途徑與解

決方案，畢竟各地除了自然條件不同外，所處的文化社會政治等背景各有

其脈絡，也因此複雜化了全球變遷於在地尺度引起的效應。所以，在地性

的複雜化原本就是面對全球變遷無可迴避的課題，而政策提出的本身就應

該著眼於全球變遷於在地脈絡產生的多元面貌。而「常民知識」便是從日

常生活切身的經驗累積，承載在地脈絡化的複雜性後，體現而出的多元知

識體系。

只不過，過往「常民知識」往往因為其來自微觀生活，缺乏一致性

的鉅觀科學論述，因而不被認可為正規的知識。因此，在政府著手全球變

遷的因應政策時，通常不會把常民知識當作施政策略規劃的關鍵依據。但

是，一旦全球變遷政策的規劃執行脫離了人民實質的生活，不考慮微觀尺

度的脈絡化因子，只為一味將鉅觀知識視角下產出的政策，由上而下的強

加在人民日常生活的改變上，結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的衝突與紛爭，政策的

本身不僅無法落實，甚至根本就無法實踐在地方脈絡的情境裡。

在台灣，當我們面臨全球變遷帶來對食物與農業的衝擊，或者極端

氣候之後的災害治理等議題時，由於政策討論與施政方針都偏頗於所謂

「專家知識」的科學專業，在欠缺對在地脈絡的考量下，讓「專家知識」

下產出的許多法規政令顯得僵化，形成一種壟斷式的決策與執行模式，進

而排除不同類型「常民知識」對全球變遷的知識生產與累積，也因此影響

了一般大眾對政府政策與施為的信任感；這樣的現象，其實不止發生在台

灣，而學界也開始針對獨尊「專家知識」而忽略「常民知識」，以致於全

球變遷政策窒礙難行提出批判（Lowe et al., 2006; Lorenzoni et al., 

2007; Ockwell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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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強調同時也回應文章先前主張的，對「常民知識」的重新重視，

並非要與「專家知識」作出截然的區分，也不是要浪漫化「常民知識」的

本身。相對的，我們都必須承認，在理解、制訂與執行全球變遷政策的過

程中，沒有任何一項知識體系是完美無缺的，包括「專家知識」與「常民

知識」；在這樣的情況下，應該提倡的，是「專家知識」與「常民知識」

之間的互通有無，科學家們與一般大眾之間的相互合作與溝通（范玫芳、

張簡妙琳，2014），讓鉅觀的科學知識與微觀的常民知識成為相輔相成的

關係，跳脫當前「專家政治」在處理全球變遷議題的缺陷。

最後也最重要的，日常生活的本身就是體現全球化尺度現象的現場，

面對全球變遷，別忽視了你我日常生活中「一葉知秋」的智慧與改變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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