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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極限的覺醒與共生
Come on!Capitalism, Short-termism, 

Popula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lanet

主筆：魏伯樂和安德斯維傑克曼, 時任羅馬俱樂部聯合主席 
譯者：程一恆和林德培

呈給羅馬俱樂部的報告

由時任聯合主席的魏伯樂和安德斯維傑克曼主筆，32 位會員擬稿並協助完成

獻給 羅馬俱樂部成立 50周年

提供章節者 ( 按英文字幕順序 ): Carlos Alvarez Pereira, Nora Bateson, Mariana 

Bozesan, Susana Chacón, Yi Heng Cheng, Robert Costanza, Herman Daly, Holly Dressel, 

Lars Engelhard, Herbie Girardet, Maja Göpel, Heitor Gurgulino de Souza, Karlson 

“Charlie” Hargroves, Yoshitsugu Hayashi, Hans Herren, Kerryn Higgs, Garry Jacobs, 

Volker Jäger, Ashok Khosla, Gerhard Knies, David Krieger, Ida Kubiszewski, Petra 

Künkel, Alexander Likhotal, Ulrich Loening, Hunter Lovins, Graeme Maxton, Gunter Pauli, 

Roberto Peccei, Mamphela Ramphele, Jørgen Randers, Kate Raworth, Alfred Ritter, Joan 

Rosàs Xicota, Peter Victor, Agni Vlavianos Arvanitis and Mathis Wackernagel ( 斜體為羅

馬俱樂部的會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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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極限的覺醒與共生

財
團法人中技社 (CTCI Foundation) 創立於 1959 年 10 月 12 日，以「引進科技新知，

培育科技人才，協助國內外經濟建設及增進我國生產事業之生產能力」為宗旨。

初期著力於石化廠之設計與監建，1979 年將工程業務外移轉投資成立中鼎工程後，業務

轉型朝向裨益產業發展之觸媒研究、污染防治與清潔生產、節能、及環保技術服務與專

業諮詢。2006 年本社因應社會環境變遷的需求，在環境與能源業務方面再次轉型為智庫

的型態，藉由專題研究、研討會、論壇、座談會等，以及發行相關推廣刊物與科技新知

叢書，朝知識創新服務的里程碑邁進，建構資訊交流與政策研議的平台 ；協助公共政策

之規劃研擬，間接促成產業之升級，達成環保節能與經濟繁榮兼籌並顧之目標。

本著創社初衷，為求對我們所處的環境能有更多的貢獻，本社就國內前瞻性與急迫

性的能源、環境、產業、社會及經濟等不同議題，邀集國內外專家進行全面的研究探

討，為廣為周知，特將各議題研究成果發行專題報告，提供產官學研各界參考。

此次羅馬俱樂部 50 週年“Come On”新書報告，本社特取得羅馬俱樂部授權，並

經由本社鄒倫前主任引薦，邀請程一恆教授及林德培教授協助翻譯成中文正體 ( 繁體 )

版，再由本社印製發行本報告，提供讀者參考。 

原  著： “Come on! Capitalism, Short-termism, Popula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lanet”-A Report to the Club of Rome

Copyright for English Edition: Club of Rome, Lagerhausstrasse 9, 8400 Winterthur,  
Switzerland http://www.clubofrome.org
發 行 人：潘文炎

主  筆：魏伯樂、安德斯維傑克曼

譯  者：程一恆、林德培

主  編：陳綠蔚

執行編輯：郭博堯、陳潔儀、黃玠然、郭佳韋、潘惠萍、呂雨龍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中技社

地址/106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97號8樓
電話/886-2-2704-9805 傳真/886-2-2705-5044
網址/www.ctc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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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者序

以
未來學研究聞名國際的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於 1968 年成立後，1972

年出版重量級的報告「成長的極限」（Limit of Growth）一書，引發全球高度

關注，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賣出超過三千萬本，是世界上有關環境問題最暢銷

的出版品之一，成為全球永續發展觀念的重要指引。

時至今日，為紀念羅馬俱樂部創立 50 週年，2017 年眾多羅馬俱樂部專家學者

再次集結，合力提出新的報告《Come On ！ Capitalism, Short-termism, Popula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lanet》，此一新報告已陸續出版了英文、德文及中文簡體版。

本報告從哲學根源出發，審視當今世界著重「物質」驅動力的思想、科技、知

識、政經體制，引發的人口、貧困、氣候、糧食、環境、生物多樣性、資源、金

融、難民等各類危機，並直指人類在地球已經相當擁擠的現況下，即使 2015 年聯合

國「2030 議程」設定了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承諾促進具永續與包容性的經濟成長、

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然而除非人類放棄一味地追求經濟增長的線性發展模式，否

則將無法扭轉經濟成長造成資源嚴重透支且犧牲地球環境的結局。因此，世界急切

需要新一輪的覺醒與啟蒙，轉變現有的短期思維模式和行為，並以人和自然平衡共

生的方式，來真正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當然這個轉型過程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需要國家及民眾都共同認同並支持立即行動，其目標才能夠被具體實現。

中技社作為公益法人，以引進科技新知，培育科技人才，協助國內外經濟建設

及增進我國生產事業之生產能力為宗旨。自 2006 年因應國際趨勢與發展，投入智庫

平台業務運作，朝「科技創新‧公益永續」的願景邁進，歷年來持續關注環境、

能資源、經濟、科技、產業、社會等領域之前瞻性與急迫性重要議題。以獨立超然

立場，透過邀集國內外各領域產官學研界專家學者共同合作，以共同研析、舉辦會

議、出版專題報告、書籍等方式，凝聚各界專業意見，提供政府及產業界前瞻可行

的政策建言。本次中技社很榮幸獲得羅馬俱樂部肯定，得以與程一恆教授（羅馬俱

樂部正式會員及本報告作者群之一 ) 與逢甲大學林德培教授兩位譯者合作，成為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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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樂部此份新報告中文正體（繁體 ) 版的發行出版單位，並與譯者共同將新報告名稱

譯為《成長極限的覺醒與共生》。

中技社非常認同此次羅馬俱樂部新書之理念，且中技社近年許多智庫議題的研

討，例如全球化及反全球化、環境品質、氣候變遷、循環經濟、自然資本、永續農

業、水資源、數位科技、能源轉型、綠色金融等，都與本書的許多主題相呼應。不

過我們也注意到，書中一些全球性議題和台灣本身面臨的挑戰存有本質上的差異，

例如書中提到透過都市化快速降低出生率是一受歡迎的方向，但書中論述並未著墨

台灣已相當嚴重的少子化議題，這是閱讀中文正體（繁體 ) 版時要略加注意之處。

今年（2019 年）適逢中技社創立 60 週年，能在此時出版紀念羅馬俱樂部創立

50 週年的新書之正體（繁體 ) 中文版，對本社別具意義。本社誠摯地邀請產官學研

各界所有讀者能一起細細品味這本別具意義的報告，為地球的永續生存邁出更有力

的步伐，尋求真正與地球共生之道。

財團法人中技社 董事長

潘文炎

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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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者序

從
1968 年羅馬俱樂部成立至今，已接納了 40 多份報告。第一份報告《成長的極

限》，讓羅馬俱樂部成了世界的焦點。該書的確對當時的全球帶來一大震撼，

因為其表述出之前從沒人想過不停發展下將產生的長遠影響，也是今天人們所稱的

「生態足跡」，即使當時俱樂部的創立主席奧雷利歐佩西 (Aurelio Pecci) 已從全世界所

面對一系列問題，認知到人們應對這樣的人類困境負起責任，但是在讀到該份報告

時，仍訝異這些問題居然都與人類在有限資源的星球上，無限成長的欲望，環環相

扣。當年 (1972 年 ) 負責撰稿、年輕果敢的麻省理工學院 (MIT) 團隊發出了如下訊

息：以當前的成長速度繼續發展下去，世界終將由於資源缺乏和嚴重污染而毀滅。

毫無疑問，當今的電腦模型比 1972 年所使用的 World3 模型強得多，在將近 50

年來一些例如創新等等經濟成長的面向沒有完全被考量到。但是《成長的極限》在

1972 年所傳遞出的重要訊息，至今還是成立的。當今世界正面臨著 70 年代所預料到

的許多挑戰，如氣候變遷、可耕地減少、大量物種滅絕等。除此之外，這個地球上

的社會情況仍處於相當令人不滿意的境地，有 40 億人生活在非常惡劣的經濟條件，

或受到自然災害或戰爭的威脅。每年估計有超過 5 千萬的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他們，能往何處去？。2017 年當本書英文版付梓時，全球甚至已經有 6 千萬難民了。

還好這段期間，先進的現代社會已經累積了足夠的財富、科學知識和科技能

力，到了能夠支持和落實多數《成長的極限》裡所描繪的轉型願景，創造一個可永

續發展的世界。

羅馬俱樂部執行委員會非常感謝《成長的極限》，以及之後呈給羅馬俱樂部的所

有報告，所提供的警世訊息。1991 年繼任總裁亞歷山大金 (Alexsander King) 與當時

的秘書長貝爾特朗德斯奈德 (Bertrand Shneider) 大膽嘗試出版《第一次全球革命》，

與其它羅馬俱樂部接納的報告不同，這是由羅馬俱樂部理事會（等同於今天的執委

會）提出的報告。金和斯奈德意識到冷戰已然結束，和平繁榮發展時期到來，會給

世界帶來大量新的機遇。書中的樂觀讓羅馬俱樂部再度成為世界的焦點，功勞不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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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成長的極限》。

今天的世界又到了關鍵點。我們需要的是大膽的重生。這一次我們認為要去審

視當今世界狀態的哲學根源。我們質疑當今世界發展的主要驅動力「物質私欲」是

否合適？教宗方濟各「願你受讚頌－論愛惜我們共同的家園」中揭示「價值危機」

的通諭，也是羅馬俱樂部多年來關心的問題。我們需要新一輪的覺醒，轉變現有習

慣性的短期思維模式和行為。我們樂見聯合國 2015 年提出的 2030 議程中設定的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然而，除非放棄一味地追求物質經濟成長，否則 15 年後人類將面

臨比今天更加惡劣的生態環境。

因此，我們很樂意的支持由兩位聯合主席主筆，反映今天的現實，探究人類所

處困境的這份嶄新而充滿抱負的報告及其倡議。

最後，也對於本書令人訝異的英文標題提供其含義的解釋。原標題（Come On）

在英文裡有不同的意思。一是“算了吧！”，這個世界怎麼可能永續，以及，“別扯

了！”，這套哲學不管用了，我們需要新的覺醒。三，是“來吧，加入我們！”，加

入這個興奮的創新之旅。本書的架構，確實也以三章來完整的包括這三重意思。

 

2017年6月，羅馬俱樂部執行委員會

委員：

Susana Chacón, Enrico Giovannini, Alexander Likhotal, Hunter L. Lovins, 

Graeme Maxton, Sheila Murray, Roberto Peccei, Jorgen Randers, Reto 

Ringger, Joan Rosàs Xicota, Ernst von Weizsäcker, Anders Wijkman, and 

Ricardo Díez Hochleitner (Honorary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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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筆
魏伯樂（Ernst Ulrich von Weizsäcker）

時任羅馬俱樂部聯合主席，德國學者，政治家。曾在包括聯合國科

學與技術促進發展中心在內的多所研究機構和大學擔任教授和主任。魏

伯樂所創立的伍珀塔爾研究所 (Wuppertal Institut) 現已成為關於能源效

率、物質流和氣候政策的領先智庫。1998 到 2005 年曾任德國聯邦議院

議員，主持全球化和環境委員會。魏伯樂主筆出版了三份羅馬俱樂部報

告，其中「五倍級」(2010) 已被翻成簡體中文出版。

安德斯維傑克曼（Anders Wijkman）

時任羅馬俱樂部聯合主席，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瑞典回收工業

協會主席，瑞典國際開發署 (SIDA) 成員。曾任歐洲議會議員，聯合國

助理秘書長，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政策負責人等職。著有「破產中的自

然」(2012)

譯者
程一恆

德國卡爾斯厄大學化工博士，羅馬俱樂部成員，全球共生研究院

副院長，世界十倍級俱樂部成員，國際生態聯盟亞洲分會副理事長，

上海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客座教授，世界程氏宗親聯誼會監事會副

主席。譯有「資源就是生產力」(2009)、「五倍級」(2010)、「藍色經濟」

(2012)。

林德培

德國哥廷根大學化學系及研究所博士，量子知識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董事長及 CEO，玻爾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麻城中鼎精細化工

有限公司 CEO，逢甲大學校務顧問，台灣南亞塑膠股份有限公司顧

問，四維創新股份有限公司顧問，台灣麗方股份有限公司顧問，奇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顧問。在碳纖維及多項化工制程有多項創新技術並在

台灣及中國大陸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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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序一

1974 年，我從臺北工專（現在的台北科技大學）畢業，正準備離開臺灣到德國

留學。那時，英文時代雜誌的一篇關於《成長的極限》的報導吸引了我。尤其

文中提到，這是呈給由“未來學者”組成的羅馬俱樂部的報告 。什麼是未來學者？

要怎樣才能成為會員？這股一探究竟的衝動跟隨了我多年。畢業後在德商巴斯夫工

作的 20 多年裡，一半的時間在追求利潤成長的市場部，另一半的時間在照顧公司聲

譽和社會安全的責任關懷小組，也因此而認識了比歐（菲德烈斯密特－布列克的小

名，我的第一本譯作，《資源就是生產力》的作者），厄恩斯特（魏伯樂的名字，第

二本譯作《五倍級》的作者），和經由他倆介紹的岡特（第三本譯作《藍色經濟》的

作者），並與羅馬俱樂部有了接觸。時光荏苒，2013 年我終於正式成為俱樂部的國際

成員，圓了我這個做了 40 年的“未來”夢。當然，並沒有享受什麼光環或者特權，

除了每年要交年費，參加年會還得自掏腰包。有的，還就是那個和其他所有的“給

羅馬俱樂部 的報告”一樣，以及本書的 34 位會員作者（包括我在內），緊密相連，

共同的使命感。

即使有共同的使命感，在著筆本書原著的時候， 還是需要溝通想法。30 多位作

者和編輯人員曾在 2017 年的 4 月，花了兩個整天，在烏波塔氣候環境能源研究院，

徹底的經歷過“利益相關的多方協作”的心態調整（如第 3.15 節所述）。也因為如此， 

讓我對本書的章節有了較完整的瞭解。

本書第一章及第三章的第 3.12 至 3.18 節的中文初譯稿 , 由好友許光俊愛女 - 英

國愛丁堡大學教育碩士許本妍負責；第三篇的第 3.1 至 3.11 節由多年的夥伴，亦師

亦友、台北工專學長的逢甲大學校務顧問林德培教授，慷慨的提供助理蘇沁榆，負

責初譯。這本書的翻譯期間， 我接受了上海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婁永琪院長的邀

請，成為正式的客座教授， 除了負責生態創新研究室設立（econoVation lab)，另外

與也在設計學院任教的 Susu 教授合建了創意系統研究平台，進行城鎮化的社會創

新。在籌備出版本書的這幾個月裡， 我又在上海國際設計創意研究院成立了“零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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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平台。

由於魏伯樂曾任德國國會議員的政壇經歷，他在德文修辭上的造詣精練有力。

所以，中文版譯本採用英文版作為初譯的依據，而以德文版的文句表達為準，修改

並定稿。

在徵得得魏伯樂的同意後，中文版特別在第 2.10.2 節，加入中庸 的“致中和”

以及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作為與本書主旨－“新覺醒”，面對西方 “願祢

受讚頌”的呼籲，呈上“中華傳統文化”的東方回應。其他諸如在第 2.10.3 節中，

以 “共生平衡”取代英德文單純的“平衡”，以表達動態平衡的狀態， 共生，才是目

的；對於化約論指引科學和經濟的錯誤發展、GDP 指標的缺點、金融行業的禍害，

以至於顛覆技術如數位化帶來的負面未知，和時髦的「共享」依舊可能浪費自然資

源等等的針砭，與許多國家目前面臨的挑戰，幾無二致。這些，都有待讀者自己挖

掘。

翻譯過書或常讀譯著的讀者都知道，翻譯最主要的是能把握作者的思想主軸。

這本書，是由 34 位羅馬俱樂部的會員作者，共同完成的。由我來負責中文版的翻

譯，等於在和 33 位不同國籍、不同專業的“未來學者”打交道。雖然章節之間，

還是可以看到不同作者，文風的不同，然而，由於大家的中心思想一致，作為主譯

者，我翻的很過癮。

本書中文簡體版的名稱，是在 2018 年逢甲大學綠色產品與清潔論壇舉辦的前一

天，與德培學長在學思樓的辦公室裡，考慮英文的“來吧”（Come On!)、德文的“該

我們了”(WIR SIND DRAN)，未能充分表現本書改變現狀的決心，和東西方哲學相

會的必要，針對中國大陸的現狀，決定改為“翻轉極限 - 生態文明的覺醒之路”。

非常榮幸的得到多年老友鄒倫兄的推介，並獲得財團法人中技社潘文炎董事長

及陳綠蔚執行長的大力支持，以及郭博堯主任認真的比對兩地用詞的差異和校讀，

團隊成員陳潔儀、黃玠然、郭佳韋、潘惠萍、呂雨龍等人辛勤的工作和努力，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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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書的中文正體 ( 繁體 ) 版， 特此感謝。另根據台灣現時的需求，與中技社出版

團隊再三斟酌後，書名改為“成長極限的覺醒與共生”。

如同本書結論 所述，希望大家在讀完之後，都能欣然接受邀請，一起踏上自己

掌握未來命運的旅途！保證諸君成為“未來學者”的時間， 絕對比我所需要的短的

多！

程一恆 博士 

全球共生研究院副院長 

羅馬俱樂部成員 

國際生態聯盟亞洲分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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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序二 
走我們共同的路—東西

方需要的對話

一
恆學弟，和我的交往，可回溯至 1974 年。那年他申請到德國留學，先寫了一

封信給我這個台北工專的校友學長，當時是最年輕的哥廷根大學化學博士，請

教留學的訣竅。我說：「求學之道無他，一門深入，觸類旁通」，就這樣，我們結了

緣。我們真正在一起工作，那是 2007 年，他加入我在昆山的量子管理顧問公司，同

時開始了我們共同的目標：致力於開發清潔綠色化工製程與產品。

此後，我們共同進行的，不僅只在化工方面， 更由於他所翻譯的《資源就是生產

力》、《五倍級》和《藍色經濟》等，而繼續進入了永續發展的實際操作層面上。

 這本羅馬俱樂部新的報告《成長極限的覺醒與共生》( 中文簡體版譯為《翻轉極

限：生態文明的覺醒之路》)，我也一如既往的承諾了主要的支持。雖然，本書把世

界混亂的現狀做了梳理，也對西方（和東方）所崇尚的科學，以學術界比較認同的

觀點，做了非常中肯的批判；對於扭曲了的全球化經濟框架，從永續發展的角度，

給出了很好的建議；對於未來的發展，從宗教、哲學的角度來探討並指出，需要轉

向東方所倡導的共生平衡。加上很多已經實踐的大小案例，這一切似乎都對未來展

現了美好的願望。但是，我擔心，一方面，共生平衡，對於正在汲汲營營追趕的東

方，太過於老生常談；另一方面，作為東方主人的我們，得捫心自問，我們知道該

怎麼做了嗎？

我們的汗顏，正是 我們應該著手的地方：如何從西方已經多所證明、受阻的

二元論，以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的更高維度的心智，將社會、經濟、政治、文

化、生態視為整體，既傳統又創新、既理智又直覺、既學術又實務地與西方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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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出永續的解決方案？

本書的中文簡體版，已經在 2018 年於北京和上海同時舉辦首發，並於 2019 年 1 

月出版，，正（繁體）版也將於 2019 年底在台灣出版，目的是給作為東方主角的我

們，要有承擔起對話的膽識和毅力！ 在台灣，我們有最完整的儒道釋文化道統，有

最整體觀的中醫體系，還有勤奮好學的全體民眾，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條路，應該

由我們來領導，來和羅馬俱樂部對話！

林德培 博士 

量子知識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逢甲大學校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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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人
類主宰的世界仍然可以擁有繁榮的未来，但是這需要我們確保不再繼續破壞地

球。我們堅信這是可能的，但是越晚採取適當的措施，就越難實現。目前的趨

勢絕對是不可永續的。傳統上不停成長的模式將直接在許多面向衝擊我們這個行星

的界限。我們的經濟體系受到金融市場投機性誘惑的主導，更不斷拉大貧富的差距。

世界人口的成長終究必須穩定下來，不僅是為了生態環保，更是為了社會和經

濟緊迫的壓力。很多人看這個世界，是一個充滿紛雜、亂象和不確定的狀態，社會

差距、國家不穩定、國際間和國內的戰爭、失業和大量移民，造成成千上萬民眾的

焦慮和不安。

聯合國一致通過《2030 議程》來解決這些挑戰。然而，如果成功落實這個議程

其中的 11 個社會、經濟目標，反而極有可能對穩定氣候、復育海洋及阻止生物多樣

性損失等 3 個生態目標帶來破壞性的影響。為避免這種不協調的發展，必須打破今

天經濟、社會和環境各自為政的壁壘，採用整合性的方式去進行決策。

本書的第一章診斷了我們目前不永續發展的態勢。當前的時代被稱之為「人類

紀」。在這個時期，人類主導一切，甚至連地球的生物地質化學成分也因此而改變。

「繁榮的未來」需要將經濟需求的幸福滿足感大幅度地與自然資源破壞（尤其農業

上）、大氣污染等脫鉤。尤其在影響全球發展的問題上，「國家的主權完整」不能再

是各國的藉口。

第二章從教宗方濟各的通諭「願祢受讚頌」帶頭，深度分析和描述當前社會的

根本哲學危機。過去「空曠的世界」 時期的經濟模式，已經不再適用於當前「擁擠的

世界」。 因此，我們需要新的「覺醒」來渡過難關。覺醒強調的是，人類和大自然、

短期和長期、公共和私人利益的平衡倫理，而不是硬邦邦的教條。第二章可以說是

本報告最具「革命性」的部分。

飽受衝擊的地球大自然系統，能等得到所有的人類文明都接受了這個覺醒的洗

禮嗎？不，第三章說，我們現在就必須開始行動。我們大致蒐集羅列現有樂觀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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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包括分散式清潔能源、不同國家類型的永續性工作機會，及將人類福祉與使用

化石燃料等自然資源大幅脫鉤等案例 ，也對金融系統當前問題提供務實政策建議，

當然提出的架構條件要能使永續技術真正可以獲利，以鼓勵投資者能支持長期解決

方案。

本書的結語更誠摯地邀請讀者和評論者，親身以各種可能方式來參與此行列，

以創造永續發展的全球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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