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五年 三十八卷 第一期 

 57

從經濟與軍事因素論技術演進的歷史啟示 

謝文斌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系博士班/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總務主任 

 

壹、前言 

現代性(modernity)對人類的最主要貢獻是在人的主體性(subjectivity)與理性

(rationality)的建立。⋯所謂現代化就是科技化，幾乎所有的文化都少不了科技的

影響。 

－ 鄭泰丞，2000：1-3 － 

人類現代的文明自十八及十九世紀以來，有了非常大的成長及擴散。經由

「現代性」的建立，西方文化重新尋找到人的「主體性」，同時也藉由科學的發

展，尋找到「理性」的典型。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 Weber)將西方社會自近代以

來所產生的理性化歷程以所謂「解除世界魔咒」之語來描繪，此種理性化歷程表

現在現代科學、藝術、政治社會組織、甚至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沈清松，1998)。

而科技／科學的發展本身即足以作為「解除魔咒」的代表(苑舉正，1999)，從哥

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地動論」肇始了「科學革命」，再經由伽利略(Galilei 

Galileo)的努力與堅持，而最後達爾文(Charles Darwin)於1871年所出版的《人類的

起源》更是對「舊系統」的「神話論」的致命一擊。然而，代表著「理性」與「進

步」的科技，並無法完全讓人們的生活更加安樂，反而常常帶來更多嚴重的問題。

在此情形之下，我們既然無法拒絕科技文明而回復到原始社會，就須檢討與面對

科技文化(林崇熙，2000)。 

「科技」愈加專門化之後，往往已脫離普羅大眾所能理解的範疇，人們似

乎只能透過「專家」來確認科技的適用性。然而，「專家」的意見也經常禁不起

事後的檢驗，因為專家往往容易受到政治及商業等相關利益的影響。例如台灣

1970年代開始大力推動興建核能電廠的政策，在1990年代末期卻遭受到嚴厲的

質疑與批判。於是，如何增進對科技的了解與控制，重新尋回人的主體性及不致

被科技宰制，成了科技時代的重要課題。 

George Basalla所著的「技術發展簡史」(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Basalla, 

1988)一書中，將技術發展的歷史做了詳細的探討。此書的技術發展理論主要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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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史和人類學中獲取相關的材料。其結構和內容安排完全依技術進化中可類比

情況的性質而定，而不是按年代先後敘述技術史事件為目的。換言之，是以歷史

研究為主，並非以技術哲學或技術社會學的角度來陳述科技的歷史。此書提供我

們對科技的另類見解－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科技，從中或許可以尋找到科技時代下

重建人的「主體性」之相關線索。Basalla針對技術演進的「選擇」因素分為社會

經濟因素、文化因素、經濟因素、與軍事因素，本文依此脈絡，就技術演進「選

擇」的經濟因素與軍事因素為重點，進行探討與評論，期盼或有導引相關論述之

可能性。 

 

貳、技術演進的「選擇」 

我情願失去行動的能力，也不要變成無用之人。我情願因無行動能力而死⋯

我從未厭倦做個有用的人。 

－ Leonardo da Vinci；引自許琳英、王晶(譯),2000：197 － 

雖說人類早期是為了生存而從事人造物(artifacts)的改進與創新，但創新也可

說是人類的天性，並因此天性而產生了人造物的多樣性(diversity)和進化

(evolution)。在人類技術創新的過程中，由於僅有一小部分新技術得以充分開發

而成為一個民族物質生活的組成部分，因此新產品之間就一直要通過競爭來看誰

獲選。而最終獲選的技術必須是與社會價值觀和預期的需求相符應，亦即在技術

的發展中有其「選擇」的機制。  

因為科技的創新與人的需求之間若不能完全配合，就必然會發生選擇的過

程。因此，有一些創新被吸收為另一種文化，有些創新則被拒絕在文化之外。那

些被選擇到的就會被複製，並加入人造物的行列，成為新人造物變異的領先物品。 

生物演化的變異來源，來自「突變」與「重組」。而人造物的演進則與生物

演化不同，因為許多激勵人造物變異創新的力量，也影響人造物選擇的過程。在

人類設計的大量人造物中，只有少數被選擇成為物質社會的一部分。於自然界

中，物種求生存的能力決定一切。而人造物是否能被保存並留傳給次一代，則必

須有人為中介物的干預，這個選擇過程具有複雜性與不確定性，生存的能力運用

到科技時變成一個不定形的概念。 

生物物種是形態相近的個體在正常狀況下進行變種間雜交而形成，而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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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相近的觀念也可以轉移到人造物上。吾人可以根據形態與結構將人造物分

類，並依據相似程度來整理。人造物主要是藉由相互組合，以形成新產物及豐富

多樣的獨立實體。Basalla用演化作對比，主要是看重演化在隱喻及啟發式的效

能，謹慎地不做任何文字的推論，並且小心處理物種形成的過程。 

對現代及未來人類歷史來說，選擇的過程是相當重要，但選擇並非基於理

性、系統性、或是民主的態度。「嘗試錯誤」是選擇的一個主要方法，這些少數

參與選擇的人，除了受到其他因素限制外，還要受到經濟、軍事需求、理想的壓

力、使用政治手段、文化價值的力量、時尚、流行等因素限制。在開放體系的選

擇過程中，受到在多元與衝突力量的影響，並非僅由個人的力量就能歸納而得到

理論模式。現實環境中的資本、勞力及自然資源都必須被納入整體考量，以利於

將原型轉換成可被接受的消費產品，進而求取利潤。 

針對發明在被選擇並且轉化為經濟及文化產品之前，可以得到以下觀察考

量：首先，許多發明並非一開始就知道其功用的，時常會出現不知新發明有何具

體用處的尷尬事。換言之，最初的用途並不總是該發明最後或最知名的用途。再

者，技術創新的產品往往並非以發明者所宣稱的方式運作。起初，發明大概會是

非常粗糙的模型，它必須加上一些具體的新觀念以進一步的改良，決策者通常選

擇的依據並不是已發展完備的成品，而是最初的運轉原型樣品。尤其是創造發明

的產品並不一定可以立刻商業化，仍有許多經濟、社會與文化因素須克服。這方

面有許多事證，例如：留音機只能錄二分鐘、照相機需曝光10至90秒、第一台

打字機很笨重、第一台內燃機只有三馬力、懷特兄弟第一架飛機只停留57秒(1903

年)、電視機只有1.5X2英吋且模糊閃爍、第一台電腦重300噸等。因此，新產品

的選擇充滿了風險及不確定性，它靠的是信念與判斷力—相信一項發明對某一部

份民眾將有用，並能夠成為一種可靠的設備。 

Basalla(1988)曾引用了人類學家Kroeber所描繪的二幅「系譜樹形圖」，如圖

一所示，左邊是有機生物之樹，右邊是文化人造物之樹。二者最主要的差別在於

有機生物(左圖)的樹枝是由獨立的分枝所構成，而人造物(右圖)是樹枝分叉後又

可能交融的形態。證諸於人造物的實例，代表內燃機的枝條即可與代表自行車和

四輪馬車的枝條再相連結合產生了汽車枝條。二者之差別，主要是說明生物物種

的演化概念不得強加於技術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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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有機體與人造物之系譜樹形圖之區別 

資料來源：Basalla, 1988:138 

 

參、經濟因素 

共產主義受馬克思(Marx) 及列寧(Lenin)等人的影響，認為社會主義型態的

社會遠比民主的西方社會具有更高度的社會發展性。在馬克思的唯物論中所提到

的唯物史觀，認為歷史中任何重大的社會或智慧的變革都是由經濟力的變化所導

致，於是，技術的演變就成了馬克思所認為的歷史演進的核心(賴信志譯，2003)。

信仰該「經濟決定論」者認為，技術發展是需求的問題，而選擇的過程則是受到

經濟力量所控制。市場的驅力使發明者順著某一路線前進，且將這些發明轉成最

後能商業化的產品。但是為什麼某些新產品早不出現，晚不出現，偏偏在某一個

時間出現？前述之市場拉動力的解釋就令人起疑。Basalla (1988)認為，無論是技

術的選擇或創新，市場的力量扮演一定的角色，但並非主角。藉由探討幾項重要

且多樣的創新產品，例如，水輪、蒸汽火車、機械收割機、超音速運輸機等，我

們發現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交互影響著科技的選擇。以上任何一件產品的選

擇並非只受經濟的需求因素影響，而相同的因素也不必然會對不同的人造物產生

相同的影響，因為人造物的選擇是在一種寬廣的文化系統中進行。 

「技術」在共產主義中的具有舉足輕重地位，因而共產主義國家往往以國

家的力量投入龐大資源於技術發展，其所建立的技術研究成果極為顯著，也已經

展現在過去的歷史。基本上，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經濟體系雖有明顯的差異，

但科技與經濟都被認為有極重要的關係，而且都受到國家及社會的重視。不過，

資本主義採取的是自由放任的科學／科技政策，而共產主義採用的是計畫式的科

學／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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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軍事因素 

軍事因素是影響關鍵技術革新「選擇」的主要因素。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

是彼此緊密聯繫的，雖然不能證明軍需本身或受其引動的需求是現代工業的起

源，但是，確實有些需極大投資的發明是先由軍事用途發展而後才被民間所採

用，例如汽車與核能是二項先由軍事而後由非軍事所採用的具體革新。新產品的

發展若是在商業用途，成本和投資回報就會是最重要的考量項目之一，然而若是

用在軍事用途，這兩項的重要性就會被戰時或和平時期確保國家安全而產生的緊

迫軍事需求所取代。在將技術轉向軍事技術用途時，商業上的可行性就落為次要

地位了。而現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是彼此緊密聯繫的，因此，歷史學家認為戰

爭是抑制民用工業增長的一種力量，也是建立工業資本主義的一種基本要素。 

許多重要的技術革新和發明，主要就是由於軍事的需求。例如機動卡車和

核能。二十世紀初期，汽車時代已在美國拉開序幕。當時卡車的應用與發展都比

小汽車滯後。但因戰爭需要，使卡車成為重要長途貨運工具，與鐵路運輸形成了

面對面的競爭。在核能的運用方面，二次大戰是促使核能研究快速發展的最主要

因素。戰後核能的使用範圍則進一步擴展到軍事及非軍事用途，例如：應用在軍

事用途的核子動力航艦、潛水艇，及和平用途的核能電廠等。 

事實上，二十世紀晚期的許多最令人驚動的新技術都有軍事背景的烙印，

包括噴射飛機、飛船、計算機、微電子產品等。軍事在決定技術選擇的過程中的

獨特作用，使我們的時代成為技術史上一個特別的時代。 

 

伍、討論 

有時停下腳步來看看牆上的污漬、燃燒後的灰燼、雲、泥土或某些地方，

對您來說可能相當困難。⋯但很可能您會因此得到驚人的想法。 

－ Leonardo da Vinci；引自許琳英、王晶(譯),2000：309－ 

 

生物進化的關鍵在於突變產生的變異，而在有性繁殖中的基因重組所產生

的變異，也是物種適應自然環境的利器。變異後接受整體環境的選擇可分為三

類：環境的、生物的、社會的。自然選擇的進化沒有預定的目標或方向。 

就人造物的變種而言，並非是由某些關鍵的構成要素隨機組合而成的，而

是一種有意識的活動過程所導致的，亦即是人類在追求某些生理的、技術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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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社會的、經濟的、或文化的目標時，使用判斷力和鑑賞力的結果。人造物

變體的汪洋中，只有少量獲選，變成社會物質生活的一部份。進步的觀念促進了

新產品的發明，進步觀也影響了創新的選擇。 

「技術」與「經濟」有密切相關，但「技術」並非全由市場的經濟力量所

決定。在當代的技術發展層面而言，馬克思主義者所信仰的「經濟決定論」顯然

不能完全適用。另一方面，「需求」也是技術創新的主要驅動力之一。「需求」的

存在與否可能與時代的環境及人所處的情境有關。某些時候的條件下，可能會有

特別有利於某種技術的市場接受度，但如果時空條件不同，該技術可能就會被忽

視或不被接受。 

事實上，「技術創新」、「需求」、與「經濟」三者之間也是存有互動關係的。

如果「技術」出現了革命性的創新，該創新往往會創造新的「需求」。其結果便

將導致工業生產的增進，進而成為經濟高度成長的動力。例如，1960年代石油化

學工業的發展所帶來的塑膠材料革命、1990年代中期後的行動電話通訊及網際網

路的革命性發展，均造成了當時經濟成長的高峰。對行動通訊及網際網路科技「創

新」的過度預期，甚至造就了所謂「泡沬經濟」的繁榮假象。不過，當科技的幻

想破滅時，最終也必須再回到現實的情境。 

有關科技與經濟的關係－「科技經濟學」及國家界入與否的－「科技政策」，

基萊(Kealey, J.)曾有深入的研究(王耀德、宋景堂、李國山等譯，2002)。二戰以來，

世界各國政府都大力資助科技活動。但是，Kealey卻認為，技術及科學的成長，

在自由放任體制下，經過個體企業家及慈善家們的努力，它們總會自然出現，實

在沒有必要讓政府插手其中；政府的介入只能使科技活動走向低效甚至腐敗，也

無助於科學的「自由發展」。對於科學／科技的社會功能，Kealey否定「培根主

義」的「科學－技術－經濟」的一維「線性關系」，認為科學並非技術和經濟進

步的源泉，而只是這種進步的諸多環節中的一環，科學和技術的關係不是從屬關

係(技術不僅僅是科學的應用)，兩者就像兩個「不同種族的神」，遠沒有很多人所

認為的那樣密切。Kealey還認為，自培根以來，科學不僅被視作技術和經濟發展

的源頭，而且被視作提高人們心性修養的重要力量。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科學

(活動)只不過是諸多社會分工中的一種，其思想文化功能(理性、「善」的代表)不

應被過分誇大。總而論之，Kealey認為科技不能被視作公益事業而是一種私人性

的經濟活動，政府無需太過介入。Kealey的這些看法被歸類為「後現代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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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 

文藝復興時代偉大的科學家與藝術家－達文西，其手稿於其死後二三百年

間陸續被發現，世人才得以知悉其理念與思考遠遠超過當時代其他人(許琳英、

王晶譯，2000)，此例似乎透露出科學與科技前進的巨輪自有其步調，就算一時

錯步，也會回到歷史發展的常軌，而取得其相同或類似的成果，不致受到缺乏傑

出人物的影響。換言之，科技的成就與進展並非少數一二位傑出人物所能完全左

右。 

孔恩(Kuhn, 1996)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一書標榜著「典範」(paradigm)及「科學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等概念。就孔

恩的觀點而言，科學革命有其結構，吾人從事科技教育，難免也要進行類比，因

而不禁要問：「科技革命」是否有其結構？從技術演進的歷史來看，Basalla可謂

嚐試要去建立科技進化與類比的「典範」。他提出了技術進化理論的兩個論斷：

人造物(artifacts)是我們研究技術的基本單元、整個人造物世界的主旋律是延續性

(continuity)。Basalla曾對科技的發展借鑑生物學的類比與進化理論有諸多的討

論，但基本上仍有其不夠適切的侷限性。而從Kuhn的理論來思考，吾人可以發

現某些可稱為「科技革命」的實例。例如，工業革命之前的產業仍以手工為主，

所有的技術發展或革新，仍舊受限於人力或獸力的範疇。但工業革命之後，蒸汽

機等動力機械的出現，使技術文明快速向前躍進，新的動力機械「典範」取代了

人力工具的典範。某種程度上，科技演進符合「科學革命」所定義的內涵。 

 

陸、省思 

我們的目標是窮盡所有的知識，明白萬物的運行，突破人類的極限，讓這

個世界任何好的事物都可能發生。 

－ Francis Bacon；引自Salomon, 1973:7 － 

 

奈爾森(Dan Nelson)(引自李隆盛，1998)將有人造物佐證的50,000年科技史除

以歷來人的平均壽命62歲之後，得商800，亦即將50,000年緊縮為800個有生之

年(生年)。他指出人類在最初650個生年住在洞空裡；近70個生年才有文字：近

6個生年才有印刷；近4個生年才有精確的計時器；近2個生年才有電動馬達；

最近1個生年有天空和太空旅行、微波、雷射科技、快捷通訊、電腦、醫療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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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電視，亦即，好多事物都是在最近一個或半個生年裡出現。雖然科技的發展難

以用量化來表示其多寡，不過，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程中，自從文藝復興以來的

五百餘年中，無論是科技發科學，其所取得的成就與發展可說已遠超過過去數千

萬年來的總和。 

就科技的定義而言，沈清松(2003；1998)認為，廣意的「科技」是指「科學」

和「科技」的統稱，二者分別屬於文化中的「認知系統」和「行動系統」；而狹

義的「科技」則單指「技術」，亦即指有自然科學為基礎的技術或工程技術。很

顯然的，就沈清松的看法，如果以後者的定義，科技則必然是附屬在自然科學之

上，同時以其為基礎的。此種看法事實上值得進一步的辯證。就科技史的角度來

看，從有歷史的數千年來，一直到文藝復興之前，眾多的人造物之出現經常是沒

有科學知識為背景的。在大多數的人類歷史中，科技可以說是走在科學之前的。

而文藝復興之後，科學才取得的急速的發展，而逐漸與科技的發展並駕齊驅。緣

此，筆者認為，科學與科技之間孰輕孰重及誰先誰後等的爭議恐怕都是多餘的。

這方面Basalla也有類似的看法，例如，就第一批電動機的設計成功，得益於已

有的人造物品而來的延續性要多，得益於科學理論的部份就少(Basalla, 1988:43)。

Bridgstock等人(賴信志譯，2003)也認為，視技術只是「應用科學」的觀點太過狹

隘；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在科學發展之前並沒有所謂的「技術」，這樣顯然是

說不通的。科學本身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那麼系統化的與技術相聯結，而是遲至十

九世紀中葉才逐漸的很系統的互動起來。 

工業革命為何可以在西方出現，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出現？華人的四大發

明：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等的出現對西方近代文明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尤其火藥與指南針是技術演進史上經過選擇過程所留下來的最典型、最被大量應

用於軍事活動中的技術。西方自工業革命之後的殖民擴張，其實最主要是導因於

能將這二項技術發揚光大。而華人為何沒能在自己發現的技術基礎上取得進一步

的成就？這實在是值得深思的。雖然以不同的文化背景來評斷技術的發展優劣成

敗並不全然合理，但如果我們的文化層面缺少的是創新、冒險、追根究底的科學

精神以及包容的特質，那麼吾人自我檢討與反省也是必要的。 

經由相關的文獻及例證可以了解，經濟與軍事因素影響技術演進的「選擇」

無庸置疑。不過，吾人應更關注的是「技術」本身已不再具有「中立性」，技術

也經常被來自政治、商業、及軍事等的特定目的所左右，反而對人類的生存及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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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造成威脅。科技的發展已變成人類活動最複雜難懂的一門學問(林俊義，1984)，

不僅是技術發展的本身，包含科技政策、科技評估、及與文化社會的關係等等，

都只是科技活動涉及的因素之一。本文所闡述的技術演進「選擇」的因素，除了

經濟因素與軍事因素之外，其實也包含了文化因素。這此因素在處理科技的相關

問題上，都應該被納入整體考量。這也是近年來7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和社

會」（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課程改革運動所致力的重點。這些課

程改革的反省，其實都是為了避免教育系統所培育的學生成為「擁有科技的野蠻

人」。 

科技已無所不在且無可逃避，不過科技也難以完全被控制。人類的「現代

性」雖已建立，甚至已興起「後現代」的反思，但在現今的科技世界中，現代性

所標榜的人的「主體性」是否反而喪失，是吾人所應深思的。歷史最重要的價值

是讓人能獲得「鑑往知來」的啟示，經由科技史的探求，應當更容易幫助我們再

尋找到「理性」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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