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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今日的知識，學習自過去的錯誤；未來的知識，來自於現在的渴望。而科技

的本質無論對與錯，都將影響或改寫人類的未來歷史。就社會演化而言，許多人

都瞭解科技對於社會演化具有強烈的影響力，例如在經濟、價值觀，與人際關係

等不同方面（Sanidas, 2004）。約莫一百多年前，自動化與鋼鐵冶煉技術的突破，

揭開了大量工業生產的序幕，而「科技生態」（TechnEcology）一詞亦首次浮上

檯面。這種日益強大的科技生態快速改變了地球上原有的自然生態系統，沒有任

何一種文化能不受它的影響。科技生態是人類累積各種知識，並因應市場需求所

發明與創新之後的必然結果，它並非倚賴自然力量的驅使，而是遵從於人類意志

的創作（Joel A. Barker & Scott W. Erickson, 2006）。 

美國著名學者Neil Postman（2000）指出下列幾個需要被嚴重關切及討論的

公共議題。包括電腦科技取代人力之後的勞工問題、如何評估科技對環境的影

響，以及電視廣告對人類的疲勞轟炸。科技到底被運用來解決了什麼問題？是極

需解決的問題？亦或不重要的問題？大部分人都渴望解決這些問題嗎？還是只

是滿足了少數人的需求？然而...接下來我們必須再問，科技確實解決了人類許多

當下的問題，但未來是否會產生新的問題呢？就如同汽車對社會大眾來說，雖然

解決了交通的問題，卻也產生了大量的溫室氣體（GHG; Greenhouse Gas），並

嚴重地破壞了地球的自然生態。又例如電視雖使訊息得以快速傳播，卻影響了政

治論述的本質，也改變了基礎教育的型態，使得傳統的社會及文化逐漸式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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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將以效能、地區結合及人文三個層面來探討未來科技。 

貳、從效能層面探討未來科技 

有限的地球資源，是人類目前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因此在科技的發展過程

中，如何消耗最少的資源來發揮最大的效能，便是「極限科技」一詞被提出的真

正目的。何謂極限科技？極限科技是指透過方法與製程的改良以節約資源的科技

領域。從極限科技的角度來看，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好處，並非來自於守成，而是

來自於「效能」。守成是不去動任何東西，而效能則是讓既有的資源發揮到最大

的效益，並對人類的經濟體產生正面的漣漪。探索極限科技的目的是要避免地球

資源被短視近利者所過度開發，因為強取豪奪的逾越行徑，終將招致大自然最嚴

厲的反撲。 

一、科技與生態的平衡 

美國國際科技教育學會曾針對科技定義如下：「科技是人類行動的創新，

意指人類為了解決問題與延伸自身的能力，因而運用知識及改良過程而形成系

統，進而延伸自身的能力。」（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Association, 

2000）。科技的發展必須嚴格把關，在享受科技成果的同時，對環境的影響必

須降至最低。因此，人類在運用科技時應該瞭解及遵循以下幾項原則： 

 科技發展的目的是為人類謀求更好的生活品質。 

 謹慎評估科技開發所伴隨的能源損耗，珍惜地球有限的自然資源。 

 以不破壞自然生態的前提下進行科技發展，並設法尋求供需平衡之道。 

 思考科技對未來可能的影響，重新彌補及修復過去人類對大自然的損害，以

達到科技發展的真正目的。 

二、資源節約與再利用技術 

科技是人們控制和改變自然環境的手段和方法（Hacker & Barden 1987），

因此我們極需發展出一種準確評估及預測的技術，在開始發展任何一門新科技

之前都能夠先考慮其長遠的效應。極限科技應用的實例相當多，但主要都集中

在資源節約與資源的回收再利用這二項議題上。在「節約資源」的案例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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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負瓦數（Negawatts）名詞的出現，這是一種用來計算回

饋能源的單位指標。在德國許多的家庭住宅都裝設太陽能板，民眾可將多餘的

太陽能電力賣回給電力公司，並多出一筆額外收入，同時更降低了火力發電廠

的煤炭使用量。因此用戶的電表指數就像倒退一般，稱之為負瓦數。另一個例

子則是高效能照明設備的發展。最初以螢光燈泡取代白熾燈泡，進而更以 LED

發光二極體取代螢光燈泡，在這整個科技進步的過程中，已帶來了約 80%的節

能效果（Barker & Erickson, 2006）。當消費者在架設太陽能板或選擇使用新型

光源的同時，已經達到節能與保護環境的目的，如此才能真正突顯出創造與利

用科技所帶來的正面效應。 

另一項關於「資源的再利用技術」，亦是極限科技裡的一項重要實例，隨

著熱降解去聚合這項技術的運用，原本被人類丟棄的廢棄物，例如有機圾垃、

廢輪胎、動物排泄物，或是任何一種含有碳成分的廢棄物，都能以高達 85%

的效能轉化為液態能源。這項新科技的運用不但直接減少了環境污染物，更為

人類提供了另一種可利用的新型能源。 

參、從地區結合層面探討未來科技 

在探討在地化這個議題之前，首先要釐清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在地化

（Localization）的代表意義。全球化的發展讓人類得以實現天涯若比鄰的理想，

然而傳統的關係網絡卻面臨了嚴重衝擊。此時各地激發出區域性的自主意識，使

得在地化的觀念應運而生。事實上，全球化與在地化是一體兩面的，在全球化的

發展過程中，區域性的思想及行為模式發展都將具備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特色。在

地化的轉變實際上是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的一部分，因此也衍生出另一種「全球在

地化」（Glocalization）觀念，所以在地化其實指的就是一種廣義的區域經濟均

衡化。 

從地區結合層面來探討未來科技，主要是著重在科技領域中的「區域科技」。

1970年濟經學家修馬克（E. Fritz Schumacher）在其著作《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中，為處於先進科技與基礎技術中的過渡產物，創造了「中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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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ediate technology）或稱作「合宜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這樣的

一個新名詞，意思是指由地方需求來決定該區域所適合使用的科技種類，且該技

術以考量區域的適用性而進行調整，此為區域科技做出了最好描述。 

一、替代能源多樣化 

在區域科技的實例中，「能源問題」是目前最重視的議題。人類習慣使用

的能源種類很單純，但由於自然資源的分配不均，造成石油、天然氣、煤⋯⋯

等資源的過度開採，並嚴重地破壞了地球的生態環境。因此人類有必要尋找多

樣性的替代能源，並藉助科技的力量來減緩對地球的傷害。而這些多樣性的能

源供應，著重的是就地取材的概念，因此需要依靠地方特殊的環境條件才能順

利運作。 

截至目前為止，風力及太陽能發電是在區域科技中最常被使用的替代能

源。以風力發電的例子來說，歐洲是現今運用比例最高的地區，而其中丹麥更

是擁有風力渦輪發電機製作技術的全球領先者，因此在其沿海地區已建構了許

多的風車農場。而太陽能板則是最常用於太陽能發電的一種方式，尤其在陽光

普照的地區，一般住宅在屋頂架設這種光電轉換板，便可將太陽光轉換成我們

日常所使用的電能。太陽光的熱能也是另一種可用來轉換電能的方式，例如澳

洲一家公司便打算製造一座高三千英尺，比美國帝國大廈還高的太陽能煙囪。

這種煙囪發電的原理是利用底部鋪設面積廣達數英里的玻璃或塑膠聚集熱

氣，當這些熱空氣透過煙囪往上升便可產生動能，進而帶動渦輪發電機來產生

電力。 

水力發電也是另一項重要的區域能源，目前第一座商用海浪發電機架設在

離蘇格蘭不遠的島嶼上，而挪威也正著手研發海浪發電系統，利用海潮的起落

效應便可使電力產生。然而不止在海洋，利用河床由上沖激而下的水流動能亦

能進行水力發電，因此許多水源豐沛的地區，都能見到水力發電設施。而對於

乾旱地區，水資源的有效取得亦是區域科技的明顯應用案例。例如智利在其多

霧卻乾旱的地區，便利用捕霧網技術萃取霧氣裡的水分，以提供當地居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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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部分水源極度缺乏的地區更利用無水馬桶的技術處理排泄物，這種新技術

不但能消臭並殺死致病的細菌，產生的有機堆肥更能供應園圃使用，同時解決

了水資源與維護環境的問題。這些替代性的能源供應方式雖然不能成為全球能

源問題唯一的解決方式，但是由地方做起，長期下來也是一種永續性的能源經

營方式。 

二、地區結合人力與永續發展 

根據修馬克的佛教經濟學（Buddhist Economics），該理論指出「利用區域

資源的產物來滿足己身需求，才是最符合經濟效益的生存方式」。他認為科技

與組織應該與地球資源及人類需求相符合，並在一個適當的規模下討論。在談

論資源的同時，修馬克跳脫生態與經濟，直接指出人類最大的資源其實是教

育。然而，科技教育的學習是「全面」的，是與整體社會息息相關的。科技教

育的目的乃在研究科技及其對個人、社會和文化的影響。科技教育的基本任務

則在使每個人了解他們所生活的科技社會，進而能在其中奉獻心力。人類的需

求會隨著時代不同而變化，適合某一個時候或某一個地區的文化，對另一個時

候或另一個地區的文化則未必就適合，任何科技必須被放置在當時文化下使用

的情形去批判（張聖麟，2005）。綜合以上，科技發展應由地方需求來決定該

區域所適合使用的科技種類，以最具經濟效益的方式來達成為地方服務的目

標，並將其原則簡列於下： 

 生活基本層面所需要的資源是否足夠，應視該地區及個人而定。 

 環境資源需要妥善分配與保護，科技利益與環境保護才能相得益彰。 

 區域科技的規模以符合當地需求為主，並考量區域環境的負荷與平衡效應。 

 運用科技整合傳統產業，提高附加價值，發展地方特色，漸次提升生活品質。 

 人類總是用更新的科技來彌補過去科技發展過程中所衍生出的問題，日復一

日，將形成一個惡性的循環。 

最後，提倡區域科技的學者們，深信人類有能力解決資源不足的問題，另

一方面，也希望能夠善用不會對使用者或環境造成傷害的新科技。所謂「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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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鄉，用之於鄉」，瞭解資源的珍貴，人類、科技與自然才能永續並存。 

肆、未來科技的人文觀點 

若由人文的觀點來看未來科技，那麼便需要先瞭解人文科技所蘊含的意義。

不同於直接影響或改變實體物質，人文科技可從我們的生理或心理層面發揮作

用。人文科技領域並不座落於外在的物質世界，而是委身於人類的內心之中。然

而人類的內心仍可視為一種科技生態，各種訊息依舊在此產生交互作用，並共同

創造出一套複雜的解答系統—尋求「生而為人」這個問題的適切答案（Barker & 

Erickson, 2006）。正因人類與生俱來的生理、心理與文化差異，因此即便擁有相

同的工具，也不見得發展出相同的運用技術。此種無法掌控的多變性將受到遺傳

基因、教育發展與文化養成等條件所影響，而這就是人文科技如此受到重視的原

因。在馬克斯（Karl Marx）的論點中，科技的演進並非自發，而是一個由意志、

意識及人類行動等所主導的過程，並且是由歷史力量所造就（Basalla, 1988）。

簡而言之，人文科技是由基因遺傳與人類心智所創造出的科技領域。 

一、人類的本質 

人文科技是一種發展已久卻不斷創新的一種科技。數萬年來，它就像自然

科技一樣，被人類無意有意識的部份使用。根據 Barker & Erickson（2006）的

研究，人文科技在這段期間裡，只在人類的下意識裡運作。直到最近三十年，

主流科學才開始研究人文科技的本質。過去數百年來，人類一直被過度的簡

化。十七世紀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認為人類的心靈如一面白板。

行為學家史基納（B. F. Skinner）則認為人類不過是制約反應下的累積結果。

但現今許多研究學者均指出，我們的身心潛能遠比以前所想像的複雜多了。兩

千多年前，蘇格拉底（Socrates）指出「除非我們了解自己的能力，否則不會

知道自我真正的潛能」。綜合以上討論，人文科技的意涵可簡述於下： 

 人類的真正渴望不是來自於物質需求，而是內心的情緒反應。 

 在先進儀器的協助下，現代科學正在學習如何衡量人文科技。 

 心理學與社會學正不斷探索人類在思考、行為及互動上的真實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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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不會改變人類的本質，包括基因結構、生理需求、基本情緒。 

 科技改變人類的將是心理習慣、社會關係與政治機制。 

二、遺傳基因與生理訊息 

遺傳學專家已證實，左右對稱是優良基因最清楚的外在指標，不僅人類如

此，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相同。換言之，當女性挑出高度對稱的男性作為伴侶

時，等於找到她所認定的最好基因，同時亦代表產生優良後代的機率可獲提

升。這種內化評量的例子，正是人文科技的一部分。此外，醫學研究者亦證實

母親能從嬰兒身上接收訊息，再自行改變體內的生理製程，以便分泌出最適合

孩子需要的母乳。此例，或可視為人文科技的一項奇蹟。 

與人體相關的人文科技案例屢見不鮮。例如加州大學流行病學家尼可拉

斯‧佩特拉吉斯的研究發現，耳垢裡的成分或許可以告訴我們一位女性得乳癌

的風險究竟有多高。此外部分心理醫學研究者亦指出，藉由眼淚可排出情緒毒

素，此發現將可對憂鬱症提供重要的參考資訊。而根據德州大學的研究發現，

人體費洛蒙可對異性發出某種訊號，排卵中的女性所散發的味道將比未排卵的

女性更能吸引異性。領導人俱有的特殊魅力，也來自某種費洛蒙，會讓他人群

起響應。 

人文科技所產生的差異性在人體生理時鐘的研究上亦具有許多實際案

例。例如明尼蘇達大學哈柏格博士便發現，藥物在一天當中的某些時段可以發

揮最大的療效，因此對於癌症病患來說，若投藥時間「恰當」，即便劑量減半，

藥效能比正常劑量多出兩倍，如此將能減緩病患所產生的抗藥性與副作用。此

外研究發現，我們處在白晝節律具有較強的問題解決能力，且資訊吸收能力較

佳，在此時段進行新知識的學習，將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安慰劑運用在臨

床醫學上的歷史已達一百年之久，研究指出，約 30%服用安慰劑的病人之所以

覺得療效不錯，是因為病人對藥物產生的信心啟動了體內的自療反應所致。 

伍、未來科技的教育意義 

一、科技發展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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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哲學家祈克果（Soeren Kierkegaard）在他的日記寫道：「先見之明其

實是後見之明，當我們回顧過去，眼前就會投射出未來」，祈克果的話正說明

了未來的科技發展方向其實是依循著過去人類的需求。到了十七世紀，法國學

者培根（Francis Bacon）是第一位主張科學的主要目的是「提升人類的幸福」。

相較於同期其他學者的論點「為人類生活增添新發明與新財富」，培根的觀念

先進許多。而在十八世紀，人們己經開始注意到科技是否能與道德同時並進，

英國政治教育學家伯林（Isiah Berlin）更為這個時代做了總結：「十八世紀天

資最高的思想家所展現出的知識力量、誠實正直、清晰思考、勇敢無懼，以及

對真理無私的愛，直至今日仍無人能出其右。他們創造的時代，是人類歷史中

最美好、光明的一段時光。」十八世紀的思想觀念與科技發展與現在仍有關聯，

有我們走向未來的人文方向，及跨越通往二十一世紀的信心與尊嚴。（Neil 

Postman, 2000）。 

十九世紀是一個「發明如何發明」的時代，眾多的科技產物如雨後春筍般

的出現。到了十九世紀末，人類開始意識到科技雖然解決了問題，但同時卻衍

生了其它的問題，環境破壞只是其中比較容易察覺的一部分。舉例來說，機械

自動化為人類工業開創了極大的利益，然而在經濟快速成長之下，社會自尊（成

人工作的價值）與社群的生命力卻逐漸淡去。醫療的快速發展，雖然使得人類

克服許多以往被視為難以醫治的疾病，相對的病菌的抗藥性與突變性也趨於強

大，著名的黃金葡萄球菌就是最佳案例。二十世紀，人類己經將科技進步視為

理所當然的事實。到了二十世紀末，當人類專注於發展科技的同時，大自然發

出的警訊喚醒了我們，維護自然生態與地球資源是一件刻不容緩的工作。 

二、科技教育課程向下紮根 

「許一個美好的的未來，並獲得更舒適的生活」，這是每個人對科技發展

所懷抱的期許。然而規劃未來科技的發展脈絡之時，對於地球環境的保護將成

為最優先考慮的限制。既然不能確定孩子未來會通往哪條道路，那麼培養孩子

對未來科技生活的適應能力及對環境友善的創新能力應該都是教育的基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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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科技教育簡單來說就是讓人類保持高度的理性與懷疑，並借助正確的批判

與思考能力，運用累積的知識來提升解決現有問題的技巧。然而在創造每一項

新科技之前，我們必須預先去思考自己的需求及評估對環境所產生的影響，這

習慣對於任何科技發明者而言，都將如此。 

適當的教育，應該是教導出主動、勇敢、有技巧的提問者。不論我們賦予

世界什麼意義，這都是源自於我們命名與創造字彙的能力。教授學生正確的科

技觀點，使其明白科技有別於一般的基礎科學，並具備良好的科技素養。科技

與科學，如果不從歷史的觀點來區別，真相很容易被扭曲。因此教學者更應該

瞭解評量科技教育的原則，勿把科技教育當成固定教條來教授，如此宏觀面的

教育方式，將是延續科技的最佳途徑。 

科技教育應從學齡兒童時期做起，安排適當的教育課程讓學童從小便建立

起正確的基礎觀念，之後隨著年歲增長，對於科技的認識與運用，甚至創新與

發展，才能依循正途而行。一般而言，接受教育能啟發人類的理性，但同時也

會引導出懷疑的觀點，而這兩個部份的交錯，使得人類開始思考為何不能擁有

更好的生活品質、更快的行動速度。於是人類從簡單的人造物開始，發明又改

善發明，漸漸的形成目前所看到的科技王國。綜合以上的闡述，即使在二十一

世紀，科技教育強調實用知識與抽象理論的交互作用依舊不變。如能儘早使學

生接觸正確的科技本質概念，有助於日後的發展，故科技教育課程應向下紮

根，設法與學生的童年經驗相互結合。 

三、給學生有願景的教育 

科技是運用科學、材料和人力資源，以達成人類期求目標的歷程（Hacker 

& Barden 1987）。組織管理創始之父-杜拉克（Peter Drucker），主張運用一套

有高度組織系統的作業方法，尋求環境中可能的機會點，使組織的人力資源能

獲得最高效率的分配與使用。杜拉克的說法，在科技教育系統中將同樣受用。

目前人類面臨了科技發展與環境破壞的兩難抉擇，因此唯有培養出身心靈健全

的下一代優秀領導人，在機會來臨時，做出正確的選擇與決定，才能帶領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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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目前的困境，並迎向更美好的未來。 

科技納入教育課程，其目標必需是教導學生如何選擇及使用科技，而不是

被科技使用或受科技牽絆。唯有確立了這樣的教學宗旨，才能凸顯科技教育的

重要性。而對於決策者或發明者，亦需負起選擇或創新技術後的責任，他們必

須能事先評估科技可能帶來的正、負面結果，並充分預測後續的影響及發展，

如此才是較為妥當的科技運用態度（張聖麟，2005）。 

二十一世紀，如何讓學生擁有正面願景的價值觀，並建立高效率及系統化

的教學模式，將是重要的課題。教育的目的是希望能培養出擁有正面樂觀態度

的學生，不但能提高學習效率，更可養成健全的心靈及強健的體魄。最終使學

生能清楚瞭解所存在的這個科技世界，描繪出充滿希望的未來願景。 

陸、總結 

科技依循著人類需求而發展，隨著需求改變，科技也跟著改變。為了使地球

資源能發揮最大的效能，極限科技這個概念因此孕育而生。此外，藉助於某些地

區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科技在地化所發展出的替代性能源亦將被永續經營。在

此同時，不同於外在物質世界的人文科技，也在人類的內心領域中不斷更迭。所

幸人類已意識到過度發展所引發的地球環境變遷問題，暸解科技所帶給人類社會

的負面影響。這一切都已逐漸與十七世紀培根所提的「追求人類的幸福」之科技

宗旨背道而馳。身為世界公民的一份子，我們應當審慎選擇未來的科技領域，並

預先評估可能的正負面效益，以及對下一代的影響。近年來，科技領域的多樣性

逐漸被重視，未來十年的科技發展，就可能深深影響對百年後的人類與環境。因

此若能做好科技教育，讓我們的下一代能清楚瞭解科技的本質，努力降低可能出

現的負面或非預期效應，使科技發展更趨向於人性化，如此將可打造出一個科技

與自然環境相互平衡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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