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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古騰堡革命話科技史 

*劉可德、**施永裕、***魏寶蓮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科技系博士班 

**僑光技術學院資管系講師 

***勤益技術學院組長 

 

壹、前言 

科技實現人類預言的神話童話，例如盤古開天、女媧補天、大禹治水、禹公

移山與精衛填海等神話裡，補天、治水、移山和填海均己被人類實現，而飛機實

現童話裡的阿里巴巴飛天魔毯、老巫婆和小魔女的掃把、孫悟空的筯斗雲、紅孩

兒的風火輪、小叮噹的飛天帽或者騎飛鳥禽野獸的飛行夢想，甚至於青出於藍更

甚於藍。 

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自發明印刷術後，激盪西方文藝復興和工業革

命。尤以印刷術的發明，對人類語言產生五千年縱向和橫向延伸，積聚新石器以

來彩陶拍印、織物印染、雕石、墨拓、雕刻、轉印複製技術及文房四寶等。浩瀭

如煙的古籍圖書，延續人類社會文化的記憶，各學科領域的研究，孕育人類智識

庫和推展事業的傳承力。 

中國古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考工記(作者不詳)及沈恬的夢溪筆談均對印刷

術有所記載，西方則以古騰堡印刷術為要，尤以能目睹古騰堡革命---一個天才與

改變世界的發明 (The gutenberg revolution-The story of a genius and an inven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一書，真是有幸，本書介紹約 1453～1456 年間，深入考證及報

導西方印刷術、古騰堡人物及美因茲(Mainz)地方，作者 John Man（約翰．曼）在

書中以古騰堡為主角，適時介紹印刷術的發明史，因此古騰堡革命也視為古騰堡

的傳記著作，他整理出許多關於印刷發明的史料，文字生動活潑，讓讀者在不知

不覺中，瞭解到印刷科技這個演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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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造紙。資料來源：宋應星的天工開物，172 頁~173 頁。 

 

貳、古騰堡革命內涵及印刷術 

古騰堡革命作者 John Man，為德國史學家，具研究科學史背景，對蒙古特別

有興趣。全書共十章，分別為第一章失落的黃金城、第二章法特拉斯堡奇遇、第

三章統一的巨大工程、第四章飄浮未定的事、第五章解密、第六章尋找暢銷書、

第七章聖經、第八章出版社標誌、第九章奮力一搏、第十章基督教世界分裂，世

界統一。考據集中在古騰堡個人的生平事蹟上，研究他所處時代背景，活字印刷

術的發明，以及對當時基督教文化所造成的影響。 

在活版印刷發明以前，歐洲中世紀初期所出版的書籍，都必須要用手抄寫，

書籍大多是由修道院的隱修士抄寫而成，並且以拉丁文撰寫為主，極少數是使用

希臘文。當時出版書籍費時又費力，所以「書本」是稀有而珍貴的，而且能閱讀

書籍的人很少，社會大眾只是使用日常生活裡的口語（本土語言 vernaculars），

不是書面語。本書古騰堡革命要記摘述如下： 

一、作者在序中提出四次革命的見解 

（一）從石器藝術到電子郵件，五千年來人類聯繫文化的模式，絕非一條平

坦的曲線，其間是經歷四次革命轉折點，每次都把文字傳播，邁向更

高更遠的境界，作者所認為四次革命區分點為：  

第 1 次革命是以發明「畫」述事，形成以祭司為主的久遠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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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革命是「字母」的出現，使得尋常百姓亦能在家繕寫，加速文

字的傳播。 

第 3 次革命是由「活字印刷」的發明所帶動，使人類能更快更精準地，

理解萬事萬物，像是踏在前人的肩膀上，往前邁進更大的步伐，促成

現代歷史、科學、通俗文學、民族國家的出現，這也是本書古騰堡革

命重要內涵。 

第 4 次革命把全世界的人類結合成一個地球村，也就是「網際網路」

天書的到來，知識的竄流更快。  

（二）據 John Man 估計，每年法蘭克福書展要用十個廳，全球還有其他類似

幾十個書展，若以書名字母排列，在 1455 年一年書籍的出版品重量，

需要一輛四輪貨車來裝載歐洲所有印刷的書籍，五十年後的今天，書

目高達數百萬種，印書的速度一年百億本，用掉五千多萬噸的紙，再

加上八千到九千份日報，以及週報、雜誌，數字飆升為一億三千萬噸，

它可以堆高到七百尺，四個大金字塔（Great Pyramid），若自古騰堡

印刷後，五百年來所出書籍，金字塔高到實在驚人，足以堆成一座印

刷品山脈。若限制塔峰高度，則有上百個金字塔之多，若電子出版未

影響實際的印刷，未來紙堆的山峰，將更為陡峭。  

（三）古騰堡印刷術的發明改變歷史，數十個大學系所、史家、博物館研究

員、展覽與研討會等投入研究，古騰堡為美因茲當地的風雲人物，在

美因茲每年都會辦場大型國際活動，英國圖書館膺選古騰堡為「千禧

年風雲人物」，並在路易斯維爾(Louisville)和肯塔基也舉辦古騰堡展

覽，路易斯維爾、肯塔基和美因茲締結姐妹市，分享著古騰堡盛譽。 

（四）人言：「發明是窮途末路者的靈光乍現」，至少可以圓發財夢，但在

古騰堡身上是個例外。古騰堡努力以赴，展現出驚人的才華和堅毅，

總算皇天不負苦心人，終於得到成功，但他最後仍名利兩空，只能勉

強度日，一切成果屬於他的合夥人和同事，嘲諷出當時代的社會及人

倫關係。他出版基督教最偉大的聖經，也引進一場宗教改革

(Reformation)革命，幻滅基督統一世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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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章失落的黃金城  

（一）古騰堡故居位於萊茵河北上十公里美因茲河入口，美因茲市中心，現

在變成一家莫瑞(Mohren)藥房，由曼恩(Mann)家族經營。原本古騰堡

之家叫做朱登堡（Judenberg），為猶太人財產。因 1282 年猶太人被屠

殺棄置，轉進而落入大主教司庫菲力普（Philipp）和艾伯哈德意

(Eberhard) 两位手中，他們以新取得的產業冠名，改名古騰堡(De 

Gudenberg)之後，轉由古騰堡的曾祖父取得。 

（二）古騰堡的母親叫爾絲．威契（Else Wirich），發明人約翰．古騰堡(Johann 

Gudenberg)（如圖 2）生於 1394 到 1414 之間，不可考，但為慶祝以 1400

年 6 月 24 日為出生日。在聖克里斯夫大教堂受洗，讀美因茲教會學

校，當時社會階層對立嚴重，成長時期基督世界王權爭戰不斷。 

三、第二章 斯特拉斯堡奇遇 

（一）古騰堡愛情：他在史特拉斯堡發展畢生的事業，分得 310 基爾德相當

高年金遺產，足以買棟很好房子，未婚，但因未娶艾妮琳（Ennelin）

為妻而須支付婚姻敗訴賠償。 

（二）古騰堡的商業頭腦：1432 年朝聖期，謠傳說補景面寛凸面鏡（如圖 2）

可以吸收聖物的療傷電波，每個人想要有這面鏡子，直到 16 世紀，

他計劃做出三萬二仟個鏡子，每個賣半基爾德，在當時稍貴，但獲利

25 倍，這與後來印刷都要使用沖床有些相同。 

 

圖 2 阿肯特區魔鏡 

資料來源：古騰堡革命，p62 

（三）古騰堡的印刷事業：1438 年古騰堡有 3 位合夥人，漢斯來福（Hans 

Riffle）、安迪里亞斯．德里茲亨（Andreas Dritzehn）及安迪里亞斯．

海每爾門（Andreas Heilmann），都是當地名人，但合夥事業因遭到

無可抵抗的狀況而解散，接續而來的是憂慮、死亡、爭執、和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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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書也揭露當年古騰堡需錢孔急，迫使他數次採取非常手段，如逼迫

市府官員承受債務直到支付欠古騰堡的錢....等精采故事。 

四、第三章 統一的巨大工程  

本章談及哲人尼古拉斯（Nicholas）神學政治人物，提及基督教的彌撒統

一，與印刷沒有什麼關聯，故略過。 

五、第四章 飄浮未定的事  

（一）印刷誕生：印刷的要項就是紙，紙在公元 105 年由蔡倫發明，用樹皮、

麻頭、破布及漁網造紙，500 年後佛教和尚把它帶入日本及高麗，8

世紀帶入伊斯蘭世界，12 世紀進入阿拉伯及西班牙，因紙太軟，歐洲

人加入動物膠質，才適合印刷，甚至於可以兩面印刷。 

活字版發明要歸功於 11 世紀的畢昇，他以陶土烤乾，放進框內、

加墨，再以布或紙拓印，後又經改進以木刻，再用青銅、紅銅、鉛和

鍚製成一個細小的圖章，放入一個版，再去拓版，直到 20 世紀才做

出高度複雜印刷機。 

（二）一種新物品之所以能融入人類的生活，其中牽涉許多不同的因素，尤

其是社會和文化的力量。歐洲文藝復興三大變革的發明「印刷術

（Printing）、火藥（Gunpowder）和磁羅盤（the Magnetic Compass）」

都是中國發文明，為何印刷術、火藥和磁羅盤，對西方人來說是來自

遙遠異國他鄉的舶來品，而他們卻欣然完全接受，反倒到是當時文明

的中國，卻對外來的新技術接受程度不高？因為： 

1.中國自大心理，對於外來科技的觀點，主要仍是「師夷長技以制夷」，

對於新式科技多購買為主，未想到要製造及超越。而西方卻不是大

一統思想，歐洲人偏好折衷，追求並接受新觀念、新影響和新事物。

且新穎事物對歐洲人的生活方式不構成威脅，久而久之，歐洲人也

將這三大發明融入其文化中，忘掉這是外來發明之物。 

2.中國獨尊文學，崇尚仁義道德，學者們常以「比德」的眼光來看待

萬事萬物。譬如見大川，就說「夫水者君子比德焉」，見竹便說「本

固、節堅、心虛」，都是以道德觀點去取法萬物，僅把「格物致知」

作為道德法則，非自然科學法則，例如秦代便已觀測到哈雷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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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僅引喻為朝代替換。科學演變成人文之途，以致不求甚解，多僅

描述其現象。 

中國商代由天文觀測而最早提出「朔、望的時間觀」，宋應星

是世界上第一個記載「煉鋅」的，還有挖煤中的「瓦斯排空和巷道

支扶」，化學變化中「質量守恒」道理等等的記錄，都比國外先進

或早得多，然未見名垂千史，例如「物種發展變異理論」於 100 年

後由德國卡弗·沃爾弗提出，「動物雜交培育良種」於 200 年後由法

國比爾慈比斯雅提出。 

3.文人雅士認為「萬般階下品唯有讀書高」，視技藝為工匠末途，又

道「子不語怪力亂神」，對技術性、科學性的觀念和製品，認為是

「末技」、「淫巧」，會玩物喪志，是故無法窮乎其技，反致力釋

經考據，例如陸游老學庵筆記中的胡浚明酷好字說，「常因浴出大

喜曰：『吾適在浴室有所悟』」「吾力學三十年，今能造此」，若

與羅馬時代阿基米德入浴，發現物體質量的浮力原理名垂千古相

比，實令人嘆息！  

4.中國式的思維，凡事「取法聖人」或「順天而行」的精神，若研究

離經背道的事，是為人所不恥。譬如清朝通儒阮元的疇人傳中，就

很嚴厲批評西洋的「地軌橢圓」之說，並批評「地球動而太陽居中」

的說法，如此思想，束縛中國人兩千多年的智慧，造成無法挽回的

後遺症。 

5.中國傳子不傳賢自私思想，使得許多民間巧思技藝或祖傳祕方流

失，讓人惋惜！ 

本書認為東方有印刷術發明環境，卻在古騰堡名留青史，理由如下： 

1.中國字太複雜，至少 5000 字以上，使用活字版反而不方便，故在中

國普遍使用雕版印刷，且未因活版印刷的發明而取代。 

2.保守不想改變。 

3.紙張不對。 

4.沒有橄欖及螺旋壓榨機等適當原物料及設備。 

5.印刷投資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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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第五章 解密  

（一）古騰堡第一個發明：凸模衝頭（Patrix）師傅一天做一個，3000字英文

要用3000個凸模衝頭，不符經濟效益，古騰堡發明指手持式模版，成

為日後500年活字版印刷工人標準配備。手模是印刷作業核心，改進

流程，縮短工時如圖3及4。 

 

圖 3 指手持式模版 

資料來源：古騰堡革命 p113 

圖 4 指手持式模版，資料來源：

http://www.gutenberg.de/english/zeit.htm 

（二）古騰堡第二個發明：速連鉛字為一個版，把指字放在一起，加上線條

就做成一頁鉛字版。接下來就是手模組件的完美。古騰堡還得消化幾

十項次級技術如擺置鉛字、組字、多頁的排版、放進適合的印刷機、

做出適用的紙張、生產最佳油墨，然後保證每項出版品有標準品質。 

七、第六章 尋找暢銷書  

作者John Man的推論，認為古騰堡具有商業頭腦，對準印刷術市場需求，

印製最有利潤的書，或學生必備用書，他還幫教堂印製「贖罪券」外。聖經原

本是抄書員，用筆抄出來的稀有珍品，並為教堂的專屬「公物」，一般人是無

法擁有的。因此，他開始印製聖經，把它變成每家必備的「聖物」。 

八、第七章 聖經  

（一）歐洲的基督徒於十字軍東征期間，軍事頻頻失利，但文化交流迭有斬

獲，如從阿拉伯人手中，學到中國的造紙術和印刷術。經過多人的實

驗，終於使古騰堡在1450年發明活字印刷。他用鉛、銻、鉍三種金屬

製成活字印刷機，第一部抵押給別人，但之後從友人的贊助下，完成

另一部新型印刷機，並印製知名的古騰堡聖經。此後，德國人先後在

義、法、荷、英、西班牙、丹麥、瑞典等國開設印刷所。顯然，他的

創舉影響歐洲文化的發展和知識的傳播，面對這種現象，稱它為「古

騰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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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活字印刷術印製聖經：這是歐洲第一部使用活字印刷技術的書籍，

並且是截至目前的暢銷書。 

（三）書面黃金切割並注意內文及行距如圖5。 

 

圖5 聖經書面黃金切割比例 

資料來源：古騰堡革命 p148 

九、第八章 出版社標誌  

（一）法斯特（Johann Fust）曾經做過金匠、律師、市長、銀行家，古騰堡

開發印刷術的資金就是向他借貸的。原本古騰堡是賺錢，但被法斯特

變卦求償後，古騰堡無法償還貸款而賠上古騰堡事業，法斯特變成第

二大印刷商。 

（二）古騰堡東山再起，使用花紋細工及紅藍二色印刷如圖6，他親自參與

最後印製重大工程是拉丁文法的「萬靈藥」，但因戰爭他需來回美因

茲，1462年戰爭情勢更惡化，暴力橫行，造成他事業挫敗，這也可能

是造成他1468年聖布拉斯由斯日（2月3日）猝死的原因。 

 

圖6 古騰堡東山再起有花紋細工及紅藍二色印刷聖經 

資料來源：古騰堡革命 p171 

（三）法斯特壞事做盡，最後也不得善終，染黑死病而死亡，古騰堡印刷事

業留給薛佛獨自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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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九章 奮力一搏  

（一）法斯特死亡後，薛佛（Peter Schoffer）獨自經營，坐擁財富、地位、

聲望，1503年過逝，薛佛曾嘗試獨占，禁足學徒，不讓技術外流，但

終究無法抵擋技術四傳。 

（二）法斯特曾背42行聖經到梭爾邦（sorbonne）大學出售，卻無法撼動手

抄本。 

（三）古騰堡死後12年，122小鎮擁有印刷機，接著印刷事業倍增，如圖7。 

 

圖7 新書與印刷規模 

資料來源：古騰堡革命 p199 

（四）威尼斯成為印刷重鎮，印有精美書籍。 

十一、第十章 基督教世界分裂，世界統一 

（一）印刷年代到來，手抄本工人、美化及留白工人都失業，手抄本銷聲匿

跡。 

（二）約翰．古騰堡於1450年撼動活字印刷，連帶影響宗教革命，此書前面

是以考証的方式，以信件和時代背景，第二個部份馬丁路德（Lucas 

Cranach）的新教運動，對當時基督教文化及民族意識所造成的影響

深遠。 

 

參、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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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一書以多樣性、需求及選擇等三個面向來討論印刷術： 

一、多樣性：一日所需百工斯為備，它說明人類自古以來，所創造的人造物，

種類眾多。Basalla 試圖以生物進化的觀點應用到科技的發展，但是他也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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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必須慎重的使用生物進化的比喻。 

Basalla 也注意到「大量的相關創新物為人所擇取，能滿足人們任何的

慾望與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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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人們須不斷創新，造就多樣性結果，一切經由選擇物競天擇

生命的過程，決定去留，例如打字機發明與演進，就是經由人類選擇及創

新如結果如下圖 8。 

 

 

  

 

圖8打字機演進 

資料來源：陳信行（2002） 

二、需求：人類總是因某種動機去發明人造物，以滿足生命中的基本需求。例

如烏鴉喝水的寓言故事，意指需求是發明之母。現代特別讚賞看似陷入困

境，無法解脫和絶望情境，反而運用智慧發揮巧力，發明新工具和機具解

決困境，以滿足基本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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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有許多事證，例如留

聲機只能錄 2 分鐘，照相機需曝光 10-90 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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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電腦佔地

1800 平方英吋，重 300 噸。 

中國印刷術不是由某人在某個年代突然發明，而是由千年經驗累積演

進而來，印刷術的雛型是拓印及印章，早在古代帝王就已經使用，直到隋

唐，雕版印刷術己經很普遍，為大量印製儒家書籍，這時技術不斷提昇，

到了宋朝，雛版印刷術己經很發達，北宋時期，畢昇發明活版印刷術，活

版印刷術在 15 世紀傳到歐洲，古騰堡受中國的活字印刷機的啓發，在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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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使用此技術印刷聖經，終在德國的美因茲造出使用合金活字的印刷機，

並研製出印刷用的印油和鑄字的字模，還用活字印刷術印製歐洲第一部聖

經。因此，新產品的選擇充滿風險及不確定性，它靠成熟及實用性需求，

才能夠繼續改進創新。 

 

三、選擇：「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良」 (周

禮考工記)，認為天時節令的變化，會影響原物料的質量，進而影響製成

品的好壞，所以強調「弓人為弓，取六材必以其時」。它重視地氣，各地

方生產的原物料材質不同，或因製造工藝傳統的良否不同，是故「鄭之刀，

宋之斤，魯之削，吳粵(越)之劍，遷乎其地而不能為良，地氣然也」，當然

這也造成世界各地廠商對紙張原料做不斷的演進。至於工巧，與分工有

關，才能製造出巧奪天工之物，所以事物的留存及創新，會經由人們選擇。

此外經濟力量、技術社會與文化因素交互發生事物留存作用，例如新設備

發明之後，卻也常常不知道這項發明最好的功用是什麼，例如留聲機，一

開始也不知道有何用途，愛迪生於 19-20 世紀用於娛樂界，才開始廣泛採

用，到 1960 年代用於記錄及錄音，銷售量才大量提昇，美國對錄影機還

出一本＂磁帶錄影機的 999 種用途（999 Use of the Tape Recorder）＂。發

明產品的最初不一定可以立刻商業化，仍有待許多經濟、社會與文化因素

克服，而在選擇過程中，經濟力量與決定選擇的技術、社會與文化因素產

生交互作用，並非僅受經濟因素需求的選擇。 

Basalla 認為科技進化是透過類比，解釋這些新產品為何出現，以及被

選擇。其技術演進分別以經濟、軍事、社會及文化等四個因素進行選擇： 

（一）經濟：認為需求與發明之間的關係，是相對性的概念，人類供給需求

法則產生經濟決定論，技術發展因應需求的問題，選擇的過程主要是

受到經濟力量所控制，市場拉動力驅使發明者一直向前邁進。例如古

騰堡印刷術的演化發明就是為了商業利益。又例如蒸汽、電動及汽油

的演進，是因為蒸氣車輛每行駛 30 英里時，就須加水，且噪音大；

電動車輛速度慢、不能爬陡峭的山坡，保養與開銷費用昂貴，最後經

濟發展則以汽油車輛為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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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是應用技術，它的應用範圍非常廣泛，當今的印刷幾乎達到

除水和空氣之外，可以在任何材質上進行印刷的水準，而紙類的新技

術，已突破怕火、怕水特性，發展出不怕火燒的陶紙、可利用電發熱

的紙、可以發出音樂的紙、適合於機密文件不溶於水的紙、介於布與

紙之間的不織布。印刷工業發展至今，如虎添翼已成為跨行業、龐大

的工業體系，在國民經濟中佔有極重要地位。 

（二）軍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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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若是用在軍事用途上，這兩項就會變得都不重要，

反而要追求確保國家安全和人類和平的軍事需求。因此，有些創新先

經由軍事用途發展後，才被民間所採用，例如汽車（the Motor Truck）

和核能（Nuclear Power）的發明。 

（三）文化：一個民族或一個社會階層的必需品，可能對另一民族或一個社

會階層的人，一點實用價值都沒有。所以特定科技的發明，往往不是

出於什麼满足人類的普遍需求，而只能在特定的文化內涵和價值體系

上。人造物為歷史體現其重要性，或代表史料價值和精神，或追求慎

終追遠之效。這是經濟富裕後，文化因素的需求，例如人們對於書籍

的需求。 

近來人們對印刷歷史研究逐漸關注，譬如中國北京印刷學院、北

京印刷學校等一些印刷院校，開始設立印刷史課程或增加印刷史的課

時，籌建許多宏偉壯觀的印刷博物館，召開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

各國入選印刷論文數以萬篇，並時見各類報章雜誌刊物一些學者專家

談論印刷術，這些人都在默默耕耘印刷這塊天地。 

（四）社會：新產品出現，有時會以時尚及時髦觀點上所選擇，創新物不是

由文化價值觀驅動，而是由某一地區，追求某種流行風潮所主導。它

的選擇驅動力，會有天真、幻想、不合邏輯或古怪念頭等所致。例如

古騰堡為宗教印製「贖罪券」，當時人民以贖罪券來填補宗教思想的

價值，十分詭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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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及建議 

一、結論 

讀完後，凝視書中一字一句，想像古騰堡天才的一生故事，不禁要讚嘆並

感謝古騰堡善用活字版和發明印刷機，以及他所啟動的的新資訊革命。在當時

的亞洲中國、韓國、蒙古史學家，都能尋找到印刷術的痕跡，並以印刷術是中

國四大發明之一自稱，巧奪天工文物不絶，但很遺憾的是，自己所熱愛的文明

中國，對這些科技視為末技、淫巧，或者是傳子不傳賢，感嘆這些自大、自私

及偏頗思想，所以未見到中國印刷術在世界歷史中，發光發熱，產生綿延不絶

的後續發明，反由晚近五百年的歐洲影響印刷術最深遠。 

印刷術的發明是一個長期演變的過程，以 George Basalla 所提著的多樣

性、需求及選擇等三個面向，技術演進分別由經濟、軍事、社會及文化等四個

因素進行選擇，把每件科技創新的技術生命週期，歸納後，與產品生命週期

(Product Life Cycle)概念近似，約可劃分為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及衰退期。

當產品技術最初導入期，相關產品與技術知識匱乏，風險大利潤也高；成長期

則有較多的企業及廠商開始投入研發，但先進廠商已搶占市場先機，研發能力

與經驗較強，其他廠商會模仿跟進，共享這塊利潤；成熟期技術進步的速度減

緩，相關的概念已被熟知或學習，復因利潤降低中，需在原有技術不斷進行創

新，提高產品競爭能力，並符合顧客之要求；然一旦進入衰退期，所有相關技

術或待改進空間已幾乎完成，廠商之間技術差異逐漸縮減，需要另一創新取代

性產品與技術研發成功，原生產技術終告結束，如此新創新品開始邁入另一個

循環如圖 12。 

本研究若再藉由 BCG 矩陣理論，當企業在榨乾金牛產品時，需保留資金

以提供研發下一個明日之星產品之用，也就是企業核心能力須持續創新才能持

續企業經營成長(如圖 13)，當企業 A 產品生命週期進入金牛時，需研發下一個

明日之星 B 產品，同理當企業 B 產品生命週期進入金牛時，再研發出下一個

明日之星 C 產品，如此企業持續研究創新，經營就能永保成長，得出如圖 13

國家創新競爭力曲線以免於衰退危機。服務業則可持續創新流程或服務，而政

府的工作就是要促成所有企業創新的環境，各行各業整體提升後，國家創新系

統及競爭力才得以維持，如此才能延續人類科技演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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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技術生命週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13 企業持續成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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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科技的正負面，造成源頭活水或死水，端看人類思想文化運用，就好像神

話有好或壞仙人，宇宙中有白光（陽光）與黑光（黑洞），但終究需「真善美」

的教育，導正國人觀念，會開雲見日，會回到歷史發展的正軌中，故本研究提

出以下建議： 

(一)師資培育機構方面： 

1.科技史認知對科技教育從事者較為陌生，教師應對此須有全盤認知與精

熟度，除有教學專業能力外，尚應重視教學表達能力，並在有限資源條

件下，靈活運用各類教學環境及媒體工具，作深入淺出教學及多元教材

呈現，未來宜納入科技教育師資培育學程中相關課程實施，以提昇教師

之教學及融入實務的教學能力。 

2.在科技發達時代更應重視心靈觸動，提昇教師及學生科技素養。培育機

構可應用建教合作、科技博物館教學參觀、定期邀請各知名資深史料專

家學者共同舉行座談會或演講，整合學生創新能力，以銜接科技走向、

社會動向、政府政策及時代的脈動。 

(二)研究方面 

1.科技史研究相關文獻質量仍十分缺乏，尚待國人努力以赴，以建立一套

嚴謹有系統的學問內涵。 

2.科技要能契合相關社會學、哲學、史學演進和經濟等領域多元研究，完

整建立、改善或轉移科技史風貌。 

(三)政府方面 

1.鼓勵學者專家或學術團體探討科技史教材或教學活動之設計，並出版專

書，使教師在教學中能快速進入狀況，引導學生寓學於遊。 

2.定期對學校進行學校評鑑，注意科技史課程規劃及師資的加強改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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