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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到未來：科技的進化與進步 
張聖麟 

台北市明湖國中生活科技教師 

 

壹、前言 

Basalla（1988）認為在達爾文提出生物演化理論之際，一些與達爾文同時期

的學者，也提出在生物與人造物間對比的一些論點，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在 1867

年發表資本論的馬克斯。 

馬克斯認為科技直接致力於服務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也很積極。人們用勞

力去形成物質世界，創造人造物的領域，一旦人類改變自然世界，自然就變成人

體真實的延伸。因此，人類在自然界中工作，也迫使自然來融入人類生活範圍。

以達爾文的方法，可以探討從「自然科技歷史」轉變為「人類的生產歷史」。演

化的解釋必須涉及到有機物，包括動、植物賴以維生，以及人類使用科技方法來

求生存。依據這種假設，人體的重要特徵能從演化來解釋，同樣也能解釋科技，

以及解釋自然界。 

Basalla（1988）認為達爾文與馬克斯的演化論存在著差異，在達爾文的理論

中，生物的演化是自然激發的；在馬克斯的論點中，科技的演進並非自發，而是

一個由意志、意識、人類行動等所主導的過程，並且是由歷史力量來形成。 

本文擬由過去生物進化與技術進步的比較分析，擴展以進化與退化、創造與

毀滅等角度來探討科技發展的未來。 

科技的發展帶來好處的同時，也會帶來想不到的問題，科技發展不只解決人

類的問題，更製造一些問題。關鍵在於人類的科技選擇權，人類如何選用適於自

己的科技，才是關鍵，身在現代科技社會裡，人類需要具備的一項基本能力—科

技素養，即考量科技後果、運用與選擇科技的基本能力。在人類能考量並負責地

發展科技，一般大眾具備選擇的基本科技能力之後，就可以樂觀地認為人類的明

天是讓人期待的。 

對於科技教育的啟示為，設計科技教育課程時，需要注重培養學生選擇科技

的能力，因為科技的發展取決於人類對於科技的選擇，基於在民主國家裡科技的

選擇決定權在於大多數的人，所以科技素養教育需要列為一般教育，並納入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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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較為恰當，因為唯有所有或大多數人類具備科技選擇之能力，未來的科技

發展才不至走向毀滅。 

 

貳、進化 

探討科技演化思考的基本概念是引進多樣性概念，這對了解科技演化來說是

一種基本的觀念。由於我們熟悉科技產品，並接受對維持生命所必須的產品，使

得我們對人造世界豐富多樣性的了解及欣賞也變得遲鈍。人造物與人類是契合

的，它是人類生活的一種區別性的特徵，不過，就算是沒有人造物，大家還是能

如常的生活，這也就是為什麼 Jose’ Ortega y Gasset在 1933年時宣稱科技是多餘

的產物。 

生物學上的必需品無法解釋為什麼人類會將這麼多的思考與能量放在創新

與製造人造物上，或許因為人類選擇去限定與追求他們特殊的生活方式，因此才

會創造新事物。科技史並非要記錄發明出來用以確保人類生存的物品，它是對持

續保有心思細密、多產的人類作見證，也為世界各人種選擇多樣性的生活作見

證。以這種眼光來看問題，人造物的多樣性是人類存在最高展現的一種方式。 

假如用科技演化來解釋人造物的多樣性，我們必須展現人造物相互間的延續

性，並且說明每一種人造物都不是唯一的，而是與先前已製造出的物品相關連。

人造物的多樣性激勵我們尋求科技演化的熱情，且延續性是這種演化解釋的充分

條件，一種演化理論如果無法顯示所談論對象世界的基本單元的連貫性，那這種

演化理論就無法存在了，也可以這麼說，科技的基本單元就是人造物。 

人造物的延續性被一些神話所糢糊了，包括英雄式的發明奇才說法、國家榮

譽的說法、專利制度的說法，以及將科技變革與社會、科學、經濟革命視為完全

相同的趨勢。 

雖然無法以一種綜合的理論來解釋創新來源，遊戲與幻想是創新的來源；另

外在知識從一種文化傳播到另一種文化的過程中，也是創新的來源之一；社會經

濟與文化等因素也激勵了創新。 

創新的人造物獲選並被製造出來，這種科技演化在長久的歷程中，有巨大的

壓力限制著科技選擇的自主性，科技的選項總是不斷地接受評估與選擇。經濟、

軍事需要、社會及文化態度、追求科技時髦等因素，都會影響到創新物的選擇。

這正呼應Basalla（1988）的論點，達爾文與馬克斯的演化論並不相同，在達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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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論中，生物的演化是自然激發的；在馬克斯的論點中，科技的演進並非自發，

而是一個由意志、意識、人類行動等的所主導的過程，並且是由歷史力量來形成。 

 

參、技術進步 

文藝復興以來，技術進步的概念是以六大推論作基礎，第一是科技創新對變

化的人造物絕對有顯著貢獻；第二是科技的進展，改善人類物質、社會、文化與

精神生活，並且加速文明發展；第三是技術進步以及隨後的文明進步，可以明確

地以速度、效率、能量或其餘的一些量化的標準來衡量；第四是科技改變的起源、

方向與影響都是完整地在人類控制之中；第五是科技克服自然界並且迫使自然界

為人類服務；第六是科技與文明在西方工業化國家中達到了顛峰（Basalla，1988）。 

到了二十世紀，有人提出一系列問題猛烈攻擊這六項推論。由現代戰爭證明

了死亡與燬滅，確是技術進步不爭的後果。尤其是原子核分裂獲取可以運用的能

量增加以後，不只沒能創造出文明的進步，更對目前社會與文化造成威脅。人們

愈來愈感覺到，科技擴張的副產品對生態是一種傷害，證明了人類征服了自然界

並非一勞永逸，更遭的是征服是以嚴重的環境污染作為代價。 

進步論的支持者發覺，想把控制自然界或是改善人類生活，當作是技術進步

的目標，這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因此，他們就更加倍努力在運用物理數量來作

為計算衡量技術進步的指標。例如，歷史上陸路交通工具速度的成長，長久以來

都毫無疑問地被視為交通技術進步的證據。不過，史前學家 V. Gordon Childe

（1951） 提出一個批判性的質疑，西元前三萬年的獵鹿人、西元前三千年的古

埃及人、西元前三十年的古英國人，難道都必須以時速六十英里的速度狂跑數百

英里？ 

V. Gordon Childe的意思相當明白，人類的需要是隨著時代不同而變化，在

陸地上旅行的速度，適合某一個時候或某一個地區的文化，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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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設法要用跨文化比較，或是設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以某一個特

定文化內部所從事的跨時段作比較，想作為技術進步證明的佐證，這都是不可靠

的。 

考量到技術進步的主客觀衡量方法，是不是能把科技看成是一直處在向一個

固定目標進展的情況？如果想要修正技術進步的觀點，就必須對傳統的觀念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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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項重大的修改，一是技術進步必須要設定在嚴格限制的科技、時間、文化等的

界限內，並且根據一個狹窄的目標來判定好壞；二是科技的發展必須從社會經濟

和文化進步中分離出來。 

對於技術進步的重新定位，必須讓科技對社會關係的反對者也能接受，並且

要滿足一個條件，證明技術進步的證據無法跨越科技範圍或文化的界限，或者是

跨越很長一段時間來收集資料。且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證據或例證都要與本書

討論的中心觀點，進化類比相符合。達爾文之後的生物進化論者一直不願意接

受，生命是圍繞著向一個所設定目標演化的這一個概念（Herbert，2000）。 

Basalla（1988）認為在科技發展與人類處境的整體環境改善之間，存在著鬆

散的關係。所以應拋棄流行卻是錯誤的科技演進進步論點，取而代之的應該是對

人造物多樣性、對科技想象的豐富，探討人造物龐大的相關領域等方面，培養鑑

賞的眼光。 

 

肆、進化與退化 

人類歷經長期的經驗與知識的累積與發展，在十八世紀之後科技的發展更是

開始加速，並且日趨快速，更有漸漸失去控制的趨勢。在此同時，人文的部分卻

依舊相對緩慢發展，或許人文的發展並沒有停滯，只是科技的發展太快了。很詭

異的現象是宗教始終扮演很重要的地位，似乎沒有受到科技發展的影響，或許在

人文與科技的發展失去平衡的時候，宗教可以發揮撫慰人心的能力，解決部分空

虛、疏離、無奈等的複雜心態。 

無論如何，回頭看人類的發展史，是進化還是退化，這是個很詭異且有趣的

議題，擬就此一議題提出部分角度思考，在探討的過程中，可以釐清許多相關的

想法與觀念，其實，議題的價值即在於此（蘇建華，2003）。 

一、人定勝天 

首先談長久以來的一個奇怪的觀念或說法「人定勝天」，其中包含了幾個

重要的概念，先界定其中各字的意涵，「人」是指人類應該不會有爭議。「定」

意味「一定」、「必定」或是「必需」。「勝」是指適應或使適應，是人類適應環

境或是人類讓環境適應人類，如果是後者，就意味著人類需要改變環境來遷就

人類的需求。「天」何所指？大自然或人所接觸的環境，大自然包含到哪些範

圍？人所接觸的環境包含人造的環境嗎？這些可能就有待釐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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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定勝天」保守的解釋，人類必需適應所處的環境，這樣的解釋應該還

可以讓大多數人接受，事實上人類的存在，或者更正確的說，人類還生存在這

個世界上，就證明人類目前還是適應所處環境的。如果擴大解釋，人類可以（甚

至必定）改變所處環境來令其適應人類的需求，這種解釋有下列幾方面的問

題，一是人類藉由環境而生存，或者可以說人類依賴環境才能生存，人類改變

所依賴生存的環境，是否意味著同時改變自己的生存條件，且這種改變是否風

險性過高。再來，人類是否真的瞭解自己適合的環境是什麼，如果人類真的清

楚自己適合的環境，如何改變又是另一個問題。也就是說，環境的改變目標是

一個問題，改變的方法與途徑是另一個問題，所以「人定勝天」解釋上要保守

些比較妥當。 

當然也可以作另一種極度樂觀或悲觀解釋，人類是自然的產物，人類的一

切行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類的生存問題似乎不必過於擔心，自然會有其定

奪的，人類只需自行發展即可，因為人類無法改變什麼。如果抱持這種說法，

根本沒有「人定勝天」的問題，因為「人」是「天」的一部分，也就談不上「勝」

不「勝」的問題。 

二、科技萬能 

人類自遠古時代使用木棍、石塊解決生活問題時，科技就開始誕生與發

展，第二次工業革命時，科技快速發展，伴隨著科學也快速發展，快速到人類

相信科技無所不能，只要人類發展科技，終將可以取代上帝的地位，換句話說，

科技萬能之說已經成形。 

科技萬能之說也對也不對，因為科技確實功能強大，可以完成太多以前人

類無法完成的事情，尤其新近基因工程科技的發展更是一日千里，人造人將來

可能不再是神話，許多以前辦不到的事情（如延長壽命）都變成可能時，更是

強化科技萬能的說法與觀念。 

科技發展到十九世紀末時，環保意識抬頭，人類意識到科技不僅是解決了

人類的部分問題，同時也會造成其它的問題，環境破壞只是其中比較容易察覺

到的問題，其他如，人類因為通訊及交通的便利，反而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疏離；

許多因為醫療的發達，造成的更多新的疾病；疾病的抗藥性與變種越來越快

速，狂牛症、禽流感、愛滋病等都只是冰山一角。科技面對這些科技造成的問

題，顯得手足無措。科技萬能嗎？似乎毫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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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應該只是人類解決生活或生存問題的工具或途徑，這種工具非常好

用，功能極為強大，但是有其副作用。或者可以說，科技本身的特徵就是如此，

只是人類運用時未能完全瞭解其特性，甚至刻意忽略其特性，所造成的後果當

然是需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享受了科技的利益，就必需

付出相當的代價，只是人類自己是否真的清楚所獲得的利益與需要付出的代價

是什麼。或許在充分瞭解科技後的選擇，才是比較妥當的運用科技的態度（胡

錦標，1996）。 

 

伍、創造與毀滅 

科技的發展究竟是創造亦或毀滅，這是一個有趣的議題。科技的發展為創造

的概念是建立在科技往往是創造一些觀念、方法或產品，當然稱科技為創造也理

所當然。科技所創造的事物確實也非常多，舉凡科技產品、科技發展出的方法、

程序或許多新的觀念，都是拜科技發展之賜（陳瑞貴、林志鴻，1999）。 

相對的科技又與毀滅相關連，因為科技的發展出現間接或甚至直接地毀滅了

許多的事物，例如殺蟲劑的發明毀滅了許多其他昆蟲，污染了土壤更破壞了生

態；耕作科技的創造導致物種的單一化與生態平衡的失衡，甚至土壤的超載利

用，水資源的耗盡等滅絕的問題（蘇采禾譯，2001）。 

如此說來，科技的發展或人類的創造是為人類或自然帶來的是創造或是毀

滅，怕是很難下結論了。 

一、創造 

科技能發展出自然界所沒有的事物、方法、程序或觀念，科技發展的目的

與價值在於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問題，所以自有其脈絡可依循。換言之，科技的

發展是有記憶性的，科技是具有累積性的，以前所犯下的錯誤原則上是有前例

可循，可以作改善或避免的，這也是對科技發展抱持樂觀主義的最大原因。科

技的發展會自我修正，終將可以發展出適宜的科技，甚至「完美」的科技。 

尤其在系統性思考與科技的發展作結合後，更讓許多人認為科技的發展更

進一步，在突破千古之謎—人類的基因解碼之後，科技的發展更是一日千里，

連人類以往不敢奢望的健康、長壽等，似乎藉由科技的發展都變成可能。以往

的成功案例也不少，曾經被預測人類人口的成長速度過快，終將導致因為糧食

的匱乏而產生全球大飢荒，因為科技的發展，糧食的產量大增，所謂的全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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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飢荒並沒有發生。 

科技界也瞭解科技發展的限制與影響巨大的特性，也提出許多反省與檢

討，科技的發展也開始試圖與人文思想作結合，不在只是由科技界自行發展科

技，以減少科技發展所可能發生的負面影響，並盡可能增加科技發展所能帶來

的正面效果（那日蘇譯，2001）。 

二、毀滅 

科技的發展也會帶來毀滅，有太多的案例如此，從殺蟲劑、食品化學添加

物、輻射到能源的應用，在在發生科技帶來毀滅的結果。科技常常解決人類面

前的問題，同時卻帶來更全面、更深遠的毀面性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往往是漸

進式的，恰如溫水煮青蛙，等到人類察覺事態嚴重時，傷害大多已經造成，人

類必需付出極為重大的代價來解決其所造成的問題。 

科技的發展往往為人類解決所面臨的問題，卻會製造出可能更嚴重的問

題，只不過這些更嚴重的問題有些是無法事前估計出來的，有些則常常會比較

延遲才發生，如此的特性容易讓人類誤以為科技是無害的，或者是只具有輕微

的傷害性，實則科技本身所造成的問題通常是以往未曾出現的，當然也可能是

短期內沒有解決方法的，所以必須再更努力地發展科技以求解決。如此，人類

就落入科技解決問題—科技造成問題—科技再解決問題，此一科技發展的漩

渦。 

如果只是發展科技與解決問題那也可以接受，但是科技卻會間接影響其

他，造成無法事先預料的結果。例如，科技會影響自然生態、科技的發展會造

成人類心靈的貧乏等。這些才是落入科技漩渦真正的惡果，直到有識之士意識

到此一情況並不斷提出警告，人類才初步察覺可能會有這些問題。同時也體認

還有更大的可能，或許還有更嚴重的影響正在逐漸形成，只是尚未被人類察

覺，此一體認非常重要，所以人類必須重新思考，科技究竟帶來的是創造還是

毀滅這個難解的問題（尹萍譯，1999）。 

三、創造自我 

科技的發展對人類是有貢獻的，甚至可以說貢獻極大，科技不只是解決了

人類面臨的問題，同時因為科技具有累積性，所以科技就具有記憶性，換言之，

科技的發展可以具有其自身的知識庫，這意味著科技的發展是具有加速度的特

質，科技的發展會隨著其知識庫的擴增而速度加快，所以科技的發展顯現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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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發展速度越快，讓許多人都有跟不上科技發展速度的感覺。 

科技是人類發明、發展的，當然是被設計成為人類服務的，科技的發展除

了可以解決人類的問題之外，同時還促成人類生活與思考的方式改變，例如網

路與通訊的發達，造成人類生活、學習與思考方式基本上的徹底改變。科技不

單解決問題，還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某種意義上，科技創造了人類的生活。

換言之，科技讓人類創造了自我。 

因為科技的發展快速，導致影響人類生活變遷加快，甚至出現落差，即使

在同一地區或鄰近地區都會出現科技發展落差，這種落差形成生活能力的差

異，造成科技發展更嚴重之差別，快者恆快，慢者恆慢，出現科技發展強勢與

弱勢族群，當然也出現許多社會問題，但是，科技帶給人類的不僅僅是便利，

而是生活形態的改變，甚至是對生活觀念與能力的改變。 

四、自我毀滅 

科技的發展導致人類生活的改變，並且出現落差，造成科技強勢或弱勢族

群。科技強勢常意味社會能力強勢，社會能力強勢或稱為生活能力強勢，當然

適應能力也是強勢。就「適者生存」的演化論而言，科技落差竟然導致部分人

類落入被淘汰的困境，這絕非科技發展之初的目的。人類創造並發展科技為人

類服務，雖然科技是為人類提出許多服務與貢獻，卻也造成科技落差等問題，

而這些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卻不是只靠發展科技就可以的。 

科技的發展也往往會發生挖東牆補西牆的狀況，帶來一些服務或貢獻，也

同時造成一些問題，例如交通帶來便捷，卻也造成噪音與污染問題。而且所造

成的問題常是非常棘手且影響深遠，例如生態被破壞的問題。科技的發展對人

類自己也造成極大的影響，尤其在心靈方面，例如交通便捷、通訊發達之後人

類卻更覺孤單與疏離，科技提供的舒適生活，卻讓人類心靈更空虛，這可能是

當初發展科技的人類所始料不及的（Miah，2003）。 

科技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能還不只如此，因為科技的強大的力量，致使人性

遭受空前的考驗，如果科技是一種工具，那是一種功能非常強大的工具，強大

到幾乎無所不能的程度，若人類無法操控科技，就會淪為被操控，例如利用科

技犯罪，甚至利用科技達到人性自私醜惡的目的，例如基因改造發展人造人，

最終導致人類的自我滅絕。 

五、明天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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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發展或說人類的創造，對人類本身而言是創造或是毀滅，未必能夠

如此容易釐清。實則科技是否如前言所述是有機體，自有其發展方向，由不得

任何人試圖控制或影響。或者科技僅僅為人類所發明、發展為人類服務，解決

人類生活問題的工具、方法或策略，科技本身應該並無所謂善惡之分。因為，

科技對人類的影響是善或惡，端視運用科技的人類來決定。 

所以，人類在發展科技時就必須考量清楚科技發展的後果，無論優點或缺

點都必須被完整仔細考量。雖然可能仍然會有未被考量到的部分，但是這不應

該成為輕率的藉口，只有負責的科技與不負責的科技，沒有所謂善的科技或惡

的科技，如此說，並不代表科技的發展就能完全決定科技的後果。 

科技的使用者，也就是一般大眾也需要負起選擇科技的責任，如果科技的

使用者完全不考慮科技帶來的影響或後果，只一味追求舒適與便利，事後又將

所有科技導致不良的後果歸罪於科技的發展者，這當然並不妥適。而應該在使

用科技時，考量科技可能帶來的所有後果，包含正面與負面的影響。 

科技的發展像演化中的生態系統，絕少在一片真空中誕生，現存的創新科

技往往帶動了新的發明，科技形成了緊密相連的大網，科技網非常的活躍而不

穩定，幾乎像有機體一樣成長，所有可能的科技連接成一個網路，隨著相關科

技的發展而日益成長。科技網還會更進一步爆發新的創造，或是經歷大滅絕，

就好像生態系一樣。 

換言之，科技的發展是有其自主性，並不是完全由人類所控制，這也可以

說明為何人類害怕自己發展的科技會失去控制，甚至取代人類，實則科技一旦

開始發生，隨即具有其自主性，人類原本就不能也不需要掌控科技的發展。如

同前述，人類只需要隨著科技發展的趨勢調整即可，觀察科技的發展，在適當

的時候作適當的調整，如此即可享用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好處。 

或許部分人類會擔心，科技發展帶來好處的同時會帶來其他想不到的問

題，當然科技的發展不可能只解決人類的問題，更會製造一些其他的問題，關

鍵在人類的選擇權。人類雖然無法掌控科技的發展，可是人類握有科技的選擇

權，如何選用適於自己的科技，才是科技是為人類帶來服務或是問題的關鍵。

或許有人會說沒有選擇科技的能力，或者不具備考量科技後果的能力，這些就

是身為現代科技社會人類一份子的責任。科技素養，即考量科技後果、運用與

選擇科技的基本能力，是必備的基本能力，沒有藉口推諉而不負責任。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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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考量並負責地發展科技，一般大眾能具備選擇科技的素養之後，或許可以樂

觀地認為人類的明天是讓人期待的。 

 
陸、對科技教育的啟示 

科技的發展方向只是忠實地反映了人類的集體思維，科技朝向符合全體人類

期望的方向發展，人類如何看待科技，將會決定科技發展的未來，人類與科技的

互動循環，關鍵在人類的科技選擇權。 

人類在發展科技時就必須考量清楚科技發展的後果，無論優點或缺點都必須

被完整仔細考量。科技的使用者，也就是一般大眾需要負起選擇科技的責任，應

該在使用科技時，考量科技可能帶來的所有後果，包含正面與負面的影響，在充

分瞭解科技後的選擇，才是比較妥當的運用科技的態度。 

人類雖然無法完全掌控科技的發展，可是人類握有科技的選擇權，如何選用

適於自己的科技，才是科技是為人類帶來服務或是問題的關鍵。因此現代科技社

會人類必備的基本能力—科技素養，即考量科技後果、運用與選擇科技的基本能

力，就成為重要的課題。 

對於科技教育的啟示為，相關科技教育設計課程時，需要注重教導學生具備

瞭解與選擇科技的能力，因為科技的發展取決於人類對於科技的選擇，同時基於

人類對科技的選擇在於大多數的人類，所以科技素養教育需要列為一般教育，並

納入國民教育中較為恰當，因為唯有所有或大多數人類具備科技選擇權能力，未

來科技發展才會往創造的方向前進而不至走向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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