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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文明史，可以說是人把玩、操弄物件，創造工具的歷程。本文以傳

播工具為例，試圖在主流創意研究之外另闢蹊徑，探討一個在主流創意

研究忽視的主題：玩物之中的創意。正文分兩大部分。首先指出研究創

意之方法論應作重大轉向，解釋和工具的互動關係，必須揚棄線性因果

的模式。其次，本文就如何設計傳播工具，提出一初步的分析架構，建

議從以下三個角度分析創意：一、操弄物性，發現其機緣源；二、評估

機緣；三、組合和協調機緣。 

 

關鍵詞：玩物、物件、工具、創意、機緣、物質性、生活脈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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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書桌上的大歷史 

 

現在，我坐在書桌前，面對著一台 IBM 電腦，用 Word 程式寫作。聽著電腦不時發

出低沉的聲音，我知道還有許多其他的程式在「後台」作著工。 

桌上還擺著一些「歷史悠久」的傳播工具：幾隻各種功能的筆，一疊紙、一把剪刀。 

眼前這方寸之地，像是承載著化石的地層，不同世代的遺跡同聚一堂。幾千年傳播

工具進化的成果正在桌上展現。筆、紙以及一些比較軟性的工具（如論文的文類），問

世已久。而手提電腦、程式則不過是二、三十年左右的新秀。 

我和我書桌上種種傳播器物在此時此刻的相遇，豈不正是文明歷程的縮影？回顧文明

發展的歷程，可以看出兩條交錯發展的主線，一為生物繁衍的歷史，一則為工具的進化史。 

更重要的是，工具的發展史，可以說就是一段人把玩物件，創造工具的歷史。而在

玩物之中，展現了無限的創意。最初人只是利用現成的自然物作為工具，後來逐漸改造

它們產生人造物，再進一步促成器物之間的通婚、混血，產生下一代工具。日積月累，

才成就了現代文化中琳琅滿目的工具箱。從這段歷史看來，玩物可說是人類文明的主

軸，而在玩物之中最能看出創意的本質。 

不過，有趣的是，玩物中的創意郤從來不是主流創意研究的焦點。書桌上剛好擺了

一堆創意的文章，它們對於緊鄰發生的物的進化史，基本上視而不見。舉個例說，最近

一期美國心理學文獻回顧年刊（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中，Runco（2005）列出了

創意研究的幾十大主題，郤絲毫不見工具的蹤影。 

我們真實具體的生活經驗，和學術的論述，顯然存在著一道鴻溝。傳統的創意研究，

一向只強調人本身，忽視了工具在創意歷程中的角色。這篇文章正是要回到生活經驗，

找回在創意研究中忽視的一個環節──工具。 

 

貳、創意研究中失落的一環──工具 

  

傳統創意研究之所以忽略玩物中的創意，主要是由於其強調個人的典範。尤其在創

意研究的早期，重點通常放在個人的特質，不易注意到人之外影響創意的諸多因素。 

平心而言，近二十年的創意理論已經逐漸脫離以個人為中心的研究取向，開始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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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因素。如 Gardner（1993）的三元論，強調創意是研人、社群和領域知識互動的結

果，明顯調整了過去天才說的偏向。 

不過，在我看來，這個轉向仍然不足以捕捉人類創意活動的全貌。一方面對於環境

中的關鍵要素──工具仍然缺乏具體的研究，另一方面對於互動的性質為何，也不見具

體的討論。 

事實上，如果我們跳出傳統的創意研究，不難發現有關工具的文獻早已斐然成章。它

們雖然不使用創意一辭，卻是在談同一件事，都涉及人如何超越現況開拓解決問題的蹊徑。 

有關工具的各家論述中，俄國三○年代心理學家 Vygotsky（1978）最具代表性。Vygostsky

（1978）認為在人發展的過程中，一個關鍵的因素是工具。工具可分成兩類，一為一般器

物，例如槌子，使用這種工具，動作方向是「對外的」，以控制自然為主。另一種器物則方

向「對內」，例如文字、符號系統。透過這些工具，人類高等的心智得以發展。 

近年來認知科學研究的重點之一即在探討工具如何延伸人類的心智。主要論點是：

人類如果能在進化的歷程中脫穎而出，關鍵不在腦的大小，而在人類創造了聰明的環境

（Richardson，2000）。關於這點，Clark（1999）說得極好： 

我們在一個關鍵點上高人一等：我們擅長組織所處之物質和社會情境，進一步

從本無秩序的資源中衍生複雜的行為。我們使用智能組織情境，結果我們用比

較少的智能就可以成功地解決問題。最有趣的是，我們的腦袋創造了一個聰明

的環境，因此我們可以呆呆地平安過日子。(Clark，1999：180) 

正如 Simon（1996）所說，人類知識中有一類其目標即在探討人造世界，可稱為人

工之學（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cial）。相對於研究自然世界的學問，人工之學之主旨在設

計「內在和外在環境的介面，它的重點是讓前者適應後者，以達到目標」（Simon，1996）。 

從這個角度看歷史，歷史的主軸之一是人創造和利用物的歷史。現代更是一個物質

文化昌盛的時代。就以傳播為例。在過去二、三十年間，傳播工具呈幾何級數成長，它

們彼此往往又互相結合，產生許多混血的品種（Campaine，1988）。 

如果工具是創意過程中關鍵的環節，它應該是創意研究的重要議題。基於此一信

念，本文試著以傳播工具之設計為例，提出一個以工具為基點分析創意的架構。不過，

在進入具體的分析架構之前，首先要指出，如果創意研究要從個人轉向和工具的互動關

係，應該先要在方法論上作以下幾個轉向，下一節具體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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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方法論的轉向 

 

一、非人本主義 

首先，我認為要修正傳統創意研究以人為中心的基本預設。傳統創意研究，所以強

調個人，追根究底，是和主流心理學的人本主義（humanism）的世界觀相互呼應。所謂

人本主義，最簡單的定義，就是以人為行動的主體。根據 Schatzki（2002，xv），人本主

義具有以下的意涵：（一）人的心是知識唯一的駐所；（二）人主控心理活動、意義和意

圖；（三）政治和倫理價值並非來自上帝、宇宙自然秩序，完全由人所建立；（四）以社

會行動而言，和影響社會行動的其他因素比較，人所扮演的角色最為關鍵，具有最大的

解釋力量。 

大多主流的社會科學，可說均立基於人本主義。在心理學，習於從信念、態度、和

知識等心理概念去解釋行為（Fishbein & Aijen，1975）。社會學則通常從理念、文化等角

度解釋社會活動。在傳播研究，效果研究、使用與滿足，基本上是從心理的角度來解釋

傳播行為，也是典型的人本主義觀點。 

可是，從本文的角度，人所以成其創意的事業，不是獨力可以完成。人只憑一己之

力並不足以完成社會行動，還必須依賴情境中其他諸多因素如工具（如語言）、社區、

行事規則。換而言之，實踐所需之智能和知識，並不完全存在於個人，而是分散於系統

內各個要素中。社會文化環境不只是行動的背景，更進一步積極提供了創意的資源，其

中之一是無數的工具。 

從非人本主義的觀點，分析的重點在人如何和其他行動者（如工具）合作完成工作、

解決問題。創意不再是個人的專利。 

二、反工具決定論 

和上述前提相關的另一個前提是：工具並沒有固定的物性（materiality）、功能。傳統有

關科技、物的討論，通常抱持著本質論的主場，認為物、工具有其一定不變的功能。 但是

從本文的觀點，物和工具固然有其核心之物性，但其最終的用途功能往往取決於其他因素，

如社會文化情境、個人使用工具的能力。正如 Loomes and Nehaniv（2001）所指出，根據歷

史的經驗，設計者所預設的功能，往往不是使用者運用的功能。Gibson（1979）所提出的機

緣（affordance）最能表達這種非本質論的主場。Gibson 指出，機緣有以下等特質，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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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非客觀的屬性，也非主觀的特性，或者你也可以說，兩者皆是。機緣打破

了主觀／客觀二元對立的關係，使我們體會到這種二元對立觀的漏洞。機緣

是環境，也是行為，它是物質，也是心理的現象，機緣同時指向兩個方向，

指向環境，也指向觀察者。（Gibson，1979：129） 

根據 Gibson（1979）對機緣的定義，物的機緣既是自然、客觀的現象，也是主觀的想像。

同樣一塊石頭，對蛇來說可以藏身，人則可能用來防身。反過來說，石頭有其客觀屬性，例

如石頭不可食。因此尋找機緣，必須考慮工具的客觀屬性。 

不過，Gibson 的焦點在自然物（如石頭）所提供的機緣，自然物性質上比較靜態。相較

之下，文化工具的問題相對複雜的多。文化工具之使用，情境的流動性更大，從物性本身到

使用者、社會和文化結構都充滿了變化的可能。從工具到環繞著工具的諸多要件都處於流動

的狀態，它們合起來形成了一個不穩定的系統。它們彼此相互作用和影響，一個環節改變了，

其他的因素也可能隨之變化。要尋找機緣，要考慮到這個系統中各個環節之間的關係（見圖

一）。 

 

圖一 行動系統之模式（取自 Cole & Engestrom，1993：26） 

 

社區（學術社區） 分工（角色） 規則（文類、互動方式）

中介工具（文字、圖象、電腦、Word、鉛筆、紙） 

個人（身體、思維習性） 目標（學術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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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提供的機緣，亦須在適當的情境下，才可能成立和展現。譬如早期設計電話，

本是為了工作聯繫之用，當時的電話使用手冊甚至叮矃使用者「用電話處理公務，必須

節約使用」。但是今天它已成為「即使相隔千萬里，也可以說悄悄話」的最佳傳播工具

（Hutchby，2001）。 

再舉個例說，我所使用的書寫工具、筆，其物質性已和老祖先習慣使用的大為不同。

連帶地，使用的方式（如握筆的方式、力道）也幾經變異。 

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邏輯來看文類的變遷，如小說。小說的興起，和十八世紀中產

階級的興起有關。其前身往往只針對少數社會精英份子。 

因此，物之為用，未必盡在設計者預料之中。設計者所欲提供的功能，未必就是使

用者運用的機緣。譬如電話當初是用來廣播音樂會的，孰知竟成為個人溝通的管道。此

外，有些工具因為機緣不合時宜，問世不久即走入歷史，像蘋果電腦早期設計的 Newton，

即是今天 PDA 的前身，但當時因為過於笨重，不易操作，因此叫好不叫座，不多久便

退場。換言之，有些工具立意雖佳，但若無法融入生活，也只能如曇花一現。 

三、反因果線性的解釋模式 

從這個角度，對如何解釋創意，也應該脫離傳統重線性、重預測的思考模式。如果

行動是諸多因素互動的結果，在解釋社會行動時，傳統的線性因果模式（如統計的迴歸模

式）也不再適用。傳統因果模式其目的在尋找預測的變項。從實踐的角度，行動源自於因

素之間的互動，而不在因素本身。換言之，行動的關鍵不在各個因素，而在因素組合的方

式，而後者往往因時因地而變。在分析社會行動時（如看電視、寫新聞稿），我們或可整

理出影響行動的諸多因素，但無法預測組合的過程，也無法預測最後社會行動的樣貌。換

句話說，社會實踐的內涵太豐富太活潑，想發展出一個全盤通用的理論，也許是一種奢望。 

從這個角度，創意人角色近似組裝，關鍵在如何感知到情境中和行動有關的其他因

素（如他人、工具），進行取捨和組裝。 

 

肆、如何玩物？以傳播工具之設計為例 

 

從以上的方法論出發，物並無本質，存在著諸多以供「玩賞操弄」的空間。也正如

我一再強調，玩物一直是人類創意的主軸之一。設計者所作的，無非是把玩物性，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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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的機緣。操弄機緣往往具體表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發現、發揮工具所有可能的

機緣。這類似創意研究中所謂的發散性思考。Scardamalia and Breiter（1993）研究寫作的

專家，也有類似的看法。他們認為，創意專家所長者不在於解決問題的能力，而在他／

她「知道一些平常人不知道的東西」（Scardamalia ＆ Breiter，1993：135）。具體而言，

創意專家對於現象中那些事物情節有發展的潛力（promisingness）具備敏銳的感知，「就

像獵犬聞到雉雞的氣息，全身靜止，耳朵豎起，鼻子朝著獵物的方向」（Scardamalia ＆ 

Breiter，1993：139）。 

第二、評估和縮小機緣的範圍。機緣是否可行，但也必須通過現實的考驗。用創意

理論的術語來說，尋找機緣時可發揮擴散性思考，但是為求可行，則必須應用收斂性思

考，縮小機緣的範圍（Finke，Ward & Smith，1992)。 

第三、組裝、協調工具和情境。前面面過，完成一項工作所需的智能分散在系統的

各個環節（包括工具），因此設計者的工作之一是決定：這些智能要如何分配在各個不

同的環節？彼此之間要如何配合？例如：工具要承載什麼性質的智能？什麼智能應放在

使用者？他／她應該要具備什麼能力來使用工具？更困難的是，從工具到社會結構、使

用者都有變異的可能，這時設計者必須因時制宜進行調整。設計者一方面探索工具的機

緣，一方面必須考慮到工具和系統中其他環節的關係是否「和諧」。設計者所面對的是

一個充滿變動也充滿機會的系統，他的角色在綜觀全局，誘發和創造工具最佳的機緣。 

整體而言，設計者的角色在組裝，是媒人，主要任務在促成各個環節合作的契機。 

以下就這三個操弄機緣的方向，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一、操弄物性，發現機緣 

Gibson（1978）指出，物（如石頭）並無固定不變的功能，只具備被利用的機緣。

可是要注意的是，這不表示機緣完全是主觀建構的產物。事實上，物仍然具備一些基本

的物性，在某種程度上限制了機緣的方向和範圍。從這個角度，創意的關鍵正在於如何

掌握物現有的物質性，進一步塑造新事物。但是這也可能是個雙向的過程。創意人也可

能先想像成品的特性，再回溯去尋找可以滿足這些條件的器物。 

因此，創意必須建立在現有物性的基礎上。在此有必要先定義何謂物質性。物性，

是指各種物（工具）最根本的物性。以語言為例，其物質性包括兩個面向：（一）物理

或化學的特性，例如聲音、手勢、圖象。（二）組織的規則，例如文法、語意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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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反映了言者和外在真實的關係（Kriestiva，1989；Bleich，2001）。 

原始物性是未來機緣的基礎。以文字為例，以其非連續性的狀態，通常將事物切割

成明確分隔的概念，如內向與外向、裡層與表面。相對而言，影像反而提供了「以連續

狀態組織事物的機會」（Campaine，1988：159）。就機緣來說，文字相對於口語，除了

表達意義之外，往往提供了「反思自己話語和思想」的機緣。許多研究指出，口語文化

與文字文化的差別在於文字出現後，人從此可以「看見」自己的話語和思想，從而得以

研究和分析，因此才發現了語言中有音節，話語中有文法，最後精焠出理論化的能力

（Olson，1994）。同理，敘事也有其物質性。敘事理論所討論者無非是敘事的物質性和

機緣（Barthes，1963；Chatman，1978）。Herman（2003：168）指出，透過敘事這項文

化工具，人們得以「從事各種心理、傳播行為，藉以和行為所處的環境產生互動的關係」，

他其實正是在討論敘事透過其結構提供的機緣（Herman，2003：168）。 

不過，現在所見器物，如常見之傳播媒介，往往已是各種原始物性結合和演化的結

果，其物性已不同於其祖先。以敘事（narrative）為例，它已是語言的高層單位，其物

性已不同於其原始的組成單位。設計傳播工具，實際上不可能也沒有必要回到原始的物

質性，往往是在從現有事物的基礎去發揮其機緣，產生新的物質性。檢視傳播工具過去

的歷史，其進化和創新通常遵循以下幾個原則： 

（一）佔有和突破機緣 

所謂佔有機緣，其重點在「從老工具中發現新機緣」（Wertsch，1998）。以使

用語言為例，創意往往不在於發明新字辭，而在於如何將前人的話語據有已有，

重新詮釋和組合，以表達自己的意思。事實上，Kriestiva（1984：66）曾說： 

每個字（文本）都是字的會合之所，從中至少可以讀出另外的一個字或

一篇文本……任何文本都是由引語拼圖建構而成；任何文本都是吸納和

轉化其他文本而成。 

取用其他文類，如舞蹈、戲劇來發表學術論文，也是佔用。在當今的質化研

究中，這種方式已漸成為風氣，例如 Qualitative Inquiry，近年來即常刊登以敘事、

詩歌、對話方式發表之論文。 

我們使用媒介的習慣其實也往往是佔用機緣的結果。例如我現在所使用的文

字處理程式 Word 其前身為撰寫電腦程式的編輯器。一直到了七○年代才逐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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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文字處理程式。 

（二）聯結機緣 

但是，正和生物繁衍的歷程一樣，創新大多往往是異類通婚的結果。回顧歷

史上諸多傳播工具，也大多是混血的結晶。例如小說即是集各種文類於一身，結

合了前代羅曼史、日記體等的元素（Thorburu & Jenkins，2003）。 

近代數位的出現，更孳生了無數新一代的傳播工具。用個通俗的比喻，數位

具備豐碩的繁衍力，它和不同的老媒體、老文類結合，繁延出無數的新媒介。 

我正在使用的文字處理軟體 Word，其進化的歷史正反映了這類混血的過程

（Grossen & Pochon，1997；Loomse & Nehaniv，2001），由表一來看，它就結合了

眾多的機緣。最早它只是個電子打字機，在發展的過程中，打字機的概念逐漸結

合了其他傳播工具的物性，逐漸創造了新一代的文字處理工具。例如，第二代文

字軟體開始利用電腦所提供的各種可能，如儲存和檢索的能力，同時也可以利用

文字或文法程式，檢查拼字和文法是否正確。等到和網路結合，使用者寫作時，

同一版本的文件可以多人接力撰寫和編輯，提供了集體寫作的機緣。最新的發展

則是和資料庫結合，最好的例子是串連 Word 和 Endnotes（一種書目程式），使作

者可以一邊寫文章一邊檢索資料庫，立刻建立參考書目。 

 

表一 文字處理工具的進化史 

1867 打字機 

1962 電動打字機 

1972 第一代文字處理程式 

1975 有記憶的打字機、Altair PC 

1978 Visiotext（文字處理機）、Apple II、Wordstar 

 

工具也可以和社會體系連結產生新工具或新社會體系。例如：近代社會和組

織的型態趨向分散和民主，如果將其特性發揮，提供了許多前所未有的合作的機

會。另一方面，網路以其開放架構（open structure）的物質性，也具備多種合作和

溝通的潛能。如果能連結社會體系和網路兩者，就可以產生更多的工具和組織型

態。事實上，由網路過去二十年進化的歷史看來，已逐漸出現了許多這些聯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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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子（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Future，2004）。 

從這個角度來看，一個新工具往往代表了新機緣。對於機緣的需求促成了某

種新組織型態，而它又創造了新的機緣，因而產生一連串的連鎖效應。例如近代

寫作（從學術到商業）已蛻變成為團隊工作，為了因應此一需求，文字處理工具

必須改變其結構（物質性）支援團隊工作。新的文字處理程式的出現又反過來提

供了各種合作的機緣，例如可以隔著太平洋合作寫論文。 

二、評估機緣──生活脈胳的限制 

發現和探索機緣是創意歷程的開始，但是機緣是否可行，還必須進一步評估。物性

本身當然是限制之一，前面已仔細討論。另一個關鍵的限制因素則是生活脈胳。就像在

使用文字處理軟體 Word 寫這篇論文時，我正身處以下幾個相互交織的脈胳： 

（一）我身體的歷史脈胳 

Gibson（1978）曾指出，生物的身體本身就是行動的主要生態和情境，限制

了行動的機緣。即使看起來客觀的視覺，其實也因身體的形式而異。 

依照同樣的邏輯，我使用 Word 是否得心應手，也受到身體習性的限制。不

過，這裡所指的身體已不純粹是生物的身體，而已是文化形塑的身體。以寫作為

例，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書寫的習慣已逐漸定型，例如，我的身體是習慣用筆書

寫的身體，也是習慣用打字機的身體。因此如果要設計適用於我的電腦，就必須

考慮到我身體的歷史，使我可以迅速上手。 

相對而言，傳播工具如果無法完全契合身體的習性，往往就會產生使用上的

不順。一個例子是「影像系統」。表面上它似乎就如同面對面溝通，但仔細觀察，

可以看出它仍然少了談話般順暢的感覺。理由是：影像系統的「身體」是靜止的，

它無法像人回頭看、轉頭看，因此和我們的習慣仍然格格不入（Hutchby，2001）。 

許多人使用文字處理程式，總覺得不習慣，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電腦少

了紙本提供的觸覺和視覺上的機緣，電腦不能用手摸、不能來回翻閱，不能跳

著閱讀（Hass，1986）。這對於身體習慣紙本物性的現代人（至少是我這個世代

的人），要適應這種文字處理工具要一段時間，可是對於跟著電腦長大的下一

代，這可能就不成問題了。 

（二）我的工作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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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現代的學術工作者，我的一天其實是由許多固定的場景、活動所構

成的。我上課、討論、寫作、發表論文，當然還有一些會議。這些也構成了我使

用文字處理程式的脈胳。 

每個活動（如打招呼、上課）正好像故事裡的場景，通常具備以下幾個要素：

角色、工作、時空場景，通常也包括工具，例如談天的場景，其中有談話的雙方、

地點時間，在現代社會的時空，可能也有一杯咖啡、兩塊蛋糕。 

工具（如 Word）是否能夠發揮機緣，或者說機緣能否成立，部分要看它是否

能夠契合特定的場景，是否能夠成為人生故事的一環而不顯突兀和勉強。工具的

形態和功能其設計必須考慮這些看似平常的實踐活動（Suchman，1997； Schatzki，

2002）。換句話說，只有能夠融入實踐的工具，或者滿足實踐需求的工具，才能

被採用和推行。 

以寫作活動為例，Word 是否能天衣無縫地融入我的生活，可能涉及內在和外

在兩個面向。 

首先，Word 必須要能配合和支持現代學術寫作的社會和文化脈胳。例如：現

代之學術寫作常是團隊工作，涉及多人的互動。文字處理軟體理應考慮這種特

性，如提供追蹤修訂的功能。同時，學術寫作已演化出固定的文類（Swales，2004），

相對而言，文字處理如能提供符合文類的編輯格式，也比較容易融入生活。 

其次，Word 應能配合寫作涉及的思考過程。根據寫作的研究，撰寫學術論文

涉及多種型式的思考活動，經常在文本不同的層次來回游走。根據 Halliday

（1994），語言活動涉及三種功能：表達意義、維持社會關係和維持文本的結構。

例如在寫作學術論文時不只要表達觀念，也要考慮書寫的對象，採用最適合溝通

的情境的文類。另外一方面，寫作也常在文本不同的層次運作。有時停留在微觀

的層次，如句子的寫作。有時則必須回到文本的巨觀層次，如從文章的架構構思

和修正文章。 

文字處理軟體理想上應能呼應和支持這些思考的習性，才能使寫作者有得心

應手的感覺。但是用這個標準評估目前的文字處理軟體如 Word，主要仍以支持微

觀和表意層次的活動為主，也因此限制了思考（Haas，1986）。 

三、組合、協調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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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前面提及的對物的看法，完成工作必須集眾人和眾物之力。使用者和工具都各

盡其力，各取所需。換個說法，完成工作所需之能力和智能分散在不同的地方。從這個

角度，在設計傳播工具時，最大的挑戰之一是考慮設計工具和其他環節如何分工，進而

決定工具最適當的角色為何，例如：工具最適合呈載那種性質的智能？和其他的環節配

合的機制為何？例如，我現在所用的文字處理軟體，在寫作的歷程中，可以擔負那些功

能？而在寫作所需要的智能中，那些應該放在個人或組織？到目前為止，這個問題到目

前為止並沒有太多相關的研究，本文只能簡略地提出個題目，但這應該是未來創意研究

的重大課題。 

 

伍、結語──邁向玩物之學 

 

本文試圖就如何從工具的角度重新思考創意研究並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對於許多

以應用和發展工具的學門，如果以上的說法可以成立，顯然教育的目標和方式也必須全

盤改變。 

目前我們使用的傳播工具，十年之後可能已完全進化成另一物種。事實上，這已是

天天在發生的現象。十年前電傳視訊曾是新興的媒體，有些國家甚至以全國之力大力推

廣，但它今天已成為歷史。如果今天學校所教的媒體十年之後即已絕種，我們應該教什

麼將成為一大挑戰。 

目前的教育基本上仍然是以呼應現況為主，對物的看法則接近本質主義，因此教育

通常以教導工具之制式功能為主軸。但是呼應本文媒體進化論的觀點，無論從使用者或

設計者的角度，學習如何和工具互動，或者說，如何應用和發展工具之機緣才是未來的

關鍵能力。 

古人說，玩物喪志，放在物進化史的脈胳來看，這個想法顯然有商榷的餘地。玩物，

應該鼓勵和提倡，而且甚至應該成為教育和研究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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