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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與科技（technology）在台灣的女性主義論述和性別研究中一直都

不受重視，直到最近幾年才有所改變。究其原因，據我們的觀察，可能與台灣社

會歷史和性別研究者的背景有密切關係。我們絕大多數都是人文社會科出身，對

科技的理解與一般路人甲「使用者」相去不遠。加上教育制度在人文社會和理工

生醫的分流使然，於是性別議題的關注導向非科技的人文社會議題，而將科技留

給理工生醫科技專家去關懷。當科技不為社會歷史和性別研究者視為社會文化的

產物，進而成為研究的對象，於是人們特別是女性的科技經驗，以及社會文化與

科技的相互作用，就在我們的認知地圖上消失，既不被呈現也不被瞭解，更談不

上在政策面與科技專家對話、涉入科技教育的規劃，或對科技政策造成的社會負

面影響和性別不平等而發言。 

過去幾年台灣學者也開始注意到性別與科技的關係，性別與科技的研究也正在逐

漸有成。林崇熙於 1998 年針對性別與科技的文獻提出一些討論，而 2002 年起由

傅大為主持的「台灣 STS虛擬社群」（http://sts.nthu.edu.tw），其中設立的「科學」、

「性別」、「技術」和「醫療」等多元討論區，至今已累積了很豐富的研究介紹，

以及本土經驗的討論，這些都開拓了我們在性別與科技研究的視野。本文從「科

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這個新興領域的角度，

提出幾個性別與科技的重要論點，希望能吸引更多朋友來一探究竟、共同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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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什麼才稱作為科技？摩天大樓與奶瓶 

 

研究科技是研究什麼？「科技」一詞意涵為何？它包括下面三層含意：（1） 最

基本也最狹義的意涵是指物體和硬體本身，例如：汽車，電腦、避孕藥。（2）「科

技」指的是人利用和使用物體和硬體的活動。例如：如果人不開車、汽車只是一

堆鐵和玻璃；電腦沒有程式設計師和軟體，也頂多是一堆鐵片，塑膠和晶體；避

孕藥在某些歷史時刻，若不是女權運動推動者的資金支持，也不會生產出來。（3）

「科技」指的是知識 （know-how）。是關於使用，設計，維修物體和硬體的知

識，它的傳播可能是視覺形象的，可能是觀察練習操作的，也可能是口傳教授或

書寫閱讀的。科技與性別的關係就會是多重的。  

我們常常只把能跟厚重油膩的機器連結的才叫「科技」，要不就只把電腦、生物

科技等新科技當作是科技，而這些被當成「科技」的，往往連結的身影也是男性。

美國歷史學家柯望（Ruth Schwartz Cowan）明白點出技術物與相關知識要是與女

性連結，就不容易被視為知識，她對於傳統的科技史，有以下的評論：「典型科

技史的目錄⋯沒有任何一個書目提到像是奶瓶這種重要的文化技術物。奶瓶是個

簡易的器具，轉換了廣大嬰兒與母親的基本人類經驗，也是西方科技傳到未開發

國家的爭議例子，但是在我們的科技史卻找不到奶瓶的位置。」潛水艇、摩天大

樓與汽車，很容易為主流社會當成科技，奶瓶、胸罩與熨斗就未必是。 

 

家庭中也有工業革命？新科技一定減輕婦女的家務勞動？ 

Ruth Schwartz Cowan於 1976 年發表的「家庭中的工業革命」一文，就開啟了「家

務科技」（domestic technology）這個開創性的領域。這篇論文是這樣破題的：「當

我們想到技術與社會的互動時，我們總是想到很大的形式：眾多電腦入侵工作場

域、鐵軌切過廣大荒野、女人和小孩隊伍在製造廠中辛苦工作。這些大場景使我



們看不到近在眼前的一個既重要而且相當特殊的技術革命：家庭中的技術革命。」

一方面，1970 年代英語世界的女性主義論述亟欲把女人參與眾多的家務勞動，

從邊緣的位置轉為需要學術嚴肅看待的勞動議題，Cowan則從科技的角度，重新

檢視家務勞動與性別壓迫的核心關懷。另一方面，就像家務勞動往往不被當成工

作，家電科技在 Cowan書寫的 1970 年代，也常不被科技研究當成科技。 

Cowan以 20世紀前半期的美國中產階級婦女為例，展現熨斗、吸塵器、洗衣機、

暖氣、烤爐、冰箱等家庭電器用品的發明，如何讓家務勞動與家庭生活產生巨大

的改變──工業革命也在家庭發生。如果過去學術研究認為工業革命與工人處境

是個重要議題的話，那麼學術論文也應以同樣的熱忱來探討家庭中的工業革命與

家庭主婦的關係。然而電器用品帶來的改變，卻不是主婦的工作量得以大量減

輕。如果過去文獻發現技術改變使得工廠工作更高度分工、更專門化、更受到管

理部門約束、工作中情感脈絡也逐漸消失，那麼家務勞動因為科技的介入，對家

庭主婦有幾乎相反的結果。因為工廠林立，吸收很多女性，於是女傭消失，家庭

主婦必須成為「三合一太太」（廚子、女傭和女主人）。加上有了家電的協助，社

會開始對家務的標準提高了，除了衣服必須洗得更清潔，蛋糕做的更勤快以外，

母職的範圍也擴張，不但要照顧兒女的溫飽，還要注意他們的營養和智能發展，

還要經常與老師溝通，開車戴小孩去舞蹈課、音樂課，於是都市的家庭主婦比她

們母親一代更疲於奔命，時時刻刻擔心自己沒有盡職育兒而感到內疚。所以當

1960 年代婦女走上街頭，不是因為她們有家電協助家務，多出很多時間無聊太

閒才走上街頭，而是她們辛勞地工作早已成為「無產勞動階級」。在這裡，家電

科技的研發，職業結構的改變，母職意識形態的強化相互交織建構出來的複雜圖

像淋漓盡致地被 Cowan 細緻地剖析。1983 年她出版了《更多的工作給母親做》

（More Works for Mother），從書名可以看出她的核心論點。 

 

 

 



除了發明家，使用者也可能形塑科技發展 

 

來過台灣講學的技術史家 David Edgerton在反省過去科技史的研究方向時就提

出，由於研究者過於著重「創新」方面的研究，因此以少數白人菁英作為瞭解技

術研究的學術累積，容易忽略婦女、少數族裔與窮人的技術經驗。他指陳，「從

技術使用者為出發點的討論，會清楚地認識到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女性，而且

有一半以上的人口不是白人、而且生活在貧窮之中」。女性主義科技研究的確是

STS研究中最看重「使用者」觀點的一支。過去科技研究往往以發明家、研發人

員、企業家、政策決策者等作為科技發展的主要行動者，女人很容易缺席。女性

主義研究強調「使用者」的研究角度，很容易就把女人帶進科技的場域。 

電話的歷史研究，特別揭露了女性作為科技的使用者，如何因此形塑科技發展歷

程。科技物體的性別意涵有時也會被使用者轉換和詮釋，電話就是女性主義科技

研究最常舉的例子。早期電話的歷史研究說明，當年電話業界將電話設定給在商

場企業的男人在家與同事聯絡討論公事使用。電話公司規定，白天僅能商務使

用，或是家務上用來訂貨，並建議傍晚才能使用電話聯誼。顯然電話公司當年促

銷電話時，完全沒有如今日手機這般地倡導「哈拉」。20世紀初的女性使用者，

對電話公司設想的「電話購物」不感興趣，很快地把電話當成社交聯誼的工具，

特別是位居鄉下的女性將電話作為與社會網絡聯絡的好方法。這種使用者的「創

意」，也促使電話公司重新將電話從工作取向的定位轉為社交取向。 

   這類的電話研究，一來看見了科技產品使用者如何可能作為形塑科技方

向的積極參與者，二來也彰顯了性別與科技如何相互形塑的過程。原本電話公司

基於對新科技物與性別關係的理解，只打算將電話與男性的正式工作連結，但是

女性的介入，不只是重塑了電話的意義──社交工具，也具體改變女性的生活。

女性主義傳播學者 Lana Rakow （1988，1993）就發現，早期電話特別改變了婦

女的地理與社會空間，將女性的私領域擴大到社區，而近年來行動電話轉向職業

婦女，把「遙控母職」的性別內涵當成賣點──例如方念萱（2001）就曾以孫翠



鳳的台灣大哥大廣告為例，說明這樣的論點。Rakow的經驗研究顯示，即使當初

是丈夫希望保護老婆安危的行動電話，拿到這些女性手中成為供子女暢通聯繫、

以盡家庭責任的工具。在這個過程中，技術物的意義與性別關係彼此相互變動。 

 

科技物又不是人，會有什麼政治嗎？甚至是性別政治？ 

 

Langdon Winner（1986）提供兩種顯示科技可以包含政治特性的方式。什麼是政

治? 這裡指的是在人類團體中權力與權威的安排，以及相關活動。一，有一種特

定的技術設計或技術系統的發明、設計或安排，成為在特定社群裡定案、解決事

情的方式。例如，建築師 Robert Moses在紐約長島建的行路橋，基於種族與階級

歧視所設計：這個陸橋的高度讓高度較高的公共汽車無法通過，使得中下階層的

居民無法透過大眾交通系統使用長島的公共悠閒設施。二、第二種為「內在就很

政治的」科技（inherently political technology），指的是人造的系統與某種特定的

政治關係，強烈地相容。例如如果一個社會接受了核能，就等於接受一種由科技

菁英與軍事組織掌管的能源管理制度，而太陽能發電，比較有可能由當地社區經

營管理，與民主、平等的社會較為相容。 

是不是有些科技，當初設計就是要排擠或管控某些性別弱勢？例如一些性別篩選

科技（精蟲分離術等）？還是有些科技，內在就很性別政治？例如以捐精者來執

行的人工受精，技術本身的實施一定要背離傳統父系傳承的關係？ 

至於一般我們認為，「有什麼樣的社會，就有什麼樣的科技」，是否也有助於瞭解

科技物的政治呢？這可以以網路科技為例。台灣社會學家林鶴玲、鄭陸霖的研究

發現，網路低成本大量處理資料易成為弱勢團體可用資源，跨越疆界的空間特性

有助於集結，匿名性促發了同志社群在網路集結的可能性，技術上不易控管可能

更民主，作為彈性的聯絡工具也可能增加家務勞動在身的婦女參與社區活動，但

是線下世界的權力關係也可能在網路上複製。經過台灣社運網路經驗的實質調

查，「（資訊社會）一方面應許了壯大弱勢團體能量的強大技術潛能，另一方面這



種潛能又必須靠著各種社會條件才得以發揮」（林鶴玲、鄭陸霖，2001: 148），「近

用落差」（接近和使用的機會落差）就是這個社會條件的關鍵之一。   

 

我的性別認同，與科技有關？ 

    

林崇熙提到：「從女性在行動場域的權力議題來思考有關『交通工具』的意義。」

交通工具與男女有別的資源分配有何關係？又如何與性別認同相牽連？我不會

開車、不會修理電腦，就不像個男子漢？我自己換輪胎、泡在實驗室，可能會沒

有女人味？光陽由謝麗金代言的 HERSELF125免力架很好用，男生不能買嗎？

Judy Wajcmen （1991）討論電腦與性別認同的關係指出，新引進的個人電腦，

本應可以打破過去科技的性別模式，但是卻在學校教育的過程中發現，小女孩傾

向把電腦視為男生的玩具，不願意像男生一樣浸泡在電腦螢幕前，男生這樣的認

同完全受到男性陽剛文化的形塑。可見性別認同與科技是有一些關係，但科技不

必然是與男性陽剛氣概有密切的關係。我們必須開始重視在活生生的科技經驗中

性別差異的經驗和實踐，瞭解到男性陽剛氣概和女性陰柔特質有從「主流強勢」

到「非主流弱勢」的光譜，也不必然是男生就有陽剛氣概，女生就必然有陰柔氣

質。仔細研究個人氣質的差異與科技的複雜關係，這樣可以逐漸超越男性氣質與

女性氣質二元對立的無解關係。根據這建議我們要進一步提出，分析科技與性別

時應該注意到性別／階級／族群／世代／城鄉之間的差異以及性別內部的差

異，這樣才能理解科技與性別的複雜關係。 

 

科技的性別政治：台灣 vs.「上國」 

 

在台灣研究性別與科技，特別需要瞭解我們在科技世界的版圖，以及我們在全球

化性別系統的特色，因此特別值得討論後殖民的角度。後殖民科技研究的主要問

題意識是為了解科技領先發達的「中心」地區與科技不發達的「邊陲」地區的關



係。在「中心」被認可的科技，藉由普遍存在依賴式的社會文化機制的運作，「邊

陲」才會認定那就是科技並且模仿之。「中心」的科技知識是藉由一個依賴的智

識關係，例如：留學生，知識分子或官員遠赴「中心」進修參訪轉介回「邊陲」。

台灣與英美（在此通稱為「上國」）的關係就是如此。在「上國」被認可的科技，

經過依賴式的社會文化機制，配合台灣本地的性別關係與經濟利益，轉介入台灣。 

吳泉源（2002）就指出，若以「上國」的科技發展模式為標準來看台灣，那麼台

灣的科技都只被視為毫無價值的模仿、抄襲、仿冒的結果，這樣的「上國觀」是

很有問題的。這樣我們就無法認知和處理台灣獨特的科技發展的路徑，「忽略了

技術發展過程所需要的技術支援網路（technology support network）以及制度性

的配合等重要的脈絡因素。」（69頁）若我們跳脫以「上國」為中心的思考模式，

我們才能正視台灣環境使用科技的揀選、調適、修正、調整。「這個修改調整的

過程迫使台灣的企業或技術使用者，在既有的資源與限制下，發展自己的研究能

力；這個能力反過來又構成更進一步引進外來的理念與事物的基礎。」（70頁）

這其實是台灣科技創造力的來源。我們對科技的看法和理念必然與台灣社會文化

其他的事物相互扣連和影響，例如醫療體制、政府決策機制、科技社群、教育制

度、階級構成、性別關係等。 

同時，台灣對「上國」科技的引進往往不質疑「上國」科技本身是否帶有性別／

階級／種族的偏見，而天真地相信「上國」科技放諸四海皆準，以為可以直接移

植過來。例如， 

美國在 70 年代推廣 HRT（荷爾蒙替代療法）的使用，基本上是把更年期當成女

性「雌激素缺失」的疾病需要藥物治療。台灣衛生署和婦產科界也依樣畫葫蘆。

完全沒有參考體質和社會文化類似的日本的經驗。日本婦產科醫師對 HRT採取

保留的態度，因為日本婦女飲食的內容與美國的不同，更年期的症狀並不嚴重，

因此不積極推薦給更年期婦女。反觀台灣健保局，積極推廣「上國」認可的 HRT，

接受美國婦產科界的說法，把它當成避免婦女骨質疏鬆的預防藥品來用。直到

2002 年 7月，因為WHI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s）所做出來的研究說明普



瑞馬林藥品有致癌的風險，於是美國聯邦政府下令停止普瑞馬林藥品的實驗，台

灣婦產科界才開始提出「量身制訂」的處方政策。在那之前，完全不問藥劑的合

適性（美國婦女的身體平均比台灣婦女高大，但用的劑量卻都一樣），基本上一

切都是以「上國」的標準為台灣的標準，以「上國」的學術研究結果為醫療政策

的皈依。（參見成令方 2002，2004）。 

若就性別與科技的研究而言，我們今後的發展方向必然會與多方面發生密切的關

係。回應 Sandra Harding（2001）在演講中對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研究科學和科

技的女性主義者的呼籲，我們認為應該「持續地去指認並分析女人的科學與技術

議題」。我們應該關注科技所造成的社會上的不平等。我們應該在民間積極推動

公眾參與科技政策的管道，也積極推送支持女性主義的女性和男性進入科技決策

的圈子裡，這樣關注女人與性別的科學與技術議題才能夠逐漸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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