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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樂祈（加拿大維真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

賈伯斯的十誡

Ⅰ. 除了「蘋果」以外、你不可吃

別的水果（尤其微「軟」的水果吃

了會拉肚子，HTC沒有真正的維他

命C）。

Ⅱ. 不可雕刻「山寨版」偶像，也

不可仿冒抄襲、凡剽竊侵犯著作權

等下三濫之能事者、我必追討他的

罪、打不完的官司直到三、四代。

Ⅲ. 不可妄用蘋果的產品。iPad是

娛樂產品，不是衛生棉。

Ⅳ. 當守「產品發表會」為聖日。

平日你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賺得

足夠的銀兩；準時參與「產品發表

禮拜」，並買回新品好好膜拜。

Ⅴ. 當孝敬父母。和父母在同一場

合，千萬不可「打擾」父母，不可

與他們交談，只要專心玩手上的

iPhone，或是戴上耳機盡情聽自己的iPod音樂。
Ⅵ. 不可殺人。在APP下載，玩畫面逼真、殺人血濺，卻絲毫不會有罪疚感的射擊遊戲即可。Ⅶ. 不可姦淫。所有產品都內建高解析度相機 ，小心被偷拍流傳成為豔照。

Ⅷ. 不可偷盜。iphone的防盜軟體會洩露你的行蹤，更別隨意「打卡」。

Ⅸ.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手指頭絕不能指著別人控訴，只可黏在鍵盤或螢幕上，就算抽筋也不得離手。

Ⅹ .  不 可 貪 戀 人 的 i P o d 、iPhone、iPad、iMac。每種產品，俺（I）都至少要有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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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約三千五百年前，中東約旦河東岸，猶太民族的傳奇人物摩西，在曠野漂流四十年後，

依然耳聰目明時，死在摩押地。享年一百二十歲。

2011年十月五日，世界另一端，美國傳奇人物賈伯斯（Steve	 Jobs）、赫人的後裔

（賈伯斯生父是敘利亞移民），在加州矽谷創業近三十五年後，因胰腺癌於家中過世。享年五十六

歲。

摩西死前登上尼波山遙望富庶的迦南美地，這是耶和華向他先祖起誓的應許之地，他卻不得

進入。摩西留下一群「與耶和華立約」的百姓，他們是一群從埃及被救贖出來的奴隸（第二代），

百萬烏合之眾，奴性堅強。他們的前途未卜，「小蚱蜢」真能殺進「巨人」佔領的應許之地嗎？會

順服耶和華的律令而不信奉異教？新的領導人約書亞能擔當領袖的重責大任嗎？

賈伯斯處在全世界最富庶的加北（加州北部）美地，這是現代人夢想的發源及應許之地—

Google、臉書、英特爾、惠普、雅虎、超微半導體……，眾多科技總部所在地。他過世前一天還

特別關心新款手機 iPhone	4S的發表盛會；然而，許多美夢似乎與他的生命一起油盡燈滅。賈伯斯

留下一群「與科技立約」的百姓。他曾將他們從了無新意的生活中救拔出來，如今，數億個生活

優渥、資本主義的信眾及既得利益者，他們感到前途茫茫、沮喪哀悼，不知道誰還能給忙碌無奈

的俗世生活帶來更大的樂趣，新的資訊玩具還值得追尋嗎？沒有了賈伯斯，他們會不會信奉「異

教」（Google	Android陣營、亞馬遜Kindle	Fire、或是華碩Transformer……）？接班人營運長庫克能

承接他的創意、堅持和熱情嗎？蘋果帝國能永續生存嗎？

摩西，改變了人類歷史、改變了世界，他的影響至今不可磨滅！

賈伯斯，也改變了人類歷史、改變了世界，影響力持續發光發熱！

摩西石版上的十誡，我們耳熟能詳。賈伯斯的十誡卻默默影響著這一代—請見文章開頭，

筆者從賈伯斯的平板電腦上下載的最新版本「十誡」！

科技非「中性」，科技本身已嵌入意識型態

好啦！以上賈伯斯十誡純屬虛構，但是讀者應該不會反對，這是個和「科技立約」的世代。

我們幾乎無法想像沒有電腦、手機、網路、電視、電燈、電梯、冰箱的生活。科技基本上已經

「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也應許我們「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申二十八6）！

知名文化評論家波茲曼（Neil	Postman）說：「每一種技術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賜，不是非此即

彼的結果，而是利弊同在的產物。」1科技對人類的祝福，是我們每個既得利益者不能輕易抹煞的

（我們常視為理所當然，忘記感恩）；只是在這個科技壟斷的世界中，我們卻很少思考科技所帶來

的負面影響。

科技對教會來說，算是個「友善」的朋友，華麗的PPT，酷炫的聲光效果，電吉他、鍵盤手搭

配著動感的音樂，讓教會彷彿「活」了起來。福音電視節目、廣播、臉書、Youtube	當然也都是

教會傳福音不能錯過的重要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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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解釋說：「真理是不變的，溝通的方式卻可以改變」。背後的假設是：「電子媒體是中性的

媒介，好壞要看傳遞的內容。藉網路傳福音是好的，而透過網路看色情片就不好。」我們理直氣

壯地說：「	既然現在是賈伯斯『平板』（tablet）的年代，我們當然應該使用它啊！」	

這樣的理解夠完備嗎？筆者並非「科技無用論者」，也非「科技悲觀論者」，只是認為在「上

帝之約」和「科技之約」的張力下，基督徒有責任、嚴肅思考科技的本質，並針對科技可能帶來

人性的扭曲、甚至信仰的危機，提出看法。

先談談現代科技的本質。談到「科技」，我們常會想到電子、機械、液晶面板、IC設計等高科

技。然而從字義上了解，科技並非今日所創，乃是「工藝的學科」，2人類自古以來就是科技的創

造者、發明者和使用者（創世記第四章提到大洪水前人類科技文明的例子：畜牧、樂器以及銅鐵

器）。人與動物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人類能夠創造、使用新的工具；一些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科技，

舉凡輪子、指南針、字母、印刷術，乃至近代的抽水馬桶，其實都曾經是改變世界的偉大科技。

人類的科技歷史悠久，現代人的科技卻有「本質上」的不同。簡單的說，過去的科技被自

然條件所「限制」，而今天這些限制則幾乎被打破。過去人類的生活時間受太陽的東昇西落所侷

限，而當今不論是醫院、工廠或商場，燈火通明是常態，更有許多通宵達旦泡在網咖、夜店的

夜貓族。過去一個人生存的範圍被人或馬的腳程所限制，村落或城市的大小大約是一個人或馬

一天行走的距離；今天則有汽車、火車、捷運等等，以致都市持續擴大，今天的上海市是唐朝

長安城的八十五倍大；3甚至整個世界成了一個地球「村」，早上在台北，中午在上海，隔天抵達

LA。過去資訊的傳遞利用驛站，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六天後（也就是8640分鐘後，大約50萬秒

後）京城的皇帝終於獲知叛亂的消息；但在高科技時代，我們有手機簡訊（SMS）、網上即時通訊

（MSN、Skype……），甚至衛星直播已能即時同步傳回影像（回想歐巴馬和希拉蕊觀看獵殺賓拉

登的軍事行動時，怵目驚心的表情）。

今天的科技不僅「突破」自然條件，更進一步「改變」自然以適應人類的需要。我現在用來

寫文章的蘋果Macbook	Pro一體成型（Unibody）的筆電，整個工藝流程可說是現代科技「暴力」

的極致展現：機身的原物料，是一塊如同電線桿粗、巨大且堅硬的鋁柱，經過大型器械如同削麵

條般切割出長條狀、再裁切至筆電大小的鋁板（約一公分厚），在厚實的鋁板上鑽出大小恰到好

處的七十八個鍵盤孔（讓每個按鍵能夠密合並且微微透出 LED背光）和USB、網路接口、吸入式

▌ 一體成型的工藝流程



特　稿

	 校園	17
	 2012	/	1、2月號

光碟等等，之後用銑床高精密度處理出柔順的絲紋表面和優美的弧度（先不談如何採掘鋁礦精鍊

成鋁塊，背後複雜驚人的重工業流程）。4環繞我們四周、隨手可得的塑膠產品也是現代人「宰制」

自然的明顯例子：我們進到物質的分子層面去合成、改變物質的特性，以完全符合我們需要，不

管是形狀、大小或顏色。類似的工程和科技隨處可見：基因改良作物、換腎手術、剖腹生產、核

能發電、填海造陸、河川截彎取直等等。

波茲曼說的很對：「每一種工具裡都嵌入了意識型態偏向，也就是他用一種方式而不是用另一

種方式建構世界的傾向」。

當人類利用科技的力量，彷彿讓「時間停止，空間消失」，彷彿能夠「無所不在，無所不

能」，難道科技還是「中性」的嗎？當人類不再把自己當作是受造物的一部分，而是接近半神明的

地位，甚至潛意識相信這個世界是為

了「我」而生，難道科技還不是嚴肅

的「信仰」議題嗎？在科技壟斷的世界

中，科技內嵌的意識型態，使得人類早

已對於世界、對於自己、乃至對於上

帝，有一種和過去截然不同的認知了

（常常是扭曲的）。5筆者列舉幾個與科技立約可能帶來的道德及屬靈危險。

科技追求效率，卻無關人生「智慧」

效率並非不好或不重要，然而當它被高舉成「至關重要」時，就需要被挑戰	。我們必須認

識，再偉大的科技發明—勝過棋王人腦的超級電腦、二十奈米的精密製程、核磁共振設備、人

性化輕薄如紙的手機，這些科技都僅是「工具」而已。

法國社會學大師以祿（Jacques	Ellul）提醒我們：「科技不過是手段或是手段的總和，這世界不

再存在『目的』，我們不清楚該走向何方，我們忘記人類共同的方向了。」

科技永遠只是工具，永遠無法對意義、美感、苦難、複雜的人際關係、人生智慧相關的問題

提出圓滿的解答。當摩爾定律不斷改寫記錄的同時，當整個社會耽溺於各種新科技的吸引力時，

許多古老的智慧往往被丟棄了。「新穎」才是王道，「傳統」等於落伍。

事實上，科技給我們的應許常常是弔詭、甚至根本是虛假不實的：我們使用各種節省時間的

工具，但似乎變得更忙；我們有了新穎的「智慧型」手機，卻未因此更有智慧─常常疲乏、焦

慮、關係破裂；我們擁有各種美容美白的技術，卻不見得變得更美、生活因而更加美好；我們使

用各種新科技來養育孩童（3D／4D胎

兒立體超音波、新的吸水不回滲超舒適

尿布、芝麻街的英語節目、超越時空限

制的網路課程），新一代的孩子不見得

更學問淵博，知書達禮。透過現代科技

〉〉	當人類利用科技的力量，彷彿讓
「時間停止，空間消失」，彷彿

能夠「無所不在，無所不能」，

難道科技還是「中性」的嗎？

〉〉	科技讓我們發現宇宙之浩瀚	、
大而可畏，	然而我們卻不再願
意承認自己的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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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宇宙之浩瀚	、生命之奧妙（如：基因工程），	然而我們卻不見得願意承認自己的渺小與

受造。諷刺的是，賈伯斯雖然堪稱科技之「神」，在科技界呼風喚雨，卻仍然必須臣服於疾病和最

終的死亡。6

在與科技立約的時代中，無法量化、無法提昇效率的禮義廉恥、四維八德等傳統美德被束諸

高閣；更何況是仁愛、喜樂、忍耐、溫柔、節制等聖靈的果子？在科技的康莊大道上，它們即使

算不上是敵人，至少也是路障。

科技不僅排斥宗教，且成為新宗教 
無論個人或群體，當我們過度關注如何改善效率、如何使生活更方便，不知不覺就把「人生

為何而活」的大哉問拋諸腦後，於是「信仰」成為邊緣角色也就見怪不怪了。

「如何掌控」成為主要的提問，在世界是可以「掌控」的心態下，上帝不過成為花瓶。我們其

實是在過一種「無神論」，或「自然神論」（神創造世界後，就撒手不管事了）思維下的生活，上

帝的存在與否，實際上與我們的生活毫不相干！

宗教被邊緣化，不代表沒有宗教。「科技」已經逐漸取代「傳統宗教」，成為新宗教。

如同波茲曼所說：「在技術壟斷文化上，一切專家都被賦予了神父般的魅力。我們的神父專家

被稱為精神治療專家、心理分析師、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統計學家（其實工程師與各學術權威

皆然）。他們服務的神靈不講述公義、行善、悲憫或仁慈。他們的神靈講述的是效率、精密和客

觀。」

賈伯斯的平板取代了摩西的法版，永遠年輕、永遠健康美麗、永遠新鮮、永遠快樂，甚至永

遠不死，是科技給我們的應許！

現代科技帶來影像的沈迷

賈伯斯的麥金塔電腦帶來電腦史上的巨大革命。從前的電腦沒有滑鼠，沒有觸控板、觸摸

屏；微軟起家的MS-	DOS作業系統必須完全使用鍵盤輸入，才能控制電腦（例如：要去C槽的硬

碟，看有何檔案，必須打「C：」，「Dir」）。現在流行的視窗Windows	XP,	Win	7，當初不過是剽竊

蘋果麥金塔圖形介面的山寨作業系統。賈伯斯的科技革命（包

括動畫電影、iPad等）可說是開創了電腦圖像、多媒體的世

代。7

這意味著什麼呢？簡單的說，新世代因為習於圖像、多媒

體，將更看重直覺、感受及印象，理性思辨、抽象思考的能力

相對降低。大家不難發現，教會講道的時間大幅縮短。年輕人

沒有耐心聽長篇大論「因信稱義」教義的論證，他們說：「給

我一些音樂、一段影片、一個比喻、一則故事讓我感受」！
▌古早電腦8位元黑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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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音樂、影像傳達的感受並非不重要，我們樂見教會不再只談一些高來高去、抽象冰冷的

教條，而是走進真實的人群中去體會、去感受、去愛和付出。只是我們需要小心「影像越界」的

危險：一種只有感性而沒有理性思辨、只有膚淺經驗而沒有深度內涵的現象。8

科技創造出疏離的「I」世界
科技氾濫使得人與人的關係逐漸疏離。古老年代，關係交織連結，為了一餐飯可能需要父親

砍柴、老大挑水、老二去隔壁三伯家借一點油；母親則可能在廚房內主持大局，一個女兒洗米、

一個女兒切菜……。雖然刻苦，一餐飯的意義卻不止於吃飽喝足，而是一個群體：是同工和聯

繫、是紀律和教導，同時也是經驗與生命的傳承。而今天的微波爐餐和超商國民便當的便利世

界，嚴重剝奪了這些交織傳承的關係，只剩下一個個盯著電視、呆滯無神、彼此沒有交集的軀

殼。家庭圍繞的中心不再是關係緊密的飯桌、	火爐，甚至麻將桌；而是有人看連續劇、有人玩網

路遊戲、有人傳手機簡訊、另一人聽自己的音樂。交織緊密的「家庭關係」退化成孤獨封閉宅男

女的集合（如果還有集合的話）。

筆者住在台北近郊的小社區，只有一間幼兒園、一間教會和一個公車站，生活步調慢，認識

的人常會停下來寒暄、敦親睦鄰一番；不熟悉的人至少微笑點頭、揮手致意。在這人性的環境

中，很容易感受到科技帶來的衝擊。有時因為趕時間而開車出門，在封閉的轎車內，有自己的空

調、聽自己的音樂；遇到熟識的鄰居，就算想要抽離自己的世界和人打招呼，也必須搖下車窗、

放慢速度，舉起手打招呼；但是儘管做此努力，對方因為受擋風玻璃的反光屏蔽，常常還來不及

認清，車已呼嘯而過。久而久之，開車時乾脆把鄰人當成陌生人，既輕鬆也避免尷尬。你是人，

我是車，咱們互不相干！更有甚者，一些外來車輛，甚至不把人當人，在僻靜的社區中不願意耐

心等候行人而亂鳴喇叭！被鋼鐵包起來的「人」，不再是「人」，而是「物」。「人」與「人」的關

係、退化成「人」與「物」，甚至「物」與「物」的關係（這可以解釋為何馬路上常見駕駛們為了

小事而大打出手）！

著名的廣告詞「科技來自於人

性」，正暗示了科技常常不太人性，甚

至「扭曲」人性	。科技壟斷的世界將

會是個自我封閉的	「I	 -世界」：	iPhone、

iTunes、iPod、iPad、iMac……。與科

技立約的世代將會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喪失親密關係」的	「I	世代」。

科技消滅「敬畏」和「超越」，讓我們與神無關 
筆者在上海幾年的經歷稍微能解釋這個狀況。初到上海，浦東高聳入雲的大廈群、外灘華麗

的夜景、南京西路尊貴的精品店……這個人類高科技打造出的城市，或許令人驚嘆。幾個月後，

〉〉	「科技來自於人性」，正暗示
了科技常常不太人性，甚至

「扭曲」人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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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感心靈焦躁、壓抑，甚至幾乎窒息。因為上海是一個人造的水泥叢林，天色陰霾，而地形又是

沒有起伏的平原（僅有九十八米高的佘山）。回到台灣，常常徜徉在白雲繚繞的山間，享受山巒疊

嶂的神祕感，驅車半個小時就可以遠眺藍天碧海、令人生畏的太平洋。簡而言之，在科技的世界

中，我們可能短暫亢奮，卻很難感受到「超越」、「神聖」與「敬畏」。

再舉一例，賈伯斯的悼念聚集中，參與的人並非帶著真正燃燒的蠟燭，而是手持最新的 iPad

在螢幕上播出栩栩如生變幻的燭影。當然，iPad科技和工藝是無

可挑剔的，模擬的燭火幾可亂真。但想想看，如果有人在我們親

屬的喪禮上，用如此方式悼念所愛的家人朋友，我們不會皺眉，

甚至感到憤怒嗎？（試想，他鞠躬後沒兩分鐘，就換掉燭火的畫

面，玩起憤怒鳥的遊戲）「火」這樣不起眼的「東西」從來就是

神祕的、超越的、潔淨的、宗教的，但是透過科技這個媒介傳

遞，那些神祕、超越感全然消失（這也可說明3D網路掃墓為何

讓人感覺輕浮、不夠莊重）。

我想說明的就是麥克魯漢所提「媒體即信息」的名言：不只「內容」本身，傳遞的「媒介」

影響內容至巨。透過科技這種「人造」、「人類主宰」的媒體來仲介的宗教信息，內容往往不再莊

嚴肅穆、令人敬畏。說白一點，濫用科技作為媒介的福音信息中，往往容不下重公義、發烈怒的

上帝，而只剩下漫天發禮物的慈祥聖誕老公公；往往容不下那需要俯伏敬拜的被殺羔羊，只剩下

圈養在後院的溫馴小綿羊；往往容不下撂下狠話教訓門徒的耶穌，只剩下浪漫感性的地中海情人

耶穌。9	

基督徒對於科技進步帶來好處，應該欣然接受和感恩（想想看沒有抽水馬桶的日子）。沒有羅

馬的大道、希臘文字的普及，福音終究是小地方發生的奇人軼事。沒有印刷術，宗教改革不會發

生。但千萬別小覷了現代科技扭曲人性甚至歪曲上帝形像的「世俗性」：在家不斷用新科技麻痺

自己，甚至將其當作孩子的保姆；在

教會則毫不保留地用新穎科技吸引年

輕人，而不計算其代價。君不見賈伯

斯的產品之所以熱賣，是他期許走在

「人文」和「科技」的交會口，設計出

極度細膩、不媚俗的產品。10教會站

在「信仰」與「科技」的交會口，是

否期許自己更加細膩而不媚俗、忠於

上帝對教會原來美好的設計？

教父特土良大聲問「雅典」和「耶

路撒冷」有何相干？我們則輕輕地問

「摩西的石版」和「賈伯斯的平板」又

有何干？

▌失去神祕的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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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波斯曼，《科技奴隸》，博雅書屋，2010。
2.	Technology	就是“the	study	of	techne”；希臘文Techne 	是藝術、技巧或工藝	。
3.	今天的上海市與唐朝長安城分別是	6219平方公里與83.1平方公里。
4.	見	http://youtu.be/lJx6cF-H_I	的影片介紹	。
5.	不全然是「科技」所造成的的結果；西方思想的世俗化也是重要的因素（二者交互作用）。
6.		賈伯斯的傳記中談到強大的醫療團隊，利用尖端科技（如基因定序）試圖戰勝病魔，見	艾薩克森，《賈伯斯傳》，天下文化，

2011，頁749-751。
7.		艾薩克森談到賈伯斯推動了六大產業的革命：個人電腦、動畫、音樂、手機、平板電腦和數位出版。《賈伯斯傳》，頁22。
8.		影像越界出自駱穎佳，《後現代拜物教》，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2003，頁109-130。以及	Shane	Hipps,	The Hidden Power 

of Electric Culture ,	Zondervan,	2005。
9.		波斯曼在《娛樂至死》中談到，基督教透過電視媒體來傳教，讓上帝成了配角（有魅力的電視佈道家成了主角）。電視本身的
娛樂性質，實際上讓我們遠離上帝。天主教、猶太教在運用電視媒體上，似乎比我們小心謹慎的多。頁147-159。

10.	影響蘋果產品哲學至深的是拍立得相機創始人蘭德。人文和科技的匯聚是賈伯斯努力的目標。《賈伯斯傳》，頁20、771。
11.		布魯格曼在《先知式的想像》中談到，摩西不只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還亟欲破除埃及帝國的意識型態、建立一「另類社
群」。我們雖然欣賞賈伯斯的創新、與眾不同，但是終極來說，他的被崇拜、被尊敬仍無法跳脫現代資本主義意識的框架：強

調個人創新與成功，卻忽視品格、公義、仁慈及對整體社群的貢獻。

摩西，經歷失敗和放逐後為神所用、最後人誇「極其謙和」；賈伯斯，經歷背叛和挫折後轉敗

為勝，卻依舊「桀傲不馴」。

摩西的熱情來自於看見那燃燒荊棘的榮耀（自有永有的耶和華），賈伯斯的追求極致來自於超

越自我、亟欲控制的燃燒企圖心。

摩西挑戰埃及帝國的意識型態，賈伯斯則成為資本帝國的圖騰代表。11

摩西帶領百姓從被奴役當中解救出來，賈伯斯讓我們成為科技的奴隸（包含台灣高科技、大

陸的血汗工廠的員工）。

摩西的法版，僅此一塊，乃耶和華的手指所寫，入「石」三分，永不改變；賈伯斯的平板，

全球發行，人指操控，閃亮的螢幕，卻稍縱即逝。

不相干，卻又很相干……摩西的石版和賈伯斯的平板，如同保羅所說：「都是靠祂造的⋯⋯都

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西一16），阿們！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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