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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思考的標準 

 

在不討論技術如何可能的前提下，假設機器能夠獲得外部可觀測行為(或語

言行為)與人類的不可區分性，是否就代表機器能夠擁有思考能力？只要我們注

意到，即使有了圖靈測驗作為檢查機器之思考能力的標準，問以上問題卻仍然有

意義時，我們就會發現，不管 Turing 多麼希望迴避定義進路，最終還是得回到

「何謂思考」這個莫衷一是的定義問題上。 

涉及思考本質的問題顯然相當龐大，因為 Turing 對此問題並未多談，所以

並不容易直接為 Turing 作一個關於思考本質的文獻考察。本章將試圖對「機器

能否思考」的「思考」之概念作一釐清，並為圖靈測驗將「思考標準」之概念運

用於機器的作法加以說明。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思考與智能」將討論圖靈測驗中所謂「思考」的涵

義，並嘗試說明：雖然許多圖靈測驗的支持者認為應當將「思考」簡化為能與環

境互動的、解決問題之「智能」，抽離「思考」概念中與其他心靈狀態的關係來

進行問題的探討；但事實上「智能」並不是圖靈測驗所關心的，一個牽涉許多心

靈狀態實際運用情況的思考能力才是圖靈測驗真正的對象。 

第二節「心物問題」將考慮到上述牽涉許多心靈狀態的思考能力如何以物理

結構、特別是機器的物理結構所實現的問題。該節首先將提及物理主義相對於心

物二元論在解釋心靈狀態上的優勢，然後藉由引入心靈狀態多重實現的可能性，

說明我們不必堅持只有人類才能實現思考能力，而可以訴諸包括生理變化在內的

「行為」來使我們獲得非人類思考能力的信念。 

若認為能以「行為」掌握思考能力，那就採取了某程度的行為主義立場。第

三節「行為主義」將此立場所衍生的問題區分為：「以行為當作思考標準是否適

當」的方法論問題，以及「行為描述是否能夠取代心靈概念」的形上學問題。並

說明：認同前者並不一定要認同後者，而對前者的認同未必會受到針對後者的批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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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將回到圖靈測驗的主題：「語言行為」上。藉由前三節對相關概念與

問題的釐清，以及對第二章的回顧，我將說明語言行為是一個合理的機器思考標

準，雖然仍有一些明顯的顧慮；而這些顧慮會在之後的章節詳談。 

 

第一節  思考與智能 

 

雖然 Turing 曾警告我們概念分析如何容易引至蓋洛普調查的結果，但我相

信對「思考」這個概念作一釐清，在圖靈測驗適切性的談論中乃是必要的一環。

尤其處理「人類語言行為同一性」和「思考」的連結關係時，似乎變成無法避開

的問題。 

先前介紹圖靈測驗時，我們可以看到 Turing 對「思考」有過如下陳述： 

 

「…機器可能實現某個我們應該如思考般描述的東西，但那和人類所做的非

常不同。」(Turing, 1950, p69) 

 

「你也許會稱它是個檢查機器能否思考的測驗，但最好是避免竊題，只說通

過測驗的機器是『等級 A』的機器。」(Newman, 1952, p118) 

 

Turing 這兩段話透露了「思考」一詞的歧義性。衍生的問題是：和人類非常

不同的思考是什麼樣的思考？有哪些方面的不同？圖靈測驗實際上是要求機器

與人類對談的測驗，判定是否通過的也是人類，Turing 又為何可說「等級 A」機

器所擁有的能力和人類的思考非常不同？要是此思考表示和人類相同的思考，那

麽我們是否同意圖靈測驗的效力也能夠測出人類的思考能力？如果此思考表示

一種和人類不同的思考，那麼以人類的標準進行測驗是否妥當？ 

我們常用「思考」、「想」來說明一些人類的心靈過程，例如：「我正思考著

數學問題」、「我在思考到底要怎麼做」、「我在思考要選哪一個好」、「我在想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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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要吃些什麼」、「我想著妳」、「我在想以前發生的事」。嚴格來說，「思考」是歧

義的語詞，它不僅代表解決問題的過程，常常也伴隨著信念、理解、欲求、記憶、

情緒、自我意識等等不同的心靈狀態。  

鑒於以上的狀況，人工智能學者 William S. Robinson 認為，一旦這些心靈概

念可以與思考視為同一議題也可以分開討論，那麼提到「思考」時將造成概念內

容的混淆，對「思考」的要求也會莫衷一是。他建議，如果只談機器的話，不要

討論「思考」，討論「智能」(Intelligence)即可。「智能」可以被理解為一種能夠

多重實現的功能，能夠解決問題或產生適當互動行為的能力，Robinson 認為，我

們只需要關心機器可不可能獲得智能、能不能夠藉由智能做出高度複雜性的行

為；至於機器在做出智能行為時可不可能擁有如同人類思考時的心靈狀態，其實

是不必列入討論的問題。(Robinson, 1992) 

Copeland 雖然並不特意避免「思考」一詞的使用，但在概念分析的層面持類

似的看法，且尤其在意「意識」與「思考」的切割。他認為思考並不必然伴隨意

識。例如夢中解決疑問的經驗、說話、對他人語言的理解等等，經驗主體經常只

意識到浮現的結果，而對龐大的發生過程毫無意識；同時，我們所說的「思考」

卻在這無意識的龐大的發生過程中運作。這表示：能不能思考與有沒有意識是無

關的，對於這個世界的理解和感知可以非意識地完成。當我們知道人可以非意識

地執行認知行為，那麼在「機器能否思考」的問題上，機器是否有意識地執行認

知行為就不是重點了，只要看究竟能不能執行即可。(Copeland, 1993, p33) 

如果說機器能否思考的問題只需探討機器是否擁有智能，依據他們的觀點，

相對於人類思考的乃是「機器的思考」。「機器的思考」被理解為一種能夠與外界

互動的功能。機器知不知道自己在做什麼並不重要，重要的是做出來的事情要適

當、能夠對應外界的狀況。就如同 Turing 說的，這樣的思考顯然和人類的思考

相當不同。 

John Searle 在 1980 年的文章’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中，把人工智慧分

為強 AI(Strong AI)和弱 AI(Weak AI)兩種，讓我們可以方便地討論智能(能透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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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制解決問題的思考)與作為心靈概念之思考的區別(Searle, 1980, p266)。一般

來說，強弱 AI 的「AI」指的是包括計算機與類神經網路等，以純語法程式作用

於機器所產生的智能；弱 AI 旨在以解決問題的人工智能提供人類各種研究上的

幫助，強 AI 則宣稱：一組設計良好的程式，能夠讓電腦擁有的智能如同人類的

心靈。在技術進展的考量上，我認為 Robinson 和 Copeland 將機械性的思考與其

他心靈概念切割開來，其實是做了與 Searle 類似的判斷：雖然目前技術尚無法把

機器製作得像真正的人類、擁有人類的各種心靈狀態，但人工智慧擁有解決問

題、產生適當互動行為、帶給人們便利的功能；在實用的面向上，將概念複雜的

「思考」擺在一邊，而單純以「智能」作為模擬對象，是合理且相對有利的方針。 

然而，同時看 Robinson、Copeland 對思考的概念切割以及 Searle 對強弱 AI

的區分，我們就會發現，雖然 Robinson 與 Copeland 站在支持圖靈測驗的立場，

但「思考」與「智能」的區分對於解決「機器能否思考」的問題沒有太多幫助。

如果我們對 AI 所要求的只是能與環境互動的、解決問題之能力，例如數字計算、

定理證明、畫表製圖、或以專家系統整理龐大資料並求出最佳策略；那並不需要

一個以人類語言為標準的測驗，也不需要對裁判作主觀的說服；如果承認機器實

際上不必有意識、不必在運作中以任何形式瞭解心靈概念，而同時又能回答關於

其他心靈概念的問題，那麼無異於承認機器所擁有的只是設計者作弊的能力。 

事實上，Turing 在測驗的設計裡從未拒絕質詢者去問那些關於信念、理解、

欲求、記憶、情緒、自我意識等等的問題。他 1950 年的文章引述了 Jefferson 教

授 1949 年反駁機器能夠像大腦一樣思考的演說：「機器無法以思考和情感作文與

寫曲，而在人類處理記號時，不僅僅是將它們寫下，並且人類『知道』自己把它

們寫下。另外，機器不會對成功感到快樂，不會因為動了它的活閥就感到悲傷，

不會因為受到誇獎就發熱，不會因為錯誤而灰心，不會吸引異性也不會受異性吸

引，不會生氣也不會失望。」面對這個反駁，Turing 並沒有告訴我們情感和意識

不屬於「思考」這個概念的範圍，而選擇了「口試」的對策。就像我們如何瞭解

他人的意識一樣，我們可以在圖靈測驗中試探受測者對某些牽涉到意識的概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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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與運用方式，判斷受測者是否對那些意識概念有深入的瞭解。(Turing, 1950, 

p59) 

換句話說，當圖靈測驗並不排斥質詢者挑戰機器是否擁有人類心靈概念的所

有內容時，採用一個將大部份心靈概念排除的「智能」之概念來檢驗機器能否思

考，對於支持圖靈測驗作為思考標準的立場並無益處。 

藉由 Turing 對 Jefferson 教授的反駁，及以上對「智能」與「思考」的釐清，

我認為圖靈測驗在處理「機器能否思考」的問題上，所謂的思考幾乎可以肯定是

包括各式各樣心靈狀態的「思考」而非單純化的「智能」。 

 

第二節  心物問題 

 

要問純物理構成的機器是否能夠擁有人類思考時各式各樣的心靈狀態，則不

可避免去談一些古老的心物問題。人類的心靈狀態可以由純物理結構實現嗎？我

們如何知道一個非人類的純物理結構擁有人類的心靈狀態？圖靈測驗所面臨的

危機是：如果人類的心靈狀態原則上無法經由物理結構實現，那麼我們就沒辦法

期待機器獲得心靈狀態，沒辦法期待機器通過話題無限制的圖靈測驗。一個為機

器而設計但不可能有機器通過的測驗當然是一個無意義的測驗。 

Turing 自己提供的一個機器思考之反駁可作為例子：如果思考是上帝賦予人

類靈魂的專屬能力，那麼機器思考就是原則上不可能之事。 (Turing, 1950, p57)

或許某些支持此種反駁者會這麼推論：僅僅「思考出自於靈魂」的概念就是對於

人類思考獨一無二特質之保證；若此概念為真，則機器不可能思考，圖靈測驗無

效。 

然而這個推論是可議的。就算思考出自靈魂此一命題為真，但除非有好的理

由指出機器不可能擁有靈魂，否則無法藉此推論出機器不可能擁有思考能力。

Turing 正是採用與二元論相容的觀點來回應這個反駁，他說這種上帝使人靈於物

的說法，是霸道武斷的。首先，「動物」的語源為「有活力的」(animate)，而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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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到有活力(animate)和無活力(unanimate)之區分，人類應該是歸屬於有活力這

一邊，亦即人類就是一種動物，說動物沒靈魂而只有人類有，就好像穆斯林教義

認為女人沒有靈魂一般，沒有什麼道理。再者，這樣的反駁意味著對上帝全能的

限制，似乎有些東西祂無法平等給予萬物的樣子。Turing 問道：「我們難道不該

相信，祂能夠自由地給予大象靈魂，也變出此靈魂所需的腦袋嗎？如果我們這樣

相信，那麼機器也是如此，機器和大象在上帝面前都是配受靈魂的。」他進一步

說：「我們搞不好是上帝所創造出來，為祂製作靈魂之軀殼(機器)的工具。」(Turing, 

1950, p57) 

究竟思考需不需要預設靈魂呢？當科技愈進步、人類對大腦的研究愈透澈，

我們就不再需要以靈魂或任何非物理的實體來解釋心靈概念，一個簡單的理由

是：如果二元論者視思考為非物理的現象，那就必須說明心靈怎麼樣在缺乏大

腦、缺乏「記憶體」的情況下運作。另一方面，就如上段 Turing 所回應的，沒

有足夠的證據可以告訴我們機器原則上不可能擁有靈魂，也因此，無法藉由「機

器沒有靈魂」來推論機器不能思考。在此，即使必須預設靈魂、即使心物二元論

為真，也與機器思考、圖靈測驗相容。 

心物問題的另一個進路是物理主義。哲學家Kripke設計了一個思想測驗：「當

宇宙在上帝的安排之下井然有序，一切物理物、物理事件都按規則有條不紊地進

行，那麼，上帝是否還需要另外賦予人類思考和感覺的能力？」若我們的答案是

需要，則我們支持某一程度的心物二元論；如果答案是不需要，認為物理事實自

然會使心靈事實成為可能，則我們支持的是某一程度的物理主義。(Kripke, 1972, 

lecture III) 

物理主義同意人類的心靈狀態可以藉由純物理結構實現，但並非所有物理主

義都相容於「機器可能具有實現人類心靈狀態的能力」的說法。等同理論曾宣稱

心靈狀態即是腦狀態：1950 年代後期，哲學家 J. J. C. Smart 以「晨星」和「暮星」

為例，說明心靈概念和物理概念雖然意義不同，但是可經由科學研究發現它們指

涉的是同一種東西。(《劍橋哲學辭典》，2002，p925)另一個類似的理論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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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態唯物主義，這個理論認為心靈狀態是傾向於引起特定行為的狀態，而這些狀

態就是中央神經系統的狀態。在這兩個理論中，我們將透過經驗的研究發現一偶

然真的事實：「思考」等同於「人類在思考時的大腦狀態」。這裡的等同乃是一種

類型上的等同，也就是宣稱所有被稱作思考的類型都等同於人類的某種大腦配

置，在此意義下，不是模擬大腦而建置的機器或許就沒有思考的可能。 

然而上述的物理主義並未被廣泛接受。一個著名的等同理論化約的例子是：

「疼痛是 C 神經發動」。若這個命題必須由經驗研究後產生，那麼我們可以合理

推斷研究者在做出研究結果之前並不知道疼痛與 C 神經的連結，研究者透過觀

察能得到的只有關於疼痛的行為；如依據受到傷害之程度而哀嚎或尖叫、有塗抹

傷藥的傾向性，諸如此類。因為對應的行為如此多端，所以研究者其實無法預設

是否某一類型的心靈狀態(疼痛)僅等同於某一種神經狀態。於是，某些疼痛等同

於 C 神經發動、某些疼痛等同於 D 神經發動也並非沒有可能。這樣的論述使得

某一類型的心靈狀態可以被多重方式實現成為合理的考慮。 

同時，思考也未必要被限制為人類專屬的狀態。我們不知道除了人以外的動

物會不會進行某種程度的思考，也不知道是否有朝一日人類將有必要以「思考」

來稱呼某些機器的運作；等同理論和中心狀態唯物主義的困難在於，即使目前人

類的思考是我們唯一的、也是最熟悉的例子，我們還是很難去斷言「能夠擁有思

考這種心靈狀態的只有人類」。 

關於心物二元的談論告訴我們，「有沒有靈魂」或「有沒有一個非物理的心

靈實體」並不是一個好的思考標準，因為此類的標準沒辦法證偽。笛卡兒主義者

單方面地堅持僅僅人類有靈魂，而 Turing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堅持適

當程設下的機器足以成為上帝注入靈魂的容器。照這樣說，那麼所有的東西都可

能思考，但關於「機器能否像人類一樣思考」的老問題，其標準仍然待決。而關

於等同理論或中心狀態唯物主義的談論則告訴我們，「有沒有人類的大腦」或「有

沒有一組人類的中央神經系統」也不是好的思考標準，如果心靈狀態和大腦或中

央神經系統的狀態等同是一偶然真的事實，那我們其實沒有理由排除人類大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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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能夠產生思考狀態的系統。 

從靈魂、大腦的提議中可以發現，到此為止我們都是從人類的立場來問心靈

與世界的關係，要探討「機器思考」的困難經常在於：人類的心靈是我們唯一清

楚的心靈例證。藉由上一段的談論，若人類思考狀態的多重實現是可能的，那就

可以進一步提出問題：當我們以人類思考作為所有可能系統中唯一熟悉的思考案

例，如何才可得到非人類的思考能力之信念？」 

要討論這點，也許得回到更原初的疑難：「我如何相信非我的心靈狀態存

在？」根據常識觀點，我不用將自己對象化地觀察就知道我在想什麼、感覺到什

麼，但是若他人不把他的想法、感覺說出來或以動作表現出來，或者依目前有限

的科技偵測出內分泌、血壓、脈搏等等第三人可觀察的徵候，我沒辦法知道他人

的心靈狀態。所以，我乃是以他人的行為(Behavior，包括體內之生理變化)作為

他人心靈存在與否的判定證據。如十九世紀的哲學家 John Stuart Mill 所說： 

 

「我的結論是：他人和我一樣擁有感覺。首先，因為他們擁有如我一般的身

體，而我知道身體對我來說是感覺的先決條件。第二，因為他們表現了一些行動

以及其他的外在符徵，而我藉由經驗知道那些行動與符徵乃被感覺所引發。」

(Maslin, 2001, p215) 

 

當然，他人心靈如何被保證並不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上述的探討僅是說明一

個信念發生的過程：我們因為他人的行為，以及他人做這些行為時的外在結構能

夠與我有一恰當的類比，而相信他人與我有類似的心靈狀態。由此可知，若要使

人們相信機器能夠思考，就得讓機器滿足這些類比的條件才行。而藉由前述心靈

狀態多重實現的談論，並沒有太好的理由堅持「只有人類的外在結構才是實現思

考的唯一結構」；藉由行為，使我們得到非人類的思考能力之信念乃是可能的。

在這個結論下，接著必須探問的是：「行為」是不是一個好的思考能力之標準？

能夠通過一個行為測驗的機器是否就算是擁有思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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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行為主義 

 

在第二章介紹圖靈測驗時，我說過 Turing 並未成功地避開為思考下定義的

困境。當 Turing 說要用「機器能否通過圖靈測驗」的新問題取代「機器能否思

考」的問題時，就會陷入兩難：一方面 Turing 也知道用「能通過圖靈測驗的行

為能力」來取代「能思考」是竊題的，一方面他不得不用這種取代來鉤勒他的願

景「當機器能夠依其外在行為通過圖靈測驗時，機器能否思考就不再是問題。」 

這個兩難迫使我們必須注意一點：藉由分析圖靈測驗的過程，似乎有必要將

關涉「行為」的問題分為兩個層次，即：「以行為當作思考標準是否適當」的方

法論問題，以及「行為描述是否能夠取代心靈概念」的形上學問題。這個區分是

本文支持圖靈測驗有效性的一個主要辯護點，我相信當圖靈測驗所採用的行為主

義方針被理解為一種方法論的行為主義時，並不會落入如 Searle 等人所攻擊的分

析行為主義。圖靈測驗與 Searle 的關係將會在下一章詳細討論，目前首先要處理

的是這兩種行為主義如何區分。 

行為主義原本是一個意圖將心理學科學化的方法論試驗，最早由美國心理學

家 John B. Watson 在 1913 年提出(《劍橋哲學辭典》，2002，p108)，認為心理學

的任務在於解釋和預測人的行為，而包括行為反應在內的所有心理學研究要素必

須能夠以自然科學的方式被表示。這類心理學家察覺到，想透過研究對象的自白

或內省報告來知道該對象到底在想什麼是相當困難的，基本上大腦表現為一個參

不透的黑盒子，但是我們可以觀察及測量人或動物所處的環境和所做出的行為，

亦即觀察測量研究對象的輸入與輸出來進行心理研究。因此，所謂的心靈依複雜

的反射、反應之機制被理解，研究者能夠藉由反射、反應的機制，用獎賞和懲罰

來制約研究對象去做出適應環境的新行為。行為主義心理學的終極目標是：透過

選擇性的加強和抑制反應之過程，可以解釋所有原本只能從內省理解的所有人類

行為，不再需要依賴行為者本人的心靈概念之陳述。簡言之，這一派的心理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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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他人對於第一手內省資料的詮釋困難，故對於傳統倚靠內省與意識經驗的研

究方法產生反動，想提議一個依第三人稱觀測而非依第一人稱自白的心理學，所

以被稱為心理學的行為主義。 

依據所強調的重點之不同，心理學的行為主義也有溫和路線與極端路線的差

異，主要的分歧點出現在兩派對於心靈概念和內省的認可程度，極端路線不承認

這類資料能夠作為科學的對象，他們認為心理學唯一應該研究的對象就是「行

為」，而其他常用的心理學用詞，如「信念」、「目的」等等，則根本與「行為」

無關、或者並非完全針對「行為」，因此他們往往將心理學行為主義的領域稱為

行為分析學或行為科學，而不是常用的「心理學」一詞。溫和路線則純粹將行為

研究作為方法，同意心靈概念和內省內容的實際存在，他們認為，從探討行為出

發，乃是觀察心靈概念和內省內容最方便且最有效的策略，因此也被稱為「方法

論的行為主義」。(Maslin, 2001, p107; Kirk, 2003, p99)由於現代科學的進展，統計

分析以及生物觀察的技術日新月異，方法論的行為主義者也漸漸將某些關於心靈

的第三人可觀察資料納入研究，例如曾經被極端路線所捨棄的內省報告，以及儀

器測得的生物內部反應等(例如恐懼時腎上腺素分泌，疼痛時心跳加快血壓升

高)。 

受到心理學行為主義之影響，哲學界在 1930~1960 年代初期對行為主義亦有

廣泛之討論。和心理學著眼於行為的成功預測和合理解釋不同，哲學關心的是行

為描述和心靈概念在意義上的關聯；哲學的行為主義者認為，為了避免像笛卡兒

一樣認為心靈是某種非物理的實體，我們應該將「心靈」、「智能」、「理解」、「情

緒」等等說法取代為對行為本身以及行為傾向性的談論─所謂擁有某種心靈概念

不外乎以某種方式行為或在某狀況中傾向於以某種方式行為。舉例來說，若我擁

有「臺灣在日本的南邊」這個信念，那就是當我被問道：「臺灣在日本的哪個方

位」時，我傾向於回答「南邊」這個答案的狀態。分析行為主義者，即最極端的

哲學行為主義者相信，所有包含心靈概念的語句和對應於此語句的一系列身體狀

態描述、行為描述以及行為傾向性描述具有完全一樣的意義，所以一切原屬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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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靈語句都能夠被準確翻譯為可公開實證的物理學語言。 

如果哲學行為主義為真，適當的行為與對應的心靈概念具有相同的意義，亦

即先前提到的形上學問題：「行為描述是否能夠取代心靈概念」的答案為真時，

那麼方法論上以行為來判定機器的思考能力就是合理的。但是哲學行為主義卻必

須面對一些難題：首先，行為描述與心靈概念的對應事實上沒有既定的模式，一

種心靈狀態即使在條件嚴格限制下也可能產生不只一種行為，一種行為或多種行

為則可能出自一種心靈狀態。此外，多種心靈狀態也可能只產生同一種行為。另

一方面，人類的所做所為並非皆導因於心靈狀態，即使沒有該種心靈狀態也可能

產生行為。(Kirk, 2003, p101) 

倘若圖靈測驗以哲學行為主義為理論依據，便會出現上述心物對應上的困

難：我們可以合理想像，一台貌似人類的機器能夠在外表上裝得非常疼痛的樣

子，做出人類在遭受疼痛時所傾向於做出的行為，但是一點也不感到疼痛。機器

也可以在測驗中說它擁有某種信念，並且依據該信念所應有的傾向性回答質詢者

的問題，但是實際上此機器對它自己所宣稱的信念內容一無所知。彼時，我們不

會同意對機器的所做所為之客觀描述與「機器擁有心靈概念」的描述有相同的意

義。 

然而，我認為圖靈測驗的理論基礎不必預設哲學行為主義的要求；除非圖靈

測驗宣稱通過此測驗是思考的充份必要條件，否則圖靈測驗並不屬於哲學行為主

義的提議。哲學行為主義的特徵是它要求心靈概念與行為描述有嚴格的涵蘊關

係，一個著名的心靈概念翻譯語句是：一個人相信「貓在蓆子上」若且唯若這個

人傾向於同意「貓在蓆子上」。由此可知，對於哲學行為主義而言，滿足某種行

為傾向性乃是擁有相對應之心靈概念的充份必要條件。 

可是圖靈測驗並不依賴其作為思考的充份必要條件來產生其作為機器思考

標準的適切性。確實，圖靈測驗是一個操作定義，但操作定義從未提供界定項與

被界定項等同性的連結。就如同 Hempel 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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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概念的操作定義必須被理解為：將概念歸屬於『當測驗條件實現時，

所有事例都顯示特定回應』的所有事例，所以被指定的概念與操作並非『同義

的』，它所提供的是『在某條件下有某種實現』的傾向性而已。」(Hempel, 1965: 

p126) 

 

所以，宣稱「機器能夠通過圖靈測驗就能夠如人類一般思考」並不代表去宣

稱「機器能夠如人類一般思考若且唯若機器能在圖靈測驗中傾向於回答適當的答

案」。此一事實顯示的是，圖靈測驗從未採取哲學行為主義(分析行為主義)的立

場。 

我想，一個簡單的例子可以說明其中的不同。當一位數學老師想檢驗學生的

數學能力，他所採用的方法是進行數學測驗的筆試。老師宣稱「若學生通過數學

測驗就代表他懂得上課所學」時，該位老師並不需要同意「學生懂得上課所學若

且唯若學生傾向於能夠在數學測驗卷上填入正確的答案」的說法，該位老師也沒

有理由承受「毫不遮掩的行為主義以及操作主義」1之批評。採用筆試的老師當

然冒著一些普遍化的風險，例如某位優等生可能在進行測驗時摔斷了筆無法作

答、不小心填錯答案欄、生病而無法集中精神，但老師卻因為他不及格的分數而

判斷該位學生不懂上課內容；另一位學習狀況不佳的學生則藉由作弊的手段獲得

高分，老師則誤以為此學生擁有上課所教的數學能力。若要排除這些誤判，我們

需要更進一步檢視出題的難易是否對於瞭解學生真正的程度有幫助、是否學生在

測驗中遇到意外時有解決或補救的機制、是否測驗的規則能夠儘量杜絕作弊、是

否必須限制在某一種測驗形式或應該容許多種測驗形式，而不是因為種種誤判的

可能性，就提議捨棄筆試測驗這個相對客觀的方法。 

綜合以上，圖靈測驗以行為作為一種判斷有無思考能力的標準，並不使得圖

靈測驗成為一個訴諸哲學行為主義的測驗。圖靈測驗並未將行為當作機器思考的

本質，也未曾否認以行為能力作為鑑識策略的可錯性。它僅僅將行為視為掌握機

                                                 
1 見注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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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思考能力的一個客觀辦法，因此圖靈測驗充其量只是一種方法論的行為主義。

認為方法論的行為主義或操作定義會遺漏被研究項某些本質的特性，那是合理的

批評，但若因為某些草創未就尚待開發而不可免的缺點、或為了客觀評估而暫時

將某些特性予以忽略的操作，就認為圖靈測驗「應該被掃入歷史」，那是不公平

的。 

 

第四節  以語言測驗作為思考能力測驗 

 

倘若我們暫時接受行為足以作為機器思考的標準，緊接而來的問題是：在原

始圖靈測驗中所檢驗的行為僅僅是語言行為，而語言行為究竟是不是所有種類的

行為中對證明思考能力最具代表性的方案？我們能不能透過語言行為檢測出思

考的本質？這個議題牽涉了本文到目前為止的所有談論，跟接下來的章節所要處

理的，針對圖靈測驗的反駁也有密切的關係。 

在第二章談過，語言行為相對於其他行為似乎更能展現人類思考的靈活度。

語言的複雜性(例如可依有限的單元組合出無限的句子，可創造出無限的意義)與

微妙性(例如字面以外有隱喻意義、模稜兩可、對一句話的適當回應會因場合不

同而異)等等的特質顯示了語言對於思考能力有一定程度的代表性。至少到目前

為止，人們尚未發現自然界中有任何其他的生物也具備合乎上述特質的語言能

力；因此，從笛卡兒以至於 Turing 都採用語言行為的同一作為「能不能像人一

樣思考」的標準。 

當我們納入「智能」，一個互動式解決問題的技術，與語言行為所代表的思

考相比較時，或許更能突顯出語言測驗在思考「靈活性」這一點的強調。許多人

工智能的研究者會同意，自動販賣機、蜜蜂、猿猴、鯨豚等等，在某一程度上是

擁有智能的，但是它們的複雜度尚未到達一個臨界，因此即使它們的確可以針對

外在環境的改變行為模式，改變的幅度也無法超出其內部規定的資訊量：它們所

能夠接收的輸入類型比起人類相當有限，而在可清楚定義的同一事件與條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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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做出完全相同的反應。 

以蜜蜂和人類的兩種溝通行為為例：一隻蜜蜂若發現了花蜜，會飛回蜂巢對

著牠的同伴飛舞，其他蜜蜂則能夠藉由飛舞的形態、速度、持續時間來接收目標

花蜜的方位、距離與種類。這是一種智能行為，可透過與自然界的互動來進行資

訊交流的功能；然而，這個功能與人類的語言所能達到的功能有決定性的不同。

針對任何一種情況，蜜蜂所傳遞的訊號是一系列無變化、千篇一律的行為，人類

在使用語言說明一件事時則有無數種方式可以表達。其次，蜜蜂的舞姿只有固定

幾種，而人類可以藉由語言架構無限制地創造有意義的話語。再者，人類同一句

話可有不同的意思，蜜蜂的同一種飛舞模式只能有同一種意義。(張欣戊等，2001, 

p209) 

這並非想要說明語言行為所能掌握的思考擁有與「智能」本質上不同的原初

架構；就像前兩節所談論的，至少就「行為」這個層面我們不必太過強調原料或

架構的問題。人類要與其他人溝通所使用的語言同樣也被要求是「前後融貫的」、

「與環境處於互動關係的」處理事件之能力；因此，我認為語言行為所代表的也

是一種智能，但是它比人工智慧學者所同意的智能之定義門檻更高，並且在複雜

度所產生的靈活性上，具有被區分開來稱之為「思考」的資格：一個能夠完整模

擬語言行為而產生無限性、創造力和模稜兩可的能力，僅以「智能」這個概念目

前無法突顯。在這些優勢下，我認為採取語言測驗的策略作為思考的標準是相對

適當的。 

但並不是所有人都同意語言測驗對於機器的思考能力是一個適當的判準與

實踐目標。我同意其中一些，特別是那些指出語言測驗並不是唯一判準或唯一研

究進路的說法；但不認為語言測驗有什麼原則上不合理的問題。這些都將會在以

下的章節進行詳細討論，在此僅作概略的介紹。 

訴諸語言測驗作為標準來掌握思考能力所衍生的問題約可分為四類： 

第一，當「思考」作為一種複雜的心靈概念，純粹用「語言」來作思考的標

準是否忽略了某些思考的重要本質？這個問題經常以「雖然機器通過語言測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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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但是能夠通過語言測驗不代表能夠思考」的形態出現。例如 John Searle

認為他所設計的中文房能夠通過中文的語言測驗，但事實上中文房間連同裡面的

人都無法透過符號操作而理解中文，缺乏「理解」的語言行為並不足以代表作為

一種心靈概念的「思考」。Ned Block 則認為，我們可以想像一台機器，內建所有

可能的語言輸出與輸入之資料庫，那麼這台機器就僅需要做搜尋的動作就能通過

語言測驗，但是我們不會說這台機器能夠思考。 

第二，要求測驗對象模仿人類的語言能力來當作測驗對象能夠思考的證據，

是否忽略了思考能力可被多重實現的可能性？那些沒有人類語言能力的、或者構

造上無法如人類一樣作語言表達的對象，就會被排除在測驗之外；它們就算擁有

思考能力，也無法透過語言測驗證明，因此用語言測驗作為思考之標準是不公平

的。(當人類作為目前唯一能夠使用複雜且靈活的語言之示例時) 

第三，除了語言測驗以外是否還有具代表性的思考能力測驗？我們是否有必

要將圖靈測驗僅限定為語言測驗來探討機器思考能力之有無？人類能夠做出許

多除了使用語言文字以外的高度智能行為，例如對於現象背後理論的洞察、對音

樂或圖型的創造力、對未來情勢發展的預測等等，在這些方面的表現是否更能代

表思考能力？ 

第四，我們是否有必要以「思考」來解釋通過語言測驗的能力？當我們能夠

清楚地用線路、磁軌、電子等等構成部件的運作來描述機器使用語言時的狀態，

那是否還有必要用「思考」歸屬給一台能夠使用語言的機器？用「思考」來形容

機器的行為，是否就像 Gibert Ryle 所舉的例子：「懊悔的烤麵包機」一樣，屬於

範疇上的錯誤(Category Mistake)？ 

這四個關於語言作為思考標準的問題，同時也就是圖靈測驗的四項主要困

難。其中第一點，關於 Searle 的中文房論證將會在第四章談論，而 Block 所設想

的機器則在第五章第六節談論。粗略來說，我將對這類問題採取強弱兩種進路來

處理，強的進路是指出思考並不見得需要該問題所指出的本質，進而承認如果能

提出任何足以通過圖靈測驗的方式，那採用該種方式的機器就已經是能夠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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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弱的進路是承認思考實驗中的機器的確不能思考，但思考實驗只能說明該類

型的機器無法思考，而不能說語言測驗對測出其他類型的機器也同樣沒有效果。 

對於第二點，語言測驗無法測出非語言思考者的思考能力的詳細回應，則是

在第五章第三節。當我們批評圖靈測驗太過人類中心時，不能忘記人類是目前唯

一能夠使用複雜且靈活的語言之示例，而且也是我們最熟知的示例；僅依據想像

而對於其他生物之思考能力的過度強調是沒有太大幫助的，因為我們並不清楚那

些我們無法設身處地去瞭解的思考是什麼。當我們的問題集中於「機器能否思考」

的時候，原本關心的就只是「能否像人類一樣思考」而已；此外，就算語言測驗

的確有人類中心的缺點，也不會妨礙到其他關於非人類思考者的研究。 

關於第三點，我同意我們不必將語言測驗作為模仿人類思考能力的唯一測

驗，因為語言測驗的確不是人類思考能力的充份或必要條件，這在第二章談過，

而在第六章將會做更清楚的分析。除了語言測驗以外，如果設計良好的話，一個

創造力測驗或洞察力測驗也是合理的，甚至如果有朝一日技術上可能的話，我們

亦會樂見一個包涵多種知覺、行動的「完全圖靈測驗」。然而在接受這些新測驗

作為思考能力測驗之前，對於思考能力的代表性也應該考慮：如果只是簡單的創

造力與洞察力，例如聯想與經驗事實的歸納，就結果來說目前的機器也能夠藉由

純粹的符號操作、利用資料庫的搜尋比對即可做到；如果是困難的，例如針對某

一複雜情況寫出解決問題的程式，以及發現某一數學定理，那麼不管電腦是不是

有朝一日能夠做到，問題就變成「即使能夠思考的一般人也做不到」。倘若相較

之下，語言測驗在面對一般多數的情況時有它的優勢在，我們其實不能因為它無

法解決所有的狀況而否定它的適用性。 

第四點，關於我們是否有必要以「思考」來形容通過語言測驗的機器，我認

為批評者的擔憂某程度而言是合理的。人類往往有將事物過度擬人化的情形，例

如「天氣太冷，車子不想動」，因為車子不會「想」，所以如果不把隱喻考慮進去，

這就像 Ryle 所指出的範疇錯誤一樣，把某些該事物不可能具備的屬性歸屬於該

事物。(Ryle, 1952 p18~23)然而，我認為批評者必須額外去考量兩個問題，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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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語用中把「思考」歸屬給種種人類的行為之時，卻不願意把「思考」歸

屬給做出同樣行為的機器，是否其實對「思考」付加了語用以外的意義？一個經

驗的事實是：即使我們無法定義思考是什麼，但是如果某些行為是經過思考而做

出的，我們並不難去辨別出來，即使這些行為之間未必具有相同的特徵。批評者

是否也犯了範疇錯誤，誤把用來描述許多特徵上不盡相同之行為的「思考」一詞，

當作是一個心靈實體，擁有不變的特徵與概念？其次，如果我們說不必用「思考」

來描述那些可以用物理層次描述的機器運作，那麼當我們承認人類是一種機器，

而可能以物理層次來理解人類的心靈的時候，是否也承認人類不必再用到「思考」

一詞來指稱人類自身的行為？這兩個問題，我將在第七章進行討論。 

 

小結 

 

究竟圖靈測驗能否作為思考的標準？談話機器目前的成果尚不足以回答這

個問題，因此，若我們想繼續研究行為作為思考標準的適切性，必須回到「機器

思考原則上可不可能」的探討；而這非得從「思考」的概念分析開始不可。 

首先面對的是思考的歧義性。從 Turing 的文本中可以看見機器思考與人類

思考的混淆，雖然 Robinson 和 Copeland 試圖以智能(機器)/思考(人類)的二分法

作一釐清，但是這並沒有解決「機器能否思考」的問題。就如同 Searle 在強弱

AI 的區分中告訴我們的，很少人會反對機器能夠擁有啟發式的(heuristic)、單純

解決問題的智能，問題還是在於機器能否模擬人類的心靈，像人類一樣地思考。

(Searle, 1980, p266) 

那麼，像人類一樣的思考究竟有什麼標準呢？透過對於心物問題的反省，我

們看到二元論所稱的「靈魂」並不是適當的選項，無法證偽乃是訴諸靈魂的問題

之一，任何人都可以宣稱「石頭能夠思考」，因為我們無法分辨一塊石頭擁有靈

魂究竟是真是假。某些物理主義所宣稱的「大腦」、「中央神經狀態」也不是適當

的選項，因為我們缺乏夠好的理由說明思考能力只能夠被上述系統所實現，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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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採用異於人類的物理結構而能夠思考的物種之存在並不一定違反自然法則。 

只要回到常識觀點去反思人類對於他人心靈的認可過程，就知道人類在歸屬

他人心靈時相當依賴對象的身體與行為。事實上不僅僅是他人心靈，考察人類許

多對於動物或無生物的心靈狀態歸屬，就會發現真正對一般人有說服力的思考標

準經常是「行為」：包括那些能夠完成某種功能或表達某種意向的動作，也包括

那些能夠被現代儀器偵測或統計的生物反應和內省報告。認為「行為」可以作為

思考的標準，並不一定要接受任何程度的心靈與行為之等同。訴諸行為觀測來鑑

定是否擁有心靈概念的主張，可以完全是方法論的；是一個將心靈從私有的、神

秘化的範疇中拉到客觀現象的方法轉向。 

圖靈測驗就是這樣一種「訴諸行為」的測驗。藉由以方法論來理解，我認為

圖靈測驗有機會避開那些針對哲學行為主義的批評。圖靈測驗就像許多依外部觀

察來決定成績的測驗一樣，它們宣稱利用此測驗能夠客觀地表現出機器模仿人類

思考的成績，即使這個測驗並非全然公正，也可以依其開放性提供測驗的客觀條

件給外界檢討。拿數學測驗的例子來說，心物二元論並不會同意「解題」與「懂

數學」的化約，等同主義就像是老師依據學生腦袋裡是否有跟老師相同的解題過

程、有沒有完全依照老師之前寫在黑板上的計算步驟來給學生的數學成績打分

數，分數要怎麼給完全看「學生在作答時的腦狀態」是否跟「老師在處理這些數

學問題時的腦狀態」一模一樣。方法論的行為主義，則只是看寫在考卷上的計算

過程是否合理，答案是否正確；至於學生對考卷上的題目是如何發想的、計算內

容如何與當初教導的有差異，就不在考慮之列。 

比起心物二元論的「靈魂」，以行為作為思考標準具有外在世界的可證偽性，

比起等同主義的「物理結構」，以行為作為思考標準可以拒絕「只有人類能夠思

考」的沙文主義，而與多重實現的可能性相容。因為這些理由，我認為「行為」

乃是一個相對適合的思考之標準，圖靈測驗從行為出發的策略是合理的。雖然不

是每個人都同意這個行為測驗的主題：語言測驗。 

語言測驗的優勢在於它的一般性，以及它能夠篩除一些無法檢驗出思考靈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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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複雜度的案例；但當我們透過經驗科學對於「語言」或「思考」有更深入的

瞭解，或許會發現語言測驗對於思考本質的掌握可能並不完整，而這時就會需要

一些新的測驗方式。雖然本文持續地為圖靈測驗原則上的合理性辯護，但我也認

為沒有必要為圖靈測驗堅持某種「古法提煉的純粹性」。舉例來說，在飛行器被

發明以前，設立「人持續離地到達什麼樣的高度與距離」作為實現「人類飛行」

的目標，頂多初期有些方法上的瑕疵，卻不至於妨礙原則上的合理。當然，一開

始我們可能會以「模仿鳥類拍動翅膀」作為實現人類飛行能力的策略，但我們沒

有理由堅持只有像鳥一樣拍動翅膀的才算是會飛。如今飛機會飛，熱氣球、飛船

也會飛，「持續離地到達某高度與距離」的標準是中立的，並不排斥其他可行方

案。 

到此為止，本文所堅持的一點是，圖靈測驗以行為來判定機器能否像人類一

樣思考的方法，或許能發掘出比語言更適合的主題，但至少目前並沒有原則性的

錯誤。以下將列舉一些著名的反對意見，用以檢視上述的說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