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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文房論證 

 

中文房論證是哲學家 John Searle 在 1980 年提出的論證，旨在批評當時人工

智慧學術群一個常見的類比，即「身體就像是電腦硬體，而心靈就像電腦程式」

的說法。一些人工智慧的研究者宣稱，只要讓電腦硬體運作適當的程式，就可以

通過圖靈測驗而被認可為擁有人類的心靈狀態；而 Searle 認為那是錯誤的，就算

真的製作出一組程式讓電腦能夠通過圖靈測驗，該電腦的運作仍然產生不了任何

心靈狀態。 

我在第三章第一節曾談論過，圖靈測驗意圖要從電腦測出的不僅僅是「智能」

這種僅以互動機制解決問題的思考，而是包含了種種心靈概念在內的思考能力；

如果 Searle 的意見為真，那麼圖靈測驗的功能就被大大地削弱了。考慮到中文房

論證是一個曾引起廣泛爭議的著名論證，本文將以一整章的篇幅來探討它對圖靈

測驗的影響。 

在開始談論 Searle 所提出的中文房論證以前，為了避免無謂的誤解，我認為

先以他自己的四組問答闡明他對「機器能否思考」此一問題的見解乃是必要的。  

 

問題 1：「機器能否思考呢？」 

回答 1：「顯然是的，我們就是這種機器。」 

問題 2：「那麼，一個人工物、人造的機器能否思考呢？」 

回答 2：「假設我們能夠做出一個擁有神經系統的機器，包括神經元、軸索、

樹突以及其他應有的東西，充足於我們所擁有的神經系統，那麼答

案也是很明顯的。是，如果你能夠複製原因，你就能複製結果。同

時，要製造出意識、意向性也確實是可能的。」 

問題 3：「好，那麼，一台數位電腦是否能思考呢？」 

回答 3：「如果所謂的『數位電腦』指的是任何在描述層次可被正確地描述 

為以電腦程式所具現的東西，當然，是的，因為我們多少都是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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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所具現的東西，而我們能夠思考。」(Searle, 1980, p275) 

 

Searle 同意人是機器，認為如果能夠以生物科技製造出模擬人類神經系統 

的機器，那麼該機器就可能是會思考的。並且，Searle 在一個意義下同意數位電

腦能夠思考：若在描述的層次，人類的所有功能都可以被電腦程式正確描述的意

義下。 

    簡單說，第三組的回答就是「若人類的所有行動都能夠被數位電腦所模擬，

因此人類是數位電腦的一種的話，那麼數位電腦是能夠思考的：因為人類能夠思

考。」然而這個回答和他是否同意作為符號操作機器的數位電腦能夠思考乃是兩

回事。詳細說來，Searle 認為「心靈是否為一個電腦程式」和「是否大腦的運作

可以被一台數位計算機所模擬」乃是兩個應該被區分開來的問題。前者可被以下

將要探討的中文房論證所否定，而後者則被丘奇論題(Church’s Thesis)所支持。

Searle 說： 

 

「根據丘奇論題，任何事物若能夠被給予一夠清楚的、作為一組步驟(as a set 

of steps)的特徵描寫(characterization)，那麼該事物就能夠在一台數位電腦上被模

擬。因此很自然地，這個問題(按：是否大腦的運作可以被一台數位計算機所模

擬)的答案乃是肯定的。」(Searle, 1990) 

 

    同樣都認為人類是一種機器，且同樣認同丘奇論題(事實上丘奇論題也常被

稱為丘奇-圖靈論題，Turing 僅比 Alonzo Church 晚了幾個月做出類似的論題)，

對於 Turing 想用圖靈測驗說明的觀點，Searle 想藉由中文房論證反對的到底是什

麼？第四組問答說明了這點： 

 

    問題 4：「是否一個東西能夠思考、理解等等，可以僅僅因為它是一個擁有

適當程式的電腦？是否執行(instantiating)一個適當的程式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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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理解的充份條件？」 

    答案 4：「答案是不行。…因為形式符號的操作本身並沒有任何意向性；它

們是無意義的(meaningless)；它們甚至不是符號操作，因為符號並

不符號化任何東西。用語言學的行話來說，它們只有語法而沒有語

意。」 

 

因此，即使 Searle 同意人類可以在解釋層次被歸類為數位電腦，而因此使得 

人類成為數位電腦能夠思考的範例，但他不認為現行的符號處理機器有思考的可

能性。所謂符號處理機器，包括了 Turing 所提議作為圖靈測驗對象的數位電腦，

以及人工智慧聯結論者所談的類神經網路電腦。Searle 認為：「圖靈測驗在不知

恥的行為主義以及操作主義上，是該傳統的典型」(Searle, 1980, p276~277)，而

中文房論證藉由「即使機器通過圖靈測驗依舊沒有思考能力」這個結論所要指出

的，正是行為主義與操作主義的謬誤。 

    關於圖靈測驗涉及行為主義與操作主義的問題，第三章第三節已經探討過。

本文所採取的看法是，圖靈測驗不必、其實也沒有採取分析行為主義的立場，一

個方法論的行為主義未必要承受 Searle 全部的責難。同時，雖然圖靈測驗的確是

思考的操作定義，但依 Hempel 的闡述，操作定義並非將定義項與被定義項等同，

Turing「等級 A 機器」的用語也可澄清這一點。 

因此，本章所要集中討論的，乃是中文房論證本身的推論過程，以及「即使

機器通過圖靈測驗，依舊不可能有思考能力」的說法是否適當、是否對圖靈測驗

之定位造成影響的問題。 

 

第一節  思考實驗 

 

    1977 年，人工智能學家 Roger Shank 意圖設計一套程式，目標是模擬人類「理

解故事」的能力。例如說我們有兩個簡單的小故事，第一個是：「一個人進入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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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並且點了一份漢堡，當漢堡上桌時卻發現是烤焦的，此人勃然大怒離開餐廳，

沒有付帳也沒有給小費。」第二個是：「一個人進入餐廳並且點了一份漢堡，當

漢堡上桌時他相當高興，而且在付帳離開餐廳前，給了服務生許多小費。」當我

們述說完這兩個故事，並且分別問「這個人是否吃了漢堡」時，雖然兩個故事中

都沒有提到主角到底有沒有吃漢堡，但大多數擁有足夠社會經驗的正常人都會認

為第一個故事裡的人沒吃漢堡，第二個故事裡的人吃了漢堡。如果我們把這兩個

故事傳達給 Shank 的程式，而 Shank 的程式會跟正常人一樣，對第一個故事提出

的問題回答「否」，對第二個故事提出的問題回答「是」，那麼在某個意義上 Shank

的程式就通過了圖靈測驗。如果圖靈測驗的觀點正確，則 Shank 的程式就可以被

稱作是「能夠理解故事」。 

1980 年，Searle 在《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中反對上述的結論，他認

為以下的思考實驗可以告訴我們，Shank 的程式並非真的「理解」： 

 

假定有一個幾乎與外界隔絕的房間，這房間裡有一個只懂英文的人、一套中

文的語法結構編碼書、和一本用英文寫成的中文語法結構編碼書之操作手冊。在

這房間外面的出題者是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出題者將中文寫成的問題紙條遞進這

個房間，而裡面這個只懂英文的人藉由手冊操作編碼書，找到對應問題的資料，

並把這些資料原封不動地寫在紙條上遞出去。假設一切順利，出題者將會承認由

中文房所遞出的答案是令人滿意的，並且以為這房間裡的人懂中文，但事實上房

間裡的人並不懂。(Searle, 1980, p267) 

 

Searle 想藉由這個思考實驗說服我們，即使 Shank 的程式通過了圖靈測驗，

能夠使外界的人相信此程式「理解故事」，但實際上這個程式做的僅僅是依照規

則傳遞指令、處理符號，這些動作能夠得到擬似人類會如此回答的答案，但並不

涵蘊對於故事的瞭解。真正人類的思考之所以不只是運算符號的圖靈機。其理由

在於：人除了擁有互為定義的心靈狀態外，他還「懂得」那些心靈狀態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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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機器就像那中文房一般，頂多只處理程式或語法的結構，而沒有真正理解的

能力，也就是說，機器無法處理「語意」的問題，其無法擁有真正的心靈狀態。 

 中文房思考實驗的主要目的是要說明強 AI 的立場是錯的：強 AI 認為符號

處理機器能夠實現真正的人類心靈，但 Searle 認為真正的人類心靈擁有語意內

容，符號處理機器無法在運作中得到語意內容，所以符號處理機器原則上不能達

到真正的人類心靈。一切的思考、信念、理解、欲求、記憶、情緒、自我意識並

非訴諸可觀察的行為就能說明，因為它們都包含了無法從行為觀察到的語意內

容。因此，一個可能的論述是：如果中文房論證成立，如果訴諸行為檢測原則上

不可能測出人類思考所必要的語意內容是否存在，那圖靈測驗的立場很可能就是

錯的。 

一般而言，對中文房論證的批評分文兩個方向，一個是指出中文房本身在技

術上沒有實現的可能，另一個是指出中文房論證在推論上的瑕疵。以下兩節將分

別試述之。 

 

第二節  技術問題 

 

一個反駁中文房論證的進路為「技術的可能性」；有些人批評中文房技術上

不可能實現。因為以人力來執行電腦在處理程式時所做的，將會非比尋常的繁

瑣，如果中文房技術上不可能實行，似乎就沒有立場談中文房通過圖靈測驗之後

的事。 

典型的回應是：在思考實驗中，只要技術面的問題並不在原則上否定實驗的

可能性，對技術面的窮追猛打似乎總是不夠同情。規則書雖多，處理時間雖長，

但處理程序是有限的；一個想得慢的思考者仍然是真正的思考者，所以中文房原

則上仍然可能。但是，數學家 Roger Penrose 對上述的回應並不滿意，他同意我

們在這裡關心的是原則的問題，但是當考量到「為了回答甚至相當簡單的圖靈檢

驗問題，這一段程式的運算會涉及到如此多的步驟，以至於在一個正常人的一生



64 
 

中根本沒有可能用手完成這一算法…一個算法要呈現出精神品質，其複雜性就要

達到某一臨界量，我認為是合情理的。這一臨界量如此之大，複雜到這等程度的

算法，由任何人以 Searle 摹想的樣子用手來進行，根本就是不可能想像的。」(《皇

帝新腦》，1993，p21) 

Daniel Dennett 進一步針對中文房處理問題的速度提出懷疑，他認為速度對

於智能行為的實現是不可忽略的：「如果你沒辦法夠快速地掌握相對份量的環境

改變，並且依此謀生的話，那麼不管你是多複雜的個體，實際上就不算是有智能。」

(Dennett, 1987, p326) Dennett 舉帕金森氏症為例，大腦機制的趨緩並不只是使智

能行為趨緩。與身體其他部位的互動緩慢將會造成癱瘓的結果；因此，速度不夠

的思考者也許就不是真正的思考者，像中文房這種實際上資訊處理速度不可能跟

上外在世界變化的裝置，不太有機會如 Searle 所描述的那樣，能以中文通過圖靈

測驗。 

Churchland 在討論中文房時所假設的例子，似乎也可以拿來當作「處理得慢

也無所謂」的反論，這個論點得從光電研究的歷史談起： 

1864 年，James Clerk Maxwell 在研究電磁場理論時預見了電磁波的存在。

同時指出電磁波是一種橫波，電磁波的傳播速度等於光速。Maxwell 透過電磁波

與光波的相似性質，提出假設，認為光波是一種電磁波。二十多年後，Heinrich 

Rudolf Hertz 用實驗證實了電磁波的存在，測得電磁波的傳播速度的確與光速相

同，同時電磁波也能夠產生反射、折射、干涉、繞射、偏振等現象，從實驗中證

明了光是一種電磁波。 

Churchland 假設，在 Hertz 證明光是一種電磁波前，也有一位 Searle 以思考

實驗提出對 Maxwell 的質疑：「想像一個暗房，一個人拿著一條磁鐵或充過電的

物品。如果這個人努力地把磁鐵上下移動，那麼，根據 Maxwell 的人工發光性理

論，就會產生一個擴展的電磁波環，因而成為發光的狀態。但是，只要玩過磁鐵

遊戲的人就很清楚，它們的力即使處於運動中也不會發光。故而，僅僅將力到處

移動而產生真的的發光性乃是不可理解的。」(Churchland, 1998,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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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依據現代科技對電磁波的理解，上述「發光房」的實驗對於發光現象是

最嚴重的誤導，因為其中磁鐵的擺動頻率簡直低得荒謬，以人力擺動的速度無法

達到發光所需要的頻率是理所當然的。因此，雖然發光房已經滿足了大部份發光

的要素，仍然沒辦法使人類肉眼辨識在房間中辨識出任何可見光。同理，就算符

號處理的過程能夠產生心靈，即，就算中文房已經滿足了大部份產生思考能力的

要素，因為技術上無法達到應有的速度，所以論證中假設中文房能夠通過圖靈測

驗乃是不可想像的。 

或許對於 Searle 來說，中文房論證的重點在於：即使房中的人長生不老，即

使有超人能夠實踐快速的操作，房中的人終究不懂中文。「僅僅操作規則書的房

中人不可能懂中文」才是真正問題的所在。Searle 要告訴我們，即使實踐上機器

再怎麼會操作符號，即使機器操作符號的能力不違反自然律，操作符號就能實現

人類思考能力的機器還是不可能的。 

 

第三節  系統反駁 

 

在推論上，Searle 預想到中文房論證必須處理一些可能的反駁，故在文章中

先對這些反駁作回應。第一個反駁是「機器人反駁」：反駁者認為，如果能夠做

出感應外界事物的機器人，那麼此機器人就不再只是處理符號的裝置；例如能夠

以人工視覺觀看、能夠以人工觸覺回傳觸感，那麼依據這些資料進行圖靈測驗的

機器人或許就有理解的心靈狀態。Searle 回應道，增加感知的機制並不會替機器

人加上理解能力，回到中文房的例子，假設這個機器人在中文語系國家活動，有

一個人在此封閉的機器人之中處理程式，我們可以想像這個機器人在外部行為表

現上與任何一個作為人類的中文使用者無法區別，但是在機器人裡面的那個程式

處理者跟中文房中的人一樣，還是完全不懂中文。(Searle, 1980, p271) 

另一個主要的反駁是「大腦模擬反駁」。我們可以想像使用機器模擬人類大

腦的狀況，依據大腦平行分散處理的機制來設計機器，而這個機器能夠處理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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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外所傳入的問題，並且作出適當的回答；如是，這組模擬人類大腦的機器或許

就能夠擁有人類理解時的心靈狀態。Searle 對此反駁的回應是，就算我們能用各

種管子和閥門做出神經元突觸的功能，並且讓這個腦模擬機器通過了中文的圖靈

測驗，但管子和閥門、或功能類似的形式架構裡面，仍然不存在任何「理解」。

(Searle, 1980, p272) 

或許在前述兩個反駁綜合的狀況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Searle 的立場究竟是

什麼。假設一個機器人擁有偵測外在事物的能力，而其內部結構模擬大腦，Searle

仍然堅持這個機器人不可能有心靈狀態；或許它在行為上完全與人無法區分，但

只要我們知道它是由符號處理機器組成，就不會再把心靈狀態歸屬給它(Searle, 

1980, p273)；「像人類一樣思考」必須在思考時理解自己在想什麼，純粹的語法

處理再怎麼樣都顯示不出「理解」的語意特性。 

在這些反駁中，事實上 Searle 面對的是「系統」的問題。或許多數人會同意

機器人的「感覺裝置」不具備理解的能力、任何一條真空管、任何一個活閥、任

何一片模擬大腦突觸的晶片都不具備理解的能力，Searle 所一再強調的其實是多

數人同意的部份，但問題在於：整個機器人、整個腦模擬機器到底懂不懂中文？

Searle 提出了「系統反駁」意圖解決整體性的問題，在我看來，「機器人反駁」

與「大腦模擬反駁」都只是不同形式的系統反駁而已。 

Searle 所描述的系統反駁是這樣的： 

 

「的確，那個被鎖在屋子裡的人並不懂。但事實上，他只是整個系統的一部

份，而這整個系統懂。此人面前有一堆寫著規則的分類帳、用來計算的草稿紙、

鉛筆，許多組的中文符號資料鍵排。現在，『懂』並不歸屬於任一個體，而歸屬

於個體所在的整體系統。」(Searle, 1980, p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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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le 輕蔑地說他覺得回答系統反駁「實在有點丟臉」1，因為「一個人本來

不懂中文，但給他一套規則書加上紙筆，就可能懂中文了」對他來說是不合理到

不值得討論的。當然，房中人加上一堆配備就懂中文無疑違反直覺，但這裡似乎

留下一些空間來探討，到底 Searle 的回應有沒有針對系統反駁來談？是否 Searle

過於低估了這個反駁對中文房論證的威脅性？ 

系統到底懂不懂呢？Terry Winograd 認為 Searle 沒有資格宣稱哪些狀況可以

用「懂」哪些狀況不可以(Preston, 2002 p23)；但有些批評中文房論證的哲學家在

某程度上(Searle 對「懂」所堅持的程度)作出了讓步，同意「系統懂」是竊題的。

系統懂不懂固然可疑，但我們同樣要說，從文章的內容來看，Searle 可能並未提

供詳細的說明來加強「房中人不懂」與「系統不懂」的聯結。另一方面，我想指

出：「房中人無法經由符號操作來懂中文」的前提一直沒有被認真看待，如果能

夠動搖此前提，則 Searle 拿房中人不懂當作反對強 AI 的重要依據，便有商榷的

餘地。 

上述兩方面的反駁正巧對應了兩種對中文房論證的解讀：「房中人不懂中文

所以整個房間不懂」以及「房中人跟電腦一樣無法經由操作符號懂中文」。一般

而言，前者的解讀較廣泛地成為批評中文房論證的素材，後者的解讀則較同情地

忽略 Searle 在實驗設計上的類比不平衡，修改為一個房中人與電腦對等的狀況來

談。以下，將依兩種解讀方式提出反駁的意見： 

第一，假設 Searle 的意思是：「如果強 AI 論者正確的話，那麼中文房中的人

應該會經由語法操作理解中文，但是沒有，所以中文房沒有理解中文的能力，所

以強 AI 論者說錯了，純程式處理機器無法擁有心靈狀態。」然而，首先，強 AI

論者並不認為經由語法操作能夠讓機器中的某一單元獲得心靈狀態，他們大多相

信的是語法操作能夠使「機器整體」獲得心靈狀態。其次，「因為中文房中的人

不懂中文，所以中文房整體不懂中文」似乎是太強的推論。即使中文房整體確實

不懂中文，「中文房整體不懂中文」的結論也不見得能由「中文房中的人不懂中

                                                 
1 “I feel somewhat embarrassed to give even this answer to the system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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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而推出。 

第二，Searle 的意思也可能是：「操作符號的房中人跟操作符號的電腦一樣，

無法經由操作符號懂中文」。詳言之，我們不一定要將電腦視為整體(語法與資料

內在於電腦)，而把房中人視為整體的部份(語法與資料外在於房中人)。我們可以

假設電腦指的是電腦的中央處理器，而規則和資料外在於中央處理器，那麼房中

人就可以類比為中央處理器。則 Searle 的意思是：設計中的房中人只是在做符號

處理，就算會做也不懂中文。中央處理器也只是在做符號處理，所以中央處理器

也不懂中文。 

改寫成以上那樣，也許可以解消傳統的「部份≠整體」的系統反駁，而不偏

離中文房論證的主旨。但我在這裡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們同意上述的改寫，「操

作符號的房中人無法經由操作符號懂中文」這個陳述的問題可能更大。 

Searle 並沒有告訴我們為什麼操作符號的房中人無法經由操作符號懂中文，

一切都只訴諸讀者的直覺。如果依照 Searle 對中文房的能力描述，「語意」的轉

譯其實有可能已經在規則書中實現。值得注意的是，規則書有許多種寫法，可能

以高階語言寫成而適合房中人快速操作，就像讓房中人操作翻譯機一樣。也可能

以較低階的方式組成，例如僅列出語詞對應表、句型對應表、讓回應的句子合乎

中文習慣且和之前的問題回答不矛盾的參考書籍。如果只是讓房中人操作翻譯

機，那麼房中人的確不會懂中文，但這會讓房中人與翻譯機分屬整體的兩個部

份，此狀況是系統反駁的對象。但如果房中人能夠直接閱讀參考書籍，那原本懂

英文的他有沒有可能經由閱讀參考書籍而懂中文呢？ 

前面已經提過，Searle 的中文房因為論證架構的關係不一定能得出系統不懂

的結論，但仍以房中人絕對不懂中文作為說服力的來源；我現在要做的工作是，

說明房中人懂中文的可能性，並以這種可能性來再度指出中文房論證不見得能以

預設房中人不懂來推出它的結論。 

請設想以下的問題：「一個人能夠依規則書做符號處理、回答中文問題、通

過圖靈測驗，有沒有可能其實他已經懂了？」我們一直以來都忽略了那所謂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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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書是什麼樣的東西。一個人如果能夠依規則書操作，表示他懂規則書要他做什

麼(或許藉著操作手冊，或許經由操作過程)，就像我們看字典、外文文法書時，

我們會懂字典中哪個英文詞是哪個中文詞的意思，我們會懂文法書要我們如何把

英文的語法轉變為中文的語法，所以，假設規則書可以類比成文法書一類的資料

集，那麼能夠操作規則書就已經有懂中文的條件。 

我同意規則書不見得要設計成讓人看得懂，但 Searle 並未排除規則書能被看

懂的可能性，所以規則書大略可分為下列 A、B 兩種編排： 

 

A 規則書─借助許多被設計來執行各種功能的，封閉的、不能被解讀的語法規則

群組，規則書中說明如何依序運用這些語法規則群組來得到答案。 

 

例如：拿到問題後，輸入甲群組，拿甲群組的輸出再輸入乙群組，依此類推，

執行完需用的群組後得到答案。重點是，房中人不懂每個群組的詳細內容，他只

會輸出輸入。倘若這樣的設計沒有歪曲中文房原先的意涵的話，我們可以把所有

的語法規則群組合起來，做出一台中文對答機。中文房裡面的人對這台對答機的

原理一無所知，但能照著使用說明書做，以此對答機直接得到所需要的答案。在

這個意義下，中文房裡面的人是整體操作的一部份，我承認，房裡的人不懂中文。 

如果房中人只是整體操作的一部份，則部份不懂中文不能證明整體不懂中

文。A 規則書將面臨原本的系統反駁。(當然我們不知道中文房懂不懂，但光是

「房中人不懂」不見得能使我們同意「中文房不懂」。) 

 

B 規則書─也是有許多語法規則群組。例如字型字義比對的群組、句型句義比對

的群組，文化語言習慣的群組。跟 A 規則書比起來，A 規則書的群組對房中人

而言是黑盒子，但 B 規則書的群組是房中人可參與的語法規則。房中人親自去

執行每個群組中的每條語法規則，由房中人親身來找答案，而非讓不明究裡的群

組直接提供答案。換句話說，重點在於房中人可以內化理解這些語法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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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想像：房中人就像一個學習外語的翻譯者，他有各類基礎文法書，

有慣用法教學書籍，有雙向對譯字辭典。問題被遞進來之後，他可以依所有的基

本工具書查到意思，回答適當的答案。在這個意義下，中文房裡面的人就獨自處

理了全部的語法操作。(整套 B 規則書中的相關簿籍全都是語法的；文法是語法

的、習慣用法是語法的、字典上對語意的說明，如「狗=dog」、「strike=打擊」也

是語法的。事實上只要是用符號記載的，就是純語法編排的。) 

在採用 B 規則書的中文房中，即使只進行了語法操作，房中人將「非顯然

不可能懂中文」；至少，藉由將規則書內化的過程，他也許能懂得傳進來的中文

問題和傳出去的中文答案。(也可能因為記憶等等關係而不懂，但那不影響懂中

文的可能性。) 

或許，我更應該注意「內化」的說法對強 AI 立場所帶來的危險。如果規則

書的內化對房中人是可能的，則房中人懂中文是可能的。若規則書設計上本來就

無法被房中人內化，則房中人就無法經由處理規則書懂中文。從 B 規則書的設

計可以看到，規則書的內化有兩方面的要求，一是規則書本身有可讀性，二是房

中人必須擁有「懂規則書」的能力。若站在支持強 AI 的觀點，從第一點來說，

我們似乎必須面對「語意源於規則書設計師而非中文房自發產生的內容」的攻

擊；從第二點來說，懂中文的可能性依賴於房中人原本懂英文。電腦無所謂懂或

不懂英文，因此沒有懂中文的條件，所以電腦可以有理解能力的說法仍是可疑的。 

面對「內化」說法的第一點問題，我必須反問：「人類的語意難道就是人的

自發內容嗎？人的先驗範疇和後天經驗所產生的語意難道是人類『自發』的嗎？」

即使一個無神論者也會承認，人的認知能力並不是人自己有意識地創造出來的，

更何況是外在的經驗對象呢？我們沒有理由要求電腦「自發地產生語意」，因為

就算擁有語意的人類也無法做到。如果接受「演化是一種盲目的設計」，如果人

有天生的認知分類範疇，如果同意後天的環境互動、社會、教育是一種對語意的

塑造，那麼人所擁有的語意或許也源於那些抽象的「規則書設計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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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的第二點問題則指出了，我們沒有辦法依據 B 規則書的假設─即

使它是好的假設─來肯定地證明電腦擁有理解能力。的確，提出 B 規則書的目

的在於說明：中文房中人依其對英文的理解，有理解中文的可能性。但這並不蘊

涵電腦就有理解中文的可能性。 

所以，藉由兩方面的系統反駁，我們還是只能推出保守的結論。若中文房論

證的意思為：「房中人不懂中文所以整個房間不懂」則可能沒有正面回答系統反

駁所指出的問題；若中文房論證的意思為：「操作符號的房中人跟操作符號的電

腦一樣，不可能經由操作符號懂中文」則我們需要 Searle 提出更多「為什麼不可

能」的理由。若規則書可被理解，房中人作為中文房的整體時，Searle 並未充份

說明房中人為什麼還是不可能懂中文；若規則書不可被理解，房中人作為中文房

的部份時，「房中人不懂中文」這個單一的理由應該推論不出「中文房不懂中文」；

因此，Searle 恐怕不能藉中文房論證說明「語意內容無法純由符號操作得出」，

也無法很有把握地說：「機器原則上無法理解」、「機器原則上無法像人類一樣思

考」。 

 

小結 

 

雖然中文房論證並不是直接針對圖靈測驗所作的論證，但是中文房論證如果

成立，將會間接地使圖靈測驗成為無意義的測驗。因為 Searle 想藉由中文房論證

告訴我們，不管強 AI 的支持者多麼努力，只要他們仍然意圖以符號和規則達到

人類般的心靈狀態，強 AI 就不可能有成功的一天。Searle 並不反對人是機器，

在人作為機器的意義下他願意承認機器能夠思考，但我們一開始就談過，「人」

從來就不是圖靈測驗有興趣的議題。 

比起符號處理，Searle 似乎更相信人類大腦中的電、化學反應能夠產生心靈

的意向性因果效力，然而到目前為止似乎很少見到他這方面的論述資料，更不用

說有什麼著名的模型可供探討。而目前仍是人工智慧研究主流的兩種機器：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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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電腦，以及類神經網路，對於 Searle 來說都屬於符號處理機器，差別只在於

數位電腦是序列處理而類神經網路為平行分散處理，都在中文房論證的攻擊範圍

內。 

僅僅以衛護圖靈測驗為立場的話，我想可以用一個非常簡單的回應來面對中

文房論證。就算如 Searle 所描述，中文房不懂中文卻能夠通過圖靈測驗，但是這

不代表圖靈測驗作為思考標準是不恰當的；除非符號處理機器窮盡了所有種類

的、人以外的「機器」，否則至少還有 Searle 所設想的那種電化學大腦模擬機器

可以成為圖靈測驗的對象。在這個前提下，如果符號處理真的不能夠產生真正的

思考，而能夠產生擬似人類思考後的行為，那麼以這種行為來通過圖靈測驗其實

可以譬喻為測驗中「作弊」的行為，但作弊的可能性並不妨礙測驗對於能力鑑定

的有效與否。 

如果說我們對於中文房論證有什麼進一步的疑慮的話，那就是我們看到一些

理由能夠解釋：「為什麼符號處理的策略不見得一定是作弊」。一個理由是速度：

中文房論證想告訴我們，僅僅執行適當的程式無法實現如人類的心靈，但是它提

供的例子是一個執行起來慢到難以想像的裝置，因而似乎無法阻止我們去想像一

個執行夠快的程式能得到意料之外的成果。第二個理由是我們也許會被中文房思

考實驗所加強的成見所矇蔽。中文房論證有力地指出符號處理系統中任何一個組

成單元中都不存在如人類的心靈內容，而依據這個印象引導我們去相信整個系統

也無法實現如人類的心靈狀態；就算這個系統能夠做出如同人類依據心靈內容而

產生的行為，Searle 也堅稱那僅為模擬而非真實。但是這樣的引導似乎訴諸了成

見，我們或許可以指著電燈的燈泡、燈絲、電線說這裡面沒有任何一個東西具有

發光的功能，然而沒有理由堅稱整個電燈的系統通入足夠電壓的電流後，原則上

仍然不能發光。若說「以人腦電化學的方式來執行思考功能的系統」和「以機器

符號處理的方式來執行思考功能的系統」都有機會真的實現如人類的思考能力，

目前看來，僅僅中文房論證似乎尚未排除這個可能性。就像某些學生用阿拉伯數

字和數學符號作直橫式運算來解題，而其他的學生以畫圖的方式來幫助自己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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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乍看之下好像畫圖(或採直橫式計算)的學生不懂而猜對，其實用這兩種方

式解題的學生都真的懂。或者說，我們直覺判定他們不懂的理由並非如一開始所

想的那麼理所當然。 

透過對這些理由的考量，有利於決定圖靈測驗是否有必要排除這類的參賽

者，但不至於說，因為可能出現足以通過圖靈測驗的符號處理機器，所以圖靈測

驗作為思考標準就是一個錯誤，或者應該早被掃入人工智慧的歷史。 

即使本章所得到的結論都是保守的，我希望它們可以幫助圖靈測驗減弱中文

房論證的強度。當然，認為「機器就算通過圖靈測驗也不見得能夠思考」或許還

有其他可觀的理由，而圖靈測驗是否為一個適當的思考檢測模式或許仍舊可議，

但我在這裡所試圖說明的是：中文房論證似乎尚未替我們帶來確定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