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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對圖靈測驗的其他批評與回應 

 

除了中文房論證，許多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批評也威脅著圖靈測驗的適切性。

要支持圖靈測驗作為適當的思考判準，光是針對中文房論證來反駁並不足夠，除

了說明「原則上機器無法思考」的判斷可能還有得討論以外，圖靈測驗到底夠不

夠格來檢測思考能力，設計上的爭議點也必須處理。比起中文房論證想說服我們

「強 AI 不可能，圖靈測驗根本不用測」，或許以下的攻擊更著眼於「圖靈測驗是

否足以測出思考能力」的問題。 

藉由介紹這些針對圖靈測驗本身的攻擊，我將試圖說明：或許某個程度上批

評者是對的，圖靈測驗的確在本身的設計上有諸般問題，但這些問題並不足以作

為我們完全捨棄圖靈測驗作為思考標準的理由。 

 

第一節  踩腳房論證 

 

1964 年，Keith Gunderson 設計了一套模仿遊戲，此遊戲的目的是解決「石

頭能否模仿」的問題。他想像了一具機關，有偵測用的電眼，一個放了石頭的盒

子，以及讓石頭落下的裝置。這具機關能夠讓石頭落到一個人腳上的感覺跟被另

一個人踩到完全一樣。和圖靈測驗相同，被踩腳者與踩腳者處於不同的隔間，牆

壁上有個開口，僅容被踩腳者的一隻腳伸過。被踩腳者的任務，是區分踩在自己

腳上的重物究竟是石頭還是另一個人的腳；如果被踩腳者無法分辨，那就是石頭

獲得勝利。(Gunderson, 1964)按圖靈測驗，通過測驗的機器就是能夠思考的，則

通過踩腳測驗的石頭就是能夠模仿的；然而，Gunderson 說，我們可以承認落石

機關能夠在模仿踩腳的遊戲中獲勝，但石頭確實不會模仿。「模仿」的性質在踩

腳遊戲中所顯現的並不完整，就好像圖靈測驗對於「思考」所展現的並不足夠。

我們可以毫不矛盾地說：「某機器的確可以通過圖靈測驗，但是這機器不會思考。」

因此 Gunderson 認為，圖靈測驗只能測出機器能否成功地使人迷惑，能夠使人迷



76 
 

惑不代表能夠思考。 

我對這個論證的初步回應是： Gunderson 的問題可能混淆了「對各種行為

的模仿」與「在踩腳房中模仿踩腳」中「模仿」的意義。確實，踩腳機器沒有對

各種行為模仿的能力，但至少有「在踩腳房中模仿踩腳」的能力。Gunderson 可

能會反駁說，踩腳機器連「在踩腳房中模仿踩腳」的能力都沒有，因為不是踩腳

機器自己要模仿，而是僅僅是程式運算無所關心的結果；如果有人說：「此機器

有在踩腳房中模仿踩腳的能力」，這裡的「模仿」是經過旁觀者詮釋、擬人化的

修辭，事實上依程式運作的機器就是無法模仿，不管模仿什麼。 

Gunderson 如果想提出這樣的反駁，會使自己必須對「模仿」預先作一概念

分析的定義，而是否同意他的反駁則視他所謂「模仿」的意義而定。例如說，

Gunderson 可能會認為「模仿者指向於某事物的意向性乃是模仿的本質，單純的

把行為重現並不能稱為模仿」。當然，踩腳機器的行為可以僅僅被解釋為低階的

物理運作，而不是有關心的、有意向性的「模仿」；我們用「模仿踩腳」來稱呼

踩腳機器的行為，有可能僅僅是描述上的方便，而非「真正的模仿」。 

那麼，踩腳房論證指出的就像中文房論證一樣，乃是圖靈測驗訴諸「不可區

分性」的危險：石頭能夠取代人類在踩腳遊戲中的角色，不代表它真正具備模仿

的能力，A 與 B 在功能上不可區分不代表 A 和 B 分享相同的本質；所以，就算

人和電腦都能夠通過圖靈測驗，也不能藉此得出人和電腦分享相同的思考能力。

我相信這樣的論述是合理的，但有一個問題是，無法證明人和電腦分享相同的思

考能力，並不能推得更強的「電腦原則上不可能分享與人一樣的思考能力」。就

像踩腳房的例子中，即使踩腳裝置與人類能做出無法區分的踩腳行為，也不見得

可以對裝置歸屬模仿的能力，但這個結論並不蘊涵「原則上踩腳裝置不能模仿」。 

 

第二節  行為非決定性論證 

 

Richard Purtill 批評圖靈測驗是科幻小說，認為在可預期的未來中，一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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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玩模仿遊戲的電腦是不可想像的。他主要持的理由是：人的行為是非決定的，

而且不可能以機械的方式來解釋人類的思考能力；「所謂的模仿遊戲只是質疑者

與程式設計師之間的鬥智，電腦能做到什麼樣的程度並不是重點。」(Purtill, 1971, 

p291) 

關於「不可想像」的批評，歷史上許多著名的成就在尚無成果時也常被認為

是不可想像的，因此我們必須區分所謂「不可想像」究竟是建立在可信的理由上，

或者僅僅基於批評者的偏見與想像力不足。在這個論證中，批評者可能必須先確

定「人的行為是非決定的」，然後才能合理地說「以機器的規則無法模擬」云云。

而同時我們可以輕易地提出反例：人的行為有可能是決定的，包括我們以為有自

由意志的行為也可能是被決定的。我們的選擇不過是有傾向在先的選擇，我們說

的話也是環境、社會、教育、文化、經驗的決定結果。可以從我們相信道德教育

看出這一點，也可以從「職業經驗家」不斷提起當年勇的現象可以看出這一點。 

同時，我們也沒有必要無條件接受「機器的行為是被決定的」之觀點。目前

的數位電腦所採用的「隨機」技術，一般是從電腦的時間係數中挑選種子，所以

若有兩台一模一樣的電腦在同樣的時空條件下執行隨機選取，且選取所採用的技

術相同，的確可能會持續得到相同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下，電腦的行為總是被決

定的。然而，要參加圖靈測驗的電腦不必拘泥在上述的隨機技術上，Turing 早在

電腦始創期就提出了使電腦行為非決定的想法： 

 

「…一個數位電腦的有趣概念是「擁有隨機要素的數位電腦」。這種電腦具

備擲骰子的裝置或類似的電子程序，此裝置或許能做這樣的事：『擲一個骰子並

且把結果放到編號1000的記憶體中』。有時這個機器會被描述為擁有自由意志(雖

然我自己不會用這個詞彙)。」(Turing, 1950a, p72) 

 

嚴格來說，以時間為隨機種子所進行的電子程序還是有跡可循，只能算是擬

似的隨機，但是在電腦效率的要求下又不太可能真的以擲骰子機來進行取亂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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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相關的科技最近已有所突破，2002 年美國物理學家 James Gleeson 提出了

一個新的方法，以液晶而非一般慣用的計算程序作為他的亂數產生器。只要將一

束雷射打進液晶之中，這時液晶中的分子將會受到加熱而產生擾動，因此穿透過

的雷射光自然就失去了它的同調性。這時將穿透過的雷射經由數位轉換，自然便

可產生一系列的亂碼，這一系列的亂碼是物理產生的自然亂碼，而非定序的結

果。(Gleeson, 2002)另外，有些密碼產生器在給出密碼前，會要求使用者任意移

動滑鼠與按按鍵，我們也不能排除科學家可利用這種技術來產生「非決定的機械

行為」；例如說，參加圖靈測驗的電腦可以依據與人類對手的對話內容算出隨機

亂數，以人類自己的生物行為造成的亂數，做到像人類的靈活對答。 

所以，認為「人類的行為非決定」需要例證、認為「人類的非決定行為是人

類與機器的決定性不同」也需要證明，並不是 Purtill 單方面的認定就算。 

 

 

第三節 人類中心沙文主義 

 

圖靈測驗有人類中心沙文主義的傾向，這是 Turing 也意識到的事實。這個

批評乍看之下有些奇怪，因為事實上 Turing 的文章通常對機器採取較同情的立

場，所謂沙文主義要從何說起呢？ 

一方面，Turing 說圖靈測驗可能會被指為對機器太過苛刻。(Turing, 1950, p69)

我們老是想著機器在模仿人類時會犯什麼本質但瑣碎的「不像人」的錯誤，老是

挑剔機器這個不能那個也不能，但是如果立場反過來，要人類去模仿機器，則可

能在數字計算的問題上因為太過緩慢以及太容易錯而輸得一塌糊塗。現在卻反過

來要求機器必須以一些欺騙的方式，如減緩回答的速度和正確性來達到取信於人

類的水準，難道對於技術的進步不是一種妨礙嗎？Turing 對於這個想法的回應是

輕描淡寫的：「只要能夠製造出玩得起模仿遊戲的機器，我們就不必煩惱這個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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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實務上沙文主義的狀況的確存在，Shieber 記錄過 1994 年的 Loebner 

Price 競賽中，一位名叫 Cynthia Clay 的小姐被質詢者屢次誤判為機器。該位小姐

是文學狂熱者，他們當時在談莎士比亞的話題，質詢者判定對方為機器的理由

是：「人類不可能知道那麼多關於莎士比亞的事！」我認為這個理由並不公平，

Turing 曾說我們不應該對機器判罰(penalize)，只因為它通不過選美比賽，就如同

我們也不會為難人類要他跑贏飛機。(Turing, 1950, p55)基本上這是圖靈測驗在設

計規則時所應當避免的狀況，但至少到 2006 年的 Loebner Price 為止，在這方面

的明顯規則修訂僅僅是加聘監試人員，要求質詢者不得以無意義或不斷重複的問

題「誘使」電腦露出馬腳；此外還是依照質詢者主觀認為「像人類的程度」計算

級分，所以「覺得太強而不可能是人類」的評判標準應該尚未排除。1即使如此，

我認為，只要願意持續討論修正規則的話，沙文主義的問題可以在程度上獲得改

善。 

另一方面的沙文主義問題則導因於語言測驗。不能否認的是，圖靈測驗並不

是一個針對思考能力一般性(thought in general)的測驗，而僅僅開放給具有人類語

言能力的受測者。在這個限制下，沒有人類語言能力的、或者生理上無法如人類

一樣作語言表達的對象，就被排除在測驗之外。例如 P. H. Millar 就指出，雖然

許多生物實驗傾向於承認黑猩猩有一定程度的意識與思考能力，但是由於黑猩猩

不能使用人類的語言，所以黑猩猩便無法通過圖靈測驗。(Millar, 1973, p595~597)

類似的「不公平」也可能發生在嬰兒、海豚、狗、甚至使用不同語言模式的外星

人身上。所以批評者認為：圖靈測驗的設計太過保守，也造成一種人類中心沙文

主義，因為無法通過圖靈測驗不能代表無法思考。(Copeland, 1993, p44) 

然而，第一，我認為這類反駁對於圖靈測驗的要求過高了，這等於是要求圖

靈測驗提供一個思考功能本質的解答。或許圖靈測驗的確無法做到，但也不是非

做到不可。我之前就談過，「機器能否思考」是一個強 AI 議題，強 AI 保證的是

「機器原則上能夠達到像人類一樣複雜的思考」。圖靈測驗的對象本來就在「能

                                                 
1 去函詢問，主辦人 Loebner 說評分標準”depends on the judges.”(judges 指質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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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適當使用某一種語言的人類」，其他動物或外星人是無關的。第二，圖靈測驗

不是思考的唯一標準，這在前面的章節就解釋過。因此圖靈測驗的立場並不排斥

科學家設計各種適合檢測黑猩猩思考能力、嬰兒思考能力、外星人思考能力的測

驗；此外，Turing 本來也不曾宣稱圖靈測驗可供測驗一般性的思考功能，因此我

認為這個反駁其實對圖靈測驗影響不大。 

 

第四節  哥德爾不完備定理 

 

1930 年，數學家 Kurt Gödel 發表了不完備定理，J. R. Lucas 對不完備定理的

解釋為：「在任何一致的系統中，一定有無法被此系統證明的公式，且此公式在

我們看來為真。」例如：「此公式無法被此系統所證明」這個以語言構成的命題，

對於此系統而言就是矛盾的，但這個命題卻是真命題。(Lucas, 1961) 

因此，藉由不完備定理可以證明：若圖靈測驗以語言的問答來當作測驗方

式，則一定會有機器沒辦法回答的問題，機器原則上無法通過圖靈測驗，所以圖

靈測驗採用語言行為作為通不通過的依據是毫無意義的。 

事實上 Turing 在 1950 年就處理過這個問題，”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中所舉出的「數理反駁」就意識到不完備定理的可能解讀，他認為

由 Gödel 所提出的「邏輯系統」想直接指涉到實際的機器可能需要額外的論述過

程，但承認這個定理的確在某方面打擊了圖靈測驗。簡單說，不完備定理的成果

說明了有些事是容量無限的數位電腦也做不到的。電腦一定會答錯或無法回答某

些問題。舉例來說，一開始，我們把電腦的回答簡化成只要有「是」(yes)或「否」

(no)就好，當電腦被問道：「如何如何(某些可能的形容詞，如「能傳輸資料」)

的一種機器，會對問題回答『是』嗎？」若我們描述的這種機器中有些並不會回

答「是」，但是描述間所運用的形容詞，也適用於會回答「是」的這臺電腦上(例

如說這台電腦也能夠傳輸資料)，那麼這臺電腦就一定會答錯或無法回答。(因為

它若回答是，則一台能夠傳輸資料的機器未必能夠回答問題，它若回答否，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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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就是該種機器) 

Turing 的回應非常簡短，他說即使不完備定理證明了機器有這樣的限制，也

不代表人類的智能就沒有這種限制。我認為這個回應是合理的，因為人類的語言

也經常陷入自我指涉的悖論。如經驗哲學家 B. Russell 最著名的理髮師悖論(劍橋

哲學詞典，2002, p870)：「某理髮師發誓『要為所有不自已理髮的人理髮，不為

所有自己理髮的人理髮』，現在的問題是『理髮師是否該為自己理髮？』」如果我

回答「是」，那麼理髮師為自己理髮，違背「不為所有自己理髮的人理髮」的誓

言；如果我回答「否」，則理髮師又應該為了不為自己理髮的自己理髮。這樣一

來，不管我怎麼回答都錯，或者無法回答。事實上，人類沒有辦法「解決」這個

悖論，而儘能試圖「避免」這個悖論，例如，理髮師加入一個條件：「除了我自

己以外」，才能跳脫自我指涉的困難。有趣的是，H. Putnam 也利用了這個加入條

件的方法來避開原先不完備定理對機器通過圖靈測驗的攻擊：他認為，若不完備

定理是一個形式證明，那麼原則上可能設計一個程式來證明不完備定理，如是機

器亦能作出結論：「在任何一致的系統中，一定有無法被此系統證明的公式，且

此公式為真。」這樣一來，當新增條件的方法是圖靈測驗所容許的，就沒有太好

的理由能夠說機器原則上無法回答自我指涉悖論的問題。(Putnam, 1975, p366) 

 

第五節  次認知論證 

 

一些學者指出，機器在回答問題時有一些相對的劣勢，將因此而不可能通過

圖靈測驗。1990 年，Robert French 提出了機器的「次認知限制」(subcognition 

limit)(French, 1990, p54)，簡單來說，純語法機器無法理解生活世界的知識，所

以根本就沒辦法通過圖靈測驗。例如，人們可以從「一堆落葉」的概念中聯想到

「藏身之處」，多數的英文的慣用者對沒看過的英文單字會有一致的感覺傾向，

但是純語法機器不可能合乎普查結果地回答那些相關問題。 

1996 年，Donald Michie 指出 Turing 並未處理機器「通過圖靈測驗的機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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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識」的問題(Michie, 1996)。首先，機器沒辦法回答關於「類意識」的智能活

動的問題，他指出，任何一個英文的慣用者都能夠直覺地告訴我們「platch」、

「brell」(英文中沒有這兩個字)的複數型怎麼發音，但是機器卻無法回答這類的

問題。第二，機器會因為它對於自己的內在歷程完全清晰而輸掉比賽。一般而言，

人類對自己愈熟悉的事情就愈是知其然而不知其所以然，一問三不知；但同樣的

問題電腦就會非常清楚地回答。 

這類反駁基本上是對於技術可能性的質疑，針對 Michie，只要有一臺能夠處

理英文單複數規則與發音規則的機器就能處理他所謂的「類意識」問題，這對現

代科技而言已經不是困難的事；此外，面對機器對於內在歷程過於清楚的問題，

機器也可以故意被設計成一問三不知。同樣的，French 要求的「多數人有共識的

聯想與感覺判斷」並非原則上機器無法達到的能力；那些「次認知」的聯想與判

斷能力不是神秘的，而是它們代表人類使用一些自己可能無法察覺的規則在處理

這些能力。French 自己都假設了這些聯想與判斷的可能解釋，所以，如果科學能

夠找出為什麼人類會有如此聯想、如此判斷的傾向，也就能夠依照那些規則來製

作程式，機器也就能夠回答次認知的問題。 

 

第六節  Block Machine 

 

或許要讓機器通過圖靈測驗僅需簡單的設計，簡單到我們不必承認它的運作

是思考過程。Ned Block 明確指出圖靈測驗的錯誤在於其行為主義進路，能夠通

過圖靈測驗的行為可能有智能也可能沒有(Block, 1981, p75)。他認為，只要用一

些小技倆就可以讓沒有心靈的機器通過圖靈測驗。他假設了一臺搜尋機器，這臺

機器記憶了一定長度內所有可能且有意義的對話內容。質詢者輸入語句 A 時，

機器就以對應的可能語句之一 B 來回答，而這個回答既然是設計好的，對於質

詢者當然也是有意義的，此機器便可以藉此通過圖靈測驗。然而很明顯地這臺機

器並沒有思考，它只是簡單地做搜尋/輸出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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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反駁的回應通常集中在Block的機器無法記憶所有可能的對話；Block

的機器是有限的，但是可能的對話則是幾近於無限的，一個語句增減一字一詞又

會成為新的句子，光是一個問句就可以有無限多種的回答。針對這個批評，Block

在 1995 年又提出一個新方案，設計一個模擬指定真人回答的思考實驗，稱為「勃

莎姨媽機器」(Aunt Bertha Machine)。(Saygin, 2000, p483)這臺機器記憶了所有勃

莎姨媽可能的單一回答，當質詢者輸入語句 A 時，機器就以對應的語句 B 回答；

所以，在模仿遊戲上，這臺機器可以表現得跟真正的勃莎姨媽一樣好，亦即，這

臺機器能夠通過圖靈測驗；然而，因為它只是簡單地做搜尋/輸出的動作，所以

我們仍然無法說這臺機器是會思考的。 

首先，我認為 Ned Block 以「勃莎姨媽」來解決無限語句的問題將有誤導的

可能。讀者會以為勃莎姨媽機器限制了問題與答案的可能性，但技術上，即使勃

莎姨媽機器輸入了所有勃莎姨媽一生中問過她的問題的回答，依然無法「窮舉可

能的問題」。除非限制質詢者只能問那些曾對真正的勃莎姨媽發問過的問題，否

則勃莎姨媽機器只用語句搜尋的功能是無法通過圖靈測驗的。 

Block Machine 回答問題的方式可分析為以下兩種：若 Ned Block 預設問題

與答案是一一對應的關係，一一對應無法通過圖靈測驗，只要用同樣的問題重複

問就會失敗。若 Ned Block 認為機器可依條件判斷來回答，則其條件將會因前後

對話脈絡、同語詞的語意判斷、對語境的「理解」、無限可能問題判讀需求，使

得該條件式群組(條件與條件形成的原因)因排列組合的數量無限而成為不可能。 

就算我作出讓步，假設真的有這種處理無限問題的 Block Machine 存在，也

只能說明「這一種機器可以不用思考就通過圖靈測驗」。假設超能力真的存在，

並且有人具有「預知」或「他心智通」的超能力，他在圖靈測驗開始之前就知道

質問者會問什麼問題，並把答案寫進程式裡，讓機器依問題順序回答。那麼，這

臺再簡單也不過的機器將輕易地通過圖靈測驗，而了解前因後果的我們不會承認

這臺機器會思考。這些能通過圖靈測驗的簡單機器：Block Machine、超能力機

器，究竟能夠說明什麼？除了指出圖靈測驗的設計不夠周延，不是所有通過圖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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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的機器都能夠思考外，其實對「圖靈測驗擁有辨別機器能否思考的功能」沒

有太大的傷害。 

    Ned Block 認為，一件行為是否為依據思考而做出的行為，乃視其內在資訊

的產生過程來決定。以 Block Machine 的例子來看，我承認以上的宣稱對於某些

案例而言是正確的：某些足以通過圖靈測驗的行為，依其內在資訊的產生過程，

是無法被認可為有智能的。然而，除了那些特例中的資訊產生過程以外，被認可

為有智能的行為仍然可能由圖靈測驗測出來。 

 

小結 

 

圖靈測驗所面對的批評可分為兩種，一種指向機器(符號處理機器)本來就不

可能有思考能力，一種指向圖靈測驗在設計上的限制。關於後者的批評可概略分

為三類： 

第一，「通過圖靈測驗不代表擁有真正的思考能力」。這個批評廣義來說包括

上面提過的中文房論證，若僅以圖靈測驗的設計為焦點，Keith Gunderson 的踩腳

房論證是一個值得討論的想法。他認為即使我們能透過機械的設計來模擬踩腳遊

戲的環境，而使得機器的行為與人類在踩腳遊戲時所做的無法區分，依然不能說

機器有「模仿」的能力。 

我認為有兩個進路來處理這個批評：第一，如果我們不把「模仿」限定為人

類的意向性行為，而僅僅將「模仿」視作是行為的重現，那麼雖然機器還是沒有

模仿其他行為的能力，它至少在踩腳房中有模仿人類「踩腳行為」的能力。第二，

如果 Gunderson 認為模仿必須有意向性的特徵才能稱為模仿，那麼我同意踩腳機

器在原初設計中的確沒有模仿的能力。而確實，以「行為的不可區分性」來作為

擁有該種心靈概念的充份條件或是必要條件是有問題的，但是圖靈測驗未必是所

謂思考的充份條件或必要條件；這在下一章將會做進一步的釐清。 

第二，「圖靈測驗太難以至於根本沒有機器能夠到達標準」。這類批評包括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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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Purtill 的行為非決定論證、Shieber 與 Millar 等人指出圖靈測驗犯了人類

中心沙文主義、John Lucas 所詮釋的不完備定理、以及 Robert French 的次認知論

證與 Donald Michie 的類意識論證。 

這些看似原則性的批評實則是技術性的，例如電腦科學一直在發明新的隨機

技術，所以即使在 Purtill 的意義下，機器也能夠做出非決定的行為。不完備定理

作為一個形式定理，原則上機器也能夠以程式證明出來，用以回答圖靈測驗中質

詢者所提出的自我指涉問題。「次認知」和「類意識」並未與符號處理進路產生

衝突，就算不認為可以憑藉龐大的資料庫與搜尋系統來得到與眾人相符的次認知

或類意識答案，我們也可以想像類神經網路能夠透過節點相關聯結樣態的強化來

得到想要的回答。至於 Shieber 等人所指出的沙文主義，可以透過圖靈測驗在規

則上的修訂而解決。 

第三，「圖靈測驗太簡單以至於就算沒有思考能力也能輕易通過」。中文房論

證曾顯示過類似的問題，Ned Block 所設想的機器則要告訴我們，極端簡單的技

術即可通過圖靈測驗。 

Block Machine 跟中文房的同一個問題是，它們都有技術上的困難。尤其

Block Machine 要求的是窮舉世上所有可能的輸出與輸入內容，因為我們知道人

類的語言可以無限擴充，因此一個窮舉輸出輸入的機器在經驗上是不可能的。即

使 Block 讓步而設計出來的勃莎姨媽機器也是一樣，雖然它所模擬的只是單一個

人，但頂多只記憶了勃莎姨媽一生的語言輸出，而無法在實踐上擁有所有可能的

質詢者輸入內容。 

就算我們忽略技術的問題，考慮這台機器參加圖靈測驗的狀況，它將會因為

僅僅使用一一對應的機制而被質詢者重複的問題找出毛病，進而無法通過圖靈測

驗。由於在設計上它只是一台擁有記憶、搜尋與輸出功能的機器，我們也無法想

像它如何從無限可能的問句中分析出足以騙過質詢者的答案。 

假定上述兩個問題都可以忽略，一台 Block Machine 能夠通過圖靈測驗而其

實它沒有思考能力，那麼也只能證明用這種方式所設計出來的機器沒有思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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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或者圖靈測驗對於這種機器是無效的。這並不影響圖靈測驗對於機器思考能

力的把關能力。至少，討論到目前為止，並未發現圖靈測驗原則上應該被捨棄的

充份理由。我將在下一章對現有的所有批評進路做一通盤的整理，並且試圖為圖

靈測驗做各方面的辯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