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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圖靈測驗辯護 

 

藉由前面幾個章節，我列舉了圖靈測驗遇到的幾個比較重大的困難並且回應

之。必須強調的一點是：本文並不意圖宣稱機器原則上能夠思考，也不拒絕經驗

科學有新發現來駁斥機器能夠思考的說法。我認為圖靈測驗至今都還是一個適當

的機器思考標準，並不代表我認為圖靈測驗永遠都是一個適當的機器思考標準。

圖靈測驗之所以適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當然是目前我們沒有更好的辦法來檢測

機器的思考能力是否達到「像人」的程度；此外，考量到圖靈測驗的門檻，能夠

通過測驗的能力也會符合人們對所謂「像人」的要求。從圖靈測驗出發，我們也

許有機會找到對機器的思考更細膩而可觀察(detectable)的檢測方針，而只要是可

觀察的，這個檢測方針就不會與圖靈測驗相矛盾。 

幾個獨立的重要論證在前文已經處理過了，以下我將試圖對圖靈測驗的各種

問題作一個簡單的統整，並且說明圖靈測驗在研究機器能否思考的強 AI 論題

上，仍然是一個恰當的出發點。 

 

第一節  「模仿遊戲的形式是否恰當？」 

 

至少有四點理由可以支持模仿遊戲的形式。 

第一，模仿遊戲合乎一般人的直覺：我們不難去否定「僅僅外型與人類無異

者」會思考，也不難否定「僅僅能做出人類動作者」會思考，因為可以藉由觀察

或溝通來確定它們是否有相應的思考行為。相比之下，我們較難否定「僅僅能夠

與人交談的機器」能夠思考，因為語言行為是我們確認他人思考能力的一個代表

性指標。尤其在一個慣俗的環境下而非一個充滿電腦專家的地方，可以想見許多

人會有上述的直覺。當然，一個合乎直覺的策略時常有誤導的可能，我們可以找

到許多論證來說明：認為能與人交談就是能夠思考的直覺是錯的；因為人有心理

上的盲點，有容易被其他訊息誘導的問題。ELIZA 依賴的是對方預設它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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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類、PARRY 依賴的是對方預設它是精神病患，Weintraub 的機器以「天馬行

空的對話」為題，依賴的是人類對於無意義語句的合理化詮釋傾向，後來的

Jabberwacky 也注意到情緒反應對於「取信於人」的影響。可是一方面，人類也

常常依據語言文字來判斷他人能否思考，判斷他人的思考能力如何、判斷他人的

思考方式是否跟自己一樣，在慣俗的觀點上，他人心靈和機器心靈都是黑盒子，

只因為身體構造不同就採取不同標準，可能並不是那麼理所當然。另一方面，某

些訴諸心理盲點的方式或許顯現的其實是思考的重要特徵，誘導策略的成功或許

也代表人類的思考能力不一定由什麼深邃幽微的內容所構成，許多元素也僅僅是

機制簡單的技倆。 

第二，模仿遊戲提供外部檢驗：外部檢驗可以隨時做技術上的修正，比訴諸

第一人稱或訴諸主觀認定的進路有助於推動技術的實作。此外，引述檢驗結果作

為論述證據比抓著一對抽象概念空談有說服力，也可以藉由檢驗發現新問題。例

如圖靈測驗的規則這五十年來不斷地改變，究竟怎麼樣才是一個對人類與機器都

公平的測驗，我們可以從演進的過程中看到實務的探討；就發現規則與測驗結果

的新問題這一點來看，有 Shieber 的意見佐證，即使飽受批評的 Loebner Price 也

貢獻良多。 

第三，模仿遊戲不讓形體的觀感影響判斷傾向：模仿遊戲把受測者與質詢者

隔開的方式，避免質詢者因為電腦的形體而先入為主。例如質詢者知道哪個是電

腦後，對從電腦得到的答案產生額外的懷疑，而變成質詢者對電腦的要求比對人

類的要求還高的狀況。又例如，質詢者知道哪個是電腦後，覺得電腦所回答的超

乎質問者原先對電腦的想像，而給予電腦過高評價的情形。 

第四，模仿遊戲不限定似人的內部結構：只要你有本事，拿一捲衛生紙做出

可通過圖靈測驗的機器也不會被拒絕。圖靈測驗並不要求電腦的物理結構、訊息

傳導方式、運算機制要跟人類一樣，只要通過限定時間的談話測試即可。在這個

意義上，符合功能主義心靈可多重實現的想法。多重實現的立場告訴我們兩個可

能性，首先，那些我們以為不行的材料說不定表現得比我們料想的還好；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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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我們以為很難達成的功能，如思考，其實並不需要那麼好的材料或媒介。也

許認知科學的研究會找到人工智能的某些物理特徵必須與人類相同才算能夠思

考的客觀證據，或者證明若不使用模擬人類的方法原則上無法產生心靈；但在那

之前，圖靈測驗對結構問題是開放的，圖靈測驗也不會成為這些科學發現的障礙。 

 

第二節  「圖靈測驗的難度？」 

 

圖靈測驗只要求語言能力，但不能說圖靈測驗太容易通過。事實上，現在是

2007 年，正處在 Turing 所預測的年代裡，仍然沒有機器能夠通過模仿人類的語

言遊戲。我們可以從 Turing「口試」的設計知道，圖靈測驗並未拒絕「對故事真

正的理解」、「類意識問題」、「次認知問題」的挑戰。如果容許這些問題，就是要

求機器擁有處理外在世界訊息、人類心理機制傾向的能力，而要達到這些能力絕

對不簡單。Ned Block 試圖說明僅僅使用搜尋引擎就能夠通過圖靈測驗，但我認

為，不管 Block Machine 還是「勃莎姨媽機器」都僅僅顯示了想像的特例，只能

告訴我們通過圖靈測驗並不能當作機器思考的充份條件，而不能因此說明圖靈測

驗過於簡單；畢竟，使用搜尋引擎來進行每句有意義詞語的配對在實踐上幾乎是

不可能的事。 

至於批評圖靈測驗太難，太過人類中心主義而沒有照顧到非人類或尚無語言

能力的嬰兒思考，我認為這種意見可能沒有注意到圖靈測驗的設計目的。當強

AI 意圖告訴人們機器能夠思考，而製作出一臺能夠比擬蜜蜂思考的機器，採取

降低「思考」概念要求的策略，是難以服人的。再者，降低思考概念要求來獲得

一個一般性的思考定義，也不是 Turing 或強 AI 的目的；如果只要機器能輸出輸

入，有互為定義的功能狀態，就足以宣稱「機器能夠思考」的話，那弱 AI 的研

究對象就已經可以思考，我們也沒必要繼續談強 AI 的問題。強 AI 作為一個哲學

提案，「圖靈測驗太難通過」不是問題，問題在於「通過圖靈測驗是否可能」；若

說圖靈測驗太難，實則大多數能夠適當使用語言的人類都能夠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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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通過圖靈測驗是不是人類思考的充要條件？」 

 

因為許多哲學家對圖靈測驗的功能有不一樣的認定，那麼，對通不通過圖靈

測驗的意義也會有不一樣的結論。這些結論包括了「只要能通過圖靈測驗就代表

能夠思考」、「就算通過圖靈測驗也不代表能夠思考」、「沒通過圖靈測驗不代表不

能思考」。影響這三個結果的，乃是思考的「充份條件」與「必要條件」之認定。

同意「只要能通過圖靈測驗就代表能夠思考」者，就是同意「通過圖靈測驗」是

思考的充份條件；同意「就算通過圖靈測驗也不代表能夠思考」者，就是認為「通

過圖靈測驗」對於思考既非充份亦非必要；同意「沒通過圖靈測驗不代表不能思

考」，就是認為「通過圖靈測驗」不是思考的必要條件。 

這三種結論：「就算通過圖靈測驗也不代表能夠思考」的說法，我想前面的

章節已經列舉許多了。我想以本文的主旨來說，沒有必要否定這種說法；重點在

於，某些種類的機器通過圖靈測驗卻無法思考，不見得威脅到圖靈測驗依然作為

機器思考的適切性。圖靈測驗從來就不可能是機器思考的充份條件，Shieber 提

供的一個簡單的思考實驗可以很明顯地指出這點：假定一台電腦配備一個自動鍵

盤，自動鍵盤的功能是隨機按下盤面上的任何一個鍵，那麼在一個極低的機率

下，鍵盤能夠打出對質詢者的問題有意義的回答，並且依這些有意義的回答騙過

質詢者、通過圖靈測驗，但這台電腦用以通過圖靈測驗所做的，其實與「思考」

無關。因此，「通過圖靈測驗」對「思考」不是充份的。 

在必要條件的方面，Turing 曾明確地指出：用「機器不會犯錯」、「機器無法

處理哥德爾問題」對思考能力的有無而言是枝節末微的(Turing, 1950, p79)，利用

一些機器本質上不可免的瑕疵就可以使機器無法通過圖靈測驗的事實，Turing 的

評論是：「人類的優越感不應該建立在與機器相較之下的偶然小成功」。這代表

Turing 承認，無法通過圖靈測驗不代表不能思考，也就是，通過圖靈測驗不足以

作為人類思考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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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通過圖靈測驗」並不是人類思考的充要條件，但強 AI 的支持者沒有

必要因此而放棄圖靈測驗能夠作為人類思考標準的立場。或許我們有朝一日將發

現大腦整個運作機制如何形成所謂思考的能力，並且依此來製造與人類思考機制

相同的電腦。當然，圖靈測驗作為一個不完備的操作定義，將不會比上述科學發

現更有證明思考的能力。可是，那些大腦研究的成果仍會以「通過圖靈測驗」作

為機器能夠如人類一樣思考的證明。圖靈測驗的真正意義不在於提供人類思考的

充要條件；強 AI 的確要求「像人」的思考，但並沒有要求像人的思考必須由像

人的機制產生。工程師可能做出比大自然的設計更好的內在資訊過程，舉例來說

人類藉由演化成為直立動物，會有腰酸背痛的問題，因為人類本來腰與背的設計

並不是以直立為生活形態；但在機器的情況，工程師可以一開始就設計好。因此，

在原則上並無扞格的狀況下，只接受像人的機制產生像人的思考而拒絕其他實現

的可能性，應該是沒有必要的。在我們尚未找到人類思考的充份或必要條件之

前，以圖靈測驗作為思考標準，至少容許了人類思考的大部份可能性。 

 

第四節  「圖靈測驗的行為主義進路是否錯誤？」 

 

如果 Turing 把能夠通過圖靈測驗的行為等同於思考本身，就不免遭到那些

針對分析行為主義的批評。然而，認為「能通過圖靈測驗就是能夠思考」，並不

是要把「通過圖靈測驗」與思考等同；除非，Turing 認為通過圖靈測驗是人類思

考的充要條件。充要條件的問題我在上一點提過，無論在原初設計上或實際表現

上，通過圖靈測驗都不會是人類思考的充要條件。所以，擔心圖靈測驗將「思考」

這個心靈概念化約為「足以通過圖靈測驗的行為」實在是多慮了。 

圖靈測驗僅僅把行為檢測當作一種辨識思考能力的方法；方法上的行為主義

不僅常見於心理學研究，人們在生活中也用同樣的方法來辨識他人心靈，一些現

代的研究方法也允許內省報告與儀器數值當作所謂「行為」所透露的訊息(Maslin, 

2001, p107)；所以，圖靈測驗的行為主義進路與那些心靈概念內在性質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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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可以相容的。當然，方法論的行為主義有其限制，我們畢竟沒有辦法觸及

他心的第一人稱知覺，但我們並不因此而放棄方法論的行為主義，我們並不因此

而放棄去理解他人心靈；因此，就算思考的某些內在性質是不可觀測的，目前也

不能成為放棄圖靈測驗的理由。 

 

第五節  「圖靈測驗是否誤導人工智慧的發展？」 

 

圖靈測驗沒有理由排擠其他的人工智慧的研究進路，Hayes 和 Ford 認為圖

靈測驗應當捨棄，那是因為他們站在弱 AI 的效益主義立場，並且對強 AI 的議題

漠不關心之故。在這裡我所要辯護的對象並不是早先「血統純正」的圖靈測驗，

就像教育改革的理念持續影響著考試出題的模式，圖靈測驗五十年來也從來不是

不可移易的圭臬，之前就談過，即使在 Turing 的手中就經過多次改變。許多認

為「圖靈測驗就一定要是二對一的性別模仿遊戲」的狹義理解，以及一個典型的

誤會─把「通過圖靈測驗」當作是 Turing 對「機器思考」所設下的充份條件或

必要條件─可能是圖靈測驗遭到許多質疑的主要原因。這些狹義的理解和誤會似

乎要求把通過圖靈測驗當作是獲得人工智慧的唯一進路。 

然而實際上圖靈測驗的發展並不是這樣，我們並未因為 ELIZA、PARRY 進

行實驗的程序與原始圖靈測驗差距過大而不願意把它們加入討論的範圍，也沒有

因為 Loebner Price 十餘年來廣納學者意見對規則的東修西改，而認為那樣的測

驗不能算是圖靈測驗。我所看到的是，不管科技如何進展，「通過圖靈測驗」仍

舊是任何以模擬人類心靈功能為目標的機器用以取信於人的關鍵；當然這樣的想

法可能有擬人化(anthropomorphic)的詮釋危險，但只要人類終究無法捨棄直覺，

繼續依賴行為來判讀他人心靈，並且對強 AI 還保持興趣，那麼一個關於機器如

何實現人類心靈的外部測驗總是會被需要的。 

高懸一個以取信於人為目的的外部測驗並不是乍看之下那麼荒謬的事。為了

達成目的我們難免會嘗試各種方法，即使這些方法會在未來被證明為白費力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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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理由說不應該有那樣一個測驗；只要這個測驗所顯示的標準與所有可能達

到目標的手段並不矛盾。例如說，為了要達到「飛行」的測驗標準，一開始許多

人會選擇模仿最接進我們的例子─如鳥類拍動翅膀；而悲慘的失敗迫使人類研究

更精深的大氣學、航空學，然後我們才有比較安全的滑翔翼、熱氣球、火箭和飛

機；這些人工物的飛行方式都不一樣，但所達成的是同一類的外部測量之目標。

同理，人類所發明的交通工具也是有步行、履帶、輪子多種表現方式，這些方式

都與「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的可測量標準不產生矛盾。 

不管是強 AI 還是弱 AI，圖靈測驗事實上與廣大的、可見的人工智慧成果相

容。承認圖靈測驗的適切性並不是要人工智慧領域的學者立刻投入研究機器怎麼

與人類適當交談，很多訴諸語言以外的努力可能對於模擬人類心靈是更深刻的。

人類演化過程、神經學、心理學、知覺與肌肉控制等等的研究，提供人工智慧許

多合理的方向與理論基礎。實作方面，例如 Churchland 曾提過：加州工大的 Carver 

Mead 和他的團隊使用巨大類比整合技術(VLSI)來建造人工視網膜以及人工耳

蝸。在真正的生物上，視網膜和耳蝸並不只是轉送器，所以這兩個系統以複雜的

網路形式架構出來；它們自身是真正的訊息處理單位，在真實的時間中作回應─

如人工視網膜回應光線，而人工耳蝸回應聲音。其電氣回路的製作基於貓視網膜

和梟的耳蝸的已知的解剖學與生理學，而據其研究，輸出相當地接近真正的貓與

梟所接收到的訊息。(Churchland, 1998, p62)利用類似的技術，做到模擬真正的人

類聽覺並不是絕無可能之事，在某個程度上，此類技術的可能性將削弱 French

「次認知論證」和 Michie「類意識」對圖靈測驗的威脅。 

另外，就像 Churchland 或 Searle 等人所提到的那樣，Jeff Hawkins 也認為得

到智慧的路徑是研究大腦，他說： 

 

「五十年來，我們全力去寫程式使電腦展現出智慧來，在這過程中，我們發

明了文字處理器、資料庫、電動玩具、網際網路、手機、幾可亂真的電腦動畫恐

龍，但是智慧機器還是沒有出現。要成功，我們必須借重大自然智慧的引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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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質。我們必須得從大腦中把智慧抽取出來，除此別無他路可以引領我們造出智

慧機器。」(《創智慧》，2006，p68) 

 

他認為大腦以記憶創造了一個外在世界的模式，一個人所知道的以及學會的

每一件事都儲存在這個模式之中，而依據這個模式，人們以「預測未來的事件」

來產生智慧行為。人工智慧所要做的就是去研究這個藏在人腦新皮質中的預測能

力，而非繼續在符號處理機器上打轉。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認為人工智慧應當「回到大腦」的理論已經與 Turing

當初所提議的「數位電腦」之研究進路南轅北轍，但不至於與圖靈測驗產生矛盾。

當然，Hawkins 從來就不同意行為可以代表智慧，他說「智慧是發生在腦海裡的

東西，行為是一個選擇的成份」(《創智慧》，2006，p61)我所謂「不至於矛盾」

的意義有三：首先，圖靈測驗並不會拒絕 Hawkins 的大腦機器參加比賽。其次，

先前談論行為主義時曾說過，圖靈測驗所採取的方法論行為主義其實也允許那些

對於「腦海裡發生的東西」的偵測，所以如果發現某些腦海裡的東西對於智慧是

本質的，也不妨礙我們去調整圖靈測驗的規則與測驗方式。另一方面，如果大腦

機器有朝一日實現，在對於這個機器的介紹上，我們光是說這台機器有著如同大

腦的正確結構與資料處理類型恐怕是不夠的；固然，智慧是腦海裡的事，但沒有

行為的選擇，我們要如何承認它的智慧？除非有朝一日科學能夠指引我們其他的

方向，否則目前圖靈測驗仍然是一個可期許成果的標準。 

 

小結 

 

圖靈測驗是一個合乎一般人直覺的思考能力外部測驗，它與多重實現的觀點

一致，要求我們捨棄對機器的偏見，並在規則上儘量排除偏見所造成的影響。雖

然目前還是沒有機器能夠通過圖靈測驗，但是僅僅以一個正常人類的表現為標

準，對「機器能否像人類一樣思考」的強 AI 探究而言，與其說「太難」，不如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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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本議題的興趣所在。 

「通過圖靈測驗」並不是「機器思考」的充份條件或必要條件，但就像「通

過數學測驗」也不是「懂數學」的充份條件或必要條件，我們並不會用是不是充

要條件來評斷一個測驗是不是有效的，同樣地，我們也不必用「測驗方針是否訴

諸行為」來評斷對於抽象心靈概念的測驗是否應該捨棄。上述的數學測驗是不是

一個行為測驗呢？嚴格來說是的，因為我們目前還沒有辦法測到學生在正確理解

數學時所發生的腦部活動，所以才要求學生做出「和老師解題時無法區分的行

為」，以手、以紙筆算出結果。所謂「無法區分」當然不是指同樣條件下毫釐不

差的行為重現，而是以行為做出使我們找不出本質差異的功能模仿。若我們並不

因為數學測驗在方法論上訴諸行為而排斥數學測驗，也許圖靈測驗也可以類比於

同樣的道理。 

圖靈測驗不是硬性的規則，首先，語言測驗可以視為到目前為止的一個合理

提案而非唯一提案，就算語言測驗是唯一的提案，它與大部份有用的人工智慧相

關研究也是相容的。我們未必因為期望幼兒能早點與成人做有意義的對談而立刻

把一兩歲的幼兒送到語言訓練班，但也不能否認「能夠與成人對談」是幼兒思考

能力的重要指標之一。為了獲得對談的能力，幼兒需要演化上的大腦正確結構與

生理上的正常發展，需要互動良好的環境，透過生活與教育建構與外在世界的適

當連結。為了達到「幼兒與成人對談」的目的，可能要有許多的學問與努力來推

進；然而，不能因為我們有「把幼兒送到語言訓練班」這個選項，就說我們不應

該把「幼兒與成人對談」的目的當成是合理的。 

圖靈測驗對「機器能夠與正常的成人對談」的期許是一個探索機器思考的合

理提案，為了要達到這個目標，可能需要一個更加整體性的計畫。一個較少被討

論到的意見是：Turing 認為想模擬人類的對談能力要處理三種狀態群：生而有之

的狀態、受教育的狀態、其他經驗狀態(不屬於教育但有主題的狀態)，既然成人

的狀態過多而難以完全掌握，那何不以製作出擁有小孩子初始狀態的機器，透過

教育和生活，而後能夠達致成人的心靈狀態呢？(Turing, 1950a,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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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強 AI 支持者願意試著去模擬上述三種狀態，並且希望能製作出一個能

依學習獲取人類完整經驗的機器，我認為一種更明確地要求跨領域合作的圖靈測

驗之提議應該是被允許的。例如，Steven Harnad 的「完全圖靈測驗」(Total Turing 

Test)(Harnad, 1989, p5~25)要求參賽的機器必須能夠回應所有人類能處理的輸出

輸入，而不僅僅是語言。(Saygin, 2000, p486)這個圖靈測驗雖然標準更高，卻也

使得語言測驗被詬病的侷限性降低，也可以綜合更多種類的技術來處理機器如何

通過語言測驗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