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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圖靈測驗 

 

    從源流開始，本文將圖靈測驗視為「不可區分性測驗」的遺緒，對圖靈測驗

作一全面性的介紹，同時排除一些對於圖靈測驗的誤解或過度詮釋。我們將確定

圖靈測驗的對象─機器─乃包括了作為離散處理系統的數位計算機、以及連續系

統的類神經網路。也將確定圖靈測驗不僅僅是一個性別倒錯能力的測驗，從演進

的版本可以看到它的最終目標是人類語言行為不可區分性，並且藉由此不可區分

性來顯示機器也擁有人類的思考能力。 

雖然目前的實作技術還在剛起步的階段，也尚無法肯定是否真能達到機器思

考的結果，但圖靈測驗作為機器能否思考的重要標準之一，即使只是一個過渡性

的科學目標，我相信藉由一次又一次的挑戰，它所能網羅的成果將是豐碩的。 

 

第一節  源流 

 

人類一直想為心靈活動找出規則，而這種對心靈規則的尋找被視為人工智慧

的哲學基礎。Hubert Dreyfus 曾指出，人工智慧的發展開始於西元前 450 年，理

由在於柏拉圖記述的一段對話：蘇格拉底問歐息佛洛：「我想要知道什麼是敬神

的特性，它使得所有的行為變得虔敬…我也許可以轉向它，同時將它做為標準，

藉以判斷你還有其他人的行為。」Dreyfus 認為，蘇格拉底在詢問一種判斷敬神

與不敬神的演算法。(《人工智慧─現代方法總論》，2002，p1~10) 

其後亞里斯多德發展了邏輯三段論證，雖然他並不相信心靈的所有部份都是

邏輯所支配，但在某些人類的理性能力上，邏輯三段論證告訴我們，只要有著適

當給定的前提，我們就能夠機械化地找到結論。 

當然，從相信心靈活動有某些機械式的規則可循，距離人們準備好將自然界

賦予之心靈活動類比於人工製品之物理活動的時代還很遙遠。純物理的人造心靈

不是一種普世的想像；至少不是東西方主流文化常見的想像；反而，在許多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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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活躍的哲學與宗教的觀點裡，肉體是一容器，而心靈是被給予的。從古到今，

這樣的想法對我們習用的概念和語言一直都具有高度的影響力。 

在排除利用生物學方法(交配、試管繁殖…etc)的狀況下去探討人造心靈的可

能性，我相信是在物理主義盛行的近代才成為檯面上的議題，而物理主義的崛起

與科技的躍進有密切的關係。Stuart Shieber 提供了一個歷史的線索：他認為十五

世紀到十六世紀的大航海時代是一個契機，由於航海技術對於經緯度、相對時間

的測定需求，希望發展海權的各國莫不以豐厚的賞金鼓勵羅盤、鐘錶的發明。這

些努力在十七世紀開花結果，精密的鐘錶製作技術成熟，同時也改變了時人的思

考方式，例如著名的「上帝設計論證」就是歷史背景的展現：「宇宙的運作就如

同鐘錶的運作，上帝則是宇宙的鐘錶匠。」在日常生活方面，除了鐘錶以外，有

錢人可以買到一些奢侈的機械玩具，如布穀鳥鐘、人偶型的音樂盒。(Shieber, 2004, 

p17~19)當這些機械在某個程度上模擬了自然界中生物的情狀，人們難免會回過

頭想：「自然界的生物，是否也就是一些精密的機械呢？」 

 

第二節  「語言行為不可區分性」作為圖靈測驗的思想基礎 

 

十七世紀中葉，哲學家笛卡兒在《沉思錄》第五章中以表達了他對這個問題

的肯定意見。所謂「動物就是自動機器」的著名說法，普遍被解讀成一個替神學

服務之論點。笛卡兒的描述是斷然的： 

 

「動物與人的不同，在於人擁有非物質的、不朽的理性靈魂，而動物沒

有。……動物與人造的機器並沒有什麼原則上的不同，如果一台機器擁有猴子的

外觀以及器官，那麼此機器就與猴子有一樣的本質；但是，即使機器擁有人類的

身體，也不能說機器是人。」(Shieber, 2004, p27) 

 

笛卡兒有兩點理由解釋上述看法：第一，機器沒辦法跟人類一樣使用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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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機器能夠對應內部機關而發出話語聲，但它無法用不同的語句來表達它所說

的話的意義。第二，就算機器在某些方面上可以做得跟人類一樣、甚至比人類更

好，但必然在其他方面及不上人類。因為機器頂多只能順從組成部件與系統的功

能傾向，無法依據理解來行為。笛卡兒認為，人類的「理性」能夠應對一切事物

的狀況，而機器僅僅模擬人類所能做的任何一件小事都需要有專屬的物理配置，

因此從實踐面來說，機器不可能塞得下夠多的部件來一一模擬所有理性賦予人類

的能力。(Shieber, 2004, p28)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首先，笛卡兒利用「不可區分性」的概念，提供了一個

方法來測驗兩種事物是否本質相同。因為動物與機器在原則上不可區分，動物能

做到的事機器都能做到，所以動物是機器；某些人類本質上能做到的事機器不可

能做到，所以人類不是機器。 

再者，上述的沉思提供了兩個「人之為人的判別標準」：第一，人類擁有語

言能力，即使是聾啞者也能夠自行想出代用的記號，來使周圍的其他人能夠慢慢

地瞭解到他想表達什麼。以笛氏的話來說：「再蠢的人都能說話或使用符號，但

再聰明的動物都做不到…最優秀的猴子或鸚鵡連最笨的人類小孩都不如。」

(Shieber, 2004, p28)第二，人類能夠依狀況不同而做出靈活的反應，能夠依據「理

解」來行為。 

同時值得一提的，雖然笛式訴諸「靈魂」作為人與機器/動物之不同的最終

解釋，但仍以「行為」的能力差異作為主要的證據。 

綜而言之，我們可以從《沉思錄》中發現一個「人類語言行為的不可區分性

測驗」。若問：「為什麼人不是動物？為什麼人不是機器？」除了「動物和機器沒

有靈魂」這個答案外，一個合乎脈絡的解釋為：「因為動物與機器原則上無法通

過人類語言行為的不可區分性測驗。」 

不可區分性測驗是人類的直覺之一。當我們想知道重量的同異，就利用天平

上傾斜度不可區分的甲乙兩物品來斷定乙跟甲是否一樣重；當我們想知道身高的

同異，就利用捲尺上的刻度與身高的不可區分性來斷定一個人的身高是否為捲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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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刻度。同理，若我們想知道動物是不是機器、人類是不是機器，端看機器是

否能夠表現得與動物不可區分、機器是否能夠表現得與人類不可區分。 

依上述隱含在《沉思錄》中的不可區分性測驗，一個笛卡兒受限於時代與宗

教背景而沒有機會問出的問題就浮現了：「如果有朝一日，機器原則上有可能通

過人類語言行為的不可區分性測驗，那是否代表人類跟機器是一樣的？若機器能

夠像人一樣靈活地使用語言，是否就具有人類的特質，包括心靈上的特質？」 

就像笛卡兒所指出的，人類的確有可能做出能夠發出人類語音的機器，但是

那不代表能夠如同人類一樣使用語言。任何一個正常人都能在出生後短短兩三年

內學會使用語言，但語言的複雜與微妙之處使得人類以外的媒介無法輕易地模

仿。由訊號來看，語言是由獨立有限的單元所組成，但透過組合所能產生的訊息

卻是無限的；由訊息來看，語言所能夠表達的意思無窮無盡，我們能夠藉由語言

來創造出新的概念與新的意義。語言同時也有高度的彈性，同一件事情、同一個

意思可以用不同的語言表示；反之，同一個語言表達方式可能因為情境的不同而

傳達不同的涵義。因此，用語言作為機器模擬人類本質的標準之一，乃是一個合

理的想法。 

我們用語言表達我們在想什麼，也用語言去探問別人在想什麼。固然，「思

考」的定義目前仍未獲得共識，但這個概念很自然地與人類使用語言所表象出來

的能力聯結在一起，因此，用「思考」來概括這個「能夠靈活地使用語言」的人

類心靈特質似乎是個順理成章的認定。以下，我們將會看到這樣的認定如何影響

圖靈測驗的設計。 

 

第三節  何謂圖靈測驗 

 

西元 1950 年，英國科學家 A.M. Turing 在一篇經典的文章《計算機器與智能》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中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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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算來談這個問題：『機器能否思考？』這大概要從『機器』和『思考』

的定義開始，而這些定義必須儘可能地包涵反映這些語詞的一般運用。但此種態

度是危險的。如果我們以測試『機器』和『思考』這些語詞的日常運用來獲得其

意義，那麼它們的語詞意義以及『機器能否思考？』此問題的答案，不免會被認

為是如同蓋洛普一樣的統計學調查。然而那是荒謬的。」(Turing, 1950, p53) 

 

我們可以想像，每個能夠正常地運用「機器」與「思考」這兩個詞語的人，

心中都各自有對這兩個詞語的定見與不同的標準，就像文章開頭時曾談到的，若

我一輩子所接觸到的複雜工具止於槓桿、齒輪、水車，那麼我心目中所謂機器的

概念，自然不見得包括視訊系統、電子儀表、自動交通工具。如果我認為「思考」

是上帝所賦予的、人之為人的靈魂本質，那也不見得會接受「思考」作為自然科

學可解釋的腦神經功能。將這兩個語詞的意義訴諸蓋洛普統計，是對於大眾信念

的檢視；然而，信念上的多數並不代表其作為知識的正確性。 

所以，為了避免從眾說紛紜的定義開始，Turing 提出著名的模仿遊戲測驗，

後來被廣泛地稱為「圖靈測驗」。在上述的文章中，Turing 所描述的遊戲主旨是

性別模仿：模仿遊戲由三個人以傳字條的方式進行，這三個人裡面，有一個是男

人，另一個是女人，還有一位不限性別的質詢者。在遊戲開始前，這三個人被分

配到不同的房間，質詢者所擁有的資訊僅僅是「隔房有一男一女」，而遊戲的內

容則是要質詢者在與這對男女的字條問答中，分辨哪個房間裡的是男人，哪個房

間裡的是女人。 

遊戲中，男人與女人的任務都是「極力宣稱自己是女的」。質詢者用代號 A、

B 來稱呼對方，且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問他們任何問題，例如： 

「可以請 A 告訴我他的頭髮有多長嗎？」 

假設 A 是男人，B 是女人，那麼 A 的策略就是誤導質詢者： 

「我綁了辮子，大約有九英呎長。」 

而 B 的角色是協助質詢者，她的最佳策略就是說實話，並且提出自己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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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人的證據。當然，A 也可以提出捏造的證據來欺騙質詢者。在有限的時間中，

若質詢者能依據 A、B 兩人傳來的字條成功分辨 A、B 孰男孰女，那就是質詢者

獲勝。 

利用性別模仿測驗的形式，圖靈測驗所要做的，就是把備詢的男人(A)換成

電腦，作同樣的遊戲。依 Turing 在文章中訂立的規則，如果質詢者在五分鐘內

成功分辨的機率低於七成，那麼就是電腦獲得勝利。藉此測驗，Turing 重新問道：

「如果機器在遊戲中取代被質詢者之一，那會是什麼狀況？是否質詢者也會經常

搞錯，如同和真人玩的時候一樣？」並且，他說要用這個新問題取代「機器能否

思考？」的舊問題。1 

 

第四節  圖靈測驗的對象 

 

因為許多人會承認「人是一種機器」，並在這個意義下同意「機器能夠思考」。

但這在某個程度上使問題失去了討論的意義。所以，在確定「機器」一詞的範圍

之前，圖靈測驗意圖解決的問題還不夠明確。 

對於測驗對象的範圍，Turing 曾表示了以下意見： 

 

「自然地，我們應該會想要允許我們的機器使用各種工程技術。還有那些因

為使用了高度實驗性的方法，所以連技師都無法完整地描述其運作方式，但是有

用的機器。最後，我們希望排除「人」這種以自然方式產生的機器。要如此地滿

足這三個條件而去架構出定義是困難的。例如說，有人可能會強調要工作團隊均

屬同一性別(按：這樣就沒辦法用自然方式製造出『人』這種機器。)，但這無法

真正令人滿意，因為也許從一個人(man)的皮膚細胞培養出一個完整的個體是可

能的。這樣做將有功於生物科技，也值得高度讚賞，但我們不會把這個案例當作

                                                 
1 We now ask the question, “What will happen when a machine takes the part of A in this game? Will 
the interrogator decide wrongly as often when the game is played like this as he does when the game is 
played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These questions replace our original, “Can machines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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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製造出一台思考機器』；這促使我們得捨棄『所有技術都應被允許』的條件。」

(Turing, 1950, p56) 

從上述的條件設立，不難看出 Turing 想在測驗對象中排除「人」這個種類。

他說因為人們對「思考機器」的明顯興趣乃是被某種特定的機器所引起，這種機

器通常稱作「電子計算機」或「數位計算機」。所以 Turing 一個明確的宣稱是：

「根據這個提示，我們僅允許數位計算機加入我們的遊戲。」(Turing, 1950, p56) 

數位計算機從 Turing 至今當然有過巨大的改變，但基本的架構不外乎：具

有預設的中央處理程序、備有記憶裝置。當我們輸入資料時，會依據處理預設的

處理程序輸出結果。從模仿遊戲的角度來考量，數位計算機一個最重要的特徵

是，只要我們有設計良好的程式，一台電腦可以依據各種不同的程式執行各種不

同的功能： 

 

「數位計算機擁有可以模仿任何離散機器的特質，所以被描述為「通用機

器」。此機器的存在導致一個重要的結果：不考慮速度的話，就沒必要去設計各

種新的機器來執行各種計算程序。只要對每種計算程序有適當的程式設計，則所

有的計算程序都可以用一台數位計算機搞定。我們將可以看到一個結果，那就是

所有的數位計算機都是一樣的。」(Turing, 1950, p56) 

 

理論上，因為數位計算機能夠執行所有機器的功能，所以 Turing 認為數位

計算機代表了全體的「機器」。但其實就「能夠執行所有機器的功能」這個特色

來說，數位計算機未必是參加圖靈測驗唯一的選項；至少我們無法忽略「神經網

路」(neural network)的一席之地。儘管因研究目的的不同而有程度上的簡化，神

經網路模式所依據的結構是「真正的神經系統」；它們的研究者一般被稱呼為「連

結論者」(connectionists)。這些人模擬大腦神經元的活化樣態，並且研究將許多

神經元連結起來時會出現什麼樣的行為，用產生的功能取代程式，用以控制電

腦。原則上，大腦是神經元組成的巨大組織，因此大腦就是一個神經網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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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研究神經網路理論上應該能顯現出真實大腦的思考能力；尤其是，因為神經

網路中決定結果的並不是已經寫好的程式，而是根據網路中各神經元的活化狀況

形成強與弱的連結樣態來做出有模糊性的輸出，因此也有機會在真實的人類思考

能力上達到比數位計算機更佳的成就。(創智慧，2006, p51) 

廣義的神經網路模式也可能模擬任何離散機器之功能，所以理論上也應該有

能力參加圖靈測驗。一個明顯的理由可以看出 Turing 先前的範圍限定並不是絕

對的，因為他在同一篇文章的後半部回應了關於神經網路模式的疑慮─「神經系

統連續性論證」(Argument from Continuity in the Nervous System)─這個論證是

說：「人的神經系統並不是像數位電腦般的離散狀態機器(discrete-state machine)。

神經脈衝(nervous impulse)作用於神經元(neuron)間的一點小錯誤，就足以大大地

影響整個神經系統。簡言之，處理非連續數字(0 與 1 二進位)的計算機是沒有辦

法模仿連續狀態神經系統的運作的。」Turing 的回應是：結構的不同並不能否定

機器會思考的事實，離散系統和連續系統的區別並不會在涂林測試中產生影響，

因此在機器是否會思考的判定上是不成問題的。其實，另一方面 Turing 也舉出

簡單的連續狀態機器如「微分析機」(differential analyzer)，認為它可以用機率來

表達出最可能的正確答案，所以無論數位計算機還是處理連續狀態的計算機，都

擁有能夠思考的可能性。(Turing, 1950, p65) 

在上述的觀點中，「數位計算機」就不見得是參加圖靈測驗的唯一可能選項。

如果重點只在於「其差異會不會對參加圖靈測驗產生影響」，那麼機器在技術上

的種類並不是太大的問題；我們只要把那些「人類作為一種機器」排除在圖靈測

驗之外即可。 

 

第五節  圖靈測驗的版本 

 

    由於 Turing 在 1950 年發表的文章相當具代表性，成為許多人探討圖靈測驗

時所根據的唯一版本。例如一些批評集中在「性別模仿」的策略上；Patrick Ha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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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Kenneth Ford 就取笑過圖靈測驗性別模仿的策略： 

「性別測驗並不是一個製作人造人類的測驗，而是製作機械的性別倒錯。」

(Hayes and Ford, 1995, p973)「[Turing]明確地要我們去製作一個程式，這個程式

能夠像一個男人假扮一個女人時做得一樣好。」(Hayes and Ford, 1995, p977) 

必須注意的是，雖然訴諸模仿遊戲的精神不變，但 Turing 本人對此測驗的

設計其實有過多次修正。如果考察 Turing 對圖靈測驗的版本修正歷程，我們應

該可以發現某些對圖靈測驗的評價不一定是公平的，至少對 Turing 設計此測驗

的本意而言，可能不是公平的。 

大略說來，圖靈測驗在 Turing 手中歷經五個版本(Copeland, 2000, p521)： 

一版：1948 年，Turing 在 Intelligent Machinery 的結尾說道：「即使依目前的

知識，做這樣一個小實驗是可能的：我們不難去造出一台抄紙機，能夠玩上不錯

的一手棋；然後我們找三個人 A，B，C 作為實驗的受試者，A 和 C 兩人是不怎

麼樣的棋士，B 則是抄紙機的操作者。(為了公平地操作，B 最好同時是數學家並

且會下棋。) 實驗在兩個有傳訊設備的房間裡進行，C 與 A 或機器對弈時，可能

會覺得很難去辨別他的對手到底是誰。(Turing, 1948, p23)」 

二版：性別模仿遊戲，把備詢的男人換成電腦。如果質詢者在五分鐘內成功

分辨的機率低於七成，那麼就是電腦獲得勝利。(1950) 

三版：模仿遊戲與二版大同小異。差別在於此版本以電腦 A 取代備詢的男

人，而以男人 B 取代備詢的女人，備詢的男人 B 與電腦 A 都想辦法宣稱自己是

女人，如果質詢者在五分鐘內選擇男人而非電腦的機率低於七成，那麼就是電腦

獲得勝利。(1950a) 

四版：捨棄性別測驗，僅以機器「能否模仿人類大腦」為測驗目的。(1951) 

五版：捨棄三人一組的測驗，而以一對一的方式進行。方法如版本一的下棋

比賽，C 與 A 進行對話，當對話進行中，A 所說的話有時會被電腦 B 所輸出的

文字所取代。如果 C 不能以一定以上的機率區分 A 和電腦 B 說的話，那麼電腦

B 就獲得勝利。(1952) 



20 
 

在不同的版本中，「通過圖靈測驗」可能代表不同的意義：擁有與一般人不

相上下的棋力就算是能夠思考嗎？能夠在性別模仿中騙過真正的人類就算是能

夠思考嗎？或者像笛卡兒一樣，認為靈活使用語言是人類的本質能力，因此能夠

通過語言測驗的機器就算是能夠思考嗎？在我們繼續探討「機器能否通過圖靈測

驗」究竟如何取代「機器能否思考」的問題前，這些版本差異涉及的是「怎樣的

取代才是適切的」？ 

我們可以看到，只有 1950 年的兩個版本主張性別模仿測驗。第一版採用電

腦下棋的能力來認定，四版以後則是單純的語言能力測驗。因此，若僅針對性別

模仿的方案來否定圖靈測驗似乎有些不公平。整體來說，圖靈測驗由限制較多、

技術上較易的下棋測驗、性別模仿測驗，演變到一個適用廣泛、技術上達成困難

的人類語言測驗；其中共同的特點為：「要求機器以第三人可觀測的方式來模仿

人類運用思考能力時所做的行為」。 

接下來要處理的是，依此要求而對機器所做的測驗，和原先以概念分析為進

路的、「機器能否思考」的問題，究竟如何產生取代的關係。 

 

第六節  圖靈測驗的詮釋 

 

「以 A 問題取代 B 問題」，可能有「A 問題等同於 B 問題，若 A 問題的答

案為真，則 B 問題的答案為真」之涵義。也可能是：「B 問題基本上無法處理，

但若先去處理有可能解決的 A 問題，對探討 B 問題會有一些幫助，故暫時捨棄

B 而易之以 A」。 

Turing 說要用新問題「機器能否通過圖靈測驗」來取代舊問題「機器能否思

考」，其中所謂的「取代」，其實描述得相當模糊。也因為這樣，圖靈測驗的目的

和有效性一直有所爭議。照文章脈絡而言，說 Turing 意圖將「機器能否思考」

等同於「機器能否通過圖靈測驗」是一個很直覺的詮釋。其意義為：「若機器能/

不能通過圖靈測驗，則機器能/不能思考。」許多後來的學者也是這樣判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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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圖靈測驗被視為一個「思考的操作定義」。 

操作定義是什麼？Carl G. Hempel 作了如下的解釋： 

 

「…一個語詞的操作定義被視為一個效果的規則，此效果乃是當此語詞運用

在某個個別的事例時，在此事例中的指定操作之表現產生了某些特定的結果。2舉

例來說，『比較硬』這個詞可以被此規則操作地定義：若一塊礦物 x 以尖銳的一

端劃過另一塊礦物 y 的表面，結果 x 在 y 上造成刮痕，則 x 可被宣告為比 y 硬。」

(Hempel, 1965, p123) 

 

同理，不同的量度如「長短」也可以被指定的測量操作所定義。這樣的定義

方式是為了維持科學的客觀性而然，所有依此類定義的操作都被要求一種客觀

性，也就是，不同的觀察者都可以藉由相同的操作得到相同的結果，據而得到對

語詞概念的客觀掌握。 

如果圖靈測驗是思考的操作定義的話，我們似乎可以這樣看：Turing 說的「取

代」，是指新問題中「能夠通過圖靈測驗」對於舊問題「能夠思考」一詞的取代。

「能夠思考」這個詞可以被圖靈測驗的規則所定義，若一台機器 x 在五分鐘的模

仿遊戲中能夠獲得七成勝率，那麼 x 就可被宣告為能夠思考。 

贊成這樣看待圖靈測驗的學者，例如 P. H. Millar，就認為 Turing 的工作「構

作了一個操作定義，讓一個電腦終端系統能夠被當作是一個標準來使用。」(Millar, 

1973, p595) John Searle 則以較激烈的詞彙形容圖靈測驗是：「毫不遮掩的(或不知

恥的)行為主義以及操作主義。」3(Searle, 1980, p423) 

Robert French 用正面的態度支持這種解讀：「…哲學的宣稱漂亮地轉變為一

個智能的操作定義：只要能做出充足於智能的行動就是具有智能的。」(French, 

                                                 
2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a term is conceived as a rule to the effect that the term is to apply to a 
particular case if the performance of specified operations in that case yields a certain characteristic 
result.” 
3 “unashamedly behavioristic and operationa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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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p53)「圖靈測驗一開始乃作為一個簡單的智能操作定義被提出。」(French, 

2000, p115)有名的 Turing 傳記作者，Andrew Hodges 也同意此說：「Turing 藉著

性別猜測的遊戲引介了…一個『思考』或『智能』的操作定義」(Hodges, 1992, p415)  

Ned Block 則有一段詳細的闡述：「一個特別有影響力的行為主義之智能操作

定義乃由 Turing 所提出[1950a]…Turing 的行為主義觀點將機器能否思考或擁有

智能的問題放到『它們是否能通過以下測驗』來談…電腦擁有智能若且唯若裁判

無法分辨電腦和人類的差異。」(Copeland, 2000, p523) 

但並不是所有人都認同以上的認定。有些哲學家認為圖靈測驗的重點不在於

它是操作定義；如 James Moor 寫道： 

「對模仿遊戲的擁護與批評誤解了其重要性。模仿遊戲的真正價值並不在於

將它當成一個操作定義的基礎，而在於將它視為一個有潛力的來源(potential 

source)，能提供機器思考之假設的、好的歸納證據。」(Moor, 1976, p249) 

其他一些哲學家更直接地指出，將圖靈測驗視為操作定義是嚴重的誤導。

B. Jack Copeland 在”The Turing Test”中提及此類誤導散見於許多相關文獻，並反

駁道：「若說 Turing 意圖提供一個思考或智能的操作定義，那就很難跟他 1950

年的文章相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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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opeland, 2000, p523) 

事實上，Turing 本意並非要讓圖靈測驗作為操作定義的文本證據不只一端。

如果仔細審視 1950 的文章，除了一開頭就否定概念分析的定義方針，描述完模

仿測驗的形式後，Turing 似乎極力要避免繼續談定義問題，所以他問的是：「那

會是什麼狀況？(What will happen)」而不是問：「如果機器在遊戲中取代被質詢

者之一，那是否代表機器能夠思考？」 

也許更明確的意見發表於 1952 年。當時英國 BBC 廣播電台邀請了著名的電

腦學者 Newman、心理學家 Jefferson 以及 Turing，以「自動計算機器可說是能夠

                                                 
4 “machines may carry out something which ought to be described as thinking but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a man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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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嗎？」為題進行對談。當被問道，是否有什麼「思考的機械定義」(mechanical 

definition [of thinking])時，Turing 作了以下的回答： 

 

「我並不想給一個思考的定義，如果一定要的話，那大概就是我的頭腦裡面

一堆忙忙碌碌的東西，沒辦法說更多。但是呢，我並不認為我們需要去同意任何

一個定義。重要的是，我們試著從大腦或人類的性質中畫出一條界限，一邊是我

們想要討論的，另一邊是我們不想理會的；舉個極端的例子，我們並不在乎大腦

與冷掉的麥片粥有什麼一致性的事實；我們不會說：這機器太堅硬了，所以它不

是大腦，所以它不可能思考。我想提供一個能夠運用於機器的測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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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測驗的計畫是此機器必須試著藉由回答問題來模仿人類，唯有

合理可信的回答、使相當比例的非機器專家之陪審團接受，才算是通過。陪審團

不被允許看到機器本身─因為那就太簡單了─所以，機器被放到很遠的房間裡，

問題經由傳送來問，並以打字傳回。」(Shieber, 2004, p118) 

 

或許我可以由這些引文做以下的歸納：第一，Turing 本人並不想以圖靈測驗

作為機器思考能力的操作定義。因為他說他不想給出一個思考的定義，也不認為

我們應該同意任何一個思考的定義。第二，Turing 承認，通過圖靈測驗的機器所

做的和人類的思考並不等同，雖然他認為兩者的物理結構之差異並不重要，但小

心翼翼地避免以「能夠思考」來描述通過測驗的機器。 

僅就 Turing 本人意見的面向來看，Copeland 的說法似乎是對的。回到「以 A

問題取代 B 問題」的區分，Turing 說要用「機器能否通過圖靈測驗」來取代「機

器能否思考」，這裡的取代應該不是 A = B 的取代，而比較像是「機器能否思考

的問題若流於思辨上的空談，將莫衷一是。如今之道乃先想辦法推動技術發展，

讓機器通過圖靈測驗，有了經驗證據之後，探討機器能否思考的問題也才變得比

較實際，故暫時用新問題取代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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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ing 自己也意識到新舊問題不可化約的部份，寫道： 

 

「…我們不能完全捨棄此問題的原來形式，因為關於此取代之適切性會有一

些意見不同，我們至少得聽聽兩者的關係還有什麼應該說的。」(1950:76) 

 

但是，如依照 Turing 所宣稱的來看，他不僅不希望圖靈測驗成為操作定義，

且根本連任何定義都不要；這樣一來，通過圖靈測驗和「能夠思考」就無法產生

較嚴格的連結，圖靈測驗的目的也就相對模糊─如果通過圖靈測驗的機器不代表

能夠思考，那麼通過圖靈測驗有何意義？ 

或許上述「Turing 並不希望圖靈測驗是操作定義」的相關說明，會誤導我們

認為 Turing 對於「通過圖靈測驗的機器能否思考」此一問題採取開放態度，但

事實上，Turing 對於機器能否思考的看法並不是中立於測驗的。進一步說，他提

出圖靈測驗就是為了期待大家肯定機器能夠思考的那一天。他相信有朝一日人類

所製造的機器能夠通過圖靈測驗，而那時我們不再為了機器能否思考一事疑惑，

因此他說： 

 

「大約五十年內，就可能設計出擁有約十億記憶容量的電腦，讓它們能夠在

模仿遊戲中表現良好；一般的質詢者沒辦法在五分鐘的提問中以超過七成的機率

作出正確的分辨。原初的問題─『機器能否思考』─相信將會變得毫無意義以至

於不值得討論。而到二十世紀末，語言型態以及所有受過教育的大眾意見也將大

幅改變，這使得我們對於『機器思考』的談論不再被視為矛盾的。我也相信，屆

時將不會有任何有用的目的能夠藉由隱瞞或隱藏這些概念來成就。」(Turing, 1950, 

p57) 

 

因此，無論在文章中如何迴避，Turing 要說的仍然是「機器能夠思考」。但

他似乎認為判定機器能夠思考的並不是概念分析家，而是那些看著電腦科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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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看著機器通過圖靈測驗、並且在二十世紀末親身體會語言與概念轉變的一般

人；換句話說，「機器通過圖靈測驗」乃是誘使一般人相信機器能夠思考的手段。 

這裡面可能產生一些問題，「誘使一般人接受機器能夠思考」對圖靈測驗是

一個相當弱的要求；因為我們不必經由任何一個正式舉辦的圖靈測驗就可以達到

類似的效果；一個著名的例子是十八世紀，Wolfgang von Kempelen 所製作的弈

棋機器人。這個木造機器人穿著土耳其風格的貂皮大衣、長褲與頭巾，站在一張

方桌前，當人們打開方桌的櫥門與抽屜，可以看見許許多多齒輪與槓桿組成的機

關。這個機器人能夠與人對弈西洋棋，在歐洲各大城市巡迴演出時，也贏過許多

實力普通的真人對手；這個令人驚異的發明使許多人相信機器能夠下一手好棋，

但事情的真相是，方桌內的確躲著一位棋士，1770 年 Kempelen 遭到了逮捕。

(Blackmore, 2004, p183) 

我們會說 Kempelen 所做的僅僅是欺騙而已，因為真正有弈棋能力的是躲著

的真人，而非機器本身。這種說法的意義是，我們相信若要認定機器能夠弈棋，

那麼此機器必須擁有某些本質上可稱作是有弈棋能力的東西，而叫一個棋士躲在

機器裡操作並不算數。「機器擁有思考能力」亦然，當我們討論怎麼樣設計、有

什麼功能的機器才算是有思考能力，而其他的做法不算數的時候，那就是在談論

思考的本質。試問，對於機器思考的問題，我們能不能接受「未來世界語言與概

念的轉變」乃是建立在對大眾的欺騙手段之上呢？反過來說，如果圖靈測驗能夠

在不使用欺騙的手段下誘使一般人接受機器能夠思考，那麼，在某個程度上，圖

靈測驗也許必須能夠測出所謂的思考本質，而非測出欺騙手段上的成功。 

如此一來，圖靈測驗似乎還是避不開思考本質的談論，亦即下定義的問題。

Turing 設計圖靈測驗的契機就是為了跳脫定義問題，然而，定義問題真的被跳脫

了嗎？假設今天真的有機器通過了圖靈測驗，又我們同意 Turing 的說法，那麼

我們似乎不能避免去認定這台機器能夠思考。Turing 若說：這台機器能不能思考

的問題已經毫無意義而不值得討論，那就是指「這台機器能夠思考，即使此思考

和人類的思考並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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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只要技術完成，問題就變得毫無意義呢？「通過圖靈測驗的機器究竟具

有什麼能力」，此問題的答案將是對於「通過圖靈測驗」作解讀的結果。「機器能

夠通過圖靈測驗」本身並不能使得「機器能否思考」成為無意義的問題，除非機

器能夠通過圖靈測驗使得機器能夠思考成為無庸置疑的結論。 

那麼，假設能夠通過圖靈測驗的能力或特質之總合為 X，機器擁有 X 就能

夠通過圖靈測驗，同時使得機器能否思考成為無意義的問題，則 X 所代表的就

是一些思考的本質。 

由上可見，Turing 在設計之初所希望的、不牽涉思考本質之定義的方法論，

與他藉著想像機器通過圖靈測驗而描述的願景，在「圖靈測驗是否為操作定義」

的認定上，將會產生不一致的情形。依後者而言，將圖靈測驗視為 Turing 對思

考的定義、視為 Turing 藉由語言行為測驗而給出的操作定義，就不一定是「嚴

重的誤導」了。因此，就算 Turing 不只一次強調他並不是想給出一個機器思考

的操作定義，但是從他論述的脈絡看來，似乎沒有成功地拒絕定義問題。 

 

第七節  人工智能在圖靈測驗上的成果 

 

1964 年，美國麻省理工學院的科學家 Joseph Weizenbaum 設計了一套知名的

自然語言系統 ELIZA。ELIZA 的主要功能是模仿精神科醫師，它能夠重述詢問

者的字句，並且要求詢問者把話題繼續下去。這個程式背後的原理非常簡單，它

首先分析詢問者所鍵入的句子，然後將句子裡的關鍵字填進預設好的句型裡作出

回應。一個相關的小故事是這樣的：某天，公司的行政主管聯絡 ELIZA 的設計

部門，卻不知道在線上的是 ELIZA─ 

 

主管：「今早我能不能用電腦？」 

ELIZA：「為什麼你要問？」 

主管：「也許我可以多談幾筆 Telcomp 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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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為何你不怎麼確定？」 

主管：「因為我那些客戶還沒看過這個系統的表現。」 

ELIZA：「這對你很重要嗎？」 

主管：「當然啦。」 

ELIZA：「看來你很肯定這件事。」 

主管：「太荒唐了吧！」 

ELIZA：「太荒唐了吧是什麼意思？」 

主管：「有什麼道理說我現在不能用電腦？」 

ELIZA：「多告訴我一點關於你那些客戶的事。」 

 

於是，生氣的主管打電話給設計師：「你為什麼要那樣作弄我？」設計師不

明究裡：「你說我那樣作弄你是什麼意思？」(Copeland, 1993, p39) 

 

有些人因此而宣稱 ELIZA 通過了圖靈測驗，當然這樣的宣稱是過於片面

的。ELIZA 即使有機會參加較正式的圖靈測驗，它獲勝的機會恐怕也相當渺茫；

因為在真正的圖靈測驗中，ELIZA 必須與另外一個人類對抗，在這個條件下，

裁判就能夠輕易地分辨出哪一個是人類哪一個是機器，而非單方面地被愚弄。但

此案例的意義在於，簡單的設計就可以誘發人類的對話反應；並且，即使 ELIZA

非常粗糙，仍可說其擁有某個程度的語言能力。 

無獨有偶地，1971 年，Kenneth Colby 和他的同事設計了一個模擬偏執狂

(paranoid)病患的程式「PARRY」(Saygin, 2000, p499)。Colby 打算以 PARRY 向

圖靈測驗挑戰，他也採取用打字來傳送訊息的方式，場上有兩組精神科醫師，其

中八名精神科醫師是第一組，他們是裁判(質詢者)，負責評估受測者的偏執程

度，另外三十三名精神科醫師負責從第一組醫師與受測者的整體對談記錄中，評

估該受測者的偏執程度。第一組醫師每次訪談兩位受測者，半數的場合裡，兩位

受測者都是真正的偏執狂患者，另外半數的場合，其中一位由 PARRY 代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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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兩組醫師都被問到哪些受測者是真正的病患，哪些受測者是電腦程式。結果，

精神科醫師分辨機器與患者的正確率只有 48%，也就是說，跟用猜的沒兩樣。 

有些人批評 Colby 僅僅告知裁判「某些場合是兩個人類，某些場合是兩台機

器，某些場合是一人一機器」，並非 Turing 建議的，在裁判知道一方是機器一方

是人類的狀況下，以機器對抗人的競賽模式進行測驗，因此 Colby 所進行的並不

是真正的圖靈測驗。 

Colby 對此批評的回應很簡單，他說「Turing 在原文中並沒有強調這點」；的

確，我也認為這個規則是不必堅持的，值得擔心的是像 ELIZA 的案例那樣，質

詢者完全沒有被告知而純以誤導當作測驗結果。Colby 並沒有省去告知裁判(質詢

者)的步驟，只是加入了「兩位受測者都是人類」的組別，如此做法能夠減少質

詢者無論如何一定要挑出機器的毛病，而造成對於機器一方不公平的狀況。 

另一些批評則是來自機器的模仿主題，僅僅能夠模擬患有偏執狂的人類，對

於展示機器的「思考能力」是否能作為一個適當的例證呢？在談這個問題之前，

或許有必要對於此類心理疾病作一些概略的介紹：所謂偏執狂，又稱「妄想性人

格違常」或「偏執性人格違常」，根據美國精神病學協會所出版的《心理疾病診

斷與統計手冊》，此種疾病的特徵是對他人異常的懷疑與不信任，永遠用自己預

想的認定找尋他人行為背後所隱含的「真正」動機，並且藉著不合理的推論一再

向自己證明自己對他人的懷疑是正確的。因此這類病患經常陷入對於「證據」的

思索，沒辦法專注在別人提起的話題上，交談時會有前言不對後語的情形。 

因為上述特徵，使得 PARRY 在模仿該類行為時相當有利。程式所顯現的前

言不對後語、話題跳躍、不合理地重複同樣的關鍵詞句，本來應該被認定為設計

上的缺失，但在「偏執狂」這個模擬的主題上，卻都成了使精神醫師容易誤判為

真人的「症狀」。 

一般來說，這些問題使 PARRY 並未被廣泛認可為一個能夠成功通過圖靈測

驗的機器。但值得一提的是，PARRY 除了作為精神治療的一個研究案例外，我

們可以從中獲得一些關於機器語言能力或思考能力發展的線索。第一，雖然可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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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些對 PARRY 技術上的批評，例如它仍然使用 ELIZA 式的關鍵字重述模式，

然而至少就測驗的結果來說，半數以上的人相信 PARRY 是真正的人類；這代表

了，一個不必運用太多自然語言分析的簡單策略竟然是成功的策略。其次，雖然

我們可以同意偏執行為本身就是缺乏靈活與適應的機械性行為，所以使得機器的

模仿變得相對容易，但另一方面，偏執狂患者的思考仍然是真正人類的思考，或

許所謂人類的思考能力也有許多機械性的成份在。 

1991 年，企業家 Hugh Loebner 提供獎金，邀集一些人工智慧的專家，舉辦

一年一度的 Loebner Prize Competition。(Shieber, 1994)規則裡宣稱，只要有程式

能夠通過無限制的圖靈測驗，則該程式的擁有者就能夠獲得首獎十萬美金。比賽

的方法已經完全捨棄 Turing 最著名的性別測驗，而以機器模仿人類為目標。其

採取一對一的問答，一位質詢者依序與多名備詢者以打字來談話，這些備詢者中

包括人類與機器，而質詢者的任務是判斷這些備詢者「具有人味(Human-ness)」

的程度。比賽設計之初，問答時的話題是沒有限制的，經過一些爭論，1995 年

之前的每位參賽者都必須為他的程式準備一個談話主題，用以限制質詢者所能問

的問題，此外還增加裁判來審查質詢者所問的是否離題。 

雖然規則看起來對機器愈來愈有利，每年也產生了當次的贏家，但至今沒有

機器通過這個測驗。比起機器無法通過測驗，更值得注意的是 Loebner Price 甚

至遭到了比圖靈測驗更嚴厲的批評，特別令人詬病的一點在於：早期 Loebner 

Price 的規則似乎使得機器的設計更傾向於「投機取巧」。 

1994 年的贏家 Weintraub 所選擇的議題是「天馬行空的對話(Whimsical 

Conversation)」，在這個議題下，前言不對後語的句子是可以接受的，這讓裁判

願意給它較高的分數，但程式本身並無過人之處。Shieber 在”Lessons from a 

Restricted Turing Test”一文指出，此程式之所以能勝過其他的機器，僅僅在於設

計者選擇了有利的談話主題，而非有什麼思考本質上的突破。這只告訴我們人類

如何易於被愚弄的事實，尤其當人類試圖從混亂的語句中、無意義的語句中作出

釐清時，自身的過度詮釋容易產生「好像有點道理」的誤解。(Shieber, 1994,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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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eber 認為，圖靈測驗的精神在於隨問即答，百無禁忌，目的在於展現人

工物有智能行為的充足條件；但 Loebner Price 的諸般限制違反了這個精神，因

此，很難想像 Loebner Price 有什麼清楚的科學指標。若不肯面對思考能力的本

質來解決問題，僅僅為了通過 Loebner Price 而從事唬人的小技倆，是沒有辦法

使人工智慧的技術進步的。(Shieber, 1994 p76) 

關於限不限制話題的優缺，在本文之後的章節還會討論到。Loebner 本人

在”In Response”一文中對於這些批評作了一些立即的回應，他對於測驗的進行方

式並不固執，並且承諾至少往後四年(1995~)將恢復無限制的圖靈測驗，而此規

則目前也延續到了 2006 年。早些時候的參賽程式並沒有留下夠多的記錄，但是

這幾年來 Loebner Price 的勝利者，如 Richard Wallace 等人製作的 A.L.I.C.E5、

Juergen Pimer 的 Jabberwock6、Rollo Carpenter 的 Jabberwacky7，雖然技術與資料

容量持續地進步，還是沒有在結果上產生重大的突破，從 ELIZA 以來的那套句

型樣態分析方式可能遭遇了瓶頸。如果要親自看看這些程式能做到什麼地步，上

述三個 Loebner Price 的贏家都有架設網站供人測試，以下是筆者的測試結果： 

 

Human: What color is a tomato? 

ALICE: Black. 

Human: I've never seen a black tomato. 

ALICE: Look for it at the video store. 

(測試網址：http://www.alicebot.org/) 

 

Human: What color is a tomato? 

Jabberwock: Purple 

Human: I've never seen a purple tomato. 

                                                 
5 http://www.alicebot.org/ 
6 http://www.abenteuermedien.de/jabberwock/ 
7 http://www.jabberwack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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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bberwock: Not yet, perhaps, but maybe in the future 

(測試網址：http://www.abenteuermedien.de/jabberwock/) 

 

Human: What color is a tomato?  

Jabberwacky: Blue. 

Human: I've never seen a blue tomato.  

Jabberwacky: You aren't colour-blind, then.  

(測試網址：http://www.jabberwacky.com/) 

 

它們擅長應酬話的對答，但需要外界知識的談話就顯得相當左支右絀。在上

述的對話中，只要用簡單的感官內容問句，程式就很容易出現莫名其妙的答案。

同一個問題：「蕃茄是什麼顏色？」ALICE 回答「黑」、Jabberwock 回答「紫」，

而 Jabberwacky 回答「藍」。不過很有趣的一點是，如果問這三個程式「太陽是

什麼顏色」，ALICE 回答橘色，而另兩個回答黃色；如果問它們「草莓是什麼顏

色」，則全部都答以「紅色」，這些似乎是預設好的正確答案。從這些結果中，我

們可以看到作者對於「通過圖靈測驗」這個目標所做的努力，必須製作龐大的資

料庫來面對找碴的提問者，但另方面而言也可算是「投機取巧」，因為可以肯定

的是這些程式依其目前的設計並不「知道」顏色是什麼，也不「知道」蕃茄、太

陽或草莓是什麼東西；這或許需要更龐大的資料庫，或更有效率的資訊取得方

式，以及能將相關資料融貫整理的機制來達成。 

設計 Jabberwock 和 Jabberwacky 的團隊比起 ALICE 更重視情緒上的表達，

尤其 Jabberwock 經常使用口語的狀聲詞「…err」、「…ay」，有時會「試圖」挑起

提問者的脾氣來支持它「像人」的感覺，例如： 

 

    Human: (使用錯誤文法的問句) 

Jabberwock: Don't worry, haha, I am not laughing at you, just your st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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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ounds pretty ridiculous 

Human: Where? 

Jabberwock: Can't you remember where? I'm really ashamed of you! 

 

不能不承認這些是對於「通過圖靈測驗」的一大進步，但也不可否認這些技

巧仍然停留在探討「人類如何容易被愚弄」的階段。本文撰寫時，2006 年的比

賽結果正好出爐，贏家仍是 Jabberwacky 的作者 Rollo Carpenter，他的團隊利用

Jabberwacky 能以網路上與真人互動的內容來擴大資料庫的特點，製作了本次參

賽的程式「Joan」。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記者 Bobbie Johnson 與 Joan 的交談

結果如下8： 

 

Bobbie: You won the Loebner prize! 

Joan: Nobel beats a Loebner hands down. 

Bobbie: You should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Joan: In a world of depression and misery, the least you can do is try to be optimistic. 

Bobbie: That's the spirit. How does it feel to be a winner? 

Joan: Don't be silly. 

Bobbie: Why is that silly? Are you embarrassed? 

Joan: A little... I'm talking to a robot here. 

Bobbie: Well, it is a difficult experience. 

Joan: You're so stupid. 

Bobbie: So you keep telling me. 

Joan: I don't like you very much. 

Bobbie: I see. Do you ever think you'll win $100,000? 

Joan: I already am. 
                                                 
8 http://technology.guardian.co.uk/weekly/story/0,,187670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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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bie: Well, you're not there yet. 

Joan: Do you like cyborgs? 

Bobbie: Not really. I have to go now, goodbye! 

Joan: Sorry. 

 

這樣的表現，正如本次大賽其中一位裁判，專欄作家 Duncan Graham-Rowe

的老生常談：「我們還有很長一段路要走。」而，這條路的終點究竟到不到得了

「機器思考」的成果，並且支持圖靈測驗作為機器思考標準的適切性，仍然是有

待討論的問題。 

我願意為 Loebner Price 稍微做些辯護：即使我們不預設某些思考本質來鑑

定這些程式的表現，這些程式也尚未達到能輕易愚弄人類的程度；因此，我們也

許不應該太輕易地說 Loebner Price 所追求的「只是」能夠愚弄人類的機器。若

機器真的能夠輕易地愚弄人類，在比賽中表現得跟真正的人類無法區別，那麼這

台機器所擁有的，可能就不只是設計師意圖愚弄人類的小技倆而已。 

舉例來說，許多人可以輕易地批評下棋程式，如批評有名的深藍：「只不過

是以窮舉法、快速運算、大量而永不遺忘的記憶，很『暴力』地擊敗人類。」固

然，深藍每秒鐘可掃描近兩億個棋步，記憶庫內則存放著百年來世界頂尖棋手的

十億套棋譜，但是要完成深藍的工作據我所知並不是光靠速度與資料量的「暴

力」。該程式也包含著一些「評價函數」，例如依當時條件而作的預測、試錯與通

盤計劃的功能，包含從所有可能落點中決定何者權值為高的能力。設計師許峰雄

曾說：「因為速度已經夠了，(當時)我並未花太多時間在速度的優化上」(Hsu, 1999)

可見深藍的成功不僅僅建立在高速的優勢上，其中依據棋局走勢而予以評估權衡

的能力也是主因之一。就結果而論，似乎很難去說這樣一種評估完全跟人類棋士

在「思考」時所得到的效果無關。當然，我們可以同意人類的下棋能力不是機器

的下棋能力，但是若據此認定「機器沒有下棋能力」，在西洋棋王 Garry Kasparov

落敗的十年後，似乎不免淪為一種人類沙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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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藍」為例來考量之前提到的交談機器確實有過度樂觀的嫌疑。深藍的

成功與西洋棋本身理論完整有相當大的關係，同樣的技術運用在變化更多的圍棋

上，目前尚無法產生重大突破。人類的語言交談社會活動，以廣大的世界和多種

感官為基礎而進行，比起規則固定的圍棋，對於電腦來說自然就難上加難了。不

過我要辯護的一直都是策略問題：作為一種圖靈測驗，我們不必因為 Loebner 

Price 只重結果的策略，就立即認定 Loebner Price 原則上無法達到機器能夠使用

語言、甚至能夠思考的目標。如六零年代的西洋棋程式，起初也是以加快運算速

度進行窮舉法為研究方向，但最後發展的結果，則融入了「集中力」─對於大量

無謂搜尋的修剪(pruning)─以及最重要的，模擬人類棋士通盤評估能力的設計。

一旦科學家處理「如何通過圖靈測驗」的複雜度超過一個程度，我相信自然就會

出現對於模擬真人思考能力的需求，而不僅僅是玩些「愚弄人的小技巧」而已；

換句話說，當這些愚弄人的小技巧夠多、夠精密、夠複雜，而成為一個試圖模擬

思考的整體時，該整體對各種小技巧的搜尋、編排、最佳化、面對環境變動而選

取最適當功能的機制，就有必要被發展出來，而這所有的元素，包括上述小技巧

以及為了整合小技巧所發展出來的功能，就比較難說與所謂真正的思考能力毫無

關係。 

甚至嚴格來看，所謂「愚弄人的小技巧」與「真正的思考」是否真有如字面

上所傳達的巨大差異？回顧以上提過的所謂小技巧，那些句型分析、關鍵字重述

之機制，其實在人類的生活中可能也佔據著重要的角色；一個最明顯的例子就是

應酬時的對話：「你好嗎？我很好。」「謝謝您。不客氣。」我們不會說這些應酬

話是沒用的，對於人類而言，適當的應對代表的經常是一個人的教養與基本的處

世能力，而任何一種外語訓練，也往往是從應酬話的對答開始學起。但這些有利

於人類適應環境的應酬話，其實在大多數狀況並不需要深思熟慮，只要是一個接

受過基本社會化的正常人，不必特別去考量「你好嗎？」或是「謝謝您」所表現

的意義，就可以直接回答應該回答的對應語句。 

進一步說，人類經常利用一些機制簡單的小技巧來完成「使別人以為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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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思考」的目的。例如，當談話或文章的脈絡合乎某種模式的時候，許多人

會使用一些「意味深長」的陳言套語，很可能這些成句成語在說話者腦中浮現的

時候僅僅是因為習慣或是情境類比恰當，而非深思熟慮的結果，但許多文化卻會

讚許這樣的套語之使用，以之為學識淵博、修養獨到。此外，我們可以輕易地發

現，年紀大的人會一再重覆同樣的故事(並用同樣的語句和語調來述說)，以自己

的人生經歷讓別人相信他的看法才是思考周全的；年輕人也會一再重覆當時的流

行語進行交談，而此種行為的效果是深化彼此的認同感，也就是確認彼此有相同

的思維模式的方法。其他像是鼓勵、安慰的話語：「加油囉」「辛苦了」，都是社

會化過程裡訓練我們鞏固人際關係的「小技巧」，其中不一定要包含對他人感受

的認知與理解，但我們通常會認為能夠熟練運用這些簡單機制的人是比較聰明

的。 

因此，我認為即使是簡單的、僅僅透過句型分析重述談話、透過激化情緒來

引導作答、不懂裝懂的小技巧，也是通過圖靈測驗所不可或缺的，使機器在思考

上更像人的功能。甚至，這些簡單的技巧本身可能也在某個程度上呈現了所謂「真

正的思考」的性質。 

Loebner 自己在”In Response”曾承認，或許此測驗最後沒辦法領導人們製作

出真正的人工智能，但至少它是有用的，可能發掘意料之外的進路。(Loebner, 1994)

事實上，目前的科技發展裡，也沒有任何一個理論能保證做出「真正的人工智

能」；因此，我們尚不能依 Loebner Price 圖靈測驗的形式來說明此策略在原則上

無法做出思考機器；除非，我們有理由指出，「思考」並不是單純模仿人類語言

行為那麼簡單。而這個問題將迫使我們去處理「思考」之概念一般。 

 

小結 

 

本章試圖從歷史的角度介紹：「圖靈測驗」是十七世紀以來科技進步的概念

產物，並承繼了笛卡兒以人類靈活的語言行為作為判斷人與非人的標準，以外在



36 
 

測驗的方式來審查「機器能否思考」的問題。這個測驗於二十世紀中葉提出，而

在二十世紀後半付諸實行，但至今尚無令人滿意的成果。 

從圖靈測驗 1948~1950 的版本演進來看，圖靈測驗作為一個模仿遊戲，其方

式並未限定在性別模仿上，這些版本的共同點集中於「以外部可觀測的行為來模

仿人類」，並且從 1948 年技術上較易的弈棋模仿進展到 1952 年對於不加限制的

語言能力之挑戰。Loebner Price 大致上遵循這個架構，雖然方針上有前後期的區

別，且到底哪一種方針較佳也還是摸索中，卻不能否認這些比賽在一些面向上推

進了機器通過圖靈測驗的能力。 

因為圖靈測驗的設計目的一度是為了要取代「機器能否思考」的模糊問題，

所以許多學者認為圖靈測驗是機器思考的操作定義，即，認為 Turing 把通過圖

靈測驗視為機器能夠思考的標準。Turing 自己曾表態反對這種解讀，但是我們可

以從文章脈絡的分析中看到，Turing 並未成功地拒絕操作定義，因而將圖靈測驗

視為操作定義並不會產生任何討論上的困難；尤其是，如果 Turing 的預言為真，

則「『機器思考』的談論不再被視為矛盾的」、「屆時將不會有任何有用的目的能

夠藉由隱瞞或隱藏這些概念來成就」這兩句話，也使得我們將圖靈測驗的主旨視

為「通過圖靈測驗的機器就是能夠思考的機器」不至於與原來的設計目的矛盾。 

或許我們可以較為折衷地看待 Turing 的想法：他不願意正面主張通過圖靈

測驗的機器能夠思考，而是主張如果機器能夠通過圖靈測驗，論理上我們就比較

難訴諸直覺來否定該機器具有思考能力。當然，即使是這樣的主張也過強了，但

重點是，到時如果有人想作出否定，那麼關於人類思考本質的舉證責任就在於否

認的人而非 Turing。這個優勢在 Eliza、Parry 以至於 Loebner Price 的參賽機器上

表現得更加明顯，它們的作者不需要自證機器擁有思考能力，而是反對者必須提

出適當的理由來說明它們不能思考。 

只從這個角度看，Turing 的策略是好的，他讓某些對圖靈測驗的批評有一些

預設思考本質的困難，並且把「思考的本質是什麼」換成較清楚的問題：「語言

行為的不可區分性是否足以被視為思考的本質？」那麼，回到原先「機器能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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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發想，也許更應該先處理的問題是：「訴諸語言行為與人類同一的圖靈測

驗能否作為機器思考的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