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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以前，科學技術主要是用來解決人類生存問題，改善生活品質的工
具。但是 20世紀中葉以後，人類許多生存與社會問題卻反而來自科學技術
的擴張。當 2016年圍棋程式 AlphaGo甚至擊敗人類冠軍時，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終於公然踏入人類最深層的思想領域1，且快
速地應用在工商、金融、交通、治安、文化、教育、軍事等等幾乎所有領
域，帶領出第四次工業革命2來改變人類現今生活的面貌。唯一不能確定的
是，這場改變的極限會在哪裡？為機器賦予「智慧」或許最終只是科幻小
說中的情節，但是我們卻可能更高估了自己。在各國政府與企業帶頭推廣
AI相關的研究與產業之際，最不該遺忘的恐怕是 AI所帶來關於人類意義

與價值的挑戰。 
 

一、問題的核心： 

 

 顧名思義，「人工智慧」是用人為設計來模擬出可堪比人類智慧(或智能)的機器。

但是人們對於「智慧」該如何定義，本身就不見得有一致性的標準3。與其困擾於如何

定義適當的字彙，上個世紀中數學家圖靈(Alan M. Turing)就提出了一種相當精簡但含

意深刻的評估方式，至今仍廣為流傳。圖靈建議可以藉由測試某機器是否能表現出與

人等價且無法區分的談話內容(限文字溝通)，來確認它是否具有「智慧」，也就是著名

的「圖靈測試」。不過任何思慮嚴謹的人馬上會發現，這個測試其實相當模糊，因為牽

涉到要與甚麼樣的人對談？要談那些範圍？要談多久才算？等等細節。因此這種測試

方式在講求實務與精確的科技浪潮中，更多只是一種象徵性的意義。 

 

但是圖靈測試本身的核心意義，是筆者認為過往在思考 AI 相關影響時最重要卻最

常被忽略的觀點：重點不在於「本質」是否相同，而是「果效」是否等價，並且藉由

語言溝通的即時性效果來繞過對於心智的恆常性定義4。也就是說真正的問題恐怕不是

「AI 何時可以超越人類？」或是「AI 會不會擁有自我意識？」，而是應該反過來問，

                                                      
1 在人工智慧的發展歷史上，1997年 IBM 深藍(Deep Blue)戰勝西洋棋世界冠軍卡斯巴羅夫亦是重要的

里程碑。但電腦圍棋的困難度公認遠勝於西洋棋(因為規則更簡單卻變化更多)，在 2016年以前甚至未

達職業一段的棋力。相較之下 AlphaGo 是一種架構於模擬大腦神經網路的深度學習程式，藉由模態辨

認(Pattern recognition)直接從過往高手的棋譜盤面來學習最重要的評估函數(Evaluation function)，如同人

類的學習過程(只是更加快速)，因而較深藍更接近人類判斷思考的模式。 
2 第一次工業革命源自 18世紀末蒸汽機的發明，是人類首次使用機械力取代自然動力來從事生產；第

二次工業革命是 19 世紀末由電動機與內燃機的發明所帶動，配合許多新材料的發現並煉鋼技術的突破

而大量製造各種生活與交通工具；第三次工業革命是 20 世紀中由資訊科技所領導的數位化浪潮，使人

類生活各層面都離不開電腦與網路的資訊；第四次工業革命咸認為已開始於本世紀初，由人工智慧、物

聯網、機器人與生物科技所綜合實現的全方位自動化生活，將人類的身體(甚至意念)和外在機器協調合

一。 
3
 由於中文的「智慧」帶有更多道德性與哲思性的意涵，更接近英文的 Wisdom。因此筆者同意

Intelligence 若翻譯成「智能」可能更為準確，但這並會不影響本文所有的討論。 
4
 通常我們會將這種通過圖靈測試的通用人工智慧稱作「強 AI」(Strong AI)，而在那之前，我們已經有

更多「弱 AI」(Weak AI)是在某些特定功能上已超過人類的智能(例如臉孔辨識或競賽遊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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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還有多少 AI 無法達到的智能？」或者「人類何時會接受 AI 為情感的對

象？」。有許多理由相信，後者出現的可能性與影響範圍恐怕還遠高於前者，更值得政

府部門與有識之士的關注，也正是本文的核心主旨。 

 

 
圖一：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於 2016 年公開

徵求關於可解釋性 AI 的計畫說明投影片(摘自可公開使用的版本)，說明不同類型的 AI 在預測的準確性

(Prediction Accuracy)與可解釋性(Explainability)上不同的分布。目前應用上準確率最高的 Deap Learning

卻也是可解釋性最低的技術。相關資料可見於 https://www.darpa.mil/program/explainable-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二、深度學習的特色 

 

其實早從 20 世紀中第一代的電腦開始，與神經網路有關的人工智慧研究就已浮

現，但 50 多年來經歷許多技術與數據上的瓶頸，甚至幾度停滯不前5。最近第三波人

工智慧應用的大爆發其實得力於許多機緣的結合，包括計算更為快速的處理器與累積

在網路上大量的資料。其中的核心技術乃是藉由所謂「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6來

實現許多以前無法企及的應用(特別是在圖形辨識與競賽遊戲方面)7，筆者認為這次深

度學習的成功在許多方面展現出圖靈測試的核心意義，以至於對人類自我的認知或價

值感帶來深刻的影響，包括高準確率、自我學習與無解釋性： 

 

1.高準確率(High Accuracy)： 

 

「準確率」一直是計算工程所追求的目標之一，所需要的不僅是硬體設備的先進

                                                      
5
 與 AI相關的介紹書籍有許多。對一般大眾而言，或許李開復與王詠剛合著的《人工智慧來了》(天下

文化，2017)對相關發展與應用有較為全面與持平的介紹。 
6
 所謂的「深度學習」是指模仿大腦神經的網路結構，將神經元(簡單的計算單位)建構成一層或多層的

神經網路來彼此連結。連結的權重反映出是神經元間突觸的連接程度，是一組可調控的參數。訓練時先

藉由大量的資料與已知的結果來「學習」，讓程式自動調整優化這些權重參數，後來便可以藉這組訓練

完成的神經網路來對其他新資料進行的辨識或預測。這樣的想法過往也有被提出，只是過去的演算法無

法在 3-4 層網路之後還能提高準確率。新型的演算法可應用於多層神經網路並依然保存高準確率。 
7
 如同圖一所顯示，人工智慧可以有很多類型或不同的演算法，並非只有深度學習。在處理不同類型的

數據或目標時當然還有許多更精緻的方式來決定其學習的果效，於此就不再詳述。例如 IBM 華生電腦主

要就是針對分析人類的自然語言而設計，不但可以聽得懂益智競賽(Jeopardy)中拐彎抹腳的人類語言而

擊敗冠軍，還能閱讀醫學論文與分析病人各種資料而找到有針對性的醫療方式。這就不需要大數據來學

習，也可能更適用於某些特殊問題的處理。 



程度，更需要有好的軟體(如計算法，algorithm)的開發。過往電腦的基本運算速度雖然

早已完全超越人類，但基本上都是需要程式設計師將想要完成的工作化為一行行以數

值運算為基礎的程式語言來讓電腦執行。但是如果要實踐真正的人工智慧，顯然電腦

要有能力回應人類生活中更多無法結構化、數值化或程式化的動作，這也是過往人工

智慧最大的挑戰。 

 

舉例來說，三歲小孩都可以輕易根據照片分辨貓與狗，但這對於電腦而言這卻是

非常困難的，因為我們就算將所有種類的貓狗數據(例如形狀、顏色、大小等)輸入電

腦，還要考慮貓狗也會又坐又趴或被修剪外型，根本難以完全定義。以「全球視覺辨

識大賽(ILSVRC)」為例，2012 年以前所有的人工智慧所達到最高的辨識率只有 70-

75%，但是 2012 年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辛頓(Geoffrey Hunton)所帶領的團隊使用深

度學習瞬間將準確度提升至 85%，後來甚至可達 99%以上而超越人類的眼睛，促使這

一波 AI 應用的大爆發。事實上這樣精確的圖形辨識能力也已經用在治安維護與失蹤兒

童搜尋等，甚至可以比專業醫生還準確地辨識醫學影像找出初期腫瘤。而大家所熟知

的 AlphaGo 也是建立在這種深度學習的架構來判讀棋盤的局勢。 

 

這種透過深度學習所得到的高準確率(見圖一，與其他方式的比較)對於掌握人類

複雜的意識或非意識行為帶來突破性的可能，代表我們過往直線性的知識建構方式不

但有其極限，也很可能正是人工智慧未來通過圖靈測試的重要方向，因為人類大腦中

對於視覺或其他神經訊息的判讀很可能正是採用類似的模式。 

 

 
圖二：AlphaGo Zero 自我學習的曲線：從完全沒下過圍棋開始，只花了 3 天(自我對戰 450 萬次)就贏過

2016 年戰勝李世石的版本，到第 21 天後就戰勝曾經贏過柯潔的版本，40 天後贏過所有其他過去的人類

或程式。資料來源：https://www.kdnuggets.com/2017/10/alphago-zero-biggest-ai-advance.html 

 

2.自我學習(Self-Learning)：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本身並非新的概念，因為只要藉由適當的程式設計，

機器或電腦本來就不難從人類所規定的判斷標準中學習調整內在參數，將運作的效率

極大化。但是機器的「自我學習」則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因為它要可以不透過人類

工程師所灌輸的知識而自行從所得到的資料中尋找彼此間的關係，產生有價值的「知

識」，也就是所謂的非監督式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這種「自我學習」也意味著

具有此人工智慧的機器可能會找到一些「目前所有人類都尚未了解或認知到的知識內



容」，因而與傳統電腦搜尋或被動性的機器學習有天壤之別。 

 

舉例來說，2017 年 Google 發表的 AlphaGo Zero 版本，可以在只輸入圍棋基本規

則而沒有學習任何人類的棋譜下，從與自己比賽的隨機亂下開始，只花了 21 天就將棋

力提升甚至贏過曾經戰勝世界排名第一柯潔的舊版本8，成為有史以來最強的圍棋程式

(見圖二)。研究者在這中間發現 AlphaGo Zero 可自行摸索出許多人類目前已經熟知的

下棋規則，但更包含其他從未曾被棋手研發出的下法，後來反而成為許多職業棋手的

學習對象。 

 

從生物學的角度，這種自行從看似散亂無章的資料中尋找出規律的行為其實與生

命體可以從外界散亂的能量轉換為有機化合物的過程相當類似，可以視為一種減少亂

度(Entropy)的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的行為。也就是說，自我學習的人工智慧的確

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掌握到生命若干重要特色，問題只是在於我們許可它做哪些事情。 

 

3.無解釋性(Non-Explainability)： 

 

既然深度學習可以有高準確率與自我學習的特性，是否就能協助解決人類重要的

問題呢？答案是還不太行，原因是深度學習其實是以一種有效率的參數調控方式來模

擬所輸入的資料，進而「預測」出未來有類似但不完全相同的情形下應該如何行動。

不過由於輸入學習的資料通常都非常龐大，幾乎所有的參數都是內在自動調控而非外

在干預的結果(因為不知道那些參數是作甚麼用)，使得即使是寫出這程式的電腦工程

師也無法預知最後的反應結果，也就是無解釋性9。 

 

舉例來說，打敗世界冠軍李世石或世界棋王柯潔的 Alpha Go 版本，是以人類現有

的圍棋棋譜作為學習對象，其圍棋實力幾乎等同於古往今來所有圍棋大師的總和(但是

仍輸給 AlphaGo Zero)。但這並不代表設計者或任何的棋手能夠了解它下每步棋的原

因。這種「無解釋性」也正是深度學習的特色與挑戰(見圖一)，因此可能成為我們應

用人工智慧時的陰影。例如史丹福大學於 2017 所發表的人臉辨識系統10，藉由交友網

站上讀取數萬個異性戀與同性戀者的臉孔來訓練，後來分辨同性戀者照片的準確率竟

然可達到 90%以上！這當然已經不是設計者或任何人能夠理解的範圍，而是代表一種

全新的知識可能透過 AI 來帶給人類。但是如果深度學習無法提供足夠好的解釋能力，

這樣的「知識」又該如何被正確的評價或使用呢？所帶來的影響與困擾也將顯而易

見。 

 

三、真正的挑戰：認識自己11 
 

目前檯面上所討論到關於人工智慧對於人類的影響，除了「AI 是否會比人類聰

                                                      
8 關於 AlphaGo Zero 的介紹可見各處的網路新聞或者官方網頁：https://deepmind.com/blog/alphago-

zero-learning-scratch/ 
9 當然，目前已經有一些程式可以協助將若干特徵標示出來以協助使用者「理解」深度學習所給出的答

案。但是這只是由程式自己所給出的資料而非解釋，仍需要人類事後的介入來完成。所以對於已經超過

人類目前所理解的知識結構的問題，深度學習是無法給出有效解釋的。 
10
 人類目測的準確度對男同志的正確率只有 61%，女同志 54%。但這套軟體辨識同一人的 5 張照

片，正確辨別男同志和女同志的比率分別是 91%和 83%。相關報導可見，

https://udn.com/news/story/6812/2690868 
11
相傳是刻在古希臘阿波羅神廟的三句箴言之一，有人認為源自蘇格拉底。 



明？」這類八卦問題外，最有意義的是關於工作機會漸少的問題。畢竟 AI 的應用一定

會讓許多白領工作(包括醫生與律師)被取代。但是如同人類過往三次的工業革命，日

後總會有新的工作機會出現，只是各國政府在這轉型期間需要有更多的配套來協助因

此失業者，並且要極力避免貧富差距的再擴大，只是這個議題並非本文的重點。 

 

如文章開頭所述，圖靈測試的精隨就在以一種去本質化的方式來定義人工智慧，

這使得人類與機器的界線變得相對模糊。而這一波基於深度學習的人工智慧發展的確

與過往不同(如前所述)，可能會反映出更多人類自身的問題。這又可以從幾個方面來

看： 

 

1. 情感與人性的軟弱： 

 

過往的三次工業革命的確帶給我們許多豐富的物質生活，但是也的確證明了當一

個工具方便便宜到一個地步，就會大量普及而成為「必需品」，讓我們本來的能力開始

弱化甚至被取代(多久沒有拿筆寫字了？)。在人工智慧結合物聯網與機器人的第四次

工業革命浪潮中，我們會因為逐漸習慣讓機器代替我們作一些本來只有人才能作的決

定，因而對它演化出一種特殊的情感依賴關係。從神經科學來說，這是因為我們的鏡

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能將其他動物或物品的外在行為(如 AI 機器人的回應)在大腦

中產生對應的活化，進而啟動各種主觀的情緒反應。也就是說，即使理智上使用者知

道對象只是一台機器而非人類，也可能因為緊密的生活依賴而產生類似移情

(transference)的作用，發生情感上的連結。 

 

 
圖三：全方位的聊天機器人微軟小冰與網友的對話截圖。從 2014 年 5 月上線以來，目前與小冰對話過

的人數已超過一億人。小冰可由網友的回應來不斷學習掌握情感表達的方式，現在幾乎可以用與真人無

異的方式來活潑的回應，讀者可以自己去試試看。資料來源：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tech/2017-11/02/c_1121892818.htm 

 

事實上，對於有若干智能或社交障礙的孩子或獨居老人而言，AI 機器人是個非常

安全來學習對話與交友方式的工具。畢竟對這些在人際關係中不易得到支持的邊緣人

而言，可以自我學習的 AI 機器人將會演化成一個個特別的「個體」而成為難以被他人

所取代的「朋友」。而近年在美國賣得火紅的亞馬遜智慧音箱 Alexa 就是因為與使用者

可以透過自然語言的對話與服務而成為許多家庭的一分子。微軟(Microsoft)在大陸發

展的聊天機器人小冰每天甚至與至少 1500 萬人聊天，成為許多宅男夜晚傾訴談話的對

象(見圖三)。畢竟，追一個女友又要花錢花時間還可能要忍受她鬧脾氣，還不如與這



位聰慧有趣又溫柔不會拒絕的 AI 女友談心聊天？當然，聊天機器人的功能遠不只如

此，與諮商理論搭配，有的甚至可以當作心理諮商的一種方式(例如 Woebot)或約會顧

問，全年無休。 

 

因此，即使目前的 AI 應用還在中低度人性化的階段，只要越來越普遍與方便的使

用在生活許多層面，使用者就會因為 AI 有效的自我學習功能而發生情感轉移的效應，

最終會習慣將之當成某種真實的人物而難以分離。 

 

2. 操縱與偏見的幽靈： 

  

與真實的人類不同，人工智慧近期跳躍式的發展倚賴於社群媒體並網路中所累積

的大數據資料，因為這些數據正是訓練 AI 深度學習到高效能的關鍵。但是能掌握這些

資料的公司或政府運作必然是不透明的(因為要保護個資)，因此就產生嚴重資訊不對

等的情形：例如全球活躍用戶已超過二十億的 Google 搜尋引擎與社群網路 Facebook，

可以從其用戶的使用資料中每天蒐集與其生活習慣有關的資訊，用來評估對其最合適

的廣告或新聞資料來投放。對使用者來說這無疑是更為便利貼心的服務，但可能更代

表一種細膩而難以掙脫的資訊操縱。何況這些資料也難以為其他企業所完全掌握，間

接形成資訊壟斷而破壞自由市場競爭的公平性(見圖四)。 

 

 
圖四：六家著名科技公司組成的「AI 夥伴」，目標是發展對人類生活有助益的人工智慧。但即便有此目

標，未來遇到市場競爭或領導人理念改變的時候，又有誰可以對他們使用這些大數據或 AI 技術有所監

督？但是另一個在 AI 發展上幾乎同等重要的國家是中國，夾著近年經濟快速發展與極高的數據量(上網

人口眾多)的優勢，已經是另一個主導性的力量。但政治權力非常極中穩固的中國政府又會如何使用這

些技術，將是另一個無法忽視的隱憂。 

 

當然，可能更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在若干政府權力比較集中的國家，政府亦可透

過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對於人民的各類型資料(例如臉部照片)有更完整的蒐集，透過各

地的攝影機來捕捉重大刑案的嫌疑犯或蒐尋失蹤人口(已有許多實際的案例)。但是顯

然這也可以成為對付政治犯或異議份子的方式，或者更輕易製造假新聞來混淆輿論方

向。 

 

最後，即使整個大數據的使用權限完全公開(假設沒有隱私的問題)，或至少數據

的管理者沒有刻意誤導，但是這些依據一般人使用習慣所建立起來的資料庫也必定同

時夾雜著許多關於人性、種族、性別、年齡、外表、文化等等的偏見與刻板印象(講好

聽一點，就是文化習慣)，同樣也會在機器學習的過程中被 AI 吸收，甚至進而被強化



12：因為如果人工智慧藉這些有偏見的資料所作的回應不被另外區分(也可能很難區分)

而回流於網路中，很可能就會重覆被以後的 AI 使用而形成遞迴放大的結果，讓偏見更

為加深而難以再復原(並且帶著人工「智慧」之名)。畢竟如果人類自己的價值觀都是

混亂的，又如何期待 AI 能扮演上帝的角色？這也是為何筆者認為在人工智慧技術與應

用面蓬勃發展的時候，一定需要更多投入人文相關的研究。 

 

3. 意義與價值的失落： 

 

在許多關於人工智慧所帶來的影響討論中，一個主流的看法是認為人類的文學或

藝術創新是最難被取代的(如李開復的看法 5)。雖然這部分的確因為人性的複雜度與文

化的多元性而尚未有如同 AlphaGo 這般革命性意義的突破，但相關的努力其實從未因

此停滯(誰知道哪天不會出現一首完全由 AI 創作的歌曲得到葛萊美獎？)。畢竟即使目

前 AI 還未能單獨創作出「好的藝術作品」，但「平凡的作品」一樣可能會得到大眾接

受，因此而大大降低人類對於藝術創作的重視程度。  

 

 但這個問題並不是如同「又多一種工作被 AI 取代」那樣簡單，因為藝術創作通常

被視為人類精神文明最高的成就之一13，是一種超越理性卻又似乎捕捉到某種真實的

經驗，一種與利益無關的自由心智活動，彷彿上帝創世而為人間帶來新的善美內涵。

倘若文學藝術的創作也可能透過某種人工智慧來模仿，似乎也間接地暗示人文主義所

高舉的人性價值其實並未比機器高明多少？那時人類自我存在的意義又與機器有何差

別？例如當有一天家中失火了，我們真的願意只救那頑固難相處的老頭，還是去救那

已經學習許多特殊知識且善體人意的 AI機器人？14 
 

關於「人類存在的意義」這個千古糾纏不清的主題，筆者認為哈佛大學生物社會

學家威爾森(Edward O. Wilson)，在其書中的分類可作為一種參考15。他將意義分

為「外在關係性」與「內在目的性」的層次。人工智慧的出現無疑大大增加前者

對人類意義的解釋，但是同時卻似乎削弱後者的內涵，除非我們可以接受「AI

是為人類而造」來類推「人類亦是為上帝而存在」的這種宗教性的類比16。而這

部分(內在目的性)的答案，顯然只能是人文學科(包括宗教學、哲學、藝術與人類

學等)來回應的主題。 

 

                                                      
12《大數據的偏見》，麥爾荀伯格(V. Mayer=Schonberger)與庫機耶(K. Cukier)著，天下文化 2012。 
13
 例如我們可以從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人類需求的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來看，分別

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和晚年所補充的超自我實現需求六類。其

中藝術創作的高峰狀態是被歸類於超自我實現中。 
14
 順道一提，個性化人工智慧(Project PAI)已經出現，可以利用區塊鍊與 AI 結合的技術將一個人的外

型、語言與各種資訊保密存儲存，並創造出一個彷彿原來使用者的影像與說話方式來扮演各類型虛擬身

分。詳情可見 https://projectpai.com/ 
15《人類存在的意義：一個生學家的思索》(威爾森(Edward O. Wilson)著，如果出版社)。威爾森

認為意義同時包含著內在與外在兩個意涵，包括內在的目的，讓我們知道為何會如此這般，還

有外在的「關係」，讓我們了解與其他的事物如何有關。  
16 類比(analogy，或譯為「類推」)是通過比較兩個相似的論述，將已知事物的特點推衍到另一方，但

所比較的兩者不一定有實質上的關係。與邏輯演繹不同，其規範的有效性仍受限於其表意目標所需的準

確度，但仍為科學或哲學在論述不可見事物時常用的方法。例如科學家常以太陽系的行星運動來類比電

子繞原子核的運動，雖然這樣的圖像類比是不準確的(甚至違反物理定律的)。在文學上通常是以「比

喻」的描述性(而非推理式)的方式呈現。  



四、結語： 

 

人工智慧近年來的發展與未來的廣泛應用已經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也的確引起各

國政府的注意與企業/學術界的積極參與。除了專業的技術層面以外，過往在大眾媒體

中大部分的討論都會過度誇大 AI 的功能而落入另類的科幻八卦。 

 

但是本文希望藉由聚焦於「深度學習」上的幾個重要特質來反思我們自己真實的

處境：面對 AI，我們對人類自身的認識其實並沒有如此足夠的把握。以上的討論或許

可以用深度學習中常見的多層神經網路(Multi-layer Neuron Network)來將深度學習的三

個特質與人性軟弱的三個面向來連結(如圖五)，或許可以幫助讀者更清楚之間的關

係。 

 

 
圖五：藉由深度學習常用的多層神經網路來表達深度學習所帶來的第三次人工智慧對人類自我認

識的可能影響。紅色較粗的箭頭代表權重較大的直接影響，而藍色較細的箭頭代表權重較輕的間接影

響。 

 

至於回應這樣挑戰的方式，筆者絕非認為要因噎廢食地停止或反對 AI 相關的發

展。事實上正好相反，筆者認為應該更多仿效特斯拉與 Xspace 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建立非營利組織 Open AI 的精神，不但應該要在技術面積極投入人工智慧的研

究，並且要做得比那些只是為了商業利益或當權力者更好，才能有機會將 AI 的優點轉

化成更多社會大眾可以分享到的資源，避免資訊、技術與利益的獨佔。但同時間，積

極推動 AI 研究的政府或企業更要在相關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當面投入更多的研究資源，

不但幫助社會早日適應 AI 世代的到來，預備好前瞻性的法律規章來避免過度濫用，也

更要更多回去探索那些古老的哲學、道德與歷史的議題。或許這方面不像物質科學一

般容易有明確的標準答案，但是過去一個多世紀來急速激盪的科技浪潮的確沖昏了我

們，讓許多人迷失於科技的成就卻遺忘了自己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感。畢竟只有當我們

更認識自己是誰，活在世上的意義與目的以後，在未來有更多眼花撩亂的 AI 應用時才

有可能比較不會迷失，反而更有把握面對這些科技創新，使之成為人類的祝福而非咒

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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