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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 AI 國際倫理準則在規範方向上偏向 AI 研發及使用者，
比較缺乏針對 AI 系統本身，但 AI 的自主學習能力，使得 AI 的
倫理規範應該涵蓋這兩個面向，本文提出較為含括的哲學倫理
觀來說明。這項倫理觀包含了 AI 的自主道德決策能力，如依據
其目前及可預期的技術基礎，如與人類相較雖屬於知性與低限
度的，但在決策的責任承擔上仍具備分散式行為主體性。最後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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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AI 兩面向的倫理規範，我們提出底線式道德義務作為所有規
範的起點。並對於落實 AI 規範的議題，提出個案研發的倫理評
估機制設立方向，以為回應。

關鍵詞：國際 AI 倫理準則、AI 倫理的兩面性、含括的倫理
觀、分散式行為主體性、底線式道德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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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是人類製造出來的數位智
能系統，這種系統和其他人造物 (人類之外) 最大的區別在於，AI
有某種自主性 (簡稱 AI 自主性) 是其他人造物所無。但正是 AI 有
自主能力可隨著環境或所接收的資訊而因應調整，其表現無法被完
全預測，甚至不確定能否被人類接受，而引起倫理關注。這是為何
近年有關 AI 的倫理討論急遽增生，截至去年 (2019) 上半年就至少
有 83 分 AI 倫理準則發布 (Thiel, 2019)。但這些倫理準則常被批評
是 AI 研發者

1

用來裝飾門面而難以落實，其中最常被提及無法落

實的因素是，缺乏強制執行這些準則的機制 (Hagendorff, 2020;
Mittelstadt, 2019)，2 但本文指出在研擬強制機制前，首先應檢討這
些準則預設的倫理道德立場及方向有無問題。 3
1 「研發」與「研究」通常可區分如下：研發多著重在未來是否可作國防、民生、商業、

工業、醫療照護、教育等應用，研究則通常是為了基礎科學知識的探討及突破，相關
成果能否被應用並不是重點。但本文將 AI 研究視同研發，不做前述區分，是因為 AI
這種系統本身就是一種「產品」的形式，尤其這種產品是整合了系統的基礎架構、感
知層次、認知層次、應用層次等各面向的研究成果，帶有很強的應用性質，因此本文
不區分 AI 研究及研發是合理的。
2 Mittelstadt (2019) 指出對許多 AI 開發者來說，簽署那些 AI 倫理準則或公布自訂的倫
理守則，在無強制遵守的情況下，若能立即獲得讚賞並贏得外界信賴，何樂不為？但
這種表面有高度共識的 AI 倫理準則，其實掩蓋了 AI 開發及使用者在政治及規範方面
的重大歧見而難以被落實。類似批評亦請參考 Hagendorff (2020) 和 Thiel (2019)。
3 匿名審查意見指出，本文未仔細討論如自駕車如何設計、軍事無人機、醫療應用等 AI
現今最熱門的倫理議題，但一如基因倫理在桃莉羊之後被大量關注，我們認為 AI 倫理
議題被關注的重要因素是自駕車開發之後，所以我們關注的是 AI 這項自主系統本身
的倫理規範，而非 AI 在倫理、法律、社會等面向的衝擊 (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ELSI)。同樣仿生科技應用在 AI 機器人對人類情感及社會互動的影響、
人類與 AI 合作共生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等延伸議題，也都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針對
這些全面概括性的文件，除了本文討論的三分 AI 國際倫理文件及其他也是針對 AI 的
倫理文件外，基本上有關資訊及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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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透過對三分國際知名的 AI 倫理準則之檢視，4 分別是由計
算機科學及工程人才的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設之世界科
學知識與技術倫理委員會 (World Commission on the Ethic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COMEST)，以及歐盟執行委員會
下設之人工智能高階專家組 (High-Level Expert Grou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LEG) 等三個國際組織公布的倫理準則以指出，目
前這些主流文件都旨在規範 AI 研發及使用等利益相關人員 (stakeholders)，缺乏針對 AI 這種自主系統本身進行規範 (本文第貳節)。
ICT) 研究人員的行為規範亦可參考。例如，法國 ICT 研究的倫理諮詢委員會 (The
Commission for the Ethics of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CERNA) 所出版的兩分官方文件：〈機器學習的研究倫理〉(Collectif, 2018)、〈機器
人研究倫理〉(Grinbaum et al., 2017) 。
4 Hagendorff (2020) 共計分析了 22 分國際倫理文件，並以偏向社會學式的觀察廣泛指
出這類文件大致遺漏了以下議題：製造惡意的通用 AI 之危險、機器的意識、將社交平
台上的資訊以 AI 作排名與過濾以降低社會凝聚力、在政治領域中濫用 AI、AI 社群缺
乏多樣性、與機器人倫理的關聯性、電車兩難問題的處理、採取演算或人工決策的程
序之權衡、隱性的社會和生態成本、公部門與私人企業的合作夥伴關係、以及企業資
助研究等問題。他透過考察 AI 倫理規範在目前 AI 技術研發實務領域中為何幾乎起不
了什麼作用，沒有發揮任何影響力的原因，最後他提出落實規範的主要方式是，應該
將過往在 AI 科技領域普遍流行的道德義務論轉向對德性倫理學的重視，也就是加強
AI 技術從業人員的德性，培養對相關規範的敏感度、重視的態度、責任感、不執行不
道德的研發方案的勇氣等。Mittelstadt (2019) 則是從後設角度指出目前 AI 國際倫理
文件的主要缺點在於，皆以類似醫學倫理領域的「原則主義」(principlism) 方式在說
明倫理規範，但兩領域在目的、制度、歷史、實務運作等面向上的差異，將導致相關
AI 規範難以落實，而他提出的改進方案則是更清楚的定義那些 AI 倫理原則的目標與
所希望影響的層面、鼓勵以由下而上從經驗與實務工作中建立相關案例資料庫、對高
風險 AI 的研發者採取執照制、將 AI 倫理從偏向個人課責的專業倫理定位轉向對企業
課責的組織倫理、追求倫理是動態的實踐過程而不是技術至上主義 (即主張倫理或價
值只要被設計與內建在 AI 中就可解決一切)。而從這兩篇作者提出的落實 AI 倫理的方
案可凸顯，其焦點仍放在本文以下指出的，是針對 AI 研發人員而非 AI 系統本身，而
這正是本文與他們最大的差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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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就目前及可預期的未來，人類仍是 AI 研發及最終掌控者，而非
AI 本身，但規範有自主性的人造物若與規範其他人造物有別，本文
指出主要差異就是，AI 的倫理規範應該同時涵蓋兩面向：一是針對
AI 研發及使用等利益相關人員，二是針對 AI 系統本身。
而針對 AI 系統本身的倫理規範，本文將提出一項較為含括的
(inclusive) 道德觀，除了包含目前相關文獻從哲學規範倫理學的角
度探討外，也從後設倫理學的角度指出，倫理規範由於是針對有自
主性的行為者，其中可包括自然人、公司法人、政府以及 AI，但依
據 AI 目前及可預期的技術基礎，AI 的自主行為與自然人、公司法
人及政府等並不相同，是屬於知性的、低限度的自主系統，只滿足
所謂「分散式行為主體性」(distributed agency) 5 的條件，因此 AI 對
道德責任的承擔將與自然人、法人這兩類自主行為者有所不同 (本
文第參節)。另外，我們亦提出底線式道德觀作為 AI 的兩倫理規範
面向的共同起點，亦即與 AI 相關的自主行為者都需遵守的消極與
積極義務 (本文第肆節)。最後我們提出落實 AI 規範的個案倫理評
估建議 (本文第伍節)，以作為本文前三節在反思國際 AI 倫理準則

5 “Distributed agency” 這個詞引自 Taddeo & Floridi (2018) 在 Science 雜誌上發表一

篇常被引用的 “How AI Can Be a Force for Good” 文章。兩位作者建議從契約及侵
權行為責任 (contractual and tort liability) 觀點或嚴格的侵權行為責任 (strict liability)
觀點來看 AI 與人的關係及道德責任歸屬。他們主張，AI 可視為人的授權或代理人
(delegation)，因此 AI 如帶來危害或傷害，就必須由對它的表現有所貢獻或影響的人來
共同承擔。此文儘管晚於本文所討論的 COMEST 發表，但不論是兩位作者所引用的
文獻還是 COMEST 的論述，顯然都受到歐洲近年來 Report with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mmission on Civil Law Rules on Robotics 2015/2103(INL) (Delvaux, 2017)、
European Civil Law Rules in Robotics (Nevejans, 2016)、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 (European Group on Tort Law, 2005) 等相關歐盟報告及法律規範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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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的倫理道德立場及規範方向後，積極地回應國際 AI 倫理準則
無法落實的批評。 6
事實上 AI 自主性所涉及的倫理道德議題，很早就在科幻小說如
Isaac Asimov 小說、電視劇如《星際迷航記》(Star Track) 裡的 Next
Generation 等被想像出來，但學術的討論，尤其是哲學倫理學對 AI
自主性涉及的倫理議題較為嚴肅之討論，則是在自駕車研發出來之
後比較常見。換言之，文學或戲劇可以只基於想像或超現實的故事、
科幻小說，但 AI 哲學倫理學的討論，則主要出於 AI 自主性在現實
世界有了實現的依據。7 正是這點讓 AI 引發普遍的道德關切，因為
依據哲學倫理學的基本準則，凡有自主行為能力者就有可能做違背
道德規範的事，也因而能夠且應該承受倫理道德規範。8 但 AI 系統

6 有關 AI 研發的科學與技術面以及 AI 應用風險等議題，不是本文所關切的，也非哲學

倫理學的討論範圍。本文雖提到 ELSI，但我們的討論偏向 EI，不特別談 LSI。例如國
內有學者認為，像是自駕車倫理議題的思考，關鍵不在於擬定哪種道德學習策略比較
合適，而在於城市交通規劃與智慧控制，也就是智慧城市的規劃 (李崇僖，2019)。
7 誠如 Wendell Wallach & Colin Allen 指出 “Asimov’s Laws are of course a piece of
fiction—a plot device that allowed the development of some very interesting stories. As
we shall explain, they offer little practical guidance as moral philosophy, and their value
as specifications for algorithms is questionable” (2008: 91).
8 Bostrom & Yudkowsky (2014) 在 “The 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文中也持
類似看法。儘管該文談論的 AI 涵蓋了特定功能 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 (ANI)、
通用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超級 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 (ASI) 等三
種，但該文認為創造 AI 這種有思想的機器∕產品，雖涉及很多倫理議題，但主要與以
下兩項有關：如何確保這種機器∕產品不會傷害人類及其他道德相關存有者，以及這
種機器∕產品本身的道德地位。而在倫理學上，一般來說只有可自主思考採取決策或
選擇且負擔相應責任者，才有道德地位可言。此外，他們談論 AGI 時特別指出，AGI
將被要求像人類工程師一樣思考倫理，而非只視為是符合倫理的工程產物，這意味著
它與過去非認知性的技術產品不同之處，主要是它的行為無法全部預測，在確認 AGI
安全性時勢必更加挑戰，由於得確認 AGI 想嘗試做而非正在做的事，AI 工程主題應該
涵蓋 AI 的「倫理認知」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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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主性如何確定？ 9 連帶的作為自主行為者其身分與責任為何？
這些道德規範是針對 AI 被研發製造出來後所產生的倫理議題，且
涉及的不只是哲學規範倫理學的討論，也涉及哲學後設倫理學的討
論。以下提出初步且含括的哲學反省，一方面是為了確認 AI 作為自
主行為者的倫理意義及身分，另方面在倫理規範上提供可同時適用
自然人、法人、政府以及 AI 等有自主能力者的底線式道德觀，以示
本文貢獻。 10

貳、人類研發 AI 的倫理
本節所談論的 AI 倫理規範面向主要針對人，也就是研發及使用

9 陳瑞麟 (2020) 區分三種自主程度的 AI：目標被限定但有工具自主性的程式系統、沒

有自我意識卻有目標自主性的程式系統、有自我意識且有目標自主性的程式系統。第
一種就是所謂的 ANI，第二種可能指 AGI，但 AGI 也有可能是被多種目標限定的組合
物，而不真正屬於第二種分類，第三種可能指 AGI 或 ASI。這樣的區分很有趣，本文
也接受自主性可區分成目標自主與工具自主，但加入自我意識的區分，則有二個疑問。
首先，目標自主是否包含自我意識，本身就爭議很大，如果不包含自我意識，第二、
三種區分或許就是目前對於人與多數動物的區分；如果包含自我意識，就比較接近一
般認為人的「自主性」之含義，但這樣一來似乎就無區分第二、三種的必要。其次，
第二、三種區分也預設了自我意識是有無之別，但自我意識究竟是有無還是程度差異，
尚有很大科學爭議。不過，本文不打算探討自我意識在 AI 自主性中所扮演的角色等形
上學議題，且依據本文第壹之一節所援引 AI HLEG 公布的 AI 定義，本文討論的 AI 類
型主要屬於陳瑞麟分類的第一種，也就是目標被限定但有工具自主性的程式系統，並
探討這類 AI 因其自主性所蘊含的行為規範意涵 (請參考本文第參節)。
10 近年討論 AI 或機器人相關倫理議題比較全面且知名的是 Wallach & Allen 在 2008
年出版的 Moral Machines: Teaching Robots Right from Wrong 一書。全書以 Artificial
Moral Agents (AMAs) 作為討論對象，所討論的議題主要圍繞在「人類世界需要
AMAs 嗎」、「人類希望讓 AMAs 做道德決策嗎」、「如果 AMAs 無可避免得做道
德決策，工程師與哲學家應該如何設計 AMAs」等三個問題上，所涵蓋的理論遍及哲
學倫理學、計算機與資訊工程倫理等。本文第壹、貳節所探討的面向，尤其是後設倫
理學的討論，正好該書未提及，本文某程度應可視為該書倫理討論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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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的利益相關人員，方式是透過介紹及分析三分有國際影響力的 AI
倫理文件：屬於國際專業學會的 IEEE 在 2017 年公佈的《倫理準則
設計》、國際非營利組織 COMEST 也在同年公布的《機器人倫理報
告》、國際區域組織的歐盟執行委員會下設之 AI HLEG 在 2019 年
公布值得信賴的 AI 倫理準則。首先貳之一將提供 AI HLEG 所公布
比較符合當前研發現況的 AI 定義及其特點，貳之二簡要介紹這三
分國際倫理準則的特色，貳之三則指出這些準則有五項共同特點及
不足之處。

一、AI 的定義及特點
AI 最知名的定義或許是 1949 年艾倫．圖靈 (Alan Turing) 所指
出的：若有一台機器能夠與人對話而不被辨識出是機器的話，這台
機器就有智能 (Russell & Norvig, 2016)。雖不少研究指出，迄今不
存在完全通過圖靈測試的 AI，但隨著 2011 年 AI 第三代演算法「深
度學習」(神經網路模型) 出現，以及相關硬體設備的提升，AI 的功
能越來越強大，AI 的定義就不斷刷新，目前最新定義可參考 AI 高
階專家群甫於 2019 年 4 月 8 日提出的：AI 是在「人類設計的軟體
(或兼具硬體) 系統」這個框架下，不論是採取機器學習、機器推論、
還是機器人技術，都能以下列程序達成研發團隊給定的目標：(1) 能
知覺環境或解釋 (非) 結構化的資料，(2) 做知識推論或訊息處理，
(3) 決定達到目標的最佳行動，(4) 以符號規則、學習數字模型、或
先前與環境互動結果來調整後續行為。簡言之，AI 就是執行人類所
給定的目標導向 (goal-directed) 系統，但不同演算法會決定它在達
成目標上有多少的自主決策空間(High-Level Expert Grou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LEG], 2019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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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依據 AI HLEG (2019a) 所給的定義，我們可以說 AI 能主
動選擇與調整達成被設定之目標的路徑，且對環境有一定程度的自
主學習與決定能力，11 而 AI 這種自主性我們稱為知性的自主性 (intelligent autonomy) 或低限度的自主性：不包含可自主設定目標，其
自主行為是透過演算法來表現，並不具有情緒反應或對事情採取態
度、也不具有認定行為理由的能力。 12 正是 AI 這項自主能力引發
了一些倫理關切，作者認為國際 AI 主流倫理規範的主張並不全然
適切，有反省檢討的必要。
AI 這項自主學習、反應與行為的特性，讓人們注意到 AI 將採
取哪些行動有可能無法確定及完全預測。更糟的是，還常面臨不知
如何解釋 AI 究竟怎麼學習、分析及決策的黑盒子 (black box) 窘境。
13

再加上 AI 研發必須提供系統大量的資料學習，且系統學習過程

11 此處 AI 定義所引用的 AI HLEG 在公布的 “A Definition of AI: Main Capabilities and

Disciplines” 報告第一頁，本文引用歐盟委員會 2018 年在 AI 通訊中所提到的一句話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refers to systems that display intelligent behaviour by analysing their environment and taking actions—with some degree of autonomy—to
achieve specific goals.” (底線為作者所加)
12 Start Russell 與 Peter Norvig 提出強弱 AI 的區分：弱 AI (weak AI) 是彷彿像人一樣
思考的人工智能，強 AI (strong AI) 是如同人一樣思考的人工智能 (Russell & Norvig,
2016: Section 26.1-2)。他們沒有進一步說明區分這兩種 AI 的關鍵是什麼，本文指出
依據目前及可預期技術研發出來的 AI，其自主性、道德的學習、判斷、決策等能力
與人類有重要差異，某方面來說正是提供 AI 如要與人一樣「思考」所應該包含的要
素。只是本文討論主要針對道德思慮而非一般性的思慮，故討論尚不完全，例如自我
意識、意向性等一般認為也是人類能「思考」的構成要素。
13 有關 AI 的機器學習演算法的黑盒子問題是指，研發團隊目前常不知如何解釋所研發
出來的 AI 如何學會既定目標，甚至額外學會非既定目標。有關這問題的簡要介紹及
討論，可參考 Knight (2017)、葛竑志 (2018)。不過，如何解釋 AI 究竟怎麼學習、分
析及判斷，儘管是電子計算機學家近年所關注的焦點，近年公布的 AI 國際倫理準則
也多把 AI「可解釋性」列為研發應用及銷售團隊應負擔的責任，如本文以下介紹 AI
HLEG 所提出的研發可信賴 AI 所奠基的四項倫理原則，其中之一就是「可清楚解釋」
(explicability) Trites (2019) 的「黑盒子倫理」(black box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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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發者除了得讓系統知道學習是否正確外，還得用另一組資料
測試系統的學習成效及穩定度。但究竟從哪裡取得資料、提供
學習的資料如何預處理、系統學習過程中擬定什麼標準好讓系統知
道學習是否正確、以及測試到什麼程度可視為學習成功且表現穩定
等，諸如這些其實都有相當的不確定因素。這些不確定因素例如 AI
研發者的介入，有研究發現將承襲人類社會及文化中既有的價值、
判 斷 及 做 法 ， 其 中 就 可 能 帶 有 歧 視 與 偏 見 (Zou & Schiebinger,
2018)。如此，AI 的自主行為之不確定性，不僅包含無法全然掌握
AI 的學習與反應，也摻雜了 AI 研發人員的意圖及價值觀。
近年所發布諸多與 AI 有關的國際倫理準則，正是對於這種有自
主性的 AI 其行為表現之不確定性的回應。不過這些準則也逐漸遭
質疑是否太空泛而不可能落實？當然，不能落實的因素很複雜，現
實中的政治、經濟利益糾結等，經常阻礙倫理規範的落實，但檢討
這些準則及背後所預設的立場有無問題或不足，或有助於落實。

二、三分國際 AI 倫理準則及隱含的思路
這小節所介紹的三分國際知名 AI 倫理準則，相當程度代表當前
國際上有關 AI 倫理的主流思路。介紹的主要用意，是為了呈現主流
的 AI 倫理思路都偏向規範人類這個面向，而對於 AI 系統本身的規
範不足：這項缺陷並非來自外在的觀點，而是內在的，即雖承認 AI
有一定自主性，但其倫理規範卻主要針對人類，較少涉及 AI 作為自
主行為者的規範與思考，也就是忽略 AI 倫理規範的兩面性。

(一) IEEE《倫理準則設計》
主要從事 AI 研究工作及培育相關計算機科學及工程人才的電
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在 2017 年公布的人工智能設計的倫理準則白皮書《倫理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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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設計：人工智能和自動化系統將以人類福祉為優先之願景》第二
版 (Ethically Aligned Design: A Vision for Prioritizing Human Well-being with Autonomou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EADv2) 提出，若要符
合倫理的設計、發展及應用 AI/AS 技術，這些技術就必須尊重人權
(指技術的設計、發展及應用)、福祉優先 (指技術的設計者及使用
者)、當責 (指技術的設計及操作者)、透明 (指技術的操作)、慎用 (指
最小化技術誤用的風險) 等五項一般性原則 (IEEE, 2017: 4)。
IEEE 學會屬於強烈技術及應用導向，不論是這分 EADv2 還是
它的第一版 EADv1，都是針對 AI/AS 技術研發以及產品操作使用人
員所提出的倫理規範，而不是針對 AI/AS 這些產品本身的倫理規範，
我們認為這對有自主性的 AI 在倫理規範上可能不足，將在本文第
參節論述。不過這分出版品明確揭示 AI/AS 研發目的，不僅以促進
人類福祉為依歸，且系統設計不是價值中立，而是從設計之初就應
內建社會的道德規範及價值，而這些規範及價值尤其得將應用 AI 的
主要目標群體納入考量。 14
此外，上述五項一般性的倫理原則其落實目標為，希望能確保
個人能夠掌控自身資訊如何被存取及使用、透過提升經濟效益以促
進人類福祉、建立課責的法律框架、確保個人權利及 AI 運作方式透
明、擬訂提升公眾意識的教育政策等。而為了達成前述目標，將必
須檢視哲學上的自主性、本體論等概念，並以能否促進福祉作為研
發設計的判斷 (IEEE, 2017: 4-6)。AI 有自主性所涉及的倫理議題，
在此分或其他國際倫理準則中的確未受到足夠重視，因此於本文第
參節將針對有自主性的 AI 之哲學倫理學做更
進一步討論。

14 嚴格來講，2016 年公布的 EADv1 第一版就已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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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OMEST《機器人倫理報告》
另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科學知識與技術倫理委員會
(World Commission on the Ethic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COMEST) 也在 2017 年公布《機器人倫理報告》(Report of
COMEST on Robotics Ethics)。機器人不一定是 AI，可以只是執行預
先植入的程式，AI 也不一定是機器人系統，但此報告定義所談論的
機器人，包含了可動、互動、溝通、自主性等四項特徵，其中自主
性指「在無外在直接控制下，能夠自行『思考』，且根據外在環境
自己做出決定」(COMEST, 2017: 4)，故此分報告可以視為涵蓋 AI
的倫理規範。
這分報告針對機器人有多少自主的選擇空間，而區分成三種類
型的機器人，再依每種類型人類對機器人自主性的攝入程度、人類
能否干預機器人的運作技術、應對機器人的行為負責任者、以及負
責任的規範來源等四項製成下表：
機器人做的決定 人類涉入程度

技術

責任

規範來源

法律 (標準、
只有機器：決
根據預設的嚴格
製造機器
在法律框架中
國家或國際
定式的演算
1 標準做出有限選
人者
實施的標準
立法)
法∕機器人
擇
只有機器：以
根據預設的政策 委託給機器人 AI 為 基 礎 的
2
有彈性選擇空間 做決定
演算法∕認知
式的機器人

設計者、
製造商、
賣方、用
戶

工程師和用
戶的實踐守
則∕預防原
則

在機器人將
透過人機互動做
具有一般適
人類控制機器 造 成 嚴 重 傷 製造機器
用性的道德
3 出選擇 (如自駕
人的決定
亡 時 人 類 可 人者
車、自動化武器)
規範
取回主控權
資料來源：此表翻譯修改自 COMEST (20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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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討論的 AI，雖主要涉及上表第 2、3 項的機器人類型，
但依據該表，機器人不論能否自主做出決策，或決策的自主程度有
多大，人類永遠都是最終的責任承擔者。且機器人越能自主決策，
所需承擔責任的人員就越廣，從設計、製造、販售、使用者，皆有
可能承擔責任。這就是 COMEST 為何在報告中主張，機器人倫理
就是以「人類的責任」這項原則涵蓋人性尊嚴、自主、隱私、不傷
害、責任、善益、正義等七項倫理價值或原則 (COMEST, 2017: 8)。15
UNESCO 儘管是國際組織，但它底下的 COMEST 組織所公布
的這分文件，似乎沒引起太多討論。然而，相較於其他機器人或 AI
國際倫理準則，我們認為這分文件至少有三項特色。第一，這分文
件精簡提供了人性尊嚴、自主、隱私等這類抽象的價值或原則在相
關機器人或 AI 倫理的理論裡，究竟是如何論述及討論，其中也包含
不同理論對這些價值或原則的歧異觀點等概述，這種呈現方式多少
可避免有人批評這類準則常只是堆砌倫理辭藻，並未正視 AI 規範
歧見，儘管這分報告未提出如何解決歧見，但呈現不同倫理理論至
少是解決爭論的第一步，而本文第參節有關 AI 系統的哲學規範及後
設倫理學的討論也採類似方式。
第二，這分文件是以「分散式行為主體性」的概念來說明 AI 機
器人的行動責任，亦即機器人只是被人類委派，代理人類執行目標，
終究是人類應該為 AI 的行為負責。但我們認為，隨著 AI 機器人能
夠表現自主的空間越大，AI 就應該開始有某些行為者的身分，而需
承擔部分的道德責任。如此，AI 機器人所執行的工作，雖由人類委
派且代理人類去執行，但舉凡委派、開發、管理、使用 AI 的人類以
15 UNESCO COMEST 雖是處理科學知識與技術相關倫理議題的委員會，但他們所公

布的這分報告希望涵蓋範圍，不只有機器人的科學研究，還有研發製造、產品販售、
產品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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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AI 本身只要都參與了 AI 的行動表現，就必須負擔共同的道德責
任，差別只在於責任分配多寡。換言之，凡對 AI 自主性的「形成」
及「展現」有所貢獻、操縱、干預、影響的人類及系統，就需分攤
AI 如造成危害的道德責任，AI 應該要在這個意義上被稱為「分散式
的行為者」。而 AI 一旦也需要負擔部分道德責任，在 AI 系統中內
建道德，設計道德 AI 似乎就無可避免。但如何適當理解道德 AI？
AI 自主性的條件為何？如何而不致於對道德 AI 有不當或過度期
待？AI 與 AI 研發、使用的道德義務為何？諸如這些將在本文第參
之二、參之三節提出討論。
第三，這分報告強調是提供以「技術為基礎的倫理架構」(a technology-based ethical framework) (COMEST, 2017: 48-49)，也就是
實際上如何落實報告中所提出的七項倫理價值或原則，技術的研發
是關鍵。但科技不是被動地接受倫理評價——它為社會帶來什麼影
響，科技同時也改變人類倫理價值與規範取向，進而「形塑」及「製
造」與該科技相應的倫理架構、決策及行為，像是控制生育科技不
只改變人們對性、性與生殖的關係、異性或同性性行為等看法，還
改變人們對相關政策、規範以及行為的評價。16 而這點有關科技與
倫理的相互影響，將讓人類回頭反省甚至改變原先的倫理觀，本文
第參節討論針對 AI 系統本身的倫理規範，即所謂的道德 AI，焦點
在 AI 的自主性及道德學習能力所涉及之倫理議題。可惜此準則雖
意識到這點但最終無跳脫侷限。從道德社會學的角度看，內建倫理
規則難以脫離 AI 研發設計或委託者明顯或隱然接受的倫理道德觀
與規範，這很大部分被其成長的社會與文化所形塑；但就規範倫理
16 請參考此報告的第五部分第五小節「價值動力」(V.5. Value dynamism) 與第六部分

第一小節「以技術為基礎的倫理架構」(VI.1. A technology-based ethical framework)
的討論 (COMEST, 2017: 47-49) 以及 Kudina & Verbeek (2019: 29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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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觀點看，內建的倫理規範仍可適當地以底線式的道德義務觀來
說明，這點在本文第肆節將進一步說明。

(三) AI HLEG 之《值得信賴的 AI 倫理準則》
此外，本文前面引用 AI 高階專家群 (AI HLEG, 2019b) 所提出
的 AI 最新定義，該組織在當時 (2019 年) 也同時公佈值得信賴的
AI 倫理準則 (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準則的前言即
指出，所謂值得信賴的 AI 架構，應同時包含合法的 (遵守各地區、
各國及國際相關法規)、倫理的 (遵守倫理原則及價值)、健全的 (從
技術和社會的角度來看必須避免良善的研發卻意外造成傷害) 等三
個要素，但該準則目前只涵蓋後兩項 (AI HLEG, 2019b: 2, 5)。 17
這分準則與本文前面介紹的兩分準則相較，其實相對完整且具體。
這分準則不但針對何謂「值得信賴的」AI 提供標準，也提供實現的
方法，更提供如何評估是否值得信賴的操作標準。
此準則第一章指出，AI 如值得信賴的，就必須建立在歐盟基本
權及國際人權法案所支持的尊重人類自主性、預防傷害、公平、可
清楚解釋 (explicability) 等四項倫理原則上，並承認這些原則放在
論述 AI 的脈絡中可能會有衝突，必須適當協調及平衡 (trade-off)
(AI HLEG, 2019b: 9-14)。但如何協調及平衡，這分準則並無進一
步說明，本文在第伍節提出 AI 研發倫理的個案倫理評估方案或有助
於這樣的協調及平衡。
此準則之第二章則指出，若要實現 AI 值得信賴，從設計研發、
使用、監測及分析、直到改良再研發等，AI 這整個系統的生命週期

17 因為從輸入資料供 AI 學習、開發完成直到具體使用，AI 生命週期的每個階段及過程

牽涉法規太過複雜，歐盟各地區及國家不但有所差異，現存法規也不一定都能涵蓋 AI
所涉及的議題，故暫不列入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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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stem’s entire life cycle) 都需符合人類主體性及被監控 (基於
尊重人類自主性原則)、有建全且安全的技術 (基於傷害預防原則)、
重視隱私及資料管理 (基於傷害預防原則)、提昇資料、系統及商業
模式的透明度 (基於可清楚解釋原則)、多元包容、不歧視與公平
(基於公平原則)、能促進社會福祉和環境友善 (基於傷害預防原則
及公平原則)、願承擔責任 (基於公平原則) 等共七項要求，並指出
如何以技術及非技術的方法滿足這些要求 (AI HLEG, 2019b: 1424)。最後第三章則提供將「值得信賴的」此特性轉換成可操作標準，
研擬了一分 AI 是否值得信賴的評估表格 (預試版)，以利研究、發
展、使用、監督 AI 者能依據 AI 相關特性修改成符合所需表單 (AI
HLEG, 2019b: 24-31)。 18
從這分準則第二、三章可看出，它所規範對象仍聚焦在 AI 利益
相 關 人員 (可 稱 為以 人為中 心之 AI 可 信 賴 性 [anthropo-centric
trustworthiness of AI])。因為該準則表面上雖是針對 AI 這種系統本
身提出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倫理規範——AI 必須是可信賴的系統，但
當進一步以四項倫理原則及七項倫理要求來說明「可信賴的」這項
規範之內涵時，顯然是針對 AI 利益相關人員所應該遵守的義務，而
非針對 AI 這個自主系統本身。若要針對後者以這分準則所提出的
四項倫理原則來說明的話，AI 這項自主系統所表現出來的功能，就
要能展現出尊重人類自主性、不會傷害人類、在促進人類福祉上能
公平以待所有人類群體 (符合本文第肆節提出 AI 研發目的及方向

18 該準則建議研發 AI 或引進 AI 的組織或機構，都應該把從最高管理階層到實際操作

階層的各方人員納為 AI 是否值得信賴的評估者，並舉例說明 AI 開發決策董事會、
監管及法務、產品研發、品管、人資、採購、日常營運操作等單位人員，各自在評估
AI 是否值得信賴這件事情上應扮演的角色及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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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符合底線式道德義務)、以及能被人類理解或合理說明其表現 (符
合本文第參節討論 AI 的學習道德策略及自主學習能力)。

三、國際 AI 倫理準則之思路共同性
從對於 IEEE、UNESCO、AI HLEG 這三分 AI 國際倫理文件的
簡介，至少可發現以下五項特徵及不足。
第一，這三分文件都傳達了 AI 不論再怎麼具有「自主性」，終
究是服務人類的工具、系統或技術，像 UNESCO 完全以三種機器人
應由哪些利益關係人來分攤風險的角度在思考，AI HLEG 則彷彿在
提供一本製造值得信賴的 AI (產品∕對象) 倫理操作手冊。因此，
AI 未來如有可能非預期帶來危險或危害，該負責的是研發、製造、
管理、販賣、甚至使用 AI 的人類，不能推諉 AI，AI 可說完全被否
定可能升格為如同人類的道德行為者 (moral agency)。 19 但值得注
意的是，2016 年歐洲議會法律事務委員會發表一分有關歐洲各國機
器人的民事法律規範 (European Civil Law Rules in Robotics) 報告
(Nevejans, 2016)，20 裡面內容將機器人以類法人的地位談論其法律

19 UNESCO 儘管針對機器人是否可能作為「非人的行動主體」(non-human agency) 及

其「道德地位」(moral status) 在哲學中的論辯有精簡介紹，但最後仍偏向關注機器
人作為新興科技所需的倫理框架及價值等議題。事實上依據本文介紹的這三分及其
他國際倫理文件之論述，不管 AI 未來如何發展，甚至也會否認具有如貓狗等動物的
道德地位。動物的道德地位或有人以動物權說明，但多數主張動物權者並不認為這項
權利的內涵與人權相同，而即便否認動物權者，仍可能基於動物擁有如表現出痛苦或
難過的感知能力，而主張應避免或減輕對動物施加痛苦，且應促進動物福祉。但 AI
這種人造物，即使表現出「貌似」痛苦或難過，甚至說出「我很痛」或「我很難過」
類似語詞，依據目前的國際倫理文件，AI 皆被純粹視為人造物，因此課責對象就只
限於人。但這應該與下述有所區分：為了經濟及社會制度的運作需要，AI 可能被給
予類似法人一樣的法律權利或地位。
20 這分報告可以參考曾更瑩、吳志光 (2018: 255-257) 的簡要中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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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權利與義務，儘管草案訂定目的主要是為了保障人類社會受到
機器人介入可能帶來的權益改變，不算將機器人視為有準道德地位
或道德的行動主體來看待，但至少表明了機器人有可能作為承擔法
律責任的行為者。這麼一來，AI 在道德上似乎就不是完全沒資格承
擔責任的工具，若將其視為只是「分散式行為主體」(distributed
agent)，或許與其所承擔的法律責任更相稱，但這樣的主張顯然與這
些主流文件不同，本文在第參節會進一步論述。
第二，這三分文件都以尊重基本人權 (世界人權宣言、國際人
權公約或歐盟人權法案) 作為準則的根基，目的在於為 AI 研發找到
跨文化、社會、國界的共通標準，企圖承襲一般認為人權所帶有的
普遍及優先性之特徵。但這標準並不足以告訴我們應該研發哪類型
的 AI，或優先研發順序。然而，這些文件如果都指出研發 AI 的終
極目的是促進人類福祉，那麼哪些類型的 AI 應或不應該研發或優
先研發順序才能促進福祉，不也應該提供一些標準或思考方向嗎？
本文第肆節就是處理這項議題。
第三，這三分文件都正視 AI 可能複製及承襲開發團隊、目標服
務或合作人類所擁有的價值觀及文化，所以 AI HLEG 主張內建倫
理 的 設 計 (values-by-design) 或 體 現價 值的 AI (embedding values
into AI)，UNESCO 主張價值敏感設計路徑 (the value sensitive design
approach)，不若傳統上將科學技術視為價值中立。但關鍵就在於 AI
應該內建什麼價值或倫理規範？又 AI 一旦內建了，就一定是不會
傷害人類的道德 AI？這些文件並無說明，以下第參之一、參之二節
將分別討論這二個問題。
第四，AI 作為人造數位系統，其倫理或值得信賴的評價範圍、
風險監控範圍、甚至是課責對象及責任歸屬等，已經從設計研發階
段全面擴延到 AI 使用、反饋、再調整甚至後研發階段，也就是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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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EG 所謂 AI 的整體生命週期。 21 AI 不若過往人造物，一旦被開
發 完 成 ， 只 需 評 估 使 用時 可 能 帶 來 的 倫 理 、 法律 、 社 會 之 影 響
(ELSI)，因為 AI 可隨著使用者及環境變化調整其判斷及行動，有一
定程度的自主性，以至於人類無法完全預測及掌控。但這麼一來，
目前這些文件僅將倫理規範限縮在針對 AI 利益相關人員是不夠的，
AI 這種系統本身也應該接受倫理規範，此即為本文第參節所處理的
問題。
第五，目前最棘手的 AI 研發團隊不願公布演算法 (開發意向的
不透明)，或是連研發團隊也不知如何解釋 AI 究竟如何學習的「黑
盒子」問題 (技術文盲)，未來甚至也無法向 AI 所服務或合作的人
類作合理說明 (應用範圍不透明) 等問題， 22 這三分倫理文件的陳
述越來越明顯透露出將涉及倫理問題，而不只是技術限制或智慧財
產權爭議而已。 23 但對這些與 AI 相關的倫理問題之解決，就不應
該侷限在只規範 AI 利益相關人員，AI 系統本身能以人類可理解的
方式表現，且其表現從人類觀點來看至少是適當的或可接受的，正

21 這三分國際倫理文件隨著公布先後，在內容上似有越強調及明確化對 AI 整體生命週

期的課責對象、責任歸屬、以及長期風險監控的趨勢。近期有關防範及因應 AI 採取
錯誤或傷害人類行為的討論，更企圖以設計研發、製程、販賣、使用 AI 等不同人員
所構成的指揮鏈 (chain of command) 來說明責任分配甚至保險賠償 (Gelin, 2019)。
22 請參考 Etzioni & Etzioni (2017b) 闡述 AI 開發意向的不透明、公眾甚至專業人員對
AI 的技術文盲、AI 應用範圍不透明等問題。
23 雖然 Yampolskiy (2019) 認為就像人無法完全解釋自己的所有行為，AI 的神經網路
既然比人類複雜許多，本質上就不可能完全獲得解釋，且非人類所能完全理解。不過
這種說法，其實混淆了行為者的表現是否正確解釋∕理解行為者為何如此採取行動
(如 Alpha Zero 為何能採取前所未見的棋譜下棋)，以及在社群中的表現能否被社群
成員所合理說明及接受 (如 Alpha Zero 下的棋子符合下棋規則且能被人類對手所理
解)。後者而非前者是倫理關切的重點，也應該是目前 AI 國際倫理文件要求 AI 相關
利益人員必須遵守「可清楚解釋」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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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AI 系統需內建倫理規範的緣由，這也是本文為何需要在第參節
討論 AI 這個面向的倫理規範。

參、AI 的倫理
第貳節指出當前對 AI 倫理議題的關切是人類中心的，但這只是
AI 倫理的一個面向，而本節是討論與說明另一個面向：針對與 AI 的
表現或行為相關之倫理規範，也就是所謂的道德 AI，我們認為這涉
及 AI 作為行為主體的特性以及責任歸屬，是較為獨特的倫理議題。
本節之說明包括參之一節說明 AI 的道德學習策略與規範倫理學之
考量；參之二節說明 AI 道德學習能力的後設倫理學之考量，我們認
為 AI 的自主性是知性的，也就是基於運算規則系統而來的自主性，
這在概念上與道德自主性 (或道德主體性) 有相當差距，也就是以
AI 的分散式行為主體性之概念來說明 AI 作為自主行為者能夠且應
該承擔部分道德責任。

一、AI 道德學習策略與規範倫理考量
多數 AI 國際倫理文件指出，研發 AI 時應該要將人類社會的道
德判斷及決策納入設計，也就是讓 AI 學習道德，研發道德 AI。研
發道德 AI 的思路之一是將一組道德規範內建於 AI 的演算法，但 AI
應該內建哪一套道德呢？這樣的思路立刻出現的問題是，不論選擇
哪一套，選擇的標準或理據為何呢？很明顯，這涉及複雜的道德哲
學爭議。但 AI 的倫理規範，既然是人類普遍關切的議題，我們似乎
有必要解決以下問題：AI 應該遵守什麼樣的倫理規範？與此密切相
關的問題是，AI 是否具有何種特徵∕性格∕功能而需負擔倫理上的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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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AI 的設計倫理多採以人類為中心的理路，除了義務論式的
人權的規範之外，也納入後果論式 (consequential) 倫理規範。在這
個人類中心倫理思路下，人類在開發 AI 時應遵守相應的規範，並且
應擔負相應的責任，這在三分主流文獻已相當明確。但，AI 倫理中
仍然有待明確說明的是，AI 作為自主行為者對於其行為是否涉及相
關責任的承擔？或如何承擔？這些是有待釐清的問題。在人類中心
的倫理思路下，當 AI 作為一種行為者，被人類委派並替代人類執行
原來是人類執行的工作，例如金融、股票市場賦予一定的 AI 決定
權，逐漸也開發 AI 之警察的監控任務、醫療照護，甚至各種櫃臺工
作等。這些工作明顯帶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以及行為主體性。為此，
AI 的開發與使用就使得一般行為者的身分或行為主體性，以及承擔
責任的倫理概念，有重新反省的必要。因此以下將釐清，那些主張
將道德規範整合進 AI 系統者的動機與理由，不在於 AI 應該被賦予
與人類相同的道德地位及做道德判斷，而在於盡可能避免 AI 做惡，
以降低擁有自主性的 AI 帶來難以預期的威脅或傷害。這個頗為主
流的想法看起來是預防性或防範性的，這是規範倫理學的思路，但
也需要由後設倫理學的角度來釐清。
首先是道德 AI 之設計，前面提過，哪些道德規範、原則、理論
及道德推理方法應被 AI 的演算法整合進去？簡言之，就是如何讓
AI 具有學習並遵守道德規範的能力？如依照目前提供 AI 資料學習
及 訓 練 的 策 略 來 區 分 ， 大 致 可 區 分 為 從 上 至 下 (Top-down approach)、從下至上 (bottom-up approach)、綜合等三種道德學習策
略。 24
24 這三種區分主要來自 Wallach & Allen (2008: 107, 121-123) 一書，書中提到從上至

下的道德學習策略比較偏向傳統上演算法的「符號模型路徑」(symbolic approach)，
從下至上策略則偏向近年最流行的「連接模型路徑」(connectionist approach)，而他

252

歐美研究

們所倡議的綜合策略，也就是偏向德性倫理學的道德學習及建構方式，是傾向採取連
接模型路徑。
所謂「符號模型路徑」的演算法是指，AI 所採取的演算法系統，其結構主要為各式
規則、數學推理、演繹推論、以及在特定模型限制下所建立可達成目標的算式；其中，
專家系統 (expert system) 就屬於這類，主要是將輸入的資料以規則和決策樹推演出
結論 (擬完成的目標)，系統建置需倚賴擬完成工作項目的該領域專家知識與經驗，因
此採取專家系統演算法訓練出來的 AI，其判斷決策與行為不但可被驗證與解釋，且
具有較高的可預測性，適合應用在高風險的領域或情境，但缺點就是不適合輸入的資
料雜訊過多，或訓練情境太過複雜，而無法建置被明確定義的模型。
相對於通常被視為以古典技術所建置的「符號模型 AI」(symbolism AI，又常被稱
為 Good Old Fashioned AI; GOFAI)，目前最流行的是「連接模型 AI」(connectionism
AI)，尤其是機器學習中採取人工神經網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nets)∕深度學
習演算法。這類演算法系統，主要是從輸入的資料與樣本輸出資料中得到統計迴歸函
數∕樣本，然後透過調整係數的權重比例直到獲得最適模型為止。這類演算法的優點
是，不需事先建立模型及設定規則，只要有足夠多的樣本資料，並利用有效最小除錯
的統計推論方式找出模型即可，因此可接受含一定雜訊的資料輸入，適合用在對於複
雜環境或情境的判斷，像是訓練能行駛在道路上的自駕車。而缺點就是需要一定數量
的樣本資料及驗證資料，且得很小心篩選所輸入的樣本資料特徵，如果所輸入的特徵
過多或樣本資料沒代表性，都有可能無法或錯誤建模，但無論如何都很難解釋 AI 從
資料特徵中究竟歸納出哪些規則以達成目標 (Arkoudas & Bringsjord, 2014: 52-58;
Bajada, 2019; Buckner & Garson, 2019; Robinson, 2014: 72-82)。
以上有關符號模型與連接模型 AI 在哲學領域的討論，主要涉及心靈與科學哲學議
題，尤其是爭論哪種方式最能表徵人類的認知模式 (Arkoudas & Bringsjord, 2014;
Buckner, 2019; Buckner & Garson, 2019; Robinson, 2014)。至於在倫理學方面的討
論，目前涉獵比較近期的文獻是 Wallach & Allen (2008: 107, 121-123)、Bostrom &
Yudkowsky (2014: 316)。然而，本文不打算處理這兩派演算法的爭論，原因有二。
一是有關這兩種演算法的優缺點，其實不若前述總是那麼清楚，還得視 AI 所面臨
的環境、所要求完成的目標或表現有多複雜而定。例如，採取專家系統演算法的 AI，
雖然一般認為可做良好解釋，但它所依循的決策樹如果太複雜，研發團隊也未必知道
如何解釋；又採取機器學習演算法的 AI，一般雖認為是調整參數而無法給予任何解
釋，但如果能釐清，所謂需要解釋的是哪些面向，以及需要解釋到什麼程度，那麼適
度提供解釋以符合外部人員或使用者的期待，也不是沒有可能。致力融合這兩種演算
法，以截長補短，更是 AI 研發人員努力的方向 (Bajada, 2019; Dinsmore, 1992)。
另不處理的原因是，本文所談論從上至下的道德學習策略，確實比較明顯偏向採取
傳統的符號模型演算法，但從下至上的學習策略，則不一定對應於連接模型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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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從上至下的道德學習策略是指，將特定的道德原則、理論
與道德推理方法內建於 AI，以使其在具體情境中能夠適當做出道德
反應的能力與行為。而所內建的道德原則及理論，可以是義務論、
效益主義、W. D. Ross 的多元義務論 (Anderson & Anderson, 2011)，
甚至是佛教理論 (Hughes, 2012)、神意論 (Bringsjord & Taylor,
2012)。但採取這種策略最常面臨的挑戰大致如下。首先，AI 遵守
的道德規範必定是某個特定理論或道德系統，這樣一來將有層出不
窮的質疑，為什麼是這套而不是那套道德規範，也就是說，當這樣
的問題未得到妥善解答之前，任何為 AI 內建道德系統及學習能力
的作為都將避不開任意性的批評。其次，當 AI 內建某特定道德系統
例如效益主義，在特定道德情境例如類似電車難題 (trolley problem) 的情況中，AI 如何判斷應該如何行為？這裡涉及更多爭議，包
括規範倫理學、實驗社會心理學、甚至後設倫理學的爭議。
就規範倫理學方面，如要符合效益主義的原則，似乎 AI 應在岔
道上轉向只撞上一個人而避開撞上五個人，但 AI 計算能力遠超過
人類，它可能將轉向之後所帶來的種種效應，像是電車公司的營運
成本、被撞上的那個人對電車公司或人類福祉的長期貢獻遠大於五
個人等，都計算在內，結果可能是電車不轉向，因為直接撞上五人

而綜合學習策略也不一定非得兩種演算法都採取才有可能實現。事實上如參考
Wallach & Allen (2008) 該書的第 7 及第 8 章說明，他們認為當時新興的連接模型
演算法同時適用從下至上、綜合這兩種道德學習策略。問題是十年後的今日，不只是
連接模型演算法，連符號模型演算法以及綜合演算法都有很大的進步與改良，不可同
日而語。更重要的是，本文想探究的問題，不是目前有哪些演算法可以做到讓 AI 擁
有道德學習及判斷能力，而是 AI 有無可能具備道德學習及判斷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Conitzer, Sinnott-Armstrong, Borg, Deng, & Kramer (2017) 一文
可視為對 Wallach & Allen (2008) 該書第三種區分的更新版，但不同的是，該文是
以決策樹 (從上至下) 及機器學習 (從下至上) 等這兩種演算法作為綜合的道德學習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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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撞上一個人的效益更大，此時人類是否能接受這樣的道德判斷？
至於後設倫理學方面，當代道德個別主義主張，行為的道德意義無
法以一致的方式來決定，若 AI 內建的道德系統是由原則以及推論
的規則所構成，那麼根據個別主義，AI 將不足以決定行為的道德意
義以便在具體情境中做道德決定。 25 諸如這些爭議，將讓 AI 如何
內建道德系統面臨重大的挑戰。
因此，有人主張對於 AI 應該採取從下至上的道德學習策略，也
就是廣泛給予 AI 各種日常生活情境，以便讓 AI 觀察及學習人類的
行為模式，而不特別偏好哪種道德原則或理論，或能避開採取從上
至下的道德學習策略所面臨的挑戰。不過，採取這種策略可想見必
須面臨的挑戰是，AI 學習的是群眾智慧，也就是多數人的行為模式。
而這些行為模式，不確定究竟是眾人偏好集合起來所形成的道德決
策排序，還是這些偏好已根據某些道德直覺或決策模式 (例如效益
主義) 在排序。
然而，已有不少實驗心理學發現，人在抽象的理論層次上即使
都相信某些特定道德理論如效益主義，卻可能因各種不同直覺、情
境如何敘述、與誰有利害關係、判斷的道德項目 (如對錯、譴責、
處罰等) 等變化而做出不同的決定。26 例如在電車難題的道德情境
下，多數人的道德判斷會隨著電車難題的情境敘述改變而改變，有
時採取效益主義的道德判斷 (像是電車應該轉向以犧牲一人救五
人)，有時又採取義務論的道德判斷 (像是不應該將胖子推下橋以犧
牲他來救五人)。但個人如屬於被犧牲的少數人，許多原來支持效益

25 關於道德個別主義及它與道德一般主義的辯論，中文可參考祖旭華 (2015) 及許漢

(2018)。

26 實驗心理學在這方面的研究方興未艾，有關直覺在道德判斷所帶來的變異性可參考

Stich & Tobi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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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者又會立即改變立場，主張不應該犧牲少數人，對這些人來說，
此時最關切的是自身而非多數人利益。而電車一旦改為機器人 AI，
許多人又會認為 AI 應該採取效益主義的判斷，否則應該受到譴責，
即使自己或他人在相同情境下沒這麼做，可以不受譴責且被原諒。
所以 AI 能否從具體情境中學習如何做正確的道德判斷，且即使經
過不斷的自我調整及修正後，未來所做的道德判斷是否都正確，最
重要的是能被人類所接受，其實不是那麼明顯。
此外，為訓練 AI 能從日常生活情境中分辨哪些行為模式是對或
被允許的，必須提供 AI 樣本資料辨讀，那麼從資料的選擇，到資料
的前處理 (人工標記可讓 AI 區辨)，再到 AI 學習過程中不斷回饋 AI
是否學習正確，最後再以哪些資料測試 AI 在什麼程度上算是學習
成功等，光這一連串設計與訓練過程，就已充滿了人工介入的道德
價值判斷及選擇，未必真如採取從下至上這種學習策略者所言並不
偏好特定道德原則及理論。
為了獲得從上至下與從下至上這兩種道德學習策略的優點，同
時避免兩者缺點，Conitzer et al. (2017) 提出教導 AI 道德決策的架
構，也就是一方面採取從上至下讓 AI 學習博奕理論 (game theory)
的道德決策規則，另方面採取從下至上以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提供 AI 大量道德哲學及心理學文獻。他們主張以這種
綜合道德學習策略所訓練出來的 AI，由於以博奕理論的決策架構輔
以社會選擇理論的技術與機器學習，可避免從下至上的學習策略缺
乏提供學習的規則與概念架構，因此在決策判斷上儘管仍是集合眾
人智慧，但這種道德學習及判斷系統仍勝過個人。此外，以這種方
式所訓練出來的 AI，因為透過大量文獻的學習及辨認，有可能歸納
辨識出人類過去未察覺的道德決策規則，這些規則或可反過來改善
人類某些道德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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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以目前研發有特定功能的 AI (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
ANI) 27 來說，不論是採取從上至下、還是從下至上、或是綜合學習
模式，ANI 似乎只可能意外而不是蓄意傷人。例如清潔工 ANI 將地
板清潔打亮，卻讓人走過不慎滑倒。由於 ANI 的自主性，只能讓它
決定如何達到既定目標而不可能完全改掉目標，就像自駕車不會自
行改成想在水上行駛或飛天、家事 ANI 不會自行改成想休閒玩樂或
從事哲學思考。因此有人樂觀主張，若人類在目前的法律規範下能
自主做道德決策的空間有限，這些決策充其量只是個人的道德偏
好，並無嚴重不道德甚至傷害人類的自主決策空間，如蓄意殺人、
任意侵佔他人財產等，那麼所研發出來的 ANI 在給予相關法律規範
學習後，剩下的就是學習、適應、調整如何切合 AI 使用者的道德偏
好 (Etzioni & Etzioni, 2017a)。例如使用家事 ANI 的人類若很有環
保意識，這個 ANI 就學會以環保的方式處理家庭廢棄物，但有可能
家中青少年隨意扔在地上的超破爛時尚牛仔褲就會被 AI 當抹布使
用。至於 ANI 不慎而非蓄意傷害人的事件，只要以損害賠償的方式
因應即可。
不過以上看法太過簡化人類在法律之外的道德生活及環境，法
律規範外的個人行為，並非都是無傷大雅的偏好。一方面，生活中
有些行為屬於雖無法律強制規範，但人類社群仍然重視，且有人沒
遵守就會受到譴責。例如不願舉手之勞的幫助他人、訕笑他人性傾
向、縱容小孩霸凌他人、或縱容寵物欺負流浪狗等；另方面，生活
中所處的環境或遇到的事件，有可能案例太新、數量不夠多或政府
應強力介入管制程度，尚不明確，以至於還來不及制定法律或更明
確的法律規範。例如在網路上分享帶惡意但未嚴重到構成誹謗或仇

27 此詞參考自 Bostrom & Yudkowsky (2014)，並請參考本文腳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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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的言論、 28 散播不雅偷拍照等。像 AI 如表現這兩類行為，似乎
無法以下述為託辭而接受 AI 是如此表現：人類面對這些法律規範
外的情況，其實也沒做得比較好，AI 既然是複製人類行為，就不應
該苛求 AI 在這些情況中得表現的比人類更有道德感等。因為若如
本文介紹的 AI 國際倫理準則皆強調，研發 AI 的目的是為了促進人
類社群福祉，讓這世界更美好，那麼 AI 就不應該再複製人類社會的
缺陷及不完美，AI HLEG 強調從 AI 的研發到應用整個過程，都應
對其整體生命週期予以監控，正顯示出這樣的憂慮，而讓 AI 學習道
德，便是為了防範 AI「自主地」表現不道德的行為。
以上概要討論 AI 道德學習策略

29

的目的，主要是指出 AI 不論

以何種方式學習道德，在規範性上皆合於本文第肆節所提出的底線
式義務，也就是多元且不同的道德規範，皆能在底線式義務的規範
框架下被許可試驗。

二、AI 道德學習能力的後設倫理考量
不過讓 AI 學習或內建道德，是否意味 AI 擁有與人相同或類似
的道德學習能力？根據 AI 目前的基本性質與發展方式，本文對此
持保留態度，以下將提出一些後設倫理學相關討論以說明這點。首
先要指明的一點是，讓 AI 學習或內建道德，不等於承認 AI 有可能
28 例如臉書為回應 2016 年的劍橋分析事件，目前已借助 AI 進行貼文審查，不服還可

上訴 (李晉緯，2019)。

29 這些方案皆非紙上談兵，有些是學界已經或正在進行的研究成果。例如自駕車的倫理

議題，MIT Media Lab 在 2018 年就公布一分來自 233 國家約 4 千多萬人關於 Moral
Machine 的線上調查結果，其作法就類似本文指出從下至上的道德學習策略 (詳參
「自動駕駛汽車」，2019; 許晉華，2018；Awad et al., 2018;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2018)。另本文引用的 Conitzer et al. (2017) 一文，則是美國
The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FLI) 資助 Duke University 研發採取綜合道德學習框架
的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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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如同人一樣的道德學習能力，而區辨這兩者有助於我們思考：
若要讓 AI 成功展現如人類的道德的行為主體性，未來應該朝哪個
方向努力。這裡需強調，對 AI 的道德學習能力或其道德自主性提出
質疑，並不否認道德 AI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實現且有價值的。而且，
一如前面所提到的，道德 AI 的研發並非複製人類道德的不完善或
作惡能力，相反的，AI 的研發是為促進人類更大福祉，但 AI 的自
主性會讓其決策行為有不確定性，且這不確定性不全肇因於人類以
AI 為惡。
人的道德主體性的概念指向的是人有道德能力，那麼，人的道
德能力是什麼？目前後設倫理學的討論多承認，人的道德能力不僅
包含：有能力理解自我與周遭世界、有能力為行動設定目的、認定
價值、形成動機，以及有回應情境之道德要求的道德敏感度。前述
能力有些是道德 AI 也可能擁有，例如理解世界以及回應情境之道
德要求的能力，但，由於 AI 的行為目的是人所預設，這基本上不同
於人類能主動設定自己的行為目的；此外，形成意圖、認定價值與
形成動機的能力，這些是行為者所必要的，也意味著有相當的主動
性，但，AI 的演算法是否有可能達成這樣的主動性？
首先，所謂行為者有能力設定目的、認定價值、以及形成動機，
意思是指當行為者設定某個事情 (X) 為達成目的時，這行為者是有
意圖以 X 為目的，而且，此行為者認為 X 是有價值的、值得追求
的，不僅如此，此行為者也有相應的動機追求 X 的達成。意圖、目
的設定以及相應動機的形成，這三者構成了行為主體性的主動面
向。這個主動面向不僅只是能力的，也表現在實質狀態 (也就是，
目的) 的選擇以及價值認定之主動性。30 對照之下，AI 在這方面顯
30 意圖、目的設定等能力是主動的，這並不等於意圖與目的設定是沒有理由，而主動性

的概念意味著，意圖與目的設定並不是被物理因果法則或演算法所決定，這是兩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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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所不足，因為，AI 的目的目前都是被給定或設計的，並無意圖
能力，也不具有自行設定目的之能力，也因此沒有主觀認定價值的
能力，相應的也就缺乏追求的動機能力。AI 一旦都沒有這些能力，
儘管貌似自主判斷、決策與採取行動，縱然其演算法讓它看似能回
應那些與道德相關的情境，道德 AI 在實踐上其實是被動的。
難道演算法無法讓 AI 具有實踐上的主動性？這麼問不僅在問
科學技術能否達到，也在問道德決策能否僅倚賴認知性質的推論及
判斷？因為目前所有 AI 都是以邏輯推論與數學演算作為基礎，本
質上就是認知性質的計算系統，如此，以演算法之為推論及判斷的
程序，那麼，AI 的判斷與決定也就只能是認知性質 (或簡稱知性的)。
然而，道德決策除了知性的推論及判斷外，行為者能否有道德
敏感度回應道德相關的情境，也很重要。道德敏感度所涉及行為者
的內在感受或態度，儘管是否有認知意義或知性的，在後設倫理學
中爭論頗大，但不論是休謨主義者、康德主義者 (Darwall, Gibbard,
& Railton, 1997) 還是亞里斯多德主義者 (McDowell, 1998) 都承
認，道德決策僅靠知性而無適當情感與心理態度是不夠的。當 AI 只
能以知性的方式回應情境，這種回應本質上就不包含情緒與態度，
這麼一來似乎就很難具備能回應道德情境的道德敏感度。當前德 AI
的開發也針對情感因素，31 顯然這些努力承認情感面向對於道德 AI
的重要性，不過，這些努力並不等於 AI 的演算法有可能表現意圖能
力。
此外，道德敏感度需要透過不斷的道德學習來養成。如休謨主
義者會主張，道德學習在於建立某種心理習慣或傾向，使得特定情

解主動性的關鍵，且為本文所預設，更詳細的論證過於複雜非本文之目的，這兩項預
設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31 可參考劉紀璐 (2020) 的介紹。

260

歐美研究

境事實能夠連接到特定的情感及態度，而被視為是道德的情感與態
度，這與人對於事情會有情欲 (passions) 上的回應是有內在關聯
的。問題是，AI 如何能夠對外在事物表達特定的情感或態度，或在
內在有情欲的傾向，例如，因為憤怒而反對或高興而贊成？換個方
式問，AI 演算法能夠讓 AI 對外在事務有情欲上的傾向嗎？或讓 AI
對外在事務產生不安或滿足之情嗎？例如 AI 能夠有孟子所說的惻
隱之心？對孟子而言，這是道德的根本，32 又如康德所說對道德法
則有敬畏之情 (Kant, 1785/2002: 9-21)，或彌爾說人類一體之情
(Mill, 2001: chap. 3) 等，舉凡這些都指出道德情感與態度至少部分
構成了道德主體性以及道德敏感性，或在道德決策上佔有一定分
量。雖然是否為道德決策的關鍵環節，不同理論或有差異，但就是
不能完全缺乏；在完全缺乏的情況下，別說能培養出道德敏感度，
能否真正同人類一樣進行道德學習都值得懷疑。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休謨主義者主張，實然的事實以及邏輯關係
判斷不同於應然的道德判斷。依據休謨法則 (Hume’s law) (Hare,
1963: 108)，從認知事實或邏輯關係無法有效推論出應然的道德判
斷，如此，當 AI 的學習結構只能是知性時，也就是，當知性的範圍
只限於辨認事實與邏輯關係，那麼，AI 該如何從認知事實與邏輯關
係的辨認當中有效推論出應該採取的道德判斷？或者說，演算法如
何讓 AI 做出恰當的道德決定？AI 之有所判斷或決定的唯一方式就
只能基於規則或機率計算，但這樣很難說明道德決定中的主動性、
動機形成與敏感性。
或有自然主義的道德實在論者反對休謨主義，他們不但認為道
德判斷是知性的，且所有道德推理都能以理性推論規則來說明；換

32 出自《孟子．告子上》：「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孟子，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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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他們主張所有道德性質都能化約成自然性質，所有指稱道德
性質的道德語言，也都能化約成非道德語言。33 若依據這類化約論
式自然主義的道德實在論立場，一旦我們能在 AI 裡面內建一套所
有人類道德實踐作為的巨大資料庫後，AI 就能夠將道德語詞正確化
約成自然語詞，對於當下的情境、事實或行為所涉及的道德意義做
出正確辨識，這麼一來似乎就可合理期待 AI 擁有道德學習的能力。34
然而，自然主義遭到 G. E. Moore 在二十世紀初所提出的「待
決問題」(the open question) 的嚴肅挑戰 (Moore, 1993: 62)：自然
語詞或符號化的語詞，如何確切掌握道德性質？又依據這些語詞所
化約的道德判斷，是否能夠呈現真正的道德意義？尤其以自然語詞
化約或重新定義道德語詞時，必須先確認道德語詞的意義，否則可
能會指鹿為馬、雞同鴨講、或做似是而非的道德判斷。但該如何確
定道德語詞的意義，在後設倫理學中涉及先驗與經驗的方法論之重
大爭論，迄今難以化解。
不論是休謨主義、自然主義或 Moore 的挑戰，這些是道德 AI
的概念在後設倫理學上可能面臨的反省，也是研發道德 AI 所需面
臨的挑戰，儘管這不蘊含道德 AI 是不可能的。但 AI 演算法的特性
是屬於知性推理，若就目前學者對道德主體性的一般理解，我們認
為道德 AI 就只能擁有低限度的自主性，也就是只有知性上的自主，
並不具有道德行為在完整的實踐意義上的主動性與道德情感。當然
前述只是概念理解上的說明，未來技術上是否一定不可能做到？或
許言之過早。

33 例如 Jackson (1998) 及 Railton (1986) 都主張道德語詞可以化約成自然語詞，雖然

他們的主張在方法論上有重大差異，但這裡不需討論各種自然主義的實在論主張。

34 請參考劉紀璐 (2020) 設想如何在 AI 或機器人中內建孟子的四端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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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說明，AI 能否發展出人一樣或類似的道德學習及決策
能力，我們持相當保留態度，至少在目前的技術條件限制下是如此。
道德決策不只是依循道德原則或規則 (例如不可說謊或不可傷害原
則)，還涉及行為者對所處情境的道德相關因素有足夠敏感性，所以
就算 AI 內建人類道德實踐的巨量數據，且包含相當完整的道德規
則以及推論規則以作為訓練架構，AI 的自主學習能力，意味著 AI 會
如何回應個別情境，仍有無法事先預料的不確定因素，使得 AI 的道
德決策有可能超出原來內建道德的規範範圍。有無可能某個 AI 還
是 做 出 人 類 道 德 所 不 允許 的 行 為 ？ 或 是 做 出 與情 境 不 相 應 的 決
策？甚至不排除某些 AI 在內建強大演算法、提供巨量資料以及更
深度學習後，自行掌握更多人類未認知到的規則，而採取前所未見
的行為決策？就如同目前全世界最強 AI 棋王 Alpha Zero 採取前所
未見的棋法一樣，人類屆時能否接受那些道德決策？不無疑問。所
以，AI 即使以道德原則或規則作為採取行動的決策架構，且原則主
義

35

或理性論

36

的道德觀即使也能合理說明人類的決策，AI 仍不

適用，AI 缺乏對人類理性所要求的強度以及適用性的反省與批判，
而這些面向是原則主義或理性論的道德觀所看重的。

三、AI 的分散式行為主體性之道德責任及自主特徵
目前多數 AI 國際倫理準則不認為 AI 應該承擔道德責任，因為
AI 不具備相應的道德能力。然而人類不讓 AI 承擔道德責任，或許
只是當前 AI 技術的限制，或許也在於舊有倫理觀尚未能調整以適

35 有關道德原則主義的說明，以及道德判斷與道德原則之間的關係，請參考許漢 (2018)

的〈原則、情境與道德規範性〉之討論。

36 有關道德理性主義與道德理由及判斷之間的關係，可參考張忠宏 (2015) 的〈道德內

在論的磁性〉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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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AI 自主學習與自主判斷的能力。因為，既然 AI 獨特之處是其自
主學習能力與自主決策判斷能力，如此一來，可能出現的情況就不
排除 (例如) AI 自駕車會面臨類似電車難題的道德兩難處境。這不
僅是理論，也可能是實際的遭遇。那麼，AI 在這樣的情況下所採取
的行為就必須為其後果負起責任。這就需要 AI 在實踐上有主動性
以及適當的道德敏感性。但，目前以及可預見的將來我們實在無法
確定道德 AI 有主動性、相應的情感能力與道德敏感性。不過，似乎
無理論上的限制未來 AI 只能具備什麼能力？或不可能研發出像人
一樣有決策及行動能力的 AGI，甚至比人有更強能力的 ASI？諸如
這些不確定性，迫使我們思考：AI 作為道德責任承擔者的意義究竟
何在？
當我們說某個人可以自主做決策時，意味那人的決策不但是自
由的，且是根據那人的意願及想法所做。這使得我們可以合理要求
那人應依照其決定、所採取的行動及造成的後果負起道德責任；簡
言之，自主性是道德責任的必要條件。37 不僅如此，他人如果否決、
限制、甚至凌駕個人的自主決定，我們會認為應給予個人合理的說
明或證成理由，否則就是不尊重個人的自主性甚至是侮辱。但這種
將人視為有道德地位且平等互惠的對待方式，我們通常不認為同樣
的道德地位可適用 AI；不僅如此，AI 的自主決定如遭到否決、限制
或凌駕，我們似乎也不認為有義務要對 AI 提供證成的理由。這麼一
來，是否表示 AI 不需要承擔道德責任？
然而，AI 能夠自主學習，它做錯事如果不需要承擔相應責任與
受罰，那麼經過一段時間的重複，AI 便有可能學習到，原來做錯事
37 這不同於 Frankfurt (1969) 指出，人就算沒有其他選擇還是有可能需要負起道德責

任的論證：決策者採取決策的當下只有一個而無其他選項，並不等於說，決策者在決
策的當下就沒有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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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需要負責，也不會受到處罰！這不僅是有科技可能性的假設，
所涉及的倫理道德議題是嚴肅的，一如電車難題對當今社會所帶來
的道德爭議。
或許「分散式行為主體性」與「共同承擔責任」這兩個概念，
可幫助我們思考此議題。分散式行為主體性這個概念可以成立，主
要基於以下事實而不只是假設：AI 是有一定自主性的行為者；分散
式行為主體性的概念主張，AI 的行為表現不是由其自主性所單獨構
成，而是 AI 的研發、製造、應用、擁有、以及管理等人員都共同參
與了 AI 的行為表現，共同構成了 AI 行為表現的分散式行為主體性。
所以，當 AI 為惡或帶來傷害時，相關責任將分配給前述人員及 AI
共同承擔，差別只在於責任與處罰的程度分配，需視個別事件與情
況脈絡才能決定。這樣的主張也能防範人類利用 AI 做壞事，卻以
AI 作為替罪羔羊。如此，AI 的行為主體性並不完全：一方面因為 AI
的行為決定架構是由人類所附與的，是外來強加的，而且缺少如人
類的主動性、道德情感與敏感性；另一方面，AI 又有自主學習與自
主回應情境的能力。AI 的行為主體性由於並不完整，它對行為所擔
負的責任也就不會是全盤的。人類對 AI 行為的外來干預，使得 AI
只具有分散式的行為主體性與只能承擔部分責任，人類並不能推諉
責任給 AI，也說明了 AI 為惡的非意圖性。
此外，AI 的分散式行為性之自主特徵，雖表面上如同人類行為
者擁有依據情境作判斷的自主能力，但因為其沒有獨立設定道德行
動目的以及道德動機的能力，只能遵循預設或內建的道德規則，所
以將無法擁有道德反思批判的能力 (或稱為道德自主性) ：透過與
他人互動及回饋，能夠重新檢視原先設定的行動目的是否合乎道
德，甚至反思原先遵守的道德規範，而可能調整甚至擬定新的行動
目的或是道德規範，並修正相應的道德判斷及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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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人作為道德的行為者，很重要地是擁有如蘇格拉底
式的反省批判能力，不只是服從習俗或眾所接受的規範，而這種道
德批判能力是人類道德進步的很重要元素，例如由奴隸社會改變到
民主平等的社會，由性別歧視到性別平等，諸如這些需要道德的行
為者有批判當時主流規範的能力，也就是所謂的道德啟蒙。當然人
的這種道德反省批判能力需要培養，不是生物本能或天生能力，也
不是社會化後就能擁有的能力。但人作為道德行為者，至少有潛能
培養出這樣的能力，AI 就目前看來，如果它的道德觀只能由學習既
有資料庫所蘊含的規則以演算法構成，如何期待 AI 會自我反省其
內建的道德觀，並修改原先的道德規範，展現作為道德行為者中很
重要的這項道德反思批判能力？儘管這無礙於 AI 作為知性的、低
限度的自主行為者，仍應該被要求對其行為表現承擔部分的道德責
任。

肆、AI 研發者及 AI 的底線式道德義務
第貳節透過簡介與分析三分知名國際 AI 倫理準則，以凸顯這些
準則雖意識到 AI 自主性所帶來的倫理關注，但仍將 AI 只當作為人
所利用的工具，終究傾向是人而非 AI 需受到道德規範，但我們認為
這樣的關注不足以涵蓋有自主性的 AI 所引發的倫理疑慮：能隨著
所接觸的環境或資訊而自主調整，無法事先掌握及預測 AI 的表現
行為。若要降低 AI 可能對人造成傷害，其中一種方式是第參節所討
論的，讓有自主性的 AI 這種人造物受道德的規範與指引。
但不論是本文前述介紹的三分國際倫理文件，還是目前的其他
AI 倫理準則，都未預設應研發 ANI、AGI 還是 ASI，甚至連研發哪
種功能的 ANI 也不預設。然而，在我們問研發 AI 應該遵守哪些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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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規範以降低風險時，應該要先問：人類社會應該研發什麼 AI？這
個問題如果放在如醫療照護、製造工業、休閒娛樂、軍事國防等特
定生活領域，就是在問：這些領域各自應該研發什麼樣的 AI？
有必要先問這問題的原因有二。AI 研發需求，既不能放任市場
也不能由政府來決定。由於研發 AI 與過往發展其他科技最大的差
異是，研發 AI 的必要條件是擁有或能取得大量資料∕數據，以至於
目前研發 AI 的主力，不是掌握在全球五大科技巨頭公司，就是掌握
在各國政府手中，個別研究者或小型、新創公司等，如不依附他們，
就很難有投入研發的機會。這些資料∕數據若無釋出，就算公開 AI
演算法也是枉然。這種嚴重的資料不正義，有人甚至以「數位獨裁」
來形容這是未來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最大危機。38 而前述握有龐大資
料的私人企業及政府，其中有不少都還公布自己的 AI 倫理準則，但
現實是他們不一定都遵守，甚至還違反最基本的公民權甚至人權。
例如，企業以 AI 監控員工工作情況或客戶的芝麻信用、政府研發監
控人民的遷徙及人身自由等。所以，人類社會應該研發什麼類型的
AI 問題，如放任市場需求，可想見的是這項需求並不會如過往經濟
學家所謂市場是看不見的手，自然會反映人們真正的需要，而是由
私人企業以獲利為主導，甚至創造人們的需求；又如交由政府主導，
顯然不是每個政府都會反映人民的需求，甚至還反過來以監控人民
來確保其政權延續等。稍後本文將說明，底線式道德義務對此問題

38 請參考哈拉瑞 (Yuval Noah Harari) (2018) 的《21 世紀的 21 堂課》。他在該書裡面

談論的數位獨裁，儘管是指 AI 與生物科技如生命感測器等聯手所構成，但是該書的
第三章〈自由〉提及演算法對個人自由決策及自由意志的嚴重限縮 (61-92)、第四章
〈平等〉提及大數據資料的壟斷 (93-102)，皆會造成不只社會而是全世界人類的嚴
重不平等，財富與權力將集中在少數科技菁英手中，多數人則是完全無足輕重。感謝
審查人指出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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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般性的回答。這個是一般的，所以並不針對具體情況，但因
為是底線式的，所以對具體的情況作了邊界式的限制。
第二個有必要先問人類社會應該研發什麼 AI 類型的原因是，目
前幾乎所有 AI 倫理準則都提及，創造 AI 的最終目的是促進人類幸
福，但同時也提醒必須留意 AI 最令人擔心的問題之一，就是人類有
大量工作將被 AI 取代而失業。但一項科技的研發目的，若是為了促
進人類幸福，可是研發成果又會讓許多人失業，這不是很矛盾嗎？
這不能僅以倫理學上的雙重效果論

39

作為回覆。由於雙重效果論

最重要的兩個前提是，一定得做出 (不論是作為或不作為的) 決定，
且是出於良善目的所做的決定。顯然 AI 雖如火如荼地發展，但我們
實在難以合理地告訴社會大眾，惟有發展 AI 人類才不會導致滅亡，
就如同正站在十字路口面臨電車難題的關鍵抉擇時刻。針對 AI 這
項科技目前最需要也最欠缺的是，提供足以說服社會大眾的道德證
成理由：人類為何需要 AI 這項科技，且需要的是什麼樣的 AI 科技？
而不是因為政府、私人企業、或科學家與研究者覺得人類需要。更
不是被動等待科學家或工程師能創造出什麼新奇科技，或是等待商
業科技巨頭希望研發什麼產品獲利後，再來思考這些科技可能帶來
的倫理疑慮以及需要制定什麼倫理規範。
39 所謂雙重效果原則 (the 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 的情境是指，該情境基本上得滿足

以下四條件：(1) 行動本身不是錯誤的行為 (行為本質條件) (2) 行動意圖必須是善
的，且不論手段或目的都是非意圖害人，但可預見行動帶來的損害 (善動機條件) (3)
沒有其他可達成善意行為但又不會造成有害結果的替代辦法 (手段目的條件) (4) 行
動後果所帶來的損害，相較於善意行動所帶來的後果，不會不成比例 (比例條件)。首
先提出電車難題的 Foot (1967) 是在 “The Problem of Abor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 該文中以「電車難題與法官難題」來作為支持雙重效果原則的論
證之一，但她認為雙重效果原則依賴的基礎有問題，詳細論述與本文無直接關係，在
此不贅述。此點謝謝審查人指正。有關雙重效果原則的一般性介紹，可參考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的詞條 “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 (McIntyr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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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關「人類社會應該研發什麼 AI」的回答，應該被放入
AI 研發目標的倫理準則中，所規範及指引對象同時涵蓋研發 AI 者
(含自然人、公司法人、政府等) 以及 AI 系統本身的表現∕行為，
而本文嘗試提供的答案就是前述行為者應遵守「底線式道德義務」，
此義務包含了二項消極義務與一項積極義務，且對消極義務的滿足
必須優先於積極義務。這兩種義務的內容如下：
1. 消極義務是指無條件的禁止所研發的 AI 內建程式為 (1)
將人類只當工具來使用，包括以傷害生命健康來威脅人類，
或 (2) 對人類生態系統可能帶來毀滅性的傷害。
2. 積極義務是指 AI 應以滿足人類基本且一般的生活需求作為
優先研發順序，例如有效提升糧食生產、提升醫療準確度、
救難及照護品質等。
但必須說明的是，以上兩項義務為一般性的原則思考，40 如何
落實，必須根據社會背景與具體情境來決定。儘管在抽象層面 (尤
其基本原則的選擇) 上，諸多理論之間如人類福祉目的論、康德主
義、效益主義等爭議不止，但這裡的道德義務觀採取「底線式」將
避開那些理論爭議，也就是在最低限度上要求 AI 研發者及所研發
的 AI 系統，都應該符合上列的消極及積極義務，而且是任何特定道
德理論所不能合理反對的。若其他人對 AI 寄望更多，或研發者希望
更嚴格自我要求，可再增加更多倫理規範，但不應該踰越這個底線
式道德觀。
此外，本文提出的底線式道德觀尚有下述特性：道德，首要是
針對所有行為者設下不應該踰越的界線；當這樣的界線被遵守，再
來談應該追求的目標時，那些目標就自然會落在道德的限度內。而
40 這兩項義務雖是一般性的底線式道德觀，但比主流文件更清楚提供 AI 研發目標的倫

理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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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的限度內，積極義務的規範不如消極義務的規範嚴格，因此，
消極義務必須優先滿足，且積極義務可能隨著具體情境或環境差
異，而在排列 AI 優先研發順序上有所差異或需彈性調整，但都滿足
積極義務的要求。

一、底線式消極義務
所謂在研發 AI 的消極義務上，無條件地禁止 (1) 將人類只當
工具來使用，可說源自於康德的主張：永遠都將人視為目的自身，
而不僅只是工具。所謂人被視為目的自身在康德的理論下是指，人
際互待應該將彼此視為理性且有自主能力的道德主體，而不僅只是
為了完成自己或特定目標下所利用的工具，且這項義務不應隨著情
境脈絡而有條件限制 (Kant, 1785/2002: 45)。但這裡對 AI 研發者的
限制性義務，卻沒有這樣的對稱性；也就是人必須被 AI 當成目的自
身且不能僅是工具，反之 AI 仍可以是工具而不是目的自身。雖然
AI 有一定的自主性與學習能力，但它必須被內建的倫理程式為：不
但禁止將人僅當成工具來使用，也不得經由學習而將人僅當成工具
使用。畢竟目前的人類社會確實有將人僅當工具使用的不當情況，
如未對 AI 做這種限制及監控，難保它未來就自主學會僅將人當作
工具使用這種不當對待方式！就此而論，前面談到的 AI 內建倫理
規範，不論 AI 研發或委託者的倫理信念為何，基本上都能以這二項
消極義務原則作一般性的說明及限制。
另一項研發 AI 的消極義務是，無條件地禁止 (2) 對人類生態
系統可能帶來毀滅性的傷害。此義務主要源自彌爾的傷害原則，他
當初提出的目的，儘管是為了說明個人自由在公民社群中受到限制
的條件必須出自避免他人受到傷害 (Mill, 2001: 13, 16)，但我們認
為可延伸到談論 AI 的研發規範以及 AI 的行為規範；亦即 AI 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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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應避免傷害人類，且任何預期可能造成人類所處環境等生態毀
滅性的傷害都應該避免，且 AI 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同樣受此限制。
目前所研發的 AI 其實都屬於特定功能的 ANI，例如應用在製造
工業中協助人類工作或成為工作夥伴的 ANI 機器人、在手術醫療及
健康照護中與人合作互動的 ANI、擬人或仿真 ANI、社交互動 ANI、
軍事用途 ANI 等 (Bekey, 2014)，諸如這些 ANI 都應該受到本文提
出的兩項消極義務之限制。 41
這幾年有關 ANI 的研發有不少是軍事用途，或有人認為這類
ANI 應被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列為首要管制研發對象，以避免軍備競
賽。如依照本文提出 AI 研發的消極義務，確實管制 AI 應用在軍事
上相當重要。只是各國軍事研發應受嚴格管制一事，也不是 ANI 出
現且被應用在軍事用途後，才開始需要管制，而是從過去到現在尤
其核武出現後，這類呼籲就未曾停止。
又目前已研發出來且如火如荼測試、甚至已應用的 ANI，像是
自駕運輸工具、企業篩選應徵者、學校遴選入學新生、銀行授權可
貸款對象、政府掌控犯罪預防對象等，其研發目的未必與本文提出
的消極義務不相容，而是加上積極義務的考量後，這些 ANI 的研發
不一定都能列入優先選擇。
不乏有人認為，只要盡可能避免 AI 演算法承襲人類的偏見、歧
視等偏誤，還寧可交給效率高又運算準確度高的 AI 來判斷及做決
定，而不是留給容易出於情緒、偏見、生理等影響而判斷失準的人
類來做決定。但這正是本文為何要提出底線式消極義務之故！科技
無論如何介入及改變人類社會，人類仍應給予彼此最基本的道德承
諾。確實個人或群體常做不理性甚至愚蠢的事，從古至今皆然。但
41 第肆節有關研發 AI 的消極與積極義務之討論，都涉及對當前 AI 的應用，許多舉例

尤其是此處至下一小節都是以當前 AI 的應用問題作為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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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追隨康德不將他人僅視為達成目標的利用工具，人人都有權作為
自主判斷及採取行動以達到目標的行為主體，並延伸彌爾的傷害原
則以避免造成人類生態系統的毀滅性的傷害，便是意在提醒人們對
社群應盡的義務底線。AI 科技發展若違背了這個底線，還高談闊論
要幫助他人或促進人類福祉，這不僅有自以為是的偏見，更是某種
沙文主義的道德錯誤。

二、底線式積極義務
在積極義務上，所研發的 AI 應以滿足人類基本生活需求作為優
先順序，如有效提升糧食生產、提升醫療準確度及照護品質等。例
如，拆除爆裂物、衝入火海救人、維修高壓電塔等高危險的工作，
或雖不危險卻不斷重複標準化動作的沈悶無趣工作，又或是清理有
汙染或髒臭廢棄物等高危害健康的工作，諸如這些就可讓 AI 代替
人類去做，也就是發展具有特定功能的 ANI。
但研發哪類型的 ANI 可滿足人類基本生活需求，容有不同社群
所處的環境，而有些許差異。例如，在都會地區，最多人不想做的
工作或許是地下道瘀塞清潔工作，而在偏遠礦區或許就是深入地底
的危險採礦工作。這項有關積極義務的命題，儘管是效益主義式思
考，但與一般效益主義常被批評對行動後果的評估是無差別對待，
則有所不同。因為在評估 ANI 對人類社群的影響時，就應該將受影
響的社群具體列出且納入考量，且都是在滿足消極義務的前提下才
評估如何滿足積極義務。
或有人認為滿足人類基本生活需求的工作，免不了就會包含工
作門檻低但所需人數又不少的無趣工作，像是工廠內重複標準化動
作的作業員。而這些工作一旦改由 ANI 做，極可能造成本來在求職
市場中就處於劣勢的群體頓失工作，未來也難再找到工作。這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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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發展這類 ANI 雖不違背本文提出的消極或積極義務，似乎仍犧
牲某些處於社會經濟劣勢者的福祉？
但自工業革命以來技術不斷的創新及進步，其實一直都在改變
人類的工作內容與工作類別，且依據過往經驗，技術門檻越低的工
作，通常就越容易受到影響及淘汰，這不是 AI 出現後獨有的現象，
只是 AI 所影響的層面更廣而已。不過 AI 與過往幾次工業革命對於
工作所造成的影響，有一項很大的不同是：未來不只是技術門檻越
低的工作，越容易被取代，而是另一極端的高技術門檻工作，尤其
是要求越能精密理性計算同時最好都不受情緒或生理狀態影響的
工作，像是執行人體手術者或民航駕駛員，也容易被 AI 取代。換言
之，若是發生第四次工業革命，其不同過往工業革命多是淘汰勞力
密集的低技術工作，AI 還可能淘汰高技術但情緒勞動要求低的工
作。
AI 研發相較於其他科學研究及高科技發展，其倫理規範更容易
與研發內容有關。例如以目前發展特定功能的 ANI 來看，其優點正
是強化人在某方面的能力之同時，可避開人的缺點，由於人的形式
理性 (邏輯數學推理) 能力較 AI 弱，且人會有脾氣、倦怠、受習慣
性的偏好或偏見的影響等。一旦特定功能的 ANI 被量產之後，可預
見人的生活型態、社會結構、甚至政治文化等，將受到重大的衝擊
及改變，屆時人的價值觀與道德信念將受到重大衝擊甚至重塑。
本文不排除未來有可能研發與人一樣的 AGI，甚至在各方面遠
勝過人類的 ASI。研發這兩類 AI 或許有多重目的，例如科學探究、
人類前景發展等，但無論如何都需遵守本文提出的二項消極義務
(不僅將人視為工具及不造成大規模傷害)，同時也需遵守積極義務
(滿足生活基本所需)。只是滿足生活基本所需的項目，容有社會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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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具體情境及環境差異，如此研發 AGI 或 ASI 未必會被排除，但
很可能不被列為優先研發項目。

伍、AI 規範落實之個案倫理評估機制
本文一開始提到 AI 國際倫理準則常被批評難以落實的原因是
沒有強制執行機制，但本文指出這些準則所預設的道德規範立場及
方向其實需要重新檢視，也就是第壹至參節所指出的：只側重規範
AI 研發利益相關人員、公司法人及政府等，缺乏規範 AI 系統所表
現出來的行為，以及缺乏規範前兩者都不應該踰越的底線式道德義
務。不過前三節在反省國際倫理準則難以落實的批評之後，本節擬
對這項批評提供比較積極的回應，也就是提出有助 AI 規範落實的
個案倫理評估機制設立的方針或方向。 42
針對這個議題，Whittlestone、Nyrup、Alexandrova、Dihal 與 Cave
(2019) 提出 AI 倫理原則及價值

43

落實的三步驟：(1) 建構相關核

心概念 (2) 解決或權衡不同倫理原則及價值在適用上的衝突 (3)
發展能解決或權衡衝突的實證基礎。不僅如此，他們亦提醒前述每
個步驟都應留心相關利益受影響者，尤其是原先在社會中就已經或
容易受歧視、偏見等負向影響的那些特殊群體，且強調每個步驟納
入公共參與的重要。

42 謝謝審查人提醒此點。
43 Mittelstadt (2019) 指出，AI 倫理原則與生命倫理、醫學倫理所提倡的四項原則高度

重疊，這不一定表示在生命倫理、醫學倫理受到廣泛應用的倫理原則，AI 這種新興
科技也適用，或許是反映出人們對 AI 相關倫理議題是陌生的，且缺乏 AI 對個人及
社會將帶來哪些衝擊及風險的實證與經驗證據，以致於只能從其他科技領域暫借倫
理原則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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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本文先前的討論依據這三步驟來界定，步驟 (1) 頗符合本
文第肆節所討論的 AI 研發者及 AI 行為應遵守底線式道德義務，或
是第參節指出對 AI 學習道德策略及道德判斷與決策能力的恰當理
解等；步驟 (2) 則是權衡底線式道德義務與不同社會的主流價值如
何配合或調整，這比較是在觀念或政策上調整義務落實的次序或比
重，例如在富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開發 AI，他們在遵守消極義務與
積極義務的比重，或是擬定符合這些義務的研發優先順序可能有
異；步驟 (3) 則是在更具體的情境脈絡中落實 AI 倫理規範，這需
要檢視 AI 實際應用的效果與衝擊，主要從經驗層面檢視 AI 應用是
否與相關倫理規範相容或衝突，例如以政策推行人臉辨識 AI，原為
了防治犯罪以保障民眾的人身安全，但實際上是否被利用來限制及
拘捕政治異議人士？若是，將違背本文提出的底線式消極義務。
但 Whittlestone 等人所提出落實倫理價值及原則的步驟，尚缺
乏落實這些步驟的推動者。過去認為倚靠有強制力的政府擔任推動
者，在 AI 研發上可能有問題。由於目前有能力研發 AI 者，不是跨
國科技商業巨頭公司就是各國政府，或者兩者聯手，所以政府本身
往往有利益衝突之嫌。再者，評估落實與否，免不了得具體到個案
研發脈絡及應用情境，但目前可開發 AI 的類型及應用領域相當多
元，不同類型的 AI 在不同領域的應用，如人臉辨識應用在社群媒體
與犯罪防治所應優先遵守的倫理原則可能有所差異。 44

44 目前有不少文獻提出 AI 實際應用過程中的風險監控模式。例如 Patrick Bradley (2019)

提出人機雙監控模式：針對需要被監控的 AI 又研發一個專門負責監控的 AI 系統，
以便專職監控 AI 偵測到所監控的 AI 出現非預期且可能傷害人類的行為時，就可回
報人類，好讓人類決定是否關閉或如何處理被監控的 AI；但事態若緊急，也可由監
控 AI 先阻斷被監控 AI 的行動，並同時回報人類，再等待人類指示下一步行動。不過
前述模式的先決條件是，所有 AI 都必須設計緊急關閉的按鈕才行，這點 AI HLEG 文
件也有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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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相關落實推動者必須是獨立 AI 研發團隊的第三方非利益
衝突單位，且能針對個案進行倫理評估。而這二項特色，正符合目
前已被廣泛用來保護人類∕動物研究權益相關治理機制的設計原
理及方式，或值得參考及仿效。由於目前的人類∕動物研究倫理審
查機制，其設計原理，就是將避免傷害及促進福祉等倫理考量，皆
轉化為個案研發風險因子予以監督管控；其設計方式，就是成立倫
理審查或諮議相關委員會，且在個案進行倫理評估過程中，評估者
應納入在研發過程及成果中可能受負向影響者的聲音及意見。
事 實 上 法 國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ICT) 研 究 的 倫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CERNA) 就建議，所有 ICT 研究機構都應成立機器人研發過程中
的操作倫理委員會 (Operational Ethics Committees)，以提升相關人
員的倫理意識，並協助考量及審視研究過程中的倫理議題 (Grinbaum et al., 2017: 3)。2019 年 IEEE 國際技術與社會研討會 (ISTAS)
也刊出一篇文章說明如何汲取過往運作高科技相關倫理審查委員
會，如臨床試驗及生物安全委員會 (Institutional Biosafety Committees) 等經驗，以提供設計 AI 的倫理審查委員會梗概， 45 並指出審
查會的核心要素就是建立「風險調整審查機制」(a risk-adjusted review mechanism) (Jordan, 2019)。 46
45 依目前多數國家所擬定的研究倫理相關操作定義及實務來看，許多 AI 研發計畫可能

會被排除在倫理審查的範圍外。由於 AI 研發過程表面上是以數據、編碼資料及標記
圖片等而非人類作為研究對象，但目前只有以人或人所提供的資訊∕檢體作為對象
的研究才需送倫理審查。但研究倫理審查範圍應該納入 AI 研發計畫，已引起不少討
論及改革呼籲 (Calvo & Peters, 2018; Chen, 2017)。
46 各國目前的研究倫理審查規範，儘管多只適用在政府研究經費所補助的研究計畫，不
涉及私人企業所進行的研究，但在私人企業內部設立相關倫理審查機制，或特別為這
種科技建立專屬的倫理審查機制，亦無不可，例如臉書及 Google 等企業，據了解其
內部都有成立類似倫理審查的小組或委員會。因此，審查組織建置在政府、學術機構、
還是企業皆無妨，重點是必須審查獨立及有內外部的監督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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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倫理原則及價值的落實推動者，如仿效目前人類∕動物研究
倫理審查機制是否合宜，容有討論及爭議空間，上述只是舉例說明，
但重點是有關前沿科技 (frontier technology) 的倫理落實及風險管
控等討論，應該要避免淪於對某種科技整體且抽象的想像，因為每
種科技依據研發目的及應用差異，所著重的面向及可能造成的倫理
風險就會不同。而將倫理考量轉化為個案研發風險因子予以監督管
控，亦即倫理的風險化治理，至少可以有以下三層次的區分。
第一層次為，針對某項前沿科技是否值得發展或是發展方向的
規範，是屬於科技研發目標∕方向的倫理 (如本文第肆節)。47 第二
層次為，針對某項值得研發目標或方向的前沿科技，都應該避免哪
些倫理風險或遵守哪些倫理規範，是屬於科技的特徵/性格/功能的
倫理 (如本文第貳節所介紹的 AI 國際倫理準則，以及第參節所補充
的 AI 行為規範)。第三層次為，針對有某些特徵∕性格∕功能的前
沿科技，應用在特定領域、事項或執行工作時，應該加強避免哪些
倫理風險或遵守哪些倫理規範，則是屬於「科技應用在特定領域∕
事項∕執行工作的特徵∕性格∕功能倫理」(本文不處理)。
有關倫理的風險化治理三層次區分，越往下層就越需具體情境
脈絡及個案倫理評估。例如以研發協助警政機關辨識嫌疑犯的人臉
辨識 AI 來說，48 這類 AI 如根據本文提出第一層次有關科技研發目
標∕方向的倫理，其研發目的是為了提升犯罪破案成效，因此其內
建程式不會僅將人類當作工具使用，也不至於對人類生態系統帶來
47 陳瑞麟 (2020) 擬發展的「科技的風險倫理評估理論」正是針對這點。該文指出我們

在評估某項科技應用時將涉及哪些科學及科技風險之前，應該先針對該項科技作倫
理評估，也就是先提供該項科技 (或其產品) 究竟應不應該被發展及應用的倫理判
斷，其目的在於提供科技發展及應用的規範性之評估方法。
48 Amazon 研發的人臉辨識程式 Rekognition 被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
揭露，誤將 28 位國會議員誤認為罪犯，且被誤認的多為黑人議員 (Snow,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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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滅性的傷害 (符合底線式道德觀的二項消極義務)，且有助於保障
生命財產安全等人類基本生活需求 (符合底線式道德觀的積極義
務)。又根據本文提出第二層次有關科技的特徵∕性格∕功能的倫
理，這類 AI 所內建的道德不論依據哪種道德理論，都應該遵守不冤
枉無辜或過度侵犯個人隱私等基本人權 (符合目前的 AI 國際倫理
準則)，且所表現的行為不但能被人類所接受，且合於人類的道德評
價標準 (符合 AI 為何應內建且學習道德的目的)。最後，根據第三
層次有關某特徵∕性格∕功能的前沿科技，被應用在特定領域應加
強避免的倫理風險或應遵守的規範，本文雖未作個案討論，但可設
想相關規範或許應包含辨識正確的信賴區間水準需高於一般設定、
誤判機率調降應以偽陽性 (非嫌疑犯被誤認為嫌疑犯) 優先於偽陰
性 (是嫌疑犯但沒被認出) 等。這些規範除了由特定研究領域、業
界擬定自律規範或行為守則 (the code of conduct) 外，或許需要類
似上述倫理審查組織獨立監督與把關 AI 從製程到應用的整個生命
週期。 49。
另近期相當熱門有關 AI 如何被公平∕公正應用的討論，亦屬於
落實 AI 倫理規範的一環。50 例如，某些族群在給予 AI 學習的資料
中缺乏代表性，或 AI 在學習決策時被給予的回饋或評價有所偏差
等，都可能造成 AI 在應用時會讓某些群體受到不公平對待。基本上
這類問題通常會再被細分成是針對資料庫還是演算法的公平性，方

49 有人提出 AI 倫理準則應過渡到 AI 倫理體系的建立：一種以「社會需求->研究->應

用」以及「倫理使命->倫理準則->實施細則」相互對應、影響及整體循環的倫理機
制架構。目前 AI 倫理準則儘管缺乏針對不同使用功能的 AI，訂定具體可落實的法律
或規範條例，但這是否意味應該建立更廣泛全包的 AI 倫理體系，則值得懷疑。但本
文擱置這方面的討論，有興趣者可參看陳小平 (2019) 一文。
50 有關 AI 公平性的議題討論、規範、近期學術研究資料、倫理文件或影音資料等，請
參看 Thryft (2019a, 2019b) 這兩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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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則可區分成是針對 AI 出現偏見的辨識、偵測、還是調整。不過
要解決 AI 如何能被公平∕公正的應用，往往連帶涉及讓 AI 學習及
測試的數據資料如何改進等實務探討，或是 AI 運作的演算法如何
改進等技術探討，會偏離此文探討主軸故不涉入。
但有關 AI 如何被公平∕公正應用的討論，若能對它產生這項倫
理風險 (指不公平∕不公正地對待特定族群或個人) 的結果評估，
能以本節提出的倫理的風險化治理三層次來作區分，就如同上述舉
例說明如何評估有關製造人臉辨識 AI 的倫理風險，將有助於我們
在預期或已經出現負向結果時，得以釐清究竟是 AI 的設計目標、特
徵選擇、或是訓練製程的哪個層次上的倫理風險未作適當管控，且
那些風險與資料庫的選擇、驗證或是演算法的設計、調整有無關聯
等。
以上有關倫理的風險化治理及個案倫理評估方式，似乎仍遵循
目前 AI 國際倫理文件以及醫學倫理都採取的「原則主義」：採取從
上至下的落實規範方式，根據幾項倫理原則制定成該專業領域的行
為規範，然後再轉化為對相關從業人員的實踐作為之具體要求。但
相較於醫學領域，AI 研發領域目前缺乏追求公共利益的一致目標，
也缺乏將相關倫理原則轉換為行為規範再轉換為具體行為要求的
經驗與實證方法，更無公認或法規定義下所謂好或夠格的 AI 研發
者條件，且就算 AI 研發者違反了那些倫理原則、規範或行為要求也
幾乎不會受到什麼制裁，所以個案倫理評估機制採取從上至下的原
則主義之取徑，究竟能否落實 AI 倫理或保證 AI 決策符合倫理不無
疑問 (Hagendorff, 2020; Mittelstadt, 2019)。
不過像這類有關 AI 倫理原則在落實成效上採取原則主義的挑
戰，通常忽略倫理原則不只能指導專業人員相關實踐作為，尚具備
論述與溝通的功能。尤其當我們對於新興科技可能對人類或個人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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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哪些風險或危害並不清楚，尚在摸石子過河階段，援引一般人熟
悉或過往在其他專業領域常使用的倫理原則，不但有助於減少專業
領域外的人員的質疑，例如指稱某新興科技為何不應該生產可能造
成社會不良影響或讓個人受害的產品，而且也有助於該領域內部人
員指稱在領域內相當流行但感到有問題甚至錯的實踐作為為何有
修正的必要。當然這種論述與溝通的功能，並不限制針對負面的影
響或實踐作為，也可針對鼓勵正向的實踐作為或對新興科技發展方
向的期望上，只是能在前者發揮功能特別重要。 51
另外作為指導某專業領域實踐作為的那些倫理原則，如果不僵
化成教條，而是真正具有指導功能，那些倫理原則所適用的範圍、
情境、脈絡、案例與實踐作為等，就需要不斷的更新與詮釋。當倫
理原則在透過從上至下與從下至上這種來回更新意義與詮釋的過
程後，52 不論他們的來源是借引自其他專業領域，還是出自該專業
領域具有影響力的單位共識或學者論述而來，往往表面名稱一樣或
類似的倫理原則，例如尊重人類自主、不傷害、善益、公平正義等
醫學倫理四原則，在指導 AI 研發技術人員實踐作為的內容上，以及

51 弗里克 (Miranda Fricker) (2019) 在談論認知類型的不正義時，曾以詮釋不正義

(hermeneutical injustice) 來指稱，因為主流群體對某些事物與經驗的詮釋資源壟斷與
差距，而讓相對處於弱勢且受害的群體連說明那些經驗的語言甚至概念都無，導致受
害群體不知從何說起，且說了他人也未必懂。一般社會大眾尤其是受到 AI 應用被負
向影響最大的群體，相較於現在各國政府與企業狂熱支持 AI 以及專業技術研發人員
來說，有可能也會出現詮釋不正義的情況，此時受害群體至少能援引如公平、尊重隱
私等倫理原則來作為描述其經驗的論述工具。
52 有關科技領域的倫理論述與實踐作為，他們彼此之間來回互相影響的動態過程，Bietti
(2020) 也有類似論述。但該文主要是為了說明，道德哲學中的道德推論與道德探究
在這動態過程當中，不但具有內在價值，也有作為實現其他目標的手段之工具價值，
因此倫理在科技領域不應該被輕視為，或只是產業作道德清洗 (ethics washing) 的工
具，或是學者與政策制定者對產業作道德抨擊 (ethics bashing) 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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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示例、適用脈絡與情境的面向上，就會逐漸與醫學領域有著實
質差異。而前述倫理原則所具備的論述與溝通功能，將有助於豐富
倫理原則在特定專業領域的應用內涵與恰當詮釋。
當然有關 AI 研發領域如採取原則主義之取徑可能無助甚至有
礙倫理落實的抱怨，有很大因素是出自對 AI 研發領域缺乏制度性
的規範與強制執行的抱怨。但特定專業領域有制度性的規範與強制
執行機制，雖可能讓倫理原則獲得快速落實，但另方面也容易出現
原則的內涵僵化為法規表面文字、相關從業人員實踐作為的形式
化、監督與審查單位的專業官僚化、原則與實踐作為之間動態詮釋
過程趨緩甚至停滯等副作用。 53 所以 AI 研發領域目前缺乏制度性
的規範與強制執行的機制，雖然讓相關倫理原則的落實緩慢，甚至
被譏為追求營利的高科技巨頭的道德清洗 (ethics-washing) 或道德
採購 (ethics-shopping) 之用 (Wagner, 2018)，但另方面卻可能讓這
些倫理原則獲得更多依據特定環境、脈絡、個案差異等由下至上豐
富實踐內涵的機會。
如希望確保 AI 應用能遵循相關倫理原則，尤其是消除對特定或
弱勢族群的不公平與歧視對待，建立制度性的保障無可避免，但 AI
科技或許相較於過往新興科技，將最有機會讓專業領域的外部人員
參與專業倫理的建構，也最有機會讓內部從業人員可影響企業主不
以追求企業最大獲利作為最高或惟一價值考量。54 而這種來自專業

53 醫學倫理與研究倫理長期以原則主義作為倫理論述的取徑，究竟是優點還是缺點的

論述相當多，如想了解為原則主義辯護的論述，近期可參考醫學倫理四原則主要提出
者之一 Beauchamp (2016) 以及 Gillon (2015) 兩文，如想了解批評原則主義的論述
則可參考 Israel (2015) 一書，尤其對臺灣相關規範制度的負向影響可參考 Gan &
Israel (2020) 一文。
54 來自 AI 領域的外部監督力量或許以 AlgorithmWatch 算是目前相當知名的網站；另
來自內部人員的力量有 2018 年來自 Google, Facebook 及其他科技公司的百位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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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內外部形塑專業倫理的論述與批判力量，便有可能以 AI 研發
目的應有助於促進公共利益或至少不能違反公共利益作為交集，或
如本文第肆節所提出的所有 AI 研發相關人員都應遵守的底線式道
德義務，而非只能接受現狀與任憑企業或政府違權。

陸、結論
AI 如同其他科技產物，可以應用在好的目的，也可以應用在邪
惡目的。目前人類社會不乏有科技產品的倫理與法律規範，但我們
不會針對所有的科技產品都訂定規範，像是訂定研發製造電冰箱的
倫理規範。因為電冰箱這種科技產品，只有工具好壞的評價，不因
為研發或使用者的目的而有所改變。而擁有自主性的 AI，其研發及
應用則無法全然只從工具面向來考量，尤其在思考它所帶來的倫理
關注時，難以直接套用過往研發高科技產物所涉及的倫理考量，這
多少說明了為何有如此多的國際倫理準則公布之故。
而針對這些倫理準則常被認為落實困難的回應，本文採取與目
前文獻多朝向研擬強制落實機制的不同策略：重新檢視這些國際倫
理準則所預設的規範立場及方向。因此，本文第壹節透過簡介與分
析三分 AI 國際知名倫理準則以指出，目前這些準則都旨在規範 AI
研發利益相關人員、公司法人及政府等，但對於 AI 這種有自主性的
系統本身，本文在第貳、參節則討論有哪些規範不足，同時提出一
項比較含括的道德觀，此道德觀將知性的、低限度的自主行為能力

人員所發起的#TechWontBuildIt 運動，最後讓 Google 公司不再與美國國防部續簽
研發無人機 AI 的合約，以及 2019 年 Google 員工及知名學者抗議公司聘任反對
LGBTQ 權益、質疑全球暖化的 Kay Coles James 作為公司有關先進技術外部諮詢委
員會成員，導致這個在 Google 公司中具有科技研發倫理審議功能的委員會才成立一
週就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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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I 視為只有分散式行為主體性，並納入道德責任承擔對象之一，
提供可規範與 AI 行為表現有關的所有類型的行為者之底線式道德
義務。最後亦提供建立個案倫理評估機制以作為對落實 AI 倫理準
則的積極回應。
有關 AI 的倫理議題，目前大家仍在探索及尋求方向的階段，本
文提出的討論算是在許多不確定因素下之嘗試。AI 倫理議題的探討
深受 AI 自主性程度及性質之影響，以及這些影響如何回過頭來改
變人類對這種有自主性的科技所持的倫理道德觀，或許，隨著 AI 科
技的發展，我們人類目前的道德概念 (尤其是道德自主性的概念)
有可能遭受相當的衝擊或挑戰，是好或不好？仍然充滿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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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haracterized by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reactive capabilities. Arguably, these characteristics mean AIs can
be held liable for failing to adhere to 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regulations
when undertaking autonomous acts. In this paper, we consider the duality of AI ethics: that AI ethics should work both for human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We lay out a more inclusive ethical view which
would accommodate the idea of AIs characterized by distributive agency,
which posits that AIs possess only a minimal degree of autonomy or
intelligent autonomy in virtue of which AIs can be given a certain
agency status. The agency status of AI will differ from that of human
beings, governments, and corporations, nonetheless, the inclusive view
also suggests that AIs ought to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s: shared
responsibility. We also suggest an idea of a bottom-line view of moral
obligations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duality of AI ethics. Finally, we
suggest an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AI ethics based on case evaluation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ethical guidelines, the duality of

AI ethics, a more inclusive view of AI ethics, distributive
agency, a bottom-line view of moral oblig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