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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人類運用智慧製造出機器，再讓機器學習並運用人類

的智慧，正是人類智慧的展現。經由人造機器表現的智慧

（人工智慧）改善人類生活品質，成為人類政治、經濟、

社會與文化模式的重要元素之一，由來已久。隨著人工智

慧研發進化、運作方式與應用領域的不斷擴增，可見且可

預見將對人類社會各種面向與層次帶來不容小覷的衝擊與

變革，無疑也會構成或顯或潛的社會問題、倫理議題與法

律爭議。科技發展遇上法律規範，牽動的不會只是特定的

科學技術領域，更大程度是形成規範板塊的碰撞與各法秩

序的推移。法律人的基本思維是否受到波及？法制運行如

何知所因應？法律學門是否在臺灣乃至世界的人工智慧研

究圈與學術鏈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如何進行法律學門內

部與跨學門之間的整合研究？有無因人工智慧而起的法律

風險需要研幾析理、防範未然，設法降低人工智慧應用的

負面衝擊與社會成本？面對紛亂複雜的各種法律爭議，以

「人工智慧與法律規範」為主題建立法律學術研究群的構

想，應運而生，擬議集群體之力，以憲法、行政法、刑事

法、民事法、商事法、金融法、智財法為經，法哲學、國

際法、區域法、法律史為緯，結合臺灣關注此一領域的法

律學者，共同投入人工智慧法律問題的研究。 

2018年8月，在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支持
下，本研究群正式啟動，透過定期聚會方式，邀請相關學

者擔任主講人，進行廣度與深度兼備的理論探索與實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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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每月一會，持續至今（2020年9月），未曾間斷。本學
術研究群初始致力於各法領域與人工智慧交互關係的耙

梳，依各領域的規範特性，分析人工智慧對各該法領域產

生的影響與法律問題，並以法哲學、法律史與國際法／區

域法作為橫向的連結，進行貫穿各該法領域的基礎研究，

屬憲法、行政法、刑事法、民事法、商事法、金融法、智

財法、法哲學／法律史、國際法／區域法的問題整合與關

聯探究。本書問世，因緣於此，是為人工智慧法律基礎課

題的研究集成。 

本書共收錄論文12篇、導論1篇，從法學、法秩序、法
制度三個角度與面向深究人工智慧的各種規範課題，分成

「科學探索與法學研究」、「法律秩序的數位轉型」、

「科學進化與法制變遷」三篇，合為十二章，再以導論

〈人工智慧與法學變遷〉為全書各篇章主題及內容融貫串

聯，最後定名為「法律思維與制度的智慧轉型」，務期本

書成為相互參照、彼此指涉的法學專論。 

感謝研究群所有成員的腦力激盪與筆力支援，讓臺灣

人工智慧法的集體研究得以起步。基石已奠，來者可待！ 

 

謹識 
2020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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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與法學變遷 
──法律人面對科技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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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思維與制度的智慧轉型 

[But] the progress of biology and psychology has probably been 
checked by the uncritical assumption of half-truths. If science is not 
to degenerate into a medley of ad hoc hypotheses, it must become 
philosophical and must enter upon a thorough criticism of its own 
foundations. 

──Alfred North Whitehead1  

“I do not know what I may appear to the world, but to myself I 
seem to have been only like a boy playing on the seashore, and 
diverting myself in now and then finding a smoother pebble or a 
prettier shell than ordinary, whilst the great ocean of truth lay all 
undiscovered before me.” 

──Isaac Newton2 

“It has been just so in all of my inventions. The first step is an 
intuition, and comes with a burst, then difficulties arise—this thing 
gives out and [it is] then that ‘Bugs’—as such little faults and 
difficulties are called—show themselves and months of intense 
watching, study and labor are requisite before commercial success 
or failure is certainly reached.” 

──Thomas Edison3 

 
 

                                                        
1   Science and Modern World (1926),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21 

(1932). 
2   “Said to have been uttered a little before he died.” See Joseph Spence, 

Anecdotes, Observations and Characters, of Books and Men 54 (1820). 
3  Thomas P. Hughes, AMERICAN GENESIS: A CENTURY OF INVENTION AND 

TECHNOLOGICAL ENTHUSIASM, 1870-1970, 75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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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人工智慧與法學變遷 3 

自然科學家，相信明天會更好； 
精神科學家，擔心歷史會重演！ 

──筆者 
 

壹、引言：假如你是真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被稱為人工智慧或人工智

能，在華語學圈自成一項問題與一套論述。為避免陷入語言迷

障，以下統一稱「AI」4。 
法學的演進軌跡大體是法制體系、學說理論與實務運作的

更替遞嬗。「AI與法學變遷」連袂式的設題，旨在考察「與」

字前後物件的關係。抽象來說，是技術物（artifacts＝artis＋

factum）與精神體（persona moralis）的分立與對置；具體而

言，則是制度、學說與實作之間既參差又平行的互比與見較。

本文的副標題「法律人面對科技的反思」，不無將問題的觀察

視角與思考腹地框列在「法律人」身上，無可避免與「非法律

人」形成反差。在應付這一開篇就可能陷入何謂「法律人」的

爭議之前，人腦先行一步給出指令，參考王澤鑑教授對法律人

的「能力」界說5：經由學習法律獲得「法律智識」、「法律思

維」、「解決爭議」的能力，權且以此作為法律人的理型。 
解決爭議，源於待解之問題。無問題，無法律。問題之索

                                                        
4  本書及本文題目基於「人工智慧」一語較為常用、亦散見法制而選

用之。實際上何者為多，為法實證研究或法統計學者的任務，姑且

闕疑。 
5  王澤鑑，法律思維與案例研習，增訂新版，2019年9月，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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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律思維與制度的智慧轉型 

解，需有探索的路徑，思必由徑。無思維，無法學。無法理之

較，無益於法治。「我思故我在」，建立在對人類能否思考的

懷疑論上。人之思考，有賴知識與智慧，法學亦然。法治是法

律人的核心價值，其形貌與內涵取決於法學與法制的互動關係

及所由而生的法秩序。AI發展無疑將帶給法秩序一定程度的影

響和挑戰，法律人隨著科技進展而演化，不應也不會只是一次

華麗的轉身，而是智慧轉型與智能升級的不斷淬鍊和蛻變。 

一、法律人如何面對AI 
凡人思考或討論問題，通常會使用概念，法律人亦不例

外，且慣從概念入手。AI是一種概念，作為一項法律課題，免

不了要從概念談起；在討論概念之前，有必要先說明思考的路

徑。何謂AI？未受過科技專業訓練（特別是computer science）

的法律人無法給出定義，只能介述科技人的若干說法6，或轉引

部分法律人的傳聞定義7。當AI碰到法律或進入法秩序後，AI與
法律的關係有幾個層次與觀念，需先討論。 

以語言形式表現的概念，是觀念的承載（先有觀念，後有

概念），邏輯思維上，特定概念的出現，意味某種觀念的存

在；但概念出現之前，未必沒有此種觀念或實然的存在。常見

之例：「天下雨，則地濕；地濕，天未必下雨」8，以邏輯符號

                                                        
6  例如本書第八章，人工智慧時代下的國際人權法──規範與制度的韌

性探索與再建構（林勤富、李怡俐），頁417-419，介紹的是科技人

或非法律人對AI的定義。 
7  「法律人」對AI下的定義，指的是法律文獻中的AI定義。法律人如

何「定義」AI或「選用」AI定義的討論，參見本書第四章，初探目

的解釋在法律人工智慧系統之運用可能（陳弘儒），頁227，註1。 
8  既是邏輯思維，也是生活經驗，邏輯與經驗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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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人工智慧與法學變遷 5 

來表示：P => Q，Q => -P？若換成AI的概念與觀念：使用AI的
概念（P），則存在AI的觀念（Q）；存在AI的觀念（Q），不

必然使用AI概念（-P）。簡單的說，在AI一詞（概念）出現之

前，可能就已經有AI（觀念）的存在了。 
儘管如此，AI概念的討論，仍不能免俗要追查AI一詞的

「第一次」出現，其意義不在探究AI一詞如何「被發明」，或

找到完整或「正確」的定義，而是設法掌握AI一詞承載的觀念

與問題軌跡。John McCarthy（1927-2011）9，1951年（24歲）

獲 得 數 學 博 士 學 位 ， 1956 年 （ 29 歲 ） 於 研 究 計 畫 書 中 提 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概念10，一般認為是人類文字史料中首見

以artificial形容 intelligence一詞的文字組合，即便有學者認為

Warren McCulloch及Walter Pitts兩人在1943年製造出模仿人類神

經元的系統其實是 早的人工智慧主體11。另一種說法則是：

「 除 了 仍 未 有 真 正 的 通 用 型 人 工 智 慧 （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的智能主體被開發出來之外，當代人工智慧

縱然進展快速，也仍然如心靈與語言哲學家John Searle在1980

                                                        
9  參見 Jamie Beckett, Stanford School of Engineering Names New 

Engineering Heroes. Stanford News. 12/02/2012. https://news.stanford. 
edu/news/2012/december/engineering-school-heroes-120412.html. 

10  A Proposal for the Dartmouth Summer Research Projec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gust 31, 1955; J. McCarthy, M. L. Minsky, N. Rochester, 
C. E. Shannon: “We propose that a 2 month, 10 man stud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 carried out during the summer of 1956 at Dartmouth 
College in Hanover, New Hampshire. The study is to proce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jecture that every aspect of learning or any other feature of 
intelligence can in principle be so precisely described that a machine can 
be made to simulate it.” 

11  STUART J. RUSSELL & PETER NORVI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 16 (3rd ed., 2010).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196



6 法律思維與制度的智慧轉型 

年所作出的診斷與預測一樣，並沒有因為模仿（simulate）人類

心 智 的 能 力 提 升 ， 而 讓 智 慧 主 體 產 生 自 我 意 識 （ conscious-
ness）或取得意向性（intentionality）。」12此種論斷否定AI具

有人類心智能力，反向界定AI的範疇，只不過支撐這段界說的

文獻存有30年的時間跨度13，卻是AI文獻分析常見卻屢被忽略

的現象。 
AI是什麼？事實、假定、臆想、評價，抑或用來problem 

framing14，只是一種思維進路的方法論認識？例如Dreyfus批判

第 一 波 AI， 卻 樂 觀 看 待 「 類 神 經 網 絡 系 統 」 ； 反 之 ， Harry 
Collins則不看好第二波AI能大幅超越第一波的侷限15。此種對

立的立場或相對的立論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也可以有不同

的理由與主客觀理據。又如「有部分學者便主張人工智慧在醫

療領域運用之相關挑戰，僅是傳統生命倫理議題之延伸或變

形，並不會直接影響生命倫理之本質或判斷，亦不會破壞醫療

專業自律之現狀」16，一方面對AI表達相對樂觀的態度，另方

                                                        
12  本書第二章，第二波人工智慧知識學習與生產對法學的挑戰──資

訊、科技與社會研究及法學的對話（邱文聰），頁137。 
13  上引論述包含兩筆文獻：John. R. Searle, 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 

3(3) BEHAVIORAL & BRAIN SCIENCES 417-457 (1980)與Cassio Pennachin 
et al.,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in 
ARTIFICAL GENERAL INTELLIGENCE 1-30 (Ben Goertzel & Cassio 
Pennachin eds., 2007)，前後相隔近30年。 

14  J. McCarthy & P. J. Hayes, Som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ACHINE INTELLIGENCE 4, 463-
502 ( D. Michie and B. Meltzer eds., 1969). 

15  參見本書第二章，第二波人工智慧知識學習與生產對法學的挑戰 

──資訊、科技與社會研究及法學的對話（邱文聰），頁145以下。 
16  本書第三章，初探人工智慧與生命倫理之關係（吳全峰），頁170-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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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則擴大探索AI的範疇。 
平心而論，法律人如何能夠判斷「科技命題」或「科學論

斷 」 的 真 偽 ？ 對 法 律 人 來 說 ， AI 科 學 定 義 （ 不 同 於 立 法 定   
義 17 ） 的 意 義 ， 與 其 說 增 加 法 學 以 外 的 知 識 （ 此 點 相 當 重

要），不如說是建構看待（法律）問題的角度與框架。「欠缺

自我意識與意向性的『弱AI』，究竟對法學可能產生什麼影

響？18」的提問，將AI限定在「弱AI」，主觀的設想或客觀的

認知，暫且不論，這項提問已侷限了探討的範圍，排除「一定

範圍AI」的法律問題。相對於此，「如果存在自我意識與意向

性的『強AI』，究竟對法學可能產生什麼影響？」不管現在是

否存在「強AI」，以其並非完全不可能（如果你是真的）而進

行規範分析，則是一種假設性的論述取徑，法律人無須對「強

AI」是否可能負舉證責任，而是在設定的問題框架下，進行法

律思維的辯證與諸類觀點的trade-offs19。 

二、觀念、語言與思維 
或云：法是一種文化概念20；亦有謂：文化是法學方法的概

念21。AI對法律與法學的影響，或法律對AI的規範或法學如何對

應AI，基本上存在著一項思維邏輯性或事物本質性的前提。 

                                                        
17  詳見後述，本書，頁20以下。 
18  本書第二章，第二波人工智慧知識學習與生產對法學的挑戰──資

訊、科技與社會研究及法學的對話（邱文聰），頁139。 
19  例如本書第三章，初探人工智慧與生命倫理之關係（吳全峰），頁

181以下，即是以「強AI」（medical robots）為分析對象。 
20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1932, Studienausgabe, 2. Aufl., 

2003, S. 34 ff. 
21  Thomas Gutmann, Recht als Kultur?, 2015, S.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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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律思維與制度的智慧轉型 

ubi societas ibi ius（有社會，就有法）這句古老的法諺，

傳達了「法存乎於社會之始；人群之聚，法由然生」的訊息。

有社會，是否就有AI？根據文獻，現代意義的AI若見諸1930年

代22，則其出現的時間點理應在人類社會、法律與法學開展之

後。因此，在邏輯上，法律人面對AI的思維，首先不是法律如

何規範AI，而是AI進入法秩序之後（AI不是發生在無法之地）

引發了哪些法規範課題？縱使法律中未使用「AI」的詞彙，AI
作為一種「人類」行為或活動，進入法秩序是否已然受到法律

的規範？也因此，法律人面對AI的規範問題，如果不先研究特

定法領域的問題，並掌握該法領域的問題特徵，實則無以研究

AI對該法領域的影響或該法秩序如何回應AI的影響。換言之，

如果沒有特定法領域的法學知識，無以研究AI對該法領域的

影響。 
觀念上，AI人文知識的探索，必須站在「非AI」知識系統

的肩膀上。方法上，AI所涉或所生問題的探索，不是先閱讀AI
的文獻，毋寧是先掌握「非AI」的文獻，並對「非AI」問題有

一定程度的瞭解與知識涉獵。以AI與民主為例23，未具備民主

法治的公法知識與公法學訓練而可以談論分析AI與民主的法律

課題者，殊難想像。 
科技與法律的關係，借用Niklas Luhmann的系統理論24，

                                                        
22  可能更早，但這是AI科學的課題，而不是法學的問題。 
23  詳見後述，本書，頁69以下。 
24  Niklas Luhmann的「系統理論」（Systemtheorie），主要是係以「系

統」（System）與「環境」（Umwelt）的區別為基礎，藉由系統與

環境的差異來掌握世界。參見Niklas 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1997, S. 78 ff.; ders.,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1990, S. 64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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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領域分屬不同的系統。在AI時代常見的expert systems（專

家 系 統 ） 25， 屬 於 科 技 系 統 的 一 環 ， 與 社 會 學 領 域 的 expert 
systems（專家系統）26，同語但意涵並非全同。後者偏重於某

種專業知識系統，法律系統亦屬之。知識若要成為某種系統，

其內在必須有一定邏輯性，而非只是認識所得的單純堆積；而

足以構成知識系統的內在邏輯，往往是不同知識系統的區隔與

對話的基礎。例如「法律推理」一詞，若理解為推論出特定法

之判斷的（邏輯有序）思維過程，則可依不同法領域的法律問

題而開展並建構，各有各的法律思維理路。「法律推理」若是

legal reasoning 的 中 譯 ， 且 鎖 定 在 特 定 學 者 的 定 義 ， 如 Neil 
McCormick的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27，則此之所謂

「法律推理」的運行與推衍，須先正確解讀McCormick給出的

定義，同時留心是否被閉鎖在某種特定思維的框限中。 
知識系統由人類所建構，但建構知識系統的人類，並不等

同於知識系統；科技與法律的關係，亦不同於科技人與法律人

的關係28。法律知識系統是由無數的法律人所建構。因此，法

                                                        
25  參見PETER JACKSON, INTRODUCTION TO EXPERT SYSTEMS 2 (3 ed., 1998). 
26  例如Anthony Giddens在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1990)一書中，

以相當篇幅探討expert systems的概念與社會意涵，指出expert systems
是由技術成就或專業知識組成的系統，構成我們今日所居住的大部

分物質和社會環境，例如諮詢醫生、律師、建築師、工程師等。人

們願意居住高樓、駕駛汽車，與其說是信任建築師、工程師，不如

說是信任其背後的專業知識系統。參見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27 (1990).   
27  本書第四章，初探目的解釋在法律人工智慧系統之運用可能（陳弘

儒），頁235。 
28  參見同前註，頁227，前言所稱「人工智慧與法律的鴻溝」，主要指

的是「電腦科學家」（科技人之一種）與「法理論研究者」（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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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人無法被「單一性」地與科技人對比，進而在此基礎上形成

某種論斷或評價。常聽人說法律人如何如何，或科技人如何如

何，基本上不具科學性，充其量只是某種現象的描述，或可供

有識者反思科學系統的「起點」，卻不能由此得出「論結」。

同樣地，硬要從類如「Law and AI」或「AI and Law」的文字

排列得出不同的思考路徑29，不是過於高估文字的穿透能力，

就是低估人類的思考能耐。不過這畢竟只是文字排列，比較需

要自覺的是，當（特定）科技背景的學者對於法學方法進行分

類時，例如電腦科學家背景的法律研究者Kevin Ashley區分三種

論證：語意論證（linguistic arguments）、體系論證（systemic 
arguments ） 以 及 目 的 ──評 價 論 證 （ teleological-evaluative 
arguments）30，基本上是為AI論述量身訂製的一套論述工具，

表面相似，實則不能等同於嚴格意義的法學方法，因為二者可

能是不同的知識體系，於此不涉內容的對錯問題，亦無贊成或

反對可言。再同樣地，teleologische Auslegung（目的解釋）與

teleological argument（目的論證）31，文字類同，思維的基礎與

客體可能南轅北轍，在此異質的分析架構下輸入的「法律訊

息」當然也可能迥不相侔而別顯恣意。脫法律脈絡的論述雖有

知識上的樂趣，卻無法回答需要被解決的法律問題。又同樣

                                                                                                                   
人之一種）之間存在的局部思維差異，未必能等同於「科技系統」

與「法律系統」之間的鴻溝。 
29  參見同前註，頁234。 
30  參見同前註，頁238，註25。 
31  參見同前註，頁241，談論的「目的解釋」屬於後者，且以Donald 

Berman與Carole Hafner在1993年的文章，其所稱「目的」是一個很模

糊的概念，故此所謂「目的解釋」只能在該文設定的思維框架下進

行理解，不能當然推而廣及法律的目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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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術業各有專攻，知識系統不盡相同，對

法規範的討論法律人不宜咸遵，哲學論者對規範性的探討尤  
然32。若不加汰選而直接植入法學思維系統，很難不會形成架

空式的法學論述。至若因異種移植而可能造成的法學浩劫和法

治災難，豈不堪慮？誠可謂知之者，無不心憂！ 

貳、科學探索與法學研究 

AI代表了科技的發展與進化，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出現過

無數的大小工業革命，規範社會的法律反覆受到科技的衝擊或

左右。在科技不斷重塑社會、政治組織、市場結構之下，法律

的內裡與外延遞有變遷，法律所由生的法學，或法律所生之法

學，同樣受到影響。法之為學，拜研究之賜，法律人如何在科

技巨變的大環境下繼續研之有物，在在考驗法律人的智慧。 

一、AI對法學研究的挑戰 
AI或「有學習能力的機器」，不管是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或Deep Mind，對於法學（研究）的挑戰是什麼？

作為一個身處AI時代的法律人，到底應該或可以觀察到哪些法

律問題，對於這些可能散落在各法領域的爭議，究竟應該以何

種角度進行提問、釐清與分析，並且基於分析結果，探求適切

可行的解決模式33。 

                                                        
32  哲學界對法規範性的討論，通常較少舉實際發生的法律爭訟案例

（尤其是行政法院裁判），或者以極其簡化的方式進行討論，例如

出門是否帶傘或是否戒菸等生活經驗。 
33  關於AI時代對法學研究的挑戰，參見本書第一章，人工智慧時代的

法學研究路徑初探（劉靜怡），頁9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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