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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1下 第4課 社會中的文化 4-1文化的意義與內涵

全球首位獲得公民權的 AI 人工智慧機器人
文化包含有形的物質文化，與無形的非物質文化，並可
分成器物、制度、理念三個層次。三層次之間彼此應是不可
分割的整體，在文化發展的過程中互相影響。

沙烏地阿拉伯首位機器人公民──蘇菲亞
美 國 機 器 人 公 司 Hanson Robotics 創 造 機 器 人
「蘇菲亞」Sophia，在西元 2017 年 10 月 25 日於沙
烏地阿拉伯數百名參與「未來投資倡議」會議的代
表面前，獲頒沙烏地阿拉伯的公民身分，成為全球
第一個擁有公民權的機器人。「蘇菲亞」可呈現 62
種臉部表情，身上一共有 4 個攝影機，雙眼各一個、
胸前 2 個，其發明人 David Hanson 表示，像「蘇菲
亞」這樣的機器人將在 20 年內出現在我們生活當中，
他們擁有人工智慧，可被應用於照顧老人、陪伴兒
童的輔助，希望可以將這項發明，推進一般民眾家
庭的市場。 連結課文 4-1

機器人與人類有雙重標準 沙國掀起論戰
沙烏地阿拉伯仍存在古老的監護人制度，沙國
女性因為這項制度，幾乎從出生到死亡的所有決定，
都必須經過男性監護人的同意，女性的地位、權力
非常低落。西元 2016 年 9 月，有將近 1.5 萬名沙國
女性共同連署要求政府取消監護人制度，甚至在網
路上以「我是我自己的監護人」標記響應。所以當
外觀為女性的機器人蘇菲亞在出席公開場合，並沒
有穿著黑紗袍及頭紗時，引發沙國社會熱烈討論。
也引發人民對於不用穿黑袍、戴面紗，而且在公共
場合不需男子陪伴的機器人「蘇菲亞」可享有的權
利，似乎比當地女性還要更多的疑惑。 連結課文 4-1

照片提供 典
匠資訊

學習概念連結

文化的內涵

社會中的文化

4-1
文化的意義
與內涵

器物層次

制度層次

理念層次

新型態科技的發明 引發制度與理念的改變
「蘇菲亞」獲得公民權後，也讓更多人開始關
心沙國的人權、性別平權，與法治修訂等議題。由
此可知，文化內涵中器物、制度、理念三個層次，
彼此是互相影響的。期待「蘇菲亞」機器人的發明，
可以幫助人類外，更多議題也藉此能被看見、被重
視。
資料修改自：高敬原 (2017/10/27)。最美 AI 機器人獲公民權，
意外掀起沙國女性地位論戰。數位時代。

影片連結
人工智慧新創舉 沙國授予機器人公民身分

找答案

1. 美國機器人公司運用 AI 人工智慧發明出機器人「蘇菲亞」，是屬於何種文化的層次？

想一想

2. 為何機器人「蘇菲亞」的發明，會促使大眾對於人權議題的討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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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2下 第4課 刑法與行政法規 4-3刑罰的種類與目的

引進鞭刑，可行不可行？
刑事制裁，是國家對於違反刑事法者所施的懲罰，是維
護社會秩序、防制犯罪的最後手段。
照片提供

日前一位酒駕的累犯撞死一名麵包師傅，再度
引發對於酒駕處罰的關注，更有人在國家發展委員
會的網路平臺上進行連署，希望政府針對酒駕累犯，
能增加「鞭刑」的刑罰，但鞭刑真的有用嗎？

法務部的回應
面對民眾的提案，法務部認為鞭刑並不符合現
代的刑罰思想，現代刑法趨勢是以「矯正刑」取代
「報應刑」 連結課文 4-3 ，鞭刑是專制時代報復主義下
的產物，與現代刑罰思潮不符。而臺灣已經簽署聯
合國人權兩公約，若引進鞭刑，將牴觸公約精神。

法律學者的說明
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楊雲驊分析，似乎每當臺
灣社會發生重大刑案時，都會出現引進鞭刑制度的
呼聲，同時，網路世代會加速仇恨和輿論的散播，
當網路和電視不斷重複播放，也會加速仇恨效應，
但以暴制暴不是健康的想法，並可能助長私刑。曾
任檢察官和法官，後轉任律師的蘇友辰指出，鞭刑
制度發源於英國，早已於西元 1948 年正式廢除該刑
責，目前國際社會僅有新加坡、馬來西亞與部分伊
斯蘭國家採用鞭刑，而這些國家都是以政權穩定高
於社會穩定為優先。至於如何處理酒駕問題的相關
罰則，楊雲驊建議可以比照日本等國，連同提供酒

Shutterstock

學習概念連結

刑罰的種類與目的

刑法與行政法規
4-3
刑罰的種類
與目的

刑罰的種類
懲罰犯罪
刑罰的目的

嚇阻犯罪
矯治犯罪

類的店家、同時乘坐的乘客都要處分，會更有遏阻
作用，而蘇友辰也提供建議，有些國外車輛設有防
酒駕機制，一旦偵測感應到駕駛呼氣有酒精，車輛
就無法發動。總結來說，兩位法律專家都認為鞭刑
違反人性，治本還是要加強法治教育和改善交通政
策，也感慨臺灣社會風氣往往在發生當下義憤填膺，
過一段時間後又逐漸遺忘。
資料修改自：鄭仲嵐報導 (2017/11/24)。臺灣抵制酒駕與性侵：
想引進鞭刑是好事嗎？ BBC 中文網。

影片連結
酒駕、性侵、虐童者 網連署鞭刑火速過門檻

找答案

1. 實施刑罰的目的有哪些呢？

想一想

2. 你贊成引進鞭刑遏止酒駕嗎？贊成的原因為何？若不贊同，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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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3下 第4課 世界公民 4-1全球關心的議題

跨國巧克力工廠的血汗真相
公平貿易認證是一種產品認證體系，設計目的是為了讓
人們辨別該產品符合環保、勞動人權及第三世界發展利益等
標準。
照片提供 典
匠資訊

十大血腥巧克力廠 虐待童工挨批
在美國，平均每人每年吃掉約 5 公斤巧克力，
但知名品牌巧克力工廠卻是虐待童工的大本營。美
國媒體點名十家涉及虐待童工的巧克力大廠，盼其
盡快停止剝削童工、牟取利益的行為。並呼籲大眾
以消費者的力量監督企業，支持公平貿易商品，督
促大廠改善不合理的勞動情況。 連結課文 4-1

學習概念連結
世界公民

全球貧富差距拉大
4-1
全球關心
的議題

影片連結
全球化下的工民教育 _ 血汗巧克力

全球疾病傳播加快
國際犯罪日益嚴重
生態環境嚴重破壞

不甜蜜的巧克力貿易真相
非洲的可可豆供應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巧克力，
其中西非象牙海岸就占 40％。但當地使用非法童工
的情況嚴重，有些孩童甚至年僅 7 歲，他們被綁架
到封鎖的農園，每週工作 80 ∼ 100 小時，且時常被
以拳頭相向，甚至用皮帶和鞭子抽打。童奴阿里說，
「我們沒日沒夜地搬運可可豆，如果跌倒，沒有人
會拉你，還會被毒打，直到我再次背起超出負荷的
重物。」紀錄片《巧克力的黑暗面》裡提到，「哈
金安格議定書」已經過了 15 年，卻沒有任何效力，
童工人數甚至繼續攀升，主因是巧克力需求愈來愈
高，但貧困的非洲小農只能賤價用勞動力換取巧克
力價格 7％以下的收入。 連結課文 4-1

全球貧富差距拉大

人權問題持續存在

巧克力的黑暗面
《巧克力的黑暗面》紀錄片中，揭發甜蜜巧克
力背後的苦澀黑暗面。數個知名巧克力公司在西元
2001 年簽署「哈金安格議定書」，承諾在西元 2008
年以前杜絕使用童工的非法行徑。諷刺的是，紀錄
片的拍攝時間為西元 2010 年，卻直接證明可可的生
產目前仍涉及童工與兒童販賣。童工問題與國際不
公平貿易有極大的關係：巧克力大廠商用極低的價
格收購可可豆，貧困小農沒有議價能力，只能以更
便宜的勞動形式進行生產，童工和兒童販賣的問題
就無法改善。因此，消費者若能發揮監督力量，購
買具備公平貿易認證的巧克力，才有可能使企業停
止使用流著兒童血汗的可可豆。 連結課文 4-1
資料修改自：黃捷 (2015/11/03)。10 大血腥巧克力廠 虐待童
工挨批。台灣醒報。

找答案

1. 你認為目前值得關心的全球議題有哪些呢？

想一想

2. 你認為身為消費者可以做出哪些行動來幫助降低血汗巧克力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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