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遭遇人工智能 ：挑战与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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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应用于职场，给传统劳动法带来一系列重大挑战。人工智能是否应被赋予主体资格引

发争论，目前来看其仅具有类人的智慧而非灵性，不能成为劳动者。员工的招聘和管理都可由人工智能代劳，
应避免因数据和算法的机械性导致的新型歧视，培育人工智能 +HR 的新生态。人工智能导致大范围的失业
成为人们最大的忧虑。从历史的轨迹看技术影响就业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人工智能在消灭一些工
作的同时，又将创造一些新工作。人工智能换人应依法进行，特别是遵循技术性裁员的规定。劳动者隐私在
智能化环境下面临巨大风险，需加以保护。针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劳动法应进行系统化的因应性调整，
在当下加强职业培训、完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法制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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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人工智能“侵入”职场引发
的关注

偏见并富有效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直接参
与劳动，从事原本由人类劳动者从事的具体工作。
机器人不会衰老、不会生病、不会抱怨、不要工

若论当下最火爆且引领学术新风尚之科技非

资、不存在加班时间限制，有着诸多人类劳动者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莫属，其影响遍

无可比拟的优势。特别是对那些枯燥无味的重复

及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职场则是受到特别

劳动、十分危险的工作而言，机器人的存在无疑

关注的一个重要场域。人工智能的兴起正在改变

是人类的解脱。然而人工智能引入职场带来的不

劳动世界的格局，劳动法亦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

只是福音，还有深深的忧虑——特别是对劳动者

［1］
挑战。
人工智能在劳动中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

就业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劳动法面临着作用被

和丰富形式。一方面，人工智能可在员工选择和

削弱的危机。

劳动力管理方面发挥重要功能，取代（或部分取

科技进步对劳动关系和劳动法的影响并非是

代）传统 HR 的角色。人工智能可能比人类 HR 更

一个新议题，而是很早就受到关注了。自蒸汽机

加大公无私和英明，使劳动力的招募和管理远离

发明以来，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推动了劳动法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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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展。
相比之下，在人工智能和网络信息技术
①

以便为其进行纳税、缴费、领取养老金的资金账

助推下的工业 4.0 时代，劳动法所受到的冲击较

［4］
号。
”
此外，韩国政府起草的《机器人伦理宪章》

以往更加特殊和具有颠覆性。最根本的不同或许

中规定禁止人类违法使用机器人、防止虐待机器

在于，自主学习能力（Machine Learning）不断提升

人。正是在这样的浪潮下，人工智能主体论兴起。

的人工智能可能突破机器作为生产资料的传统认

法学者在试图大胆突破传统限制赋予人工智能主

知，其将不再是被人类利用的冰冷工具，而成为

体地位的同时，也认识到人工智能区别于一般法

人类在劳动中协作的伙伴。这种转变不可避免地

律主体的特殊性，主张对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作

带来法律调整的困境，诸多问题由此而生。论及

出特别的限制。例如，有学者提出人工智能具有

人工智能对劳动世界的影响，机器取代人的问题

［5］
法律人格，但仅是有限的法律人格。
还有学者

最受关注，不过人工智能所衍生的劳动法问题绝

提出，人工智能所享有的权利具有区别于人类权

不止于此，而是有着更深广的意涵。由于人工智

利的特殊性，如法律拟制性、利他性以及功能性，

能的颠覆性，整个劳动法都面临着进行一次重新

［6］
等等。
这些限制实际是为了克服理论证成上的

检视的任务。智能机器人能否成为劳动者而得到

障碍。

相应的保护？在员工招录程序中运用人工智能如

单纯从法律技术的角度看，创设一类新主体

何避免新型的歧视？人工智能取代人是假想还是

不存在绝对的障碍，却存在合理性的问题。法人

现实？机器换人进程中解雇保护规则如何适用？

作为自然人之外的主体，就是法律技术创造的产

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职业安全健康新问题如何

物。不过，法人作为一种组织体和团体人格，本

应对？在智能化工作环境下如何确保劳动者的个

质上仍是人之集合。也就是说，目前在法律上尚

人信息权和隐私权？为迎合人机协作的劳动新格

不存在彻底割裂于人之外的法律主体。人工智能

局如何加强职业培训和终身学习？这些问题有的

则是完全脱离于人的外部存在，不具备人的“心

当下就已经存在，有些则于未来可能发生，但均

性”与“灵性”
，只是具有类似于人的功能。动物

非空穴来风。相对于科技的日新月异，法律的反

的法律地位也是一个曾引起主体性争论的问题，

应速度则远远落后了。

动物是有感受、有灵性的有生物，人工智能则是

二、人工智能的劳动者身份之辩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者吗？

无生物，若按照杨立新教授提出的物格理论，动
物比没有生命的人工智能物格更高，因此获得主
体地位的概率更高。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动物的

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投入

主体地位一直不被法学界认可，人工智能就更难。

劳动所产生的权利、义务、责任由谁享有和承担

具体到劳动法上，对于劳动者身份有着严格的限

的问题无可回避，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遂日益引

定，即使是某些实际从事了职业性劳动的自然人

［3］
发关注。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人工智能的主体

也无法获得该身份，如退休再就业的超龄工只能

地位是一个跨越部门法的共性化议题，人工智能

按民事主体对待，遑论人工智能。

的民事主体地位、刑事主体地位备受关注，②人工

要在法律上创造一类新的主体显然关系重

智能的劳动者身份则是人工智能主体性议题在劳

大，必须经过极其严密的论证。在既有的劳动法

动法领域的具体化。

体系下，劳动者限于自然人，若要将人工智能创

国际上的一些新动向为人工智能主体论提供
了一些支撑。2017 年 10 月 26 日，沙特阿拉伯授
予“女性”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索非亚成为人
类历史上首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2016 年 2
月，美国国家公路安全交通管理局认定谷歌无人
驾驶汽车采用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被视为司机。
“2016 年，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向欧盟委
员会提交动议，要求将最先进的自动化机器人的
身份定位为‘电子人’
，除赋予其特定的权利和
义务外，还建议为智能自动化机器人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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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业 4.0 是由德国首先提出的，描述的是生产部门的变革，
核心特征是网络化和高度自动化的工业生产与供应物流链，虚拟
与真实的过程在虚实整合系统的基础上相互联结，产生高效率、
高弹性的生产。工业 1.0 至 3.0，则分别是机械化、电气化与自动
化。推动工业 4.0 的因素众多，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前沿科技的
运用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因素。
②关于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的讨论，参见吴汉东 ：
《人工
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载《法律科学》2017 第 5 期 ；
袁曾 ：
《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审视》，载《东方法学》2017 年第
5 期。关于人工智能刑事主体地位的讨论，参见刘宪权 ：
《人工智
能时代的刑事风险与刑法应对》，载《法商研究》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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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新型的劳动者，必须证明其现实必要性和在

统的 HR 业务范围涉及人力资源规划和预测、员

法理上的可行性。这一主张的现实基础看来在于

工招聘、绩效评价、薪酬管理、员工培训、岗位配

人工智能正在越来越多地取代劳动者，并且随着

置与任免等，其中大部分可通过人工智能实现。

其智慧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像劳动者，肯定（或在

在人工智能系统中输入需求的岗位信息及特征，

一定范围内部分肯定）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或许

人工智能根据需求信息，对海量的求职者简历进

有利于法律更好地调整社会生产生活。不过，这

行自动筛选，并能自主地从网络、社交媒体、数

一创设主体的运动需要突破的理论障碍极大。劳

据库等资源中实时获取求职者的综合信息形成

动者作为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意义在于承载劳动

大数据，最终通过一定的算法得出结论，从而找

权利义务，受劳动法的倾斜保护，其具体权利包

到最适合当前岗位的人才。在对现有员工的人力

括获得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安

资源管理方面，人工智能也可大有作为。人工智

定权以及获得社会保障等，这些权利与劳动者的

能从事人力资源管理有诸多优势，如科学性、客

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工资、休假、养老保险、解雇

观性、效率性、完整性、清晰性、前瞻性。③ 由于

保护，这些对劳动者至关重要的权利却与人工智

排除了人为因素，人工智能通常被认为比 HR 更

能风马牛不相及。那么赋予人工智能劳动者身份

公正，故其大量被应用或许有利于解决就业歧视

的现实意义何在？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防止雇主对

问题。对于雇主而言，使用人工智能可能比使用

人工智能的滥用，特别是当高端人工智能具有类

HR 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在成本最小、利益最大

似人类的情感时。不过这一理由看来尚不足以支

的目标追求下，用人工智能取代 HR 就成为不可

撑人工智能的劳动者身份，防止滥用不是必须通

逆转的趋势。这并非是对未来的预测而是正在发

过创设主体来实现。从义务的层面看，劳动者的

生的现实，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使用人工智能进

忠实义务、勤勉义务以及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

行人力资源管理。④有研究表明，一些公司削减了

对人工智能也很难适用。既有劳动法下针对人类

［7］
50% 以上的人力资源管理职员而改采人工智能。

劳动者的绝大部分权利义务对于人工智能都无法

人力资源管理关注的是效率，在劳动法层面

适用，如果要赋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就只能针

关注的重点则是基于人工智能所作出的雇佣决定

对其另外设立一套独立的权利义务体系——其中

的公平公正与合法性。首先是歧视的疑虑。如前

包含的内容尚不清晰，这种成本过于高昂并且将

所述，机器选人的优势之一就在于客观公正，排

造成劳动法内部体系的混乱。从现实来看，没有
找到非赋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就不能解决问题的
迫切需要。
人工智能的劳动者身份，在笔者看来是一个
高度超前和务虚的话题。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
一个国家的法律明确赋予人工智能主体身份。在
理论上，主流观点也持否定立场。① 人工智能与
劳动法所欲保护的劳动者图像和立法旨趣相去甚
远，人工智能——即使是未来再高级的人工智能，
顾名思义充其量也只是智能，而不是灵性。对于
未来可能出现的有情感的职场人工智能保护，可
以通过其他的手段——如伦理规则来解决，但不
适合赋予其劳动者身份。

三、人工智能 HR
HR 原本是扮演为公司选择人、管理人的角
色，然而吊诡的是，当下 HR 正面临被人工智能取
代的尴尬。许多由 HR 从事的工作，都可以由人工
智能完成，并且还可能比人类 HR 做得更好。② 传

①如吴汉东教授认为 ：
“将机器人视为‘人’，赋予其相应的
主体资格，难以在现有的民法理论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机器
人虽具有相当智性，但不具备人之心性和灵性，与具有‘人类智
慧’的自然人和自然人集合体是不能简单等同的。”参见吴汉东 ：
《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载《法律科学》2017 年
第 5 期。郑戈教授从承担责任能力的角度分析认为 ：
“机器人无
论以何种方式承担责任，最终的责任承担者都是人，这使得它的
‘法律人格’显得多余和毫无必要。”参见郑戈 ：
《人工智能与法
律的未来》，载《探索与争鸣》2017 年第 10 期。
② 2017 年 3 月，北美著名猎头公司 Source Con 举办一年一
度的行业竞赛，参赛者包括 8 名北美顶级的 HR 和一个人工智能
Brilent，任务是从 5 500 份真实简历中筛选出指定岗位的优秀员
工。结果 Brilent 在准确度上名列三甲，耗时 3.2 秒，而第一名的
HR 则用时 25 小时。
③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U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主席 Jenny Yang 指出 ：最近的技术进步有驱动雇佣
决定机制革新的巨大潜能，有助于帮助雇主在雇佣、绩效评价和
员工提拔中做出更好的决定。
④一些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如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四大会计
师事务所之一德勤（Deloitte）等都在使用人工智能完成人力资源
管理工作。近些年我国的公司也在紧跟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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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为感情因素。事实上人工智能在避免了人

的考察。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分析结果，在劳

为因素导致歧视的同时，又可能陷入另一种机器

动争议仲裁或诉讼中只能作为表明劳动者能力的

僵化造成的数据与算法歧视。人工智能的两大支

表面证据，劳动者可以提出质疑，雇主和 HR 则

撑是数据和算法，用于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工智能

应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加以证明和补强。

也不例外。人工智能运算所依据的数据可能隐藏

将 HR 的部分职能授予人工智能行使显然具

着歧视性元素，或者某些因素虽然本身并非歧视，

有众多优势，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弊病。雇主可以

却是由歧视性的背景因素造成的，而对于这些隐

单纯地依据人工智能的分析结果就作出录用、岗

晦的因素人工智能往往没有能力甄别发现。例

位薪酬调整和解雇的决定吗？对此，我们应持谨

如，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分析运算，可能得出白

慎的态度。由于数据和算法的局限性，分析结果

种人比黑种人更优秀、男性比女性更优秀、健康

可能偏离真实，基于该结果作出的雇佣决定可能

人比残疾人更优秀的结论。殊不知，前一组群体

有违公平公正乃至于明确违法。对这一问题的解

的优势地位是由于历史上特殊原因形成的，他们

决，大概可从两个面向上努力，一是继续提升人

比后者享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求职者的学历本

工智能自身的智慧化水平，在植入的数据、程序、

身是中性的，但是获得学历的机会在不同社会群

算法中剔除可能造成歧视的因素 ；二是发挥人类

体中则是不均等的。人工智能在选人和评价人的

HR 的作用，对人工智能做出的分析结果进行解

时候依据的是纯客观标准，而有的时候人力资源

读、判断并决定其利用价值。事实上在当前和未

管理离不开适度的主观标准，要避免人工智能导

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有些 HR 的职能还无法被人

致的歧视，就需要由人类把关。

工智能所取代，如对求职者的气质、人际交往能

人工智能对在岗职工的工作能力和表现评价

力等主观判断事项。人工智能涌入职场无论如何

结果，将影响到岗位的变动、薪酬的确定乃至于

都打破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原有生态，新的格局不

解雇，因此也必须经过严格的合法性审查。在劳

［8］
是人工智能彻底取代 HR，而是人工智能 +HR。

动法上，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对于劳动关系的维系

人类 HR 应更好地适应新角色，与人工智能 HR 实

和变动具有重要影响。例如，根据《劳动合同法》

现完美兼容，而前者始终应掌握“主控”地位，特

第 40 条规定 ：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

别是确保基于人工智能雇佣决定的合法性。

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
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另根据第 39 条规定 ：
“劳

四、人工智能取代人的忧虑与法律制衡

动者在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

人工智能取代劳动者导致大规模失业，这是

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什么是法条所称的“不能

人工智能在劳动领域里引发的最大忧虑，有关人

胜任工作”和“不符合录用条件”？人工智能的

工智能影响的论述无不提及这一点。
《新一代人

分析结论能否径直作为证明劳动能力不足的充分

工智能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指出，人工智能的发

证据？对此，我们应持谨慎的态度。人工智能基

展可能带来就业结构的改变。机器取代人，这是

于数据收集和计算得出的结果存在失真的可能。

人工智能进化发展的宿命，抑或只是理论上的臆

例如，人工智能数据分析表明某员工在工作时间

想？对可能造成的劳动者失业劳动法上应如何应

经常浏览私人邮件和与工作无关的网站，因此可

对？

能倾向于作出不利的评价。然而真实的情况则可

（一）现实图景

能是，该员工的工作能力在当前的工作岗位上绰

人工智能取代劳动者不是对未来的想象，而

绰有余，能够在极短时间内高效完成工作，将其

是正在发生的客观真实，并且是一个全球范围内

升迁至更高级的岗位才可能是正确的选择。人工

的趋势。取代是不可避免的，不确定的只是取代

智能取代 HR 对员工能力及表现做出评价在法律

的范围和程度问题。最初，人工智能主要适用于

上的效力，在不同情况下可能具有差异化的效

一些简单的、体力性、重复性的低技能工作岗位，

果，需在个案中判断。当评价结果对劳动者有利

如打字员、收银员、图书管理员、前台接待及导

时——如作为升迁和涨薪的依据，少有争议 ；当

购等。然而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人工智能的水

评价结果对劳动者不利——如降职、降薪乃至于

平不断提高，人工智能可以做更多更复杂的事，

解雇时，则应对人工智能的评价结果进行更审慎

越来越多行业和岗位上的劳动者都面临被抢走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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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的压力，金融分析师、投资顾问、律师和法官

软件工程师、网站设计师等更新潮的工作。乐观

等高技能劳动者的职位也不再绝对安全了，取代

的观点认为，总体上就业机会是随着技术进步而

［9］
呈现日益扩张的趋势。
中国移动推出智能机器

增加的，尽管可能会有过渡性的、局部的下降。

①

人客服“移娃”
，节约成本超 1.1 亿元。 德勤人工

在人工智能时代创造性破坏理论仍旧适用

智能“小勤人”
，几分钟就能完成普通财务人员几

吗？这一次会不会真的不同？对此问题，在国际

十分钟的工作量。②加州大学开发的一款机器人，

［11］
上观点并不统一。
悲观者认为，尽管不可否认

能够通过识别孩子的表情估计疼痛的程度。人工

创造性破坏效应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奏效，不过人

智能带领我们进入的新世界，只能用 Amazing 来

工智能所创造的工作机会远远少于被其消灭的

形容，看上去一切皆有可能。人工智能 + 制造、人

工作。美国在 2017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

工智能 + 教育、人工智能 + 金融、人工智能 + 司法、

［12］
47% 的工作都面临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风险。
而

人工智能 + 服务，人工智能的触角逐渐延伸到社

芝加哥大学对顶级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

［10］
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鉴于人工智能投入劳动的

显示，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33% 的人持

低成本、高效率优势，国家和政府层面也在积极

悲观观点，29% 的人不确定，只有 20% 的人持乐

推动其发展，实施机器换人战略。目前，我国已

［13］
观立场。
与以往的技术进步相比，人工智能对

制定了《机器人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
》
，一

就业的影响看起来更加持久和深广，因此所引发

些地方政府如广东东莞甚至设立了“机器换人”

的失业忧虑尤胜从前。好的方面是，人工智能可

专项资金。各种迹象表明，人工智能取代人的车

能催生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兴产业，智能软硬件、

轮正在滚滚向前。

智能机器人、智能运载工具、智能终端，这些新

（二）技术影响就业的历史轨迹 ：创造性破坏

兴领域对于就业的容纳能力或许超出我们的想

机器取代人力的进程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而

象，因此乐观地看这可能是创造性破坏的一个新

是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就开始了。对技术进步导致

版本。

失业的忧虑也一直都存在，以至于有过工人砸毁

（三）人工智能换人的依法进行 ：条件与程序

机器、罢工游行的激烈抵制。不过，迄今为止的历

如果说人工智能取代部分劳动者是社会发展

史证明，技术进步导致大规模失业的忧虑并未成

的必然，那么在这一置换过程中，原有岗位上的

为现实。那么，人工智能这一次会不会与众不同？

劳动者权益必须得到充分保护。不能认为取代是

18 世纪中后期蒸汽机的发明及应用，推动了

理所当然发生的，所谓潮流不可抗拒是就宏观层

从小手工业向大规模生产的转变，并造就了数量

面的经济意涵而言的，在微观层面人工智能取代

庞大的产业工人，这也为劳动法的产生奠定了社

劳动者必然涉及劳动关系的解除或者变更，其必

③

会基础。 继而，电气化和自动化使产业模式得

须符合劳动法上的相应条件——包括实体条件和

到升级，劳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与之伴随的则

程序条件。

是劳动法体系的不断成熟完善。回顾人类社会的

就业权是劳动者的基本人权，解雇保护是劳

发展史，新技术的出现——如 ATM 机的发明、电
脑取代打字机、电灯取代蜡烛等，并没有造成大
规模的失业。劳动世界的就业率在历史上并未出
现因技术进步的断层式下跌，而是总体维持在一
个比较稳定的水平，甚至稳中有升。技术确实进
步了，一些曾经由人类完成的工作，现在可由机
器完成了，为什么担心的普遍失业没有发生？对
此，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创造性破坏”
（Creative
Destruction）④ 效应，即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在消灭
了一些工作机会的同时，又创造了另一些新的工
作。汽车取代马车，马车夫的工作消失了，但是
涌现出了围绕汽车制造和销售的更多新工作 ；电
脑的出现和普及使打字员几乎消失，不过产生了

①参见《“移娃”节约成本超 1.1 亿元》，载 http://www.10086.
cn/aboutus/news/fd/index_detail_12135.html?id=12135.，最 后 访 问
时间 ：2018 年 6 月 6 日。
②参见《财务机器人来了，效率相当惊人，又一行业即将大洗
牌》
，载 http://news.sina.com.cn/o/2017-09-26/doc-ifymenmt6954582.
shtml.，最后访问时间 ：2018 年 6 月 6 日。
③劳动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大概产生于 19 世纪初。
通常认为，1802 年英国颁布的《学徒健康与道德法》是劳动法的
开端。
④“创造性破坏”理论是著名经济学家 Joseph Schumpeter 首
先提出的，用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律。按照这一理
论，落后的产品、设备和部门被淘汰，先进的产品、技术和部门
产生，是经济增长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呈现周期性的变化。许
多学者在分析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时，借用了这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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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法的核心制度设计。在我国既有劳动法体系

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总之，人工智能换人必须依

下，解雇事由是法定的，可以解除劳动关系的情

法进行。

形都以法律条款明确列举的方式加以严格限定。
科技进步和提高生产力显然不是人工智能取代劳
动者的法定解雇事由，用人工智能取代劳动者也

五、人工智能环境下的劳动者隐私权
隐私是人工智能应用于职场引发的另一个重

必须从现行法下寻找劳动合同解除的规范依据。

要的话题。隐私权原本是民法上之私权，不过身

用人单位辞退劳动者大概可分为三种类型 ：因

处职场的劳动者并不因劳动关系的存在而使隐私

劳动者过错辞退、非过错性辞退和经济性裁员。

权泯灭。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者隐私权保护

因采用人工智能造成的劳动关系解除是经济原

面临新的威胁。人工智能对劳动者个人信息的广

因造成的，因此与裁员联系最为紧密。检视我国

泛收集和分析处理，在缺乏必要约束的情况下，

法关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条件的规定，
《劳

可能构成隐私侵权。

动合同法》第 41 条是与此最相关的，根据该条规

人工智能对劳动者隐私的威胁，源于无时不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

在、无处不在的追踪。对劳动者信息的收集，可

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

能是基于雇主有意的行为——将相关指令和算

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

法预先植入程序中，也可能是人工智能自发的活

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

动——特别是具有自主学习功能的机器人。信息

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

收集的形式，可能表现为一般的信息获取，包括

员 ：……（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

从社交媒体、网站、数据库等各种途径，也可能

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

表现为采用专门的人工智能信息跟踪设备进行特

的 ；……”人工智能显然与上述条文所称的“重

别的职场监视。此类人工智能五花八门，如射频

大技术革新”息息相关。

识别系统、GPS 定位系统和生物识别系统等，甚

在目前《劳动合同法》第 41 条成为人工智能

至是可穿戴的设备。职场监视（Monitoring in the

换人的主要突破口和法律准绳，避免了法无明文

Workplace）一直是劳动法上的一个突出问题，人

的尴尬。不过必须同时看到的是，这一条文具有

工智能的出现使职场监视有了新的“变种”
，在高

高度的概括性，也并非针对人工智能而专设，在

科技之眼的监控下劳动者的举手投足较以往更加

具体的适用中应当从严把握。第一，人工智能的

一览无余。

采用是否构成该条所称的“重大技术革新”
，应当

于职场智能化情境下，劳动者接近于成为零

在个案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认为所有的人

隐私的透明人，这是对人格尊严造成的负面效应，

工智能应用均是裁员不证自明的正当理由，而应

须加以适当的规制。这一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

由用人单位充分证明其必要性、合理性。第二，

如何划定信息收集合法与违法的边界？用人单位

对于工作被取代的劳动者，不能越过劳动合同变

借由人工智能对劳动者信息的收集，背后有各种

更程序直接解雇，而应首先与劳动者协商变更工

复杂的利益与风险，包括正当的和非正当的。首

作岗位，尽可能使劳动者继续保有工作、避免失

先，由于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用人单位居于

业。在个案中，应考察用人单位是否为劳动者提

主导地位，对于劳动者有指挥、监督和管理的权

供了新的工作机会，以及是否为使其适应新岗位

利，而通过人工智能收集劳动者信息可被视为是

做出了必要的努力，用尽了一切努力仍无法解决

管理的手段之一。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条件下，用

问题的，解除劳动关系才是最后的方案。第三，

人单位随时掌握劳动者的信息，有利于作出迅速

根据第 41 条第 3 款，用人单位在裁员后重新招录

及时的灵活调整，并避免业务因突发原因陷入崩

人员的，应当通知被裁减的人员，并在同等条件

溃。智能化监视则有利于督促劳动者勤勉履行义

下优先录用。第四，应当充分发挥工会和职工代

务，防止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从事私人事务，

表大会的作用，对用人单位进行监督。第五，应

从而提高效率。再者，一些信息收集可能是为了

加强劳动行政部门对于裁员过程的监管，机器换

履行劳动法上的特定强制性义务，如为了维护劳

人裁员必须报主管机关备案，主管机关应当加强

动者的安全健康、防犯职业病，收集信息以供科

劳动监察，将人工智能推广中对就业可能造成的

学分析。基于上述政策考量，不能认为所有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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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收集和监视均侵害劳动者隐私权。现实的困境

原因是劳动法旨在保护的劳动者数量减少。当然

在于，人工智能对劳动者隐私的刺探在很大程度

这仅是表达了对未来的忧虑，现实未必那么糟糕。

上被滥用了，失去了本应有的克制，使用人单位

然而无论如何，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波，劳

的利益和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利益失衡。为此，必

动法不能原地踏步，而应做出有效的回应。

须将信息收集限制在合理的区间内。

人工智能到底是劳动者的福音还是掘墓人？

职场人工智能引发的隐私危机在国际上也受

一方面，人工智能使人类从辛苦、危险、无聊的

到高度关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台了相关的立法。

劳动中解放出来，并提高了效率 ；另一方面，人

限制雇主获取雇员的社会媒体账号（包括用户名

工智能替代人对就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负面

和密码）
，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在美国，从 2012

影响，并使劳动者的隐私处于风险之中。应当看

年到 2014 年就陆续有五个州制定了这方面的法

到，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关键的不在于技术本身，

律，包括路易斯安那、俄克拉荷马、田纳西、威斯

［14］
而是人类使用技术的方式。
人工智能利弊兼

康星和罗得岛。在我国，劳动法上对于利用人工

存，重要的是如何扬长避短，包括在劳动法上对

智能收集劳动者信息问题尚没有明确的条文作出

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予以消解。人工智

特别规定。不过，民法上关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能在技术和实践层面的火爆发展倒逼法律，当务

保护的规定原则上应可适用，只是要特别考虑劳

之急不是陷入对人被机器取代的预测和无谓恐惧

动关系的特别因素。尤其是《民法总则》第 111 条

中去，而是应探索如何以法律确保技术在正确的

①

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有重要的适用价值。 根

轨道上运行。人工智能推动法律，法律决定人工

据该条规定，个人信息必须“依法取得”
，在法解

智能的未来。

释的视角上应可认为也涵摄了用人单位通过人工
智能取得劳动者信息的情形。
对人工智能收集劳动者信息合法性的判断，

当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聪明，必须认真思考
［15］
的是法律如何更加“智能”地应对人工智能。

鉴于原有的劳动法体系面对人工智能的不适应

在既有法下面临一定的困境 ：劳动法上无特别规

性，调适在所难免——从法律价值层面到制度规

定，
《民法总则》第 111 条的规定又高度概括，具

［16］
则层面。
法律规则所赖以建立的坐标系，应从

体的甄别标准模糊不明。笔者认为，大体可从以

人支配机器向人机协作转变。这并不是说劳动法

下几个方面作出限定 ：首先，信息收集与监视必

的调整对象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关系变成了用

须基于正当理由，所获信息仅限用于特定目的，

人单位分别与智能机器人和劳动者的关系，而是

如维护职场健康、监督管理的必要。所谓管理的

在人机协作格局下的新型劳动关系，归根结底还

需要是十分模糊的概念，在判断上应当严格解释，

是人的关系。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将会呈

以避免职场监视泛滥。其次，应当贯彻知情同意

现一定的曲线，初期将经历一个过渡期。不适与

原则。信息收集和监视不得秘密进行，应当获得

调适的过程势必会产生成本和其他负面效应，而

劳动者同意，劳动者既有同意的权利，也有不同

劳动法应最大限度地使其降低。

意的权利。再次，对收集获得的信息，应当采取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法需要一次全面的

保密措施，用人单位应当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检修”
，从工资、工时等劳动基准法，到关于雇

最后，对于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如基因信息，

佣、解雇的个别劳动契约法，再到职场安全健康

应对收集和监视行为做出更加严格的限制。用人

法、职业教育培训法、就业促进法，乃至于集体

单位应对所使用的人工智能进行适当的管控，适

劳动关系法和社会保障法，等等。在当下，两个

时更新算法和数据，尽量排除可能造成劳动者隐

方面的法律完善尤其重要，一是职业教育培训法，

私损害的因素。

二是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法。人工智能时代对劳

六、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法重塑 ：
代结论
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带动的是劳动法的革
命，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一种观点认为，人工
智能的兴盛带来的却是劳动法的衰落，一个直接

动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般的规律是低
技能劳动被取代的风险更高。人工智能在消灭了
①《民法总则》第 111 条规定 ：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
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
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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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传统工作岗位之后，又将创造一些新的岗位，

技术而受到影响的劳动者负担教育培训的强制性

这些岗位只有那些掌握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人

义务，并将该义务的履行情况作为技术革新型裁

员才有能力胜任。为此，应加强对于劳动者的职

员的限制条件。此外，国家也负有积极的就业促

业培训，建立终身学习的机制，培养适应新时代

进职责，保障劳动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有工作的权

［17］
需求的高技能人才。
特别是对于那些因被人

利。果能如此，在度过了人工智能初始阶段的阵

工智能取代的劳动者，更加急需通过提升“劳动

痛期后，将会迎来劳动者能力提升和就业结构优

技能包”实现再就业。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化的新天地。再者，对于确实因无法适应科技进

划》特别强调了要“大力加强人工智能劳动力培

步而被淘汰的失业者群体，应加强社会保障，除

训”
。针对人工智能的职业培训与再教育，不应

了传统的失业保险、社会福利等保护性制度之外，

仅仅止于政策层面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层面，而

还应考虑建立专门针对技术性失业的特别救济机

应上升到法律层面。鉴于技术性失业形势日趋严

制，例如设立专门的基金。

峻，笔者认为可考虑在未来的劳动法修正中加入
一项新规定，令用人单位对因采用人工智能等新

人工智能进入劳动世界，过程可能是波折
的，但终将被证明是一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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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Labor Law Meets 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TIAN Ye

Abstract: The increasing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workplaces has posed a series of challenges to
conventional labor law. Whether AI should be vested with subject qualification sparkles many debates. By far, AI only has
humanoid intelligence but void of spirituality, which fails to be qualified as workers. The recruitment and management
of human resources can be handled by AI and new discrimination caused by the limitation of data and algorithm should
be avoided so that the new ecology of AI+HR may become the solution. The massive unemployment caused by the
utilization of AI has been a major concern for many. Viewing from historic trajectory, the process of employment affected
by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s a proces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as AI will create some new jobs when replacing old
ones. The replacement of human workers with AI should follow the current labor law, especially the rules of downsizing
employees for adopting new technologies. Meanwhile, the privacy of employees faces huge risks in the intelligent
environment, which necessitates strengthened protection. Systematic adaptive adjustments should be made in labor law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AI.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 it is imperative to strengthen occupational training
and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of unemployment relief and social security.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loyment; labor law; challenge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Health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WANG San-xiu LIU Ya-kong

Abstract: Currently, the system of health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characterized by alleviating the medical burden for
poor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has taken shape, which has shown some positive results and flaws at the same time. The key
problem is that the system has failed to eliminate the poverty cycle of poor rural residents effectively, making it difficult
to get rid of the dual poverty status of poor health and low income. Such problem is rooted in the factors of the concept,
the policy establishment routes and the limited participatory resources for health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esponse to these
factors, this thesis brings forward the re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a target system combining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
cycle, the improvement of feasible health capability of the poor, the appropriate all-inclusive welfare and the precisely
targeted alleviation in order to address both the symptoms and root causes of health poverty in China. The suggestions
for reconstructing the specific practice strategies of rural health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been present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governmental resource allocation, diversified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related policies and laws for health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 rural health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al reflection; strategy reconstruction

O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School of Mind and Theory of Bense in the Ming Dynasty
JIANG Rong-gang

Abstract: Bense (writing as what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terary concepts popular in the Ming Dynasty, has all
along been the highlight in academic circles with its wide applicability.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is due to Tang Shunzhi’s
interpretation of its connotations which endows it with distinctive new features and exerts henceforth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literary theories and even the literary trend in the Ming Dynasty. As regard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Bense in this period, different personal views are shared in previous studies by probing into Tang Shunzhi’s
theoretical sources simply with analysis of connotations of Bense, failing to come to any agreement for lack of a direct
investigation on its semantic evolu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In fact, the unique theory of Bense with new elements takes
shape in the Ming Dynasty through in the first place the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evious connotations
by scholars of the School of Mind (mentalistic philosophy of the Yangming School) and the subsequent borrowing and
development by literary theorists. In this sense, a review of this initial process is doubtlessly of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to the understandings of both semantic evolution of Bense and the detailed influence of School of Mind on literary theories
and even the literary trend in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Tang Shunzhi; School of Mind; Bense (writing as what it is); theoretical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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