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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 11回科學技術預測調查 

-窺究日本社會 50個未來樣貌 
 

 

 2018年 1 月，人文與社會科學專家、自然科學專家、新手與經驗研究者、產學官之研究者

等各領域專家、學者約 100名出席工作坊，以研究日本社會之未來樣貌。對於日本社會的未來樣

貌之研究，係將世界或國內區域未來樣貌研究、或與「趨勢變化」具有相同特徵的資訊等作為基

礎進行研究。在全球化發展中，除了需能明確掌握世界局勢變化外，也需多加思考構成國家之各

區域局勢與概況(如圖 1所示)。來自 14個國家約 60 名專家學者出席世界未來樣貌之國際工作坊

研討，並要求海外組織參與者事前提供趨勢（世界級別／區域級別／國家級別）資訊，以此為基

礎以進行小組討論。除了描述氣候變遷因應措施、醫療發展配套等，也敘述了勝敗者差異、社會

分裂等因科學進步發展而將產生的正、負面情境。科學技術專家們根據在區域工作坊中所討論之

社會型態，彙整出相關科學技術，並舉辦區域工作坊與參加者，包括在地企業、大學、自治團體、

金融機關之負責人、以及市民約 30人等共計 340名與會。希望藉由科學技術的發展，降低地理

限制所造成的共識差距。 

 

                                

 

圖 1世界未來樣貌之背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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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科研學們研究流程如圖 2 所示。首先，根據「科學技術與社會趨勢掌握（早期預警系

統）」提供之資訊，對社會方向性進行研究，亦討論 2040 年日本之理想社會樣貌。接者，以「科

學技術的參與程度」及「可行性」為主軸，彙整出各社群之未來願景。 

 

                      圖 2. 日本社會之未來樣貌研究流程 

10 個小組共提出了 50種未來的樣貌，其中彙整出四項特別重視之價值。第一個價值

Humanity 部分，列出了在 AI、機器人與人類共存的狀態下，重視人與人之間多樣聯繫的社會樣

貌。第二個價值 Inclusion 部分，列出在不斷發展的社會裡，人類與機器利用彼此相異特徵，有

機地連結在一起。第三個價值 Sustainability 部分，描述面對節約能源、糧食供給、地球規模

環境等多樣課題時，持續進步的社會所帶來的可能性。第四個價值 Curiosity 部分，描繪一個將

求知慾、好奇心完全發揮之社會所會有的面貌。在 50種未來樣貌之中，對於人類如何接受與處

理科學技術發展，以及如何對人類既有能力與透過科學技術所獲的新能力間作出平衡等皆存在矛

盾，例如：跳脫地理限制，透過虛擬實境串連社群的發展下，卻也重視面對面、實際接觸的人際

關係；描繪人機共存的和諧社會裡，卻也同樣重視人類與生俱來的特質與能力等，而對此都需有

所思考。 

小組討論 1 

彙整「2040 年社會樣

貌」 

 參考「跡象故

事」等，研究

邁向 2040 年

的將來社會

時，所需思考

的社會樣貌。 

小組討論 2 

研究「理想的社會樣

貌」 

 基於「2040

年的社會樣

貌」，研究

2040 年的理

想社會。 

小組討論 3 

繪製「理想的社會樣貌」 

 以科學技術的參

與程度及實現可

能性繪製「理想

的社會樣貌」 

 討論實現社會樣

貌所需之要素 

全體討論 

 分享小組討論

結果 

 根據重疊性高

或獨特的社會

觀點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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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50 種日本社會的未來樣貌與四種新價值 

表 1.Humanity符合人性價值的社會未來情境 

編

號 
社會的未來樣貌 概要 

1 任何人皆創作者社會 
個人能處理複數工作，以邊際防治成本為零之服務維持最低限

度生活。透過資訊交換等，在合理的條件下自行製作所需物。 

2 健康長壽社會 
透過個人化可穿戴式健康感應器，邁向預防性醫療。以此延長

壽命、維持健康，住院或病死等概念遞減。 

3 AND人類育成計畫 

旨在培育出於實體與虛擬兩方皆能有所體驗之 AND 人類。並重

視發展生活方式的能力。在學校教育中，需要具備自簡單記憶

中提取、思考的能力。回流教育也成為社會上普遍的現象。 

4 多重人格計畫 

藉由不斷擴張的虛擬空間而能擁有多重人格，亦有可合理使用

這些不同人格的社會產生。此外，同時擁有多重國籍與隸屬複

數組織之情況也將存在。 

5 超命運社會 隨著身體擴張，人類將克服各項生理障礙，亦向有限壽命挑戰。 

6 「超」成熟社會 

技術的發展使生活及產業結構產生革新，社會樣貌、結構與人

員也將出現巨大變化。便利性與生產力提升，可以與環境保育

間輕易達成平衡。人們將從簡單粗重的勞動中解放，除了健康

及壽命能延長外，也能獲得更多的自由時間。 

7 人機融合社會 

為了能與龐大的資訊即時接觸，將於人腦內植入晶片以利腦神

經與外部資料直接連接，人類的能力進而大幅提升。此外，感

知層面與情感層面亦將由機械與人體做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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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社會的未來樣貌 概要 

8 安心、滿足、健康社會 

以預防醫學的角度出發，盡可能地延長保持健康所需花費的時

間。透過腦部功能解釋、健康狀態監測技術、早期診斷、治療

技術的發達而能自立生活的人數將大幅增加。社會保障制度或

資訊收集相關法規亦將有完善的規範。 

9 模擬健康長壽社會 

以跨世代的小型社群為主，社會上就如何妥善利用人類壽命之

主題進行交流興盛。健康管理可於自家接受診斷，而健康者將

獲得獎勵措施。 

10 生活方式多樣化社會 

職業或居住地等更加多樣化，並根據生活習慣區分都市與鄉村

生活者。此外，往來都市與鄉村間的人口將增加，第二人生、

多軌化人生之社會形成。 

11 教育方針 

可進行自由學習。以與 AI共存之目標等，能適應各式變化的

新教育體系出現。並透過區域大學的在地性特徵，預計將知識

進行再分配。 

12 人性擴張社會 

透過技術可進行身體機能之擴張與代替，可收集數據知識者將

為其所屬組織帶來更豐富的資源。此外，對於「真實」、「寂

靜」、「分離」之價值將更加凸顯。以 VR、AR、AI為基礎，

新的生活型態將出現，獲得自由成為人類最大的目標。 

13 
超人類社會：支配身體擴

張社會 

除了維持先天良好的生理機能外，也意圖與超越生理機能的技

術融合。人類可掌握個人生理狀態，不需進行痛苦的運動、生

活習慣改善等。 

14 壽命選擇制社會 
隨著生物測量技術與基因操作，人類可先行選擇壽命，並做好

完整生涯規劃。 

15 回歸自然 
於 AI 發展過程中，隨著實體價值提升，區域自主性、資源之

重新評估、回歸自然等議題備受矚目。 

16 超生物生活 
人類被賦予「AI 人格」外，人類＞AI 關係也獲得保障。人類

於 VR/AR 空間內的生活時間增長。 

17 「輕鬆」社會 

需耗費大量勞力的工作由機器人取代。虛擬空間上一人可透過

多重代理人身份活動達到省時省力。而更多貼近人類內心層

面、貼心的人性化產品將問世。 

18 跨時空連結社會 

透過高速網路、虛擬實境、可傳遞的五感感知，距離遙遠的人

們也可超越現實接觸。而透過個人資料庫的活用，也可跨越物

理性障礙，人的虛擬存在也成為可能。 

19 勞動多樣化社會 
藉由 AI、機器人、ICT等技術，在家工作將成為主流。而視訊

電話、網路會議、VR會議之普及，讓人不用移動也能處理公事。 

20 江戶澡堂社會 
日式澡堂同時具有「匿名性」和「在地性」兩種矛盾概念，「面

對面關係」、「廣義的社群家族」創造出互助社會與共享經濟。 



 

第 5頁 

 

編

號 
社會的未來樣貌 概要 

21 超機器人社會 
隨著機器人的高度發展，將難以區別機器人與人類的外在樣貌

與內在表現，機器人亦會有對於人權有所認知。 

22 
以無法取得共識而成為

共識的社會 

雖然人們彼此追求符合自身價值觀的生活習慣，社會整體仍會

透過各項調和而形成社會。此新價值觀將由日本傳遞至世界各

國。 

23 野性社會 
人類持有天性，與自然、社會和諧生存。獨立思考具有高度價

值。 

24 
以新技術與社會、人類之

新關係構成的社會 

技術與人類之間將構築新的關係。人們在熟稔新技術的便利性

與其風險性的條件下，與無意識的機器共存。 

表 2.Inclusion 具包容性的社會未來情境 

編

號 
社會的未來樣貌 概要 

1 無國界社會 
隨著語言隔閡減少，國界逐漸模糊；但同時文化差異卻也更加

明顯。移民與機器人的普及將對於人口減少問題有極大貢獻。 

2 保障高齡者動機之社會 

「無病」的概念普及，而當健康長壽與持續變動的社會共存

時，終生學習的重要性將提升，高齡者的勞動意志與能力將被

賦予及保障。 

3 因應超高齡化之發明社會 

隨著高齡化的產生，各式發明將蓬勃發展。例如個別化醫療、

透過表徵遺傳學技術克服癌症、人工子宮、高齡創業刺激經濟

發展等，將預期出現。 

4 整體活躍社會 
從事產品服務轉換、服務設計、區域價值發掘、創造性等人才

將增加，其工作與成就亦將被正確評價。 

5 包容社會 

由出生至今的資料庫數據取代履歷。大量外國人口於日本國內

勞動，自動翻譯技術也將促進溝通。亦期望凍卵技術或生前診

斷等倫理課題能有所解決。 

6 Japan as platform 社會 

透過提供歸屬感和使用者權益，將日本的魅力以服務的型態提

供。亦將建立一種平台系統，以接受來自全球追蹤者的小額投

資（擴張稅收）。 

7* 跨時空連結社會 

透過高速網路、虛擬實境、可傳遞的五感感知，距離遙遠的人

們也可超越現實接觸。而透過個人資料庫的活用，也可跨越物

理性障礙，人的虛擬存在也成為可能。 

8* 多重人格計畫 

藉由不斷擴張的虛擬空間而能擁有多重人格，亦有可合理使用

這些不同人格的社會產生。此外，同時擁有多重國籍與隸屬複

數組織之情況也將存在。 

9 多次元社會 大量虛擬國家誕生，人類可擁有複數屬地、個性、形象、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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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社會的未來樣貌 概要 

等。真實成長空間消弭，可體驗虛擬成長的 VR 服務將興盛。 

10 
以確保多樣性為前提將科

學技術做最大運用之社會 

伴隨無人駕駛車、健康維持服務的增進，女性或高齡者能不需

勉強勞動，而臨終管理也成為社會上必要的一環。同時人類亦

將保有優於 AI的特質與 AI共生存。 

11 
對個人價值與多樣性包容

之社會 

不同國家、區域、社群、宗教之間能相互理解，實現能包容多

樣性的社會。 

12 處處皆生活社會 
住在鄉鎮但在都市工作、住在日本但在海外讀書等，人類的活

動將超越地理界線。人們彼此居住分散，但距離卻相對減少。 

13 運輸與物流高物化 
個人物流系統完備。都市與鄉村等各式差別消失，社會上將不

會有不公平感與產品差異感。 

表 3.Sustainability 永續的社會未來情境 

編

號 
社會的未來樣貌 概要 

1 「換」社會 

社會上將因如何把資源高效率轉換而做出生產方面的競爭。此

外，人類於陸上的各式活動也將擴大至空中或海洋等其他空

間。 

2* 「超」成熟社會 

技術的發展使生活及產業結構產生革新，社會樣貌、結構與人

員也將出現巨大變化。便利性與生產力提升，可以與環境保育

間輕易達成平衡。人們將從簡單粗重的勞動中解放，除了健康

及壽命能延長外，也能獲得更多的自由時間。 

3 災害 IoT 對策社會 
將先進的 IoT技術應用於防災層面，並有效採取措施。對於災

害的預防、安全性將大幅提升。 

4 超數據經濟社會 
透過低成本軟體即可取得數據的服務將流通，可有效統合人事

物及能源。在完善的數據流通監管科學下建立全球經濟關係。 

5 
不確定性持續下降之可開

發能源與環境 

綜觀事物做完善的佈局。不同領域之間將為低碳化、提升資源

循環效率而相互合作。旨在於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循環型社

會。 

6 
市民自行解決社會課題之

社會 

科學技術將朝何方向演進等課題，由市民自行討論與決定。另

一方面，科學與技術專家亦將評估該方向是否對公眾有所助

益、以及該如何滿足對象等。上會上將對多方利益者建立管制。 

7 可接納超乎預期之社會 
在獲得模擬技術的演算支援外，也從遠期角度出發，面對意外

的發生能提早察覺並採取相關措施。 

8 資源永續循環社會 

面對人口增加與經濟發展，資源環境的限制將更加劇烈，如何

克服資源限制與永續循環成為重要課題。人類意識與價值觀的

轉變亦將滲透至社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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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社會的未來樣貌 概要 

9 
不會對資源不足產生不安

的社會 

以物質循環+基礎建設管理為基礎進行重組。而水、能源、都

市整體再設計也成為一項出口業務。回收產業朝向數位化發展

並與製造業結合。而隨著農業的機器人化、工業化，糧食自給

率的提升將彌補農業人口的減少。 

10 實現新永續概念之社會 

出現不排放溫室氣體的能源。而所有海產可實現養殖化。隨著

合成食物的問世，營養攝取與環境負荷間也將取得平衡。基礎

建設也可隨個人移動而做出調整。以此將誕生出如江戶時期般

資源有效循環的社會。 

11 脱離 GDP 社會 

GDP不再是富有度的唯一指標，例如幸福指數等偏向個人層面

的評估將取代 GDP的計算。人們擺脫大量消費的循環，達成減

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率。評估幸福指數的數位系統亦將出現。 

12 
下一代物聯網的超低碳社

會 

隨著高度發展的物聯網系統，物品的耐久性提升，對環境造成

的負擔將降至最低。擁有者進行維修、交換或減少使用頻率使

物品壽命延長。 

13 分散型發電最適化之社會 引進大量可再生能源，於自家進行綠能發電。 

*代表情境與其他面向重覆 

表 4.Curiosity 好奇心社會的未來情境 

編

號 
社會的未來樣貌 概要 

1 
透過不滅的好奇心，以新

世界為目標之社會 

實現如漫畫般的理想世界。如月球資源開發、能源產生、太平

洋海外牧場等，宇宙、深海、虛擬空間的大航海時代來臨。 

2 脱空間社會 

人類從職場、地區的限制中解放，對於空間、時間的自由度亦

將提升。社會朝向無國界化，民間私人組織可取代公共服務。

此外，人類活動範圍也將拓展至宇宙。 

3 海洋資源永續運用 
面太平洋的日本將以平和手段汲取及利用海洋資源，並積極地

與國際協調、合作。 

*代表情境與其他面向重覆 

 統整四大價值之後，以提升人類機能並與機器人等機械共存為主題，可歸納出以下新方向：

重新審思人類潜能及進行潜能開發。取得並運用數據資料，當社會結構產生變化時能隨機應變，

進而而實現更好的社會。總括而言，2040 年之願景為「透過重新審視及發掘人性的本質，實現

能夠隨機應變的社會」。 

本文摘譯：磯谷桂介(2019)。第 11回科学技術予測調査 S&T Foresight 2019 総合報告書。学

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