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近年來，我們逐漸能在日常商業與非營利組織的維運及政府的行政作業中，發現機器學

習的蹤跡。隨著機器學習的應用愈趨普及，教人如何應用機器學習於小型產業的高品質

文獻也逐漸地成形。這些文獻非常成功地訓練出一整個世代的資料科學家與機器學習工

程師。這些文獻以提供學習資源及教授讀者機器學習之內涵與運作的方式，來探討機器

學習的各項主題。不過，這種方式雖成果豐碩，卻也遺漏了學習機器學習各項主題的另

一種取向：即日常如何進行機器學習的一些細節。這是本書之所以誕生的原因—本書

並不著重在為學生提供大量的機器學習知識，而是作為機器學習從業人員在解決日常實

務問題時可參考的工具書。

更精確地說，本書採用任務導向（task-based）的方式來探討機器學習，內容包含有約
200個可獨立運行並能解決資料科學家或機器學習工程師在建置模型時常遇上之問題的
解方（程式碼可直接複製貼上使用）。

本書最終的目標是讓讀者具備打造實際機器學習系統的能力。如，若讀者拿到一份內含

1,000個資料不齊且類別型目標向量（categorical target vectors）中有不平衡的分類之類
別型（categorical）與數字型（numerical）的特徵，想要透過這份資料來算出一個可用
的模型。本書是為了要提供解方（recipes），協助讀者學習如下列的一些處理操作而編
寫的：

• 2.5 JSON 檔的載入

• 4.2特徵標準化

• 5.3特徵字典的編碼

• 5.4缺漏類型值的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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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使用主成份縮減特徵

• 12.2以隨機搜尋法選取最佳模型

• 14.4隨機林分類器訓練

• 14.7在隨機林中選取重要特徵

目標是要讓讀者能：

 1. 複製 /貼上可實地運行的程式碼，並搭配所附之玩具資料集（toy dataset），確認其
可在實務上運用。

 2. 研讀問題討論，瞭解程式碼所使用之技術的理論，並學習要注意哪些重要的參數。

 3. 插入 /組合 /改寫各類問題解方的程式碼，建構出實用的應用程式。

目標讀者

本書並非機器學習的概論書籍。若您並不熟悉機器學習的基本概念，或者沒有學過機器

學習的話，先別買這本書。本書的目標讀者是機器學習的實務工作者，即已瞭解機器學

習的理論與概念的讀者。這類讀者可從本書中取得日常工作上所遭遇到之機器學習問題

的解方，並從其中的便捷參考資料與範例碼中，獲得啟發。

本書亦假設讀者已熟悉 Python程式設計語言及其套件的管理。

非目標讀者

如前所述，本書並非機器學習的介紹性書籍。本書並不適合作為您第一本機器學習

的書。若您不熟悉交叉驗證（cross-validation）、隨機林（random forest）、梯度下降
（gradient descent），則本書無法像許多高品質的教科書那樣，讓您瞭解這些主題。筆
者建議您先找一本基礎書來研讀後，再來閱讀本書學習機器學習的運作與實務上的解決

方案。

慣用術語

機器學習運用了包括電腦科學、統計學與數學在內許多領域的技術，因此，討論機器學

習所用的術語會有下列幾項明顯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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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Observation）
在觀察層次（level）中的一個單位—如，一個人、一筆交易或一筆紀錄。

學習演算法（Learning algorithms）
用來學習某一模型之最佳參數的演算法—如，線性迴歸、樸素貝氏或決策樹。

模型（Models）
訓練學習演算法後的輸出。學習演算法訓練出模型，我們就可用這些模型來作預

測。

參數（Parameters）
透過學習所得之模型的權重或係數。

超參數（Hyperparameters）
訓練學習演算法前的設定。

效能（Performance）
用來評估模型的指標（metric）。

損耗（Loss）
透過訓練進行最大化或最小化的指標。

訓練（Train）
使用如梯度下降法之類的數值方法，將學習演算法套用在資料上。

擬合（Fit）
使用分析方法將學習演算法套用在資料上。

資料（Data）
一組觀察結果。

致謝

若沒有一些朋友與其他人士的協助，本書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此雖無法列出所有對本書

提供協助的人，但我一定要向下列人士表達感謝之意：Angela Bassa、Teresa Borcuch、
Justin Bozonier、Andre deBruin、Numa Dhamani、Dan Friedman、Joel Grus、Sarah 



第一章

向量、矩陣與陣列

1.0　介紹
NumPy是 Python機器學習堆疊（stack）的基礎。NumPy能在機器學習經常使用的資料
結構：向量、矩陣與張量（tensors）上，進行有效率的運算。雖然 NumPy並不是本書
聚焦的重點，但它還是會常出現在後續的章節中。本章涵蓋機器學習工作流程中，最常

用的 NumPy操作。

1.1　產生向量

問題

要產生向量。

解方

使用 NumPy製作 1個一維陣列：

# 載入函式庫
import numpy as np

# 產生列向量
vector_row = np.array([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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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行向量
vector_column = np.array([[1],
                          [2],
                          [3]])

討論

NumPy的主資料結構是多維陣列。要產生向量，只要製作 1個一維陣列即可。如向量那
樣，這些陣列可以水平方式表示（即列），也可以用垂直方式表示（即行）。

延伸閱讀

• 向量，Math Is Fun（http://bit.ly/2FB5q1v）。

• 歐幾里德向量（Euclidean vector），維基百科（http://bit.ly/2FtnRoL）。

1.2　產生矩陣

問題

要產生矩陣。

解方

運用 NumPy製作 1個二維陣列：

# 載入函式庫
import numpy as np

# 產生 1個矩陣
matrix = np.array([[1, 2],
                   [1, 2],
                   [1, 2]])

討論

要產生矩陣，只要製作 1個 NumPy的二維陣列即可。在本解方中，這個矩陣有 3列 2
行（1成一行，2成另一行）。

實際上，NumPy有專用的矩陣資料結構：



向量、矩陣與陣列 | 3 

matrix_object = np.mat([[1, 2],
                        [1, 2],
                        [1, 2]])
matrix([[1, 2],
        [1, 2],
        [1, 2]])

不過，並不推薦使用這種矩陣資料結構，原因有二。首先，陣列實際上是 NumPy的標
準資料結構。其次，絕大多數的 NumPy操作所回傳的是陣列，而不是矩陣物件。

延伸閱讀

• 矩陣，維基百科（http://bit.ly/2Ftnevp）。

• 矩陣，Wolfram MathWorld（http://bit.ly/2Fut7IJ）。

1.3　產生稀疏矩陣

問題

給定帶有少數非 0值的資料，要用有效率的方式來表示它。

解方

產生 1個稀疏矩陣：

# 載入函式庫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scipy import sparse

# 產生 1個矩陣
matrix = np.array([[0, 0],
                   [0, 1],
                   [3, 0]])

# 產生壓縮稀疏列 (compressed sparse row，CSR)矩陣
matrix_sparse = sparse.csr_matrix(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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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進行機器學習時常會遇到的狀況是有大量的資料需要處理，但其中大部分的資料為 0。
比方說，試想一個矩陣中的行代表 Netflix上的每一部電影，而列則代表每一位 Netflix
使用者，值則為該使用者看過該部影片的次數。這個矩陣應該會有幾千行與數百萬列！

雖然如此，因為多數的使用者看過的電影並不多，所以絕大多數的值會是 0。

稀疏矩陣只會儲存非 0的元素值，並假設其他所有值都為 0，如此可節省大量的運算。
我們在解方中，產生了一個帶有 2個非 0值的 Numpy陣列，然後將之轉成稀疏矩陣。
檢視這個稀疏矩陣時，就可觀察到它只會儲存非 0的值：

# 檢視稀疏矩陣
print(matrix_sparse)
  (1, 1)    1
  (2, 0)    3

稀疏矩陣有幾種類型，但在壓縮稀疏列（CSR）矩陣中，(1, 1)與 (2, 0)分別代表
非 0的 1與 3之索引值（由 0起算）。即，元素 1位於第 2列第 2行上。若產生內含更
多 0值元素的大型資料矩陣，與上述的稀疏矩陣比較起來，我們就可以看到稀疏矩陣的 
優點：

# 產生較大的矩陣
matrix_large = np.array([[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 產生壓縮稀疏列矩陣
matrix_large_sparse = sparse.csr_matrix(matrix_large)

# 檢視原始稀疏矩陣
print(matrix_sparse)

  (1, 1)    1
  (2, 0)    3

# 檢視較大的稀疏矩陣
print(matrix_large_sparse)

  (1, 1)    1
  (2, 0)    3

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在較大矩陣中所加入的許多 0元素外，這二個稀疏矩陣的表示法完
全相同。也就是說，那些額外加進來的 0元素，並不會改變稀疏矩陣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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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們提到過的，稀疏矩陣有許多種不同的類型，如壓縮稀疏列、列表之列表（list of 
lists）與鍵的字典（dictionary of keys）。雖然解釋不同類型的稀疏矩列與其意涵，已超
出本書的範圍，但值得注意的是，並沒有「最好」的稀疏矩陣類型。它們之間有意義上

的不同，選用特定類型的稀疏矩陣時，我們應該知道為什麼要用這種而不用其他類型的

稀疏矩陣。

延伸閱讀

• 稀疏矩陣，SciPy文件（http://bit.ly/2HReBZR）。

• 儲存 1個稀疏矩陣的 101種方法（http://bit.ly/2HS43cI）

1.4　選取元素

問題

要在向量或矩陣中選取 1或更多個元素。

解方
# 載入函式庫
import numpy as np

# 產生列向量
vector = np.array([1, 2, 3, 4, 5, 6])

# 產生矩陣
matrix = np.array([[1, 2, 3],
                   [4, 5, 6],
                   [7, 8, 9]])

# 選取向量的第 3個元素
vector[2]

3

# 選取第 2列第 2行元素
matrix[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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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跟 Python中的許多元件一樣，NumPy陣列是以 0為索引起始值的，也就是說，第 1個
元素的索引值是 0而不是 1。NumPy提供了許多方法用以選取陣列中的元素（即索引
（indexing）與切片（slicing））或元素群組：

# 選取向量中的所有元素
vector[:]

array([1, 2, 3, 4, 5, 6])

# 選取從頭到第 3，包含第 3，的所有元素
vector[:3]

array([1, 2, 3])

# 選取第 3元素之後的所有元素
vector[3:]

array([4, 5, 6])

# 選取最後 1個元素
vector[-1]

6

# 選取矩陣的前 2列及所有行
matrix[:2,:]

array([[1, 2, 3],
       [4, 5, 6]])

# 選取所有列及第 2行
matrix[:,1:2]

array([[2],
       [5],
       [8]])

1.5　矩陣的描述

問題

如何描述矩陣形狀（shape）、大小與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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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

運用 shape、size與 ndim：

# 載入函式庫
import numpy as np

# 產生矩陣
matrix = np.array([[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檢視列數與行數
matrix.shape

(3, 4)

# 檢視元素數量 (列 * 行 )
matrix.size

12

# 檢視維度
matrix.ndim

2

討論

這看來似乎是很基礎的部分（確實是）；不過常在某些操作後繼續運算下去之前，檢查

陣列的形狀與大小是很有用的。

1.6　在元素上套用操作

問題

要在陣列的幾個元素上套用某些函式。

解方

運用 NumPy的 vecto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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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入函式庫
import numpy as np

# 產生矩陣
matrix = np.array([[1, 2, 3],

[4, 5, 6],
[7, 8, 9]])

# 產生可在某值上加 100的函式
add_100 = lambda i: i + 100

# 產生向量化函式
vectorized_add_100 = np.vectorize(add_100)

# 在矩陣所有的元素上套用函式
vectorized_add_100(matrix)

array([[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討論

NumPy 的 vectorize類別能將一個函式轉成另一個能套用到陣列所有元素或切片
（slice）上的函式。值得注意的是，vectorize基本上只是一個作用在元素上的 for迴
圈，並不會提升效能。而且，NumPy陣列可以讓我們在幾個陣列間進行操作（稱為廣播
（broadcasting）的流程），即使這些陣列的維度都不相同。舉例來說，我們可運用廣播

製作一個更為簡單的解方：

# 每個元素加上 100
matrix + 100

array([[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7　找出最大值與最小值

問題

要找出陣列的最大或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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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

運用 NumPy的 max與 min：

# 載入函式庫
import numpy as np

# 產生矩陣
matrix = np.array([[1, 2, 3],
                   [4, 5, 6],
                   [7, 8, 9]])

# 回傳最大的元素
np.max(matrix)

9

# 回傳最小的元素
np.min(matrix)

1

討論

我們常常需要找出陣列或陣列子集中的最大與最小值，此時可透過 max與 min方法來
做。使用 axis參數，我們也可以沿著某特定軸進行運算：

# 找出每一行中的最大元素
np.max(matrix, axis=0)

array([7, 8, 9])

# 找出每一列中的最大元素
np.max(matrix, axis=1)

array([3, 6, 9])

1.8　計算平均值、變異數與標準差

問題

要計算陣列上的一些敘述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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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

運用 NumPy的 mean、var與 std：

# 載入函式庫
import numpy as np

# 產生矩陣
matrix = np.array([[1, 2, 3],
                   [4, 5, 6],
                   [7, 8, 9]])

# 回傳平均值
np.mean(matrix)

5.0

# 回傳變異數
np.var(matrix)

6.666666666666667

# 回傳標準差
np.std(matrix)

2.5819888974716112

討論

如同 max與 min，我們可以容易地取得整個矩陣的敘述統計資料或者沿著單軸進行計
算。

# 計算每一行的平均值
np.mean(matrix, axis=0)

array([ 4.,  5.,  6.])

1.9　陣列轉換

問題

要在不變動元素之值的情況下，改變陣列的形狀（行數與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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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

運用 NumPy的 reshape：

# 載入函式庫
import numpy as np
    
# 產生 4x3矩陣
matrix = np.array([[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將矩陣重塑成 2x6的矩陣
matrix.reshape(2, 6)

array([[ 1,  2,  3,  4,  5,  6],
       [ 7,  8,  9, 10, 11, 12]])

討論

reshape能讓我們重塑陣列，如此，在不變動資料的情況下，可以調整陣列的行數與列
數。在此只有一個必要條件，即原形狀之矩陣與新矩陣所含的元素個數要相同（即大小

相同）。我們可以用 size查看矩陣的大小：

matrix.size

12

reshape有個好用的參數 -1，代表「使用所需的最大值」，故 reshape(-1, 1)表示只有 1
列，但有所需最大行數的矩陣：

matrix.reshape(1, -1)

array([[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最後，若我們只給它 1個整數，reshape會回傳 1個具該整數表示之長度的一維矩陣：

matrix.reshape(12)

array([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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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向量與矩陣的轉置

問題

要對向量或矩陣進行轉置。

解方

運用 T方法：

# 載入函式庫
import numpy as np

# 產生矩陣
matrix = np.array([[1, 2, 3],
                   [4, 5, 6],
                   [7, 8, 9]])

# 轉置矩陣
matrix.T

array([[1, 4, 7],
       [2, 5, 8],
       [3, 6, 9]])

討論

轉置（transposing）是線性代數中的一種常見的操作，其將矩陣中每一元素之行與列的
索引值對調。就技術上來說，線性代數課程通常會忽略掉矩陣與向量間的一個細微的差

異，即向量沒辦法進行轉置，因為它就只是一組值：

# 轉置向量
np.array([1, 2, 3, 4, 5, 6]).T

array([1, 2, 3, 4, 5, 6])

雖然如此，我們通常還是會將向量的轉置操作視為是將列向量轉成行向量（注意第 2組
方括號）的操作，反之亦然：

# 轉置列向量
np.array([[1, 2, 3, 4, 5, 6]]).T

array([[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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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6]])

1.11　矩陣的攤平

問題

要將矩陣轉換成一維陣列。

解方

運用 flatten：

# 載入函式庫
import numpy as np

# 產生矩陣
matrix = np.array([[1, 2, 3],
                   [4, 5, 6],
                   [7, 8, 9]])
# 攤平矩陣
matrix.flatten()

array([1, 2, 3, 4, 5, 6, 7, 8, 9])

討論

flatten是將矩陣轉成一維陣列的簡單方法。此外，我們也可以用 reshape來產生列向
量。

matrix.reshape(1, -1)

array([[1, 2, 3, 4, 5, 6, 7, 8, 9]])

1.12　找出矩陣的秩

問題

要找出矩陣的秩（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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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

運用 NumPy的線性代數方法 matrix_rank：

# 載入函式
import numpy as np

# 產生矩陣
matrix = np.array([[1, 1, 1],
                   [1, 1, 10],
                   [1, 1, 15]])

# 回傳矩陣的秩
np.linalg.matrix_rank(matrix)

2

討論

矩陣的秩是其行或列所佔之向量空間的維度。運用 NumPy的 matrix_rank可以很容易地
找出矩陣的秩。

延伸閱讀

• 矩陣的秩，CliffsNotes（http://bit.ly/2HUzkMs）。

1.13　行列式值的計算

問題

要計算矩陣的行列式值。

解方

運用 NumPy的線性代數方法 det：

# 載入函式
import numpy as np

# 產生矩陣
matrix = np.array([[1, 2, 3],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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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9]])

# 回傳矩陣的行列式
np.linalg.det(matrix)

0.0

討論

有時矩陣的行列式是很有用的。運用 NumPy的 det，很容易就可以計算出來。

延伸閱讀

• 行列式 | 線性代數的本質，第五章，3Blue1Brown（http://bit.ly/2FA6ToM）。

• 行列式，Wolfram MathWorld（http://bit.ly/2FxSUzC）。

1.14　矩陣對角線元素的取得

問題

要取得矩陣的對角線元素。

解方

運用 diagonal：

# 載入函式
import numpy as np

# 產生矩陣
matrix = np.array([[1, 2, 3],
                   [2, 4, 6],
                   [3, 8, 9]])

# 回傳矩陣的對角線元素
matrix.diagonal()

array([1,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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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運用 NumPy的 diagonal，很容易就可以取得矩陣的對角元素。透過 offset參數的使
用，也能將相鄰於主對角線的對角線元素取出：

# 回傳主對角線之上一條對角線上的元素
matrix.diagonal(offset=1)

array([2, 6])

# 回傳主對角線之下一條對角線上的元素
matrix.diagonal(offset=-1)

array([2, 8])

1.15　矩陣跡的計算

問題

要找出矩陣的跡（trace）。

解方

運用 trace：

# 載入函式
import numpy as np

# 產生矩陣
matrix = np.array([[1, 2, 3],
                   [2, 4, 6],
                   [3, 8, 9]])

# 回傳跡
matrix.trace()

14

討論

矩陣的跡即其對角線元素的和，在機器學習的方法中經常會用到。給定一個 NumPy的
多維陣列，我們就可用 trace來計算跡。我們也可以在回傳矩陣的對角線元素後，再計
算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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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傳對角線元素後再加總
sum(matrix.diagonal())

14

延伸閱讀

• 方陣（Square Matrix）之跡（http://bit.ly/2FunM45）。

1.16　特徵值與特徵向量的計算

問題

要找出方陣（square matrix）的特徵值（eigenvalues）與特徵向量（eigenvectors）。

解方

運用 NumPy的 linalg.eig：

# 載入函式
import numpy as np

# 產生矩陣

matrix = np.array([[1, -1, 3],
                   [1, 1, 6],
                   [3, 8, 9]])

# 計算特徵值與特徵向量
eigenvalues, eigenvectors = np.linalg.eig(matrix)

# 檢視特徵值
eigenvalues

array([ 13.55075847,   0.74003145,  -3.29078992])

# 檢視特徵向量
eigenvectors

array([[-0.17622017, -0.96677403, -0.53373322],
       [-0.435951  ,  0.2053623 , -0.64324848],
       [-0.88254925,  0.15223105,  0.54896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