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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何謂人工智慧？



何謂 AI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的英文是「AI」，這是 Artificial（人工的）與 Intelligence（智

慧）的縮寫。該名詞首度出現在 1956年，距今約六十幾年前，在達特茅斯

會議（Dartmouth Conference）上，共同討論了「人工智慧」，當作學術研

究。

之後，以實現人工智慧為目標的學術研究一直持續下去。另一方面，在科

幻小說及連續劇等虛構世界裡，也陸續出現擁有高度智慧的 AI。這些故事

中的 AI通常被塑造成，可以跨語言，儲存全球新聞，瞬間搜尋龐大的資料

庫，從得到的結果中，以超越人類的判斷力，預測未來並做出決定的電腦。

因此，人工智慧給人的印象是「全知全能」，和人類一樣擁有智慧，並且

具備超越人類知識的電腦。

AI

圖 1-3 聽到「導入人工智慧」，會想像成，兼具過人知識與運算能力，全知全能的電
腦，實際上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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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的基礎知
識1

通用人工智慧（AGI）

這種「和人類一樣擁有智慧的電腦」，在學術界稱作「通用人工智慧」

（AGI,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對研究人員與開發人員而言，完

成 AGI是長久以來的夢想。

另外，多數人從「人工智慧」這個關鍵字聯想到的，應該是指 AGI。

可是，現實是殘酷的。儘管我們從六十幾年前開始持續研究 AGI，遺憾的

是，這個世界上，AGI依舊不存在，甚至還未到達「即將完成」的階段。

因此，認為「通用人工智慧」似乎已經完成，並開始導入社會的報導並不

恰當。

為什麼還未完成，卻會使用「導入了人工智慧」的說法？

這種說法雖然算不上是適當，卻也不能說完全是錯的。

感覺

思考
判斷
學習
預測

檢視
辨別
辨識

說話
對話  聽

（聽見）

圖 1-4 人類擁有各式各樣的能力，但是電腦能否同樣擁有看／聽／說／思考等能力？現
在仍持續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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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何謂人工智慧？



圖 1-5 一般認為，總有一天會創造出追上或超越人類各種能力的通用人工智慧（AGI）。

隨著類神經網路的發展，在各個領域，持續研發出趨近人類的能力。

人工智慧 人類

AGI

類神經
網路

看AI
聽 AI
說 AI
感覺 AI
思考 AI

看的能力
聽的能力
說的能力
感覺的能力
思考的能力

因為，要實現 AGI，需要大量的基本技術。用人類來比喻 AGI 需要的能

力，比較容易瞭解。例如，辨識物品及人物的能力、掌握周圍距離及狀況

的能力、自然對話的溝通能力、瞭解對方想法的理解力、正確回答問題的

能力、判斷事物的能力等，當這些能力趨近人類，在未來整合之後，或許

就可以提升成 AGI。

現在正在研發基本技術來處理每一種能力，在這些能力中，使用了模仿人

類大腦結構的「類神經網路」技術，而開始產生顯著的效果。換句話說，

使用了類神經網路的技術，或使用了類神經網路的功能，就稱作「人工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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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辨識數字的手法（原本的方法）



「類神經網路」是指，模仿人類腦神經迴路的架構及構造的數學模式（學

習模式）。以下要說明，這個部分和原本電腦的手法（演算法）有何不同。

請回想一下辨識影像的系統。

從以前開始，電腦讀取數字的系統就已經實用化。這種系統會識別列印出

來的數字影像，再轉換成數值。

原本的系統是利用何種架構來辨識數字呢？

第一種是「模式比對」（Pattern Matching）。如果有和讀取影像一模一

樣的部分，就轉換該數值。即使讀取的影像呈傾斜狀態，也會旋轉影像，

判斷兩者是否相同。如果一致，就轉換成數值（模式比對技術除了使用在

影像上，也會用於文字、陣列等）。

1.5　 辨識數字的手法（原本的方法）

是

是

是

圖 1-12 電腦會尋找與輸入影像相同類型的部分，並且轉換成數值。傾斜的影像會進行
調整，找出相同類型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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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特徵量



是，隨著類神經網路的發展，只要有大數據，就能像人類一樣，從經驗中

擷取出特徵量，以高準確率分辨物體。

圖 1-16 提出分
類狗或貓的問題

時，人類幾乎都

能正確完成，過

去的電腦卻很難

分辨。

輸入影像

分類結果

請分類狗或貓

狗 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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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的結構3

3.1　機器學習的方法

我想，藉由到目前為止的解說，你應該已經瞭解，最近經常出現在新聞中

的「人工智慧」，其實是指，以類似人類的學習方法，提高電腦的辨識力

及分類功能的技術，而且隨著機器學習技術的發展，實現了這個目標。

第三次人工智慧熱潮的基本技術是「機器學習」，而帶來進展的是「類神

經網路」的「深度學習」。

將這三個專業術語整理之後，結果如下（圖 3-1）。電腦在執行「機器學

習」（Machine Learning）方面，技術上有了顯著的進步。這是因為在類似

人腦的學習模式「類神經網路」中，運用了稱作「深度學習」的學習方法，

才能產生這種驚人的成果。因此，類神經網路及深度學習的技術受到肯定，

並加速導入、實際運用在各個領域中。

其他

機器學習

類神經網路

深度學習

其他

Machine Learning

圖 3-1 機器學習包括幾種手法，尤其在類神經網路的領域中，一般認為深度學習急速發
展，而且有了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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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機器人騎乘單車達到一定距離，就能獲得分數當作報酬。另外，如果在短時間內
順利騎完，也能獲得報酬，機器人會以精通為目標來學習。

1m 5m 10m 30m
1分 30分

15秒以內
騎完 ＋10分

圖 3-8 機器人使用各種感測器，維持單車的平衡。過去都是由工程師寫出鉅細靡遺的程
式，或開發自動控制姿勢的軟體，才能讓機器人自主執行動作。導入 AI相關技術之後，

姿勢控制演算法有可能達到一定程度的自動化。

往右傾斜XX°
速度維持XX

移動荷重的
最佳函數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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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類神經網路的結構



最單純的感知器是由輸入層與輸出層等雙層結構組成。輸入層成為外部訊

號的入口，處理後的結果由輸出層輸出。

圖 3-9 這是最簡單的類神經網路模型。由輸入層與輸出層等兩層構成，每層存在著多個
神經元。

輸入

輸入層 輸出層

輸出

神經元  　神經元

圖 3-10 針對「手指被掐了」的輸入訊號，其中一種輸出結果是，採取「把手收回」的
行動。

輸入

輸入層 輸出層

輸出

神經元  　神經元

手指被掐了 把手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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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醫療領域大放異彩的 Watson



Watson

一秒可以
閱讀八億頁

圖 4-2 每年持續增加的大量論文與文獻，一個人根本無法讀完，但是 Watson可以讀完

並且累積知識。

Watson 協助癌症及白血病治療

在藥物研發界，耗費十年歲月與一千億日圓的預算，才能開發出一種新藥

很稀鬆平常。有時必須嘗試組合超過一百萬種的化合物與蛋白質，才能從

中找到有效的結果，是一個非常耗時費力的工作。在美國，已將 Watson運

用在這個領域，對縮短找到有效新藥做出貢獻。

例如，2014 年 Watson 為新癌症治療藥物的開發帶來了進步。在 IBM 與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共同研究中，導入 Watson，篩選作用在抑制

癌症遺傳因子的蛋白質。結果，分析了約七萬筆科學論文，鎖定了六種蛋

白質，渴望對「p53」抑制癌症遺傳因子發揮作用。儘管過去有人認為，這

種蛋白質一年發現一個比較好。

2016 年 8 月在醫療領域，捎來了與 Watson 有關的好消息。發表者是東京

大學醫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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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系統與 AI聊天機器人4

OK!？？
？

Word PDF

HTML

Facebook
Twitter

結構化資料與非結構化資料

支撐第三世代電腦的技術是，包含自然語言在內的「非結構化」資料分析。

看起來似乎很難，其實很簡單，請繼續看下去。

在電腦時代，資料大致可以分成結構化資料與非結構化資料。結構化資料

是指，以電腦可以理解、解讀的結構，製作而成的資料，或製作成電腦用

的資料。雖然電腦可以理解，但是除了部分工程師之外，其他人卻看不懂。

到目前為止，我們讓電腦處理資料時，都必須輸入電腦用的結構化資料。

圖 4-7 人類可以看懂、理解的文件資料，現在的電腦無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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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  在銀行接待顧客



圖 4-18 Watson與 Pepper整合（【IBM Watson案例】IBM Watson實現瑞穗銀行新的

「待客」方式，IBMJapanChannel - Youtube https://youtu.be/X3Vdy-UMXwQ）

未來接待顧客的方式

瑞穗銀行除了客服中心之外，也開

始結合 Watson 與 Pepper，創造、

組合新的「待客」方式。在網路上

也發布了相關的概念影片。

Pepper在門市迎接進門的顧客

引導顧客到個別會議室。與顧客對話，

並將內容即時傳送給負責後續處理的工

作人員。

利用人臉辨識來辨別顧客

討論時，參考機器人的第二意見，對即

將在明年迎接新生兒的家庭提出建議。

Pepper 建議免課稅贈與。與 Watson

這種認知或人工智慧合作變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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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用文字，而是以聲音來溝通會如何？假設要在電話中，自動回覆或

由機器人回答使用者問題。

此時，接收問題時，需要能辨識使用者的聲音，並轉換成文字的技術（STT: 

Speach to Text）；回答時，需要可以將 Watson 的回覆轉換成聲音的技術 

 （TTS: Text to Speech）

圖 4-31

聲音轉換成文字

文字轉換成聲音 Data

文字

QA

Natural
Language
Classifier

Dialog

澀谷站附近的門市
在哪裡？

是宮益坂店。
地圖是……

Retrieve
and Rank

Speech to
Text

Text to
Speech

Document
Conversion

△×＠●★
◎□▼！

◆◎□×★
◇●△＠…

在介紹 Watson的 API案例時，曾經說明過，就技術性而言，其他 AI聊天

機器人也使用了相同的技術及結構。

以這個案例來說，在「Data」的部分，累積對顧客提問的回覆。

對電腦而言，問題在於，人類不會每次都用相同說法來提問。例如，在電

器商店的櫃台設置機器人，顧客提出以下問題，雖然說法不同，但是最佳

回答都是一樣的。




